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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身
!

徐均生

阿梅是张局长的夫人! 喜欢

运动爱好健身" 小区里有大片绿

地和上好的塑胶跑道! 早晚都有

人跑步!而且都是夫妻双双对对"

阿梅看得脚底发痒! 无奈张局长

每晚都有应酬!陪不了她"

健身的人群中! 有一个叫李

永和的!跟张局长在一个单位!曾

经大腹便便!如今身材标准!腰杆

挺直"

#你看$李永和跑步瘦了那么

多!你也抽时间跑跑吧%&

张局长头也不抬!#我哪有那

时间$&

阿梅给张局长的朋友们打电

话!#你们帮帮忙吧!老张太胖了!

再不减肥'三高(就没法控制了%&

于是这天晚上!张局长没了应酬%

阿梅拉他一起跑步! 痛快地出了

一身汗%

回来时遇到李永和%阿梅问)

*你瘦下来都是跑步跑的吧+&李永

和回答)*是啊!我每天都跑差不多

两个小时,&*总共轻了多少+&*二

十斤!我的目标是三十斤%&

阿梅眼红得很! 转头对张局

长说)*听到没! 你要是也掉二十

斤! 不比现在年轻有活力多了+&

张局长点头称是%

第二天下班! 张局长又有要

事回不来! 接着一连三天都是如

此%阿梅想尽办法!也改变不了丈

夫的生活方式!只好放弃%

这天!阿梅又遇到李永和%李

永和目光有神!精瘦又健壮%阿梅

看了心里酸酸的!连眼睛都湿了!

想着要是自己老公也能这样该多

好%当天!张局长又很晚回来!阿

梅数落他)*跟你说过多少遍!身

体是你自己的!应酬是别人的%你

这天天出去吃喝! 把身体都折腾

成什么样了$一听别人说你胖!我

心里就难过得不行% 人家李永和

都减掉三十斤了$ 你得替自己想

想!也替我想想$&

张局长耐着性子等阿梅说

完!这才慢悠悠地说)*身在其位!

没办法%我告诉你!不出三个月!

李永和会比我还胖%&

*比你还胖+不可能$&

*嘿嘿%&

几天后! 阿梅发现李永和不

怎么出来跑步了! 有时十天半月

也见不到他一面%三个月后!李永

和果然胖得十分夸张! 那肚子比

张局长的还大% 阿梅想不通!*你

说这李永和! 怎么胖得像充气充

起来那么快!太奇怪了$&

张局长仍旧头也不抬!*这有

什么好奇怪的! 我提拔他当科长

了嘛$&

写报告
!

魏 炜

这天!林局长去市里开会!

刚散会就给办公室刘主任打电

话!让他先到自己办公室等着!

语气冰冷%

一个小时后! 林局长推门

进屋! 气冲冲地问)*咱们局那

些调研报告!你是怎么整的$今

天我挨批了!听那意思!说咱们

的报告都是从网上拷下来的 !

让人家给搜到了+&刘主任这才

想起!确实有这么回事%年初市

里下文件! 让各单位领导写调

研报告%他嫌麻烦!就从网上弄

下来几个!改了改送上去!哪知

会被人揭了老底%

发完脾气!林局长的语气缓

和下来!*看来上面动真格的啦!

咱也别怠慢! 真抓实干地写吧%

你这几天别的事都放下!就写调

研报告!一定要按时交上去$&

刘主任哭丧着脸 !*局长 !

调研报告年年写! 咱们局那点

儿事都写了百八十遍了! 哪还

写得出新意+这回上面要求严!

