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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振武

村支书老王忐忑不安地出

了村!沿着僻静的小道!硬着头

皮朝乡里深一脚浅一脚走去 "

边走心里边敲鼓# 到底出了什

么事!得罪什么人了吗$

早上他刚进办公室! 虎子

就追着进来悄悄说#%马纪检来

电话了! 叫你上午务必去乡里

一趟" &

%啥事$ &

%没说啥事" &虎子轻轻退

出去!随手带上门" 他掏出手机

飞快扫了一眼!没有未接电话!

心里不觉一沉"

马纪检姓马! 身份是乡纪

检委员" 老王的脑子飞速运转!

不断回忆着# 今年以来没去过

大饭店'有几次参加婚宴!随份

子钱也是自己掏腰包' 没收过

别人东西!当然更没有现金(购

物卡'最多拿条烟!都在村委会

会议上大家分着抽了))

难道去年 !前年 !再往前 $

老王越想越没数! 犹豫着要不

要给乡政府的熟人打电话 !抓

起话筒又放下了"

门倏地打开!又是虎子!怯

生生地说#%马纪检又来电话 !

我说你上厕所了" &老王故作镇

定! 不紧不慢道#%如果再来电

话!你就让他打我手机" &虎子

一走!他就改了手机设置!让马

纪检打来的电话永远占线"

眼瞅快十点了!他突然把心

一横#管他呢!去乡里走一趟"

走进马纪检的办公室!桌上

电话正好响起!马纪检冲他点点

头! 抓起话筒说了两句! 挂掉"

%老王!今天找你来有个事))&

话没说完!手机又响" 马纪检看

一眼手机! 慌忙起身进了里间"

老王心乱如麻!嗓子发干"

马纪检出来了! 一脸严肃!

好像心事重重!勉强笑着说#%电

话真多!让你久等了" &说完抓过

杯子!倒上水!放在老王面前"

老王盯着水杯!一声不出"

马纪检也没注意到他神情有

异!急切地说#%今天把你找来!

确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事***听

说你在县纪委有个同学$ &

老王是有个高中女同学在

县纪委!于是木木地点了点头"

马纪检笑了!%关系不一般

吧$我在县里开会时她跟我打听

你!我说咱们是铁哥们" 你同学

是领导!过两天来咱们乡检查工

作!吃饭时我想让你作陪" &

%娘啊+ &老王心里长出一

口气!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

回村后!老王想了想!拨通

了女同学的电话! 刚说两句就

被女同学打断了!%他的事组织

上最清楚!我们专案组有纪律!

我不说你也别问!更别掺和+ &

%娘啊+ 原来是马纪检出了

事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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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生

半年前! 张三刚满五十三周

岁!就被组织部门%一刀切&了下

来 !退居二线 !连班也不用去上

了"

张三无所事事! 虽然也常去

老干部活动中心下棋(打牌!但总

是觉得落寞空虚" 老婆劝他到邻

市儿子家里住几天!张三同意了"

对儿子!张三是感觉愧疚的"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大学毕业后

找工作(找老婆(生孩子!这些忙

他都没帮上"后来儿子买房!他倾

尽全力也只资助了一小部分资

金"

张三在儿子所在城市转了几

圈! 竟和十年前省委党校的老同

学李四不期而遇" 两人聊了一会

儿!张三才知道李四也是从乡党

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 经历

相似!谈得投机!李四将张三拉回

自己的小别墅! 让老伴炒了几个

小菜!开了瓶五粮液!一边吃喝一

边继续聊"

于是! 张三了解到更多李四

的情况#两年前他退居二线!买了

小车!搬进别墅!将原有的一套商

品房出租'两个孩子!女儿是本市

某行政机关的副科级干部! 儿子

从国外读书回来安家上海! 他就

出资为儿子在上海买了房'老父

老母守在农村老家不愿意进城!

他就在老家盖了栋三层小楼让父

母养老"

一开始!张三还聊得起劲!渐

渐的就有些不自然了" 孩子的境

况比不上! 他连身在农村的父母

也难以关照! 老两口一直住在破

旧的砖瓦房里"

第二天!张三跟儿子告辞!回

到自己家!从此闷闷不乐!不爱说

话不爱出门!连饭都不爱吃!很快

瘦了一圈" 老婆送他去县医院检

查!没查出什么!又到省城医院!

