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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龙海"陈德全"仇长胜"孙龙群!本院受理江苏盐城黄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都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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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赵永辉"刘士辉"孙瑞虹!本院受理孙淑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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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田成城!本院受理宋付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邹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李伟"李兴学!本院受理蔡恒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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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魏明有"唐玉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

瓯市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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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张地基"赖立英!本院受理陈幼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王德东"卢艳芬!本院受理陈建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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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
'&"""

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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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川香园酒楼!本院受理"

!",*

#同民初字第
+(*

号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西洋村第三村民小组%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
西洋村第四村民小组与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西洋村民委员会及
你酒楼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同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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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肖桂兰"刘峰"刘伟!本院受理黄德元%刘琼珍诉你方相邻通

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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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马官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张之庆"张之富!原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沂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沂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黄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张京荣"张玉金!原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沂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沂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黄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张为亮"张在周"张为彦!原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原沂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沂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黄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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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李红艳!本院受理王玉才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都大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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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廖金英!本院受理刘显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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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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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张具全"郑淑燕"贵溪市康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溪市鑫华
贸易有限公司"江西善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伍智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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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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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十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张具全"郑淑燕"贵溪市康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溪市鑫华

贸易有限公司"江西善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伍智斌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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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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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罗光辉!本院受理张万碧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花梨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

王荣川!本院已受理苟琼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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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一个工作日在本
院镇龙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张秀英"张秀华"张秀花"张秀凤"张秀辉"张秀艳!本院受理李
秀兰诉你们赡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

郑发松!本院受理"

!",'

#巫法民初字第
"")$+

号周光康诉你
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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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上磺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
.

逾期将依法审
理!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

王宗敏!本院受理"

!",'

#巫法民初字第
"")$)

号聂方术诉你
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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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上磺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
.

逾期将依法审
理!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谭清平%王先春申请宣告谭明双死亡一案!经
审查$谭明双$男$

,)+(

年
!

月
!$

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巫溪县人$

住重庆市巫溪县蒲莲乡莲花村
'

组
*&

号 $ 公民身份号
'""!$+,)+("*,!!$)*

!

!",,

年
*

月
,"

日晚$谭明双跟其朋友在开
封市龙亭区新都酒吧内与张珂等人发生纠纷!次日凌晨$张珂等人
追至开封市龙亭区宋