没法新瓶装老酒! 我怕是完不

成任务了%&

*你再发动一下!让大家都

动起来!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每

通过一篇!奖励两千块钱%&

过了一周! 刘主任向林局

长汇报!说局里没人动笔!他自

己耗时一周也只完成一篇 %林

局长无奈地说)*你们这些年轻

人啊!就是有畏难情绪!不肯多

动脑筋想办法! 把难题都推给

领导 % 不就是几篇调研报告

嘛$&刘主任一愣)*局长 !您有

办法+&林局长不理他 !打电话

找来纪检孙主任! 让他带过来

几份检查%*你把这几份检查整

理一下!然后交上去%&

刘主任愕然!*上面要的是

调研报告!不是检查%&林局长笑

了!*你看这些检查!都详细说明

了犯错的前因后果-造成的危害

和改正措施!每一条都写得非常

到位,只要改成发现漏洞!再有

针对性地堵塞漏洞!加上良好效

果!一篇好报告就出来了$&

*上面不会较真吧!真要来

查!事情可就闹大了,&

*这都是上面领导想要造

政绩!收上去就不知塞哪了!谁

会认真看,&

刘主任大喜! 赶紧按林局

长的意思办,报告交上去!果然

再无动静,半个月后!刘主任在

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什么*市

里搞调研不走过场! 深入基层

掌握第一手材料&云云,刘主任

没看完!就把报纸扔到一边,

从前确实慢

木心的 "从前慢 #谱上曲后 $

又多了几个受众!%在夕阳的余晖

下$所有的一切 $包括绞刑架 $都

被怀旧的淡香所照亮&' 怀旧$是

如此迷人$却又如此不辨是非&

%车 $马 $邮件都慢 '$我经历

过汽车时速
!"

公里的时代!那时

从家里到县城$ 大约
#$

公里$要

小半天!先是步行
%&

分钟到汽车

站! 说是汽车站$ 其实是一户人

家$男主人是唯一的售票员$老婆

开着小店! 候车的人也几乎不买

他家的东西$只是站着傻等!好不

容易汽车到站后$ 他拿着车票夹

的样子神气得像个将军 .他有可

能是退伍军人/$训斥着乘客不要

拥挤!如果要去离家
'&

公里的温

州市区$ 更是要被录入当年全家

大事记! 那时水势浩渺的飞云江

上还没建桥$过江要坐轮渡$而等

轮渡的过程极为漫长$ 唯一可惦

念的是$ 在轮渡上卖的一种豆腐

干极为美味! 如果用 %怀旧的淡

香'来照一照 $那个时代的 %行路

难'也颇有几分诗意!那位神气活

现的售票员$不也挺有趣吗(美味

的豆腐干$ 更是可以勾起你的馋

虫! 但是$ 如果稍微平心静气一

点$稍具理性$你就不会愿意再回

到过去!毕竟 $那么慢 $除了些许

的诗意$更多的是无聊!

从前确实慢! 有人考证$"诗

经# 那个年代的音乐$

%

小节才唱

一拍!慢悠悠的 $听起来真是雅 !

但是这种雅乐$ 在战国时就已经

衰落了!"礼记)乐记#有这样一段

话!*魏+ 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

冕而听古乐 $则唯恐卧 - 听郑 .

卫之音 $ 则不知倦 /' 魏文侯是

子夏的学生$ 在六国之君中算是

最为好古的$ 可是他听雅乐时已

经昏昏欲睡了!"孟子0梁惠王下#

说梁惠王爱好音乐 $ 但他申明 ,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

俗之乐耳!'这种慢悠悠的雅乐其

实大家都不爱听$ 有时候也装样

子听一听是出于虚荣! 唐宋词配

合的音乐主要是燕乐! 这种音乐

的特点是 %繁声促节 '$显然节奏

更快!

人的本性大概就是喜欢%快'

的$因为人生苦短$%快'可以让生

命更丰富!%快' 给我们带来了舒

适和便利$只是我们总是滥用$结

果适得其反! 最明显的例子是手

机!只是收发短信这一功能$就相

当于随身携带一部电报机$ 这是

多大的方便! 但是现在却是年轻

人一天到晚捧着手机看个不停 $

让他打个酱油都不乐意$ 这又是

多么让人讨厌!

%慢 ' 当然是很有价值的 !

%慢'可以让我们更充分更深入地

欣赏美!任何美好的事物$都需要

间隔和停顿!%高潮总是让人喘息

以待'$没有喘息$也就没有高潮!

但是也不必对 %慢 ' 过分美化 !

%慢'的构成$除了鳞光片羽的美$

更有大片大片的无聊和空虚 $是

我们虚度的年华!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海

啸专栏 $ % 网址
&++,-..///0(1230

145.,')*67).8386.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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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乐
!

刘 泷

天真是太热了! 火辣辣的日

头遍地播撒火种% 镇长潘占宇很

庆幸能和一群来宾坐在主席台

上!因为主席台设在戏台!戏台前

后通风又遮阳%观众都挤在下面!

挥汗如雨%

演出开始了% 每一个上台的

演员都很纠结)面向台上吧!可台

上不到二十人0面对台下吧!可近

万人的观众里毕竟没有领导%第

一个出场的是独唱! 演员踌躇一

番!还是把背影留给了台下%台上

观众少!不提气!后背却聚焦上万

人的视线!似有烧灼的感觉%独唱

者唱得有些犹疑!很不给力%

第二个出场的是四人小合

唱% 他们耍了个小聪明! 分成两

组!每组两个人背靠背站着!不时

轮换% 这样就总有两个人面向主

席台而另两个人面向观众! 不过

未免显得有些滑稽%

第三个出场的是十人合唱!