还是查不出"最后!张三老婆打电

话问儿子!%你爸在你那儿遇到啥

事了$&

张三的儿子只记得父亲在李

四家吃过一次饭!别的一概不知!

儿媳妇倒是了解李四家的一些情

况!思来想去猜到公公的病根!指

点丈夫对症下药"

张三的儿子赶回家!%爸!听

说李四被抓了+经济问题!贪污受

贿!数额巨大"&张三听后两眼放

光!一拍大腿!%我就说嘛!不被抓

才怪哩+&此后!张三能吃能喝!精

神和身体迅速恢复! 每天都去老

干部活动中心打牌下棋做体操!

连走路都哼着欢快的小曲"

高 度
!

李忠元

城建局%一把手&张光近来有

些不顺心" 局里新调进一位副局

长!名叫李闯!论资排辈只能坐第

五把交椅!可这人似乎横行惯了!

说话颐指气使! 有时对张光也是

爱理不理的"张光想!这不是个善

茬儿!麻烦还在后头呢"

果然! 李闯渐渐摆出咄咄逼

人的架势!处处和张光对着干!有

时甚至和张光大吵大闹" 班子里

有这么一个死对头! 张光的工作

根本开展不下去"张光找县领导

商量!想将李闯调走!可县领导一

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人无

完人!想办法尽量团结吧"

这样看来!李闯背景不小"张

光一回局里! 就把自己关进办公

室!一连三天!谁都没见他出来"

第四天早上!张光出来了!一脸倦

容! 刚迈出局长室门槛就栽倒在

地"急救车将他送到省城医院!抢

救过来后! 说是要疗养很长一段

时间才能痊愈"局里的人都清楚!

张局长这病是被李副局长气的"

张光前脚刚走! 李闯就拿着

县里的任命当了代理局长! 管起

全局大小事务 "他按照 %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的原则!迅速作出

人事调整! 对局里那些敢于出血

的%高富帅&和敢于献身的%白富

美&加官晋爵"他还把其他副局长

分管的工作都抢过来!搞一言堂!

大权独揽"不久!李闯又分别从省

里和县里申请到建设资金! 将张

光迟迟未动工的
!

号办公楼再建

项目扶上马!大刀阔斧搞起基建"

局里很多人都盼着张光早日

病愈归来! 可张光那边迟迟没有

消息!而李闯大权在握!善于结交

权贵!在%一把手&位置上站稳了

脚跟"县领导几次来视察!都对李

闯的政绩大加褒奖" 正当工程竣

工! 全局上下都认为代理局长不

日就将扶正时!李闯被突然杀出

的省纪委调查组带走了"

很快传来小道消息! 说李闯

被%双规&是因为之前有人联名举

报! 称李闯在代理局长位置上大

搞集权(敛财贪色!在工程建设中

吃拿卡要!异常腐化!极其堕落"

李闯前脚刚被带走! 张光后

脚就回到局里! 重新坐到局长位

置上发号施令"局里的人发现!经

过这段时间的疗养! 张局长整个

人红光满面!走路脚下生风!语音

铿锵有力!脸上写满自信!常常挂

着让人如沐春风的微笑"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除了

被司法机关带走的部分人员!局

里大多数干部回到原来的岗位!

安心干起本职工作"

一天! 张光不知为何来了兴

致!邀请几个副局长去酒店喝酒"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光红着一

张醉脸!端着酒杯站起来!一边向

在座各位敬酒! 一边笑着说#%有

的人无欲无求!但活得精彩!有的

人欲壑难填!却不知物极必反!爬

得越高摔得越惨" 你们知道李闯

是怎么跌下马的吗$ 他这人不知

天高地厚! 根本不晓得兵法上有

以退为进之计"我假装有病!在县

领导那里请了长假! 并举荐李闯

为带班人"嘿嘿!我将他捧到,一

把手-这个致命的高度!就是想让

他明白什么是高处不胜寒+ 果然

不出我所料! 李闯一旦大权在握

就露出贪婪本性!无恶不作!弄得

全局上下鸡飞狗跳! 最终还是被

绳之以法了"&

听了张光的话! 副局长们面

面相觑!谁也没言语!表情却都有

些不自然"

回 家
!