他们本来也准备调整队形兼顾台

上台下! 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找到

演出方!说别挖空心思考虑面向哪

了!就面向主席台!集中精力演出%

于是! 演员们开始一心一意

面向领导表演% 台上不时响起掌

声!台下偶尔发出嘘声%

演到第七个节目! 四道梁村

支部书记金光明蹑手蹑脚走上主

席台!凑到潘占宇耳边说)*镇长!

辛书亭老爷子也来了% 后面还有

十多个节目呢! 就让他老人家在

台下看吗+&

*哪个辛书亭+&

*就是辛志忠的老父亲%&

*啊!是他$快把老爷子请上

来$&潘占宇一阵激动!不由站起

身来吩咐道%

*这样不太合适吧!老人家毕

竟什么职务也没有!把他请上来!

老百姓会怎么想+&

*也是%&潘占宇沉吟了一下!

*这样吧!我让主任去宣布!我们

要和老百姓风雨同舟! 让演员上

台!咱们下去与民同乐$&

潘占宇带着其他领导鱼贯下

台! 把桌子摆在距离戏台十米左

右的地方!重新坐好%

这下演员们没负担了! 表演

渐入佳境!台上风生水起!台下叫

好声-欢呼声和掌声不绝于耳%

金光明回到座位上! 暗自得

意! 他早知道潘占宇会采纳他的

建议% 辛志忠是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真正的官上之官%他家老爷子

在农村住惯了!不肯进城享福%

地面上像有火苗在游走!汗

水从领导们的脸颊上滴落! 办公

室主任递过几把遮阳伞% 潘占宇

问)*辛老爷子有伞遮阳没+&坐在

后排的金光明立马探头上前!说

*没有&%

潘占宇摇摇头!*那算了!老爷

子都不用伞! 我们也不好摆架子%

都说了与民同乐!一起晒着吧%&

演出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身形壮硕的潘占宇只顾擦拭汗

水! 根本无暇顾及台上的演出是

否精彩%再看他身边的其他领导!

也一样如坐针毡%

终于盼到演出结束!观众纷纷

离场!潘占宇长出一口气!钻进来

接他的小车里% 车子不断鸣笛!在

人流中撕开一条口子!绝尘而去%

金光明嬉笑着! 陪老婆一起

往外走! 边走边说)*我真佩服自

己!一句话就把他们忽悠下来!让

老百姓真正看了一场演出%&*我

也奇怪呢!他们怎么转了性%&*嘿

嘿!我是打鬼借钟馗!但其实钟馗

根本没来11&

礼 物
!

刘香华

阿明从医学院毕业后信

心爆棚去了南方!以为那里机

会多如牛毛!想早日攒够读书

欠下的钱!让一直省吃俭用的

父母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大都市人才济济! 本科文

凭显得微不足道!阿明去一些大

型公立医院找工作却每每失望

而归% 他调整心态!向更多私立

医院递简历!却仍遭白眼% 父亲

在当地一处建筑工地当泥工!看

到阿明屡战屡败!心急如焚%

一个月东奔西跑! 终于有

家较大的港资医院同意录用阿

明! 但前提是先当一年助手!基

本只负责打杂%阿明已在医学院

附属教研医院实习过八个月!他

把那八个月当作两年时间来用!

只争朝夕!曾参与几次皮肤烫伤

手术!表现可圈可点% 但这家私

立医院不认可阿明过去的成绩!

这或许是每个初入社会的人所

要面对的尴尬处境%父亲抽空过

来!他陪父亲在医院走了几圈%

*娃!干得还开心吗+ &

*我只是在外科门诊打下

手% &

*咋这样啊+ &

*医院领导说我刚毕业经

验不足% 放心吧!我一边打下

手一边学习% &

阿明强装笑脸!父亲却看

穿他的心事)光看不练 !迟早

荒废%他一回工地就给阿明打

电话)娃!你生日快到了!到时

爸送你一个礼物% 阿明既惊且

喜!这可是父亲第一次送礼物

给他!让他充满期待%

一个星期后! 阿明在外科

办公室值班! 一个护士匆匆跑

进来! 说有个病人非要他动手

术%阿明赶到外科门诊!一见病

人心就一沉% 老人左手臂烫伤

得非常厉害 !

!&(

的面积可能

坏死!需要紧急包扎处理%医院

领导凑上前! 说阿明刚来医院

不久! 可否换一个经验过硬的

医生%老人坚决摇头!说只相信

阿明!一同来的工友可以作证%

医院领导把阿明拉到一边!问

他有没有把握! 要不要等老人

麻醉后再换一个经验丰富的医

生%阿明双眼通红!说自己一定

会出色完成这个手术%

老人在告知说明书上郑

重签下名字!随后被推进手术

室!阿明熟练地敷冰袋-消毒-

麻醉 -清洗 -植皮11三个小

时过去!手术非常成功%

不久!阿明被医院正式聘

用!他却没有过多喜悦 !去超

市精心选购了几斤苹果!径直

去了住院部%

父亲躺在病床上!阿明切

了一小块苹果放进父亲嘴里!

*爸!您的礼物让我永生难忘$&

签名档

"

想找你借一毛钱 $

这样至少我们还有一毛钱

关系!

"

那些特别喜欢纠正

别人的人大概都是涂改液

成精了吧!

"

最钦佩那些视金钱

如粪土的人了$心无贪恋$

纯洁朴实$诚挚而又清高!

如果他们都把粪土扔给

我$我就更钦佩了!

"

羡慕有故事的人 !

不像我$ 活到现在也三十

多年了 $一个 %帅 '字竟全

部概括!

"

有的人拿刀子插进

你心口还在里边搅几圈 $

终于你忍不住喊疼了 $这

时他却说 %你这人怎么这

么敏感'!

"

在这春暖花开的日

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我带上你$你带上钱!

"

别把我想得太好 $

省得我把缺点展现出来的

时候又说我变了!

童趣

"

儿子跟我要钱买玩

具$我手头没现金$就说给

他做一个!我把自己的照片

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让他

跟小朋友一起玩拼图!儿子

哭了$%爸$ 你都穷成啥样

了$还让我跟他们拼爹&'

"

下班路过一家幼儿

园$园门口有个小男孩拿着

一根棒棒糖$舔了一下后把

糖递给身边的小女孩!小女

孩说,%我要是怀孕了生小

宝宝怎么办(' 男孩认真地

说,%放心吧$生了小宝宝咱

仨一起上幼儿园&'

"

八岁的儿子盘腿坐

在沙发上闷闷不乐$ 逗他

也不搭理我! 我问老婆小

家伙怎么了$ 老婆说,%你

儿子把同班一个小姑娘亲

了$人家说亲了就得负责$

要你儿子买房娶她!这不$

自己想办法呢&'

"

前几天儿子问我 ,

%爸爸$军舰怎么撒娇啊('

%军舰怎么可以撒娇('%报

纸上说的 &' 我一看111

%中国军舰停靠也门港口

准备撤侨'!

"

语文老师布置作文$

要求记一次拔河比赛$儿子

这样写,%今天下午$ 我们一

班和二班举行了一次拔河比

赛!他们班拔过来$我们班拔

过去!最后$我们班赢了&'老

师说太短$让重写$字数扩充

十倍!于是$儿子的作文改

成,%今天下午$ 我们一班和

二班举行了一次拔河比赛!

他们班拔过来$我们班拔过

去.这句写了十遍/22最

后$我们班赢了&'

"瓜子 整理&

雷

"

:;<=

&深龙法地民初字第
!!>?

号
冯远航'杨文静!本院受理原告曹新凤诉被告冯远航!杨

文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材
料等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坪地法庭第二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

&深龙法地民初字第
@$A

号
郭文会!本院受理原告陈玲诉被告郭文会%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

日
内&开庭时间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开庭地点为本
院坪地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

&深龙法民一初字第
@>!

号
黄先水'黄志发'佛山市南海区万锦业家具厂!本院受理

原告潘东海诉被告黄先水+黄志发%佛山市南海区万锦业家具
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相关的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如下法律文书及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

日和
+&

日内&并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开
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杨福忠!本院受理姚立贤诉你与王永富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街
基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韩树宏!本院受理王太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修民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云台山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

韩树宏! 本院受理王会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修民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云台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

何亚宁! 本院受理钱钦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滨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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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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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运前! 本院受理李德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滨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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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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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丽!本院受理孙振国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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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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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程集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建瓯市双星气体有限公司!原告魏进泉与你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瓯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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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南平市
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李小敏'李碧珊!本院受理汤丹子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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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颜春明'魏冬萱!本院受理郑志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苗苗!本院受理姜在波与你离婚一案"原告要求与你离婚"