佟才录

宝强所在的工厂不景气!

总是放假!每月只给他维持温

饱的基本工资"宝强的妻子没

有工作!儿子上小学四年级"

去年!宝强按揭贷款买了

一套房子"如今的房价贵得要

死!五十平方米不到的%蜗居&

居然要四十多万元"宝强把多

年积蓄十万元作为首付!从银

行贷款三十多万元!还款期限

二十年! 每月月供两千多"其

实工厂活儿多的时候!这点月

供根本不算啥"每月除去还月

供和生活开销 ! 还有很大盈

余"可现在不行了!还了月供!

每天就只能靠煮白水面对付

一家人的肠胃!吃得儿子一看

见面条就想吐"

雪上加霜的事还有!上个

月宝强的母亲被查出患了肝

癌"虽然有医保 !但很多昂贵

有疗效的药物却不在医保范

围内"前期住院费都是哥哥姐

姐凑的!他们都知道宝强家里

困难!没攀他 "可宝强心里难

受! 母亲是三个人的母亲!母

亲病了住院的费用也应该由

三个儿女均摊"宝强日夜守护

在母亲的病床前!想着不能出

钱就多出力吧"

守在医院半个多月了!这

天下午! 大哥说他晚上有空!

想陪陪母亲!让宝强也回家看

看"宝强走出医院大门 !使劲

吸了一口没有消毒水味的空

气!在灯火辉煌 (人流涌动的

大街上步行回家"路过自动取

款机时!他看到一个穿着时髦

的女人在取钱 ! 操作时间很

长! 估计取的钱不是小数目"

眼看那女人取完钱!扭着腰走

开了!宝强不知怎的 !竟鬼使

神差地跟了上去"

那女人走的方向和宝强

回家的方向正好相反"宝强尾

随她走了很长一段路!进入一

条没有路灯的小巷子"

宝强捡起路边一块板砖!

正准备冲上去!腰间的手机震

动起来" 电话是妻子打来的!

她接到宝强大哥的电话!知道

宝强今天会回家 "%你在哪儿

呢!怎么还没到家$&宝强支吾

着没有回答"%快回来吧!今天

是你生日! 我买了生日蛋糕!

儿子问你为啥还不回来都把

我问烦了" 你先别骂我浪费!

听我跟你说!我今天出去找到

一份工作!薪水还不错 !以后

跟你一起支撑这个家!你就不

会这么辛苦了))&

挂掉电话!宝强心里一阵

温暖"他丢掉板砖 !抹了一把

额头上的冷汗! 呼出一口气!

转身快步向家的方向奔去"

说服力

周作人落水附逆前!张中

行给他写信!说!若他"出山#!

那将是"士林的理想的破灭$%

这句话很沉痛 %什么是 "士林

的理想 $&依我的理解 !就是 '

读书是世上最好的事!读书可

以认识你自己!读书可以让你

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是 !周作

人读了这么多书!竟然是这种

结果%那么 !我们还有什么信

心读书呢 &这就是所谓的 (士

林的理想$的破灭%)世上只有

读书好$就少了几分说服力%

多年前 ! 台湾作家林清

玄的离婚掀起轩然大波 ! 也

让他的粉丝 "理想破灭$% 黄

碧端女士披露 ! 林清玄曾口

口声声暗示前任妻子有 "精

神病 $ *这点已为其前妻家

人所否认+! 带给他多大的折

磨痛苦 , 他曾照顾前妻多么

尽心 ! 甚至于曾住在病房半

年陪同 *这点又为医院否

认+, 他与现任妻子住进故宫

对面的华厦 ! 而旧日与妻子

所住的公寓却借口要做基金

会会址不能给她 ! 造成前妻

小銮无枝可栖- 若是普通人!

大家谴责一下 )负心汉 $ 也

就罢了 % 但是 ! 林清玄是写

过一百多本书教人如何清净

心灵 . 淡泊名利的作家 / 黄

碧端比喻说 ! 这就像是一个

卖防治结核药丸的人 ! 我们

发现他竟然罹患肺结核 % 林

清玄的这一百多本书还有什

么说服力&

)四人帮$ 倒台! 万众欢

腾!群情激奋 !不少人形诸歌

咏以表达鞭挞的心情%舒芜先

生写了0四皓新咏1!谴责梁效

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222冯

友兰.魏建功.林庚 .周一良 -

舒芜此作用 )商山四皓 #以指

四位老教授!多有嘲讽.挖苦!

传诵一时- 但是舒芜本人!却

也是经不起考验的人!这种讽

刺诗写得再生动!也是没有说

服力-

当然更多的是正面的例

子-如陶渊明!如苏轼!他们的

人格和诗文一样光彩照人-)人

归人!文归文#!我真的做不到!

我看文时!总是会想到他的人-

)以身作则#这个词!其实说的

就是说服力- 前段时间有人指

责柴静的个人生活不环保!说

的也是说服力问题-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

(1230145.,')*67).8386.8&986.

&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调皮-

祖宗都抬出来了-

雷

妙语

"

前任只认钱! 反过

来读竟也一样-

"

人类的创造发明可

以归结为两种' 第一种能

为人类节约时间! 我们称

之为物质文明, 第二种能

把人类节约下来的时间浪

费掉! 我们称之为精神文

明-

"

卫生间真是个神奇

的地方- 照镜子能让相貌

变迷人! 唱歌会增加环绕

立体声! 洗澡时瞬间才思

泉涌脑补各种剧情! 游戏

通关往往都是坐在马桶上

的时刻-

"

人生就像自助餐 !

最开始总是选择很多 !等

知道什么符合自己胃口的

时候!往往都快吃饱了-

"

好脾气都是磨出来

的!坏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治得了你的脾气的是你爱

的人! 受得了你的脾气的

是爱你的人-

"

女人的好处在于!她

们可以把一切紧张. 焦虑.

暴躁.窝火.耐心缺失.没来

由的怒气都归结为生理原

因-而男人若是这样!就会

被指责为不成熟-

段味

"

坐火车! 可以这样

对付那些没礼貌的乘务

员' 在自己的手机上建一

个加密的
"#$#

热点!名字

叫)免费
"#$#

!密码请问乘

务员 #-然后 !你只要静下

心来看就好-

"

下班时赶上下大

雨!刚好以前曾在办公室留

过一把伞- 来到写字楼下!

看见一群人在等人送雨具!

其中一个美女分外显眼!我

毫不犹豫地把伞塞给她-她

在我身后喊')哎!你的伞/#

我答)是你的伞#!然后跑进

雨中! 留给她一个背影!感

觉自己超帅-跑了一段回头

看! 发现她上了一辆宝马!

把伞扔了-

"

开会时老板说')公

司上下一定要团结! 我们

好比一个键盘! 每个员工

都是按键! 一个萝卜一个

坑! 都是不可缺少的-#会

后我跟老板打趣 !)老板 !

你说我是什么按键&#老板

回答')你就像
%&

!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能干什么用-#

"

傍晚陪爷爷散步 !

见不远处有一美女! 忍不

住多看了两眼- 爷爷转身

问')喜欢 &# 我笑笑 -)等

着 /#爷爷大步走远 -几分

钟后!我手机响了!对方嗓

音甜美')你好! 你爷爷迷

路了!现在在中华路口!你

快点来吧/#

"瓜子 整理&

雷

宋玲玲!本院受理邱龙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节假日
顺延&

.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潘全昌'张付良!本院受理蒋伟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诉讼风险告知书" 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

+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柯锦绣!本院受理陈嘉慧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玉山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邯郸市锦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魏广兴!本院审理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安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闫红亮!本院受理黄新玲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
),

点%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五女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张松伟!本院立案受理袁连霞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在本院只乐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
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田国峰!本院立案受理杨香菊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在本院只乐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
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谷秋梅!本院受理张亚甫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1,)2

&鄢民初字第
)1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屯沟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刘淑义!本院受理诉你杨勇及汪文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平民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来本院明港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戴程!本院受理孙安祥诉你及高立启建设施工程工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张续!本院受理肖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百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黄德伟'陈刚!本院受理汪宗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桃花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李合群!本院受理李宝梅诉你离婚一案已经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1,)2

&襄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4

准予原告李梅与被告李合群离婚$案件受理费
+,,

元!由李宝梅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于轩伟!本院受理焦改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原告
请求'要求与被告离婚(婚生子于文博归原告抚养!抚养费由被告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0