返还彩礼
+!&&&

元"因你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举证和答辩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影响审理&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

河南华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曹利峰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二初字第
+,%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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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吕岩!本院受理陈刚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

.!&0%/

西民二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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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亚兰"

"!;$A!!>A!;B@$;;@@C

!本院受理黄俐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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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雒成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陈伟"身份证号

"!;!@!!>D$;A;!BA!!C

!本院受理庄利诉你
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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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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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雒成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陈志昌'陈从瑞'曾跃琼!本院受理广汉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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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本院新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李静波!本院受理林国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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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本院新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杨婷婷!本院受理谢建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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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本院新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陈菊华'马春林!本院受理林国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0%/

广汉民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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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邓永会!本院受理黄福恩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
.!&0*/

广汉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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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余正权!本院受理黄伦芬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
.!&0*/

广汉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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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王成刚'临朐县伟业玻璃工艺制品厂!本院受理王成家诉你

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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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李长征'冯现春'高克永!本院受理朱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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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时(遇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丁国梁!本院受理付彩丽诉你及李丽%李树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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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人民法院

潍坊华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伟昌钢材加工有限公
司'郝大广'郝大坤!本院受理魏淑燕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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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山东安大置业有限公司临朐分公司!本院受理马明芹%郎凌
燕诉你及山东安大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山东
安大置业有限公司就(

!&0%

)临民初字第
++!%1#

号管辖权民事裁
定书提起上诉"现向你公告送达管辖权上诉状副本&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金亩永生毛!本院受理黄辉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华法
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覃凤英!本院受理陶伟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华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裁判&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余香兰!本院受理黄长斌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遇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南华法庭
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运武申请宣告林忠秀死亡一案" 于
!&#%

年
%

月

#!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

年
%

月
#+

日作出
(

!&#%

)中江民特字第
)

号判决书"宣告林忠秀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齐建奎!本院受理李新民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法
院判你支付借款

!&

万元及自起诉日至实际还款日止利息(利息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借款

'&

万元%利息
#

万元
及赔偿款(赔偿款自

!&#%

年
#!

月
)

日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

)西民二初字第
#&+1#

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陈林波!本院受理陈伟明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与民间
借贷纠纷二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东法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与(

!&#%

)东法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永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姜竹艳申请宣告刘东死亡一案"经查刘东"男"

#,$+

年
#&

月
!

日出生"汉族"枝江人"原.正峰
$$

/轮船主"住枝江市百
里洲镇刘巷村二组"于

!&#+

年
%

月
*

日起因船舶翻覆落水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刘东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
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联系单位, 枝江市百里洲人民法庭" 电话,

&'#'%&)&%))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依法裁判*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徐清明'林传富!本院受理邝加平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枝江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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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李金融'张耀广!本院受理孟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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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裴志营!本院受理你诉沈洪兰离婚一案已审结*本院于
!&#*

年
+

月
#,

日作出(

!&#%

)州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沈洪
兰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时间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姚云邦!本院受理姚邦敏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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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大城县富迪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大城县汇隆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申请你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破产案件

受理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并限你自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产
会计报告+职工安置档案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王立志!本院受理许刚诉你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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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五棵树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曾素珍'曾启明'乐仙桃!本院受理彭港凤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贵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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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苏云红!本院受理钱存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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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贵州盛唐金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沈松诉你司房
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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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贵州盛唐金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殷西虹诉你司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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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王英益!本院受理潘登延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析产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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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沿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漳州市辉昌工贸有限公司'黄建辉'金宝龙"福建&电子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周振国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相关的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邱国伟'王端玉!本院受理吴振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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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芝山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跃进'吴兰珠!本院受理胡福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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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宝国!本院受理杨艺辉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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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芝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淄博市临淄区齐都磷肥厂'淄博市临淄粉末材料厂!本院受理侯炳
旭诉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付家村民委员会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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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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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齐都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刘景明'贾传会'山东苑艺耐盐植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淄博华夏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崔波诉你们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临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汤学政!本院受理孙神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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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咸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阮娇 !本院受理刘中忠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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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咸村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向正珍"

"@@$B"!>AA!;;!;;==

&!本院受理金碧浒诉与你离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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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
.

节假日顺延
/

在
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欧小明!本院受理华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临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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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王志才
#+&,!!#,'!&##&&$#)

身份证+ 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
&%+

号工作证+

#+&$&$#%

号执行公务证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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