日内$ 定于
1,)0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颍桥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王玉军'邹军'王红星!本院受理姚青弼诉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及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天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张艳奇!本院受理周秀丽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姚集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刘红勤!本院受理梁大家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及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天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马雷!本院受理李国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风险提示书$自公告日
起经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 定于
1,)0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抚宁县人民法院
陶善如!本院受理方长江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1,)2

&东民一初字第
,,3)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胡德龙!本院受理刘红卫申请执行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申请
人刘卫红申请执行%

1,)+

&新民初字第
),03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1,)0

&新法执字第
)2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十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金堂!本院受理王莹莹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1,)2

&新民初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0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郭大勇!本院受理盐城广源管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 并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颜单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李帮林'周家泉'陈军!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舒城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1,)2

&舒民二初字第
,)0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到本院千人桥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千人桥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周家泉'李帮林'陈军!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舒城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1,)2

&舒民二初字第
,)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千人桥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千人桥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周家泉'李帮林'陈军!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舒城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1,)2

&舒民二初字第
,)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到本院千人桥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千人桥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吕莎! 本院受理陈奎诉你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1,)2

&商梁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永田'张二红'潘晓娟!本院受理刘向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襄民初字第
)+&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朱会东!本院受理周香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1,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水池铺法庭公开审理$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郑宝雄'汤春珍'福鼎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连佳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叶孙定'叶丽清'叶妙洪'肖志凯!本院受理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宁支行与你们及叶瑶"叶文浩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周民初字第
+1,

号追加当事人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 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定于

1,)0

年
&

月
1)

日
.4,,

%节假日顺延&在周宁县人民法院
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叶孙定'叶丽清'福鼎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广顺钢
铁有限公司'叶妙洪'肖志凯!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周宁支行与你们及叶瑶"叶文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1,)2

&周民初字第
+11

号追加当事人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保全&"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定于
1,)0

年
&

月
1)

日
.4+,

%节假日顺延&在周宁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吴菊!本院对卢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1,)2

&环民初字第
/,

号上诉状及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韩伟!本院受理刘秀杰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覃徐良'覃汉顶'莫忠项!本院受理欧华念诉你合伙协议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阳光司法网启用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3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吴永军!本院受理晋志平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肥民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肥乡县人民法院

朱振林!本院受理刘会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叶集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刘海清!本院受理余桂玲诉你"李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北郊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刘海清'随州市楚兴专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爱

华"余功运诉你们"李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郊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芜湖市紫华园实业有限公司'安徽广和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王次华!本院受理%

1,)2

&芜中民二初字第
,,,31

号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宣
判并送达%

1,)2

&芜中民二初字第
,,,31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内!上诉于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芜湖华旭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王君敏'汪军!本院受理%

1,)2

&

芜中民二初字第
,,13)

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
心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宣判并送达%

1,)2

&芜
中民二初字第

,,13)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
出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内!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汪贵涛'江莉娟'北京格里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芜湖石

全饰美珠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胡润红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裁判$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熊宽芝!本院受理刘勤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1,)2

&州民一初字第
+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季冬!本院受理曹凤英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1,)2

&东民初字第
,)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沈建!本院受理潘燕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苏春红'侯长红!本院受理杨静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黄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左福'王秀!本院受理鲍国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滨民初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张文清!本院受理朱蔡女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和
+,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34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魁小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陈清玉!本院受理董云勤"钭耀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 定于
1,)0

年
&

月
)2

日
.

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张国华!本院受理葛翠平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0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牛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熊远峰!本院受理霍山嘉利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霍民二初字第
,,1.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西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邢铁东'宋天鹏!本院受理魏轶男与赵天宇"陶强"王春龙"你们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北新民初字
第

+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虎石台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潘安生!本院受理王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1,)2

&广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
生效$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上饶市天运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正荣诉你公司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广民一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沈君豪'杨杰!本院受理郑远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广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生效$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纪仁初'姜荷仙!本院受理王小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广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生效$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纪仁初!本院受理王小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1,)2

&广民一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判决生效$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潘晶!本院受理陈昌罗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1,)2

&广民一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判决生效$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夏洪磊!本院受理夏瑞明"余秀 诉你解除收养关系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2

&广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柯泽喜!本院受理查翠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1,)2

&彭民一初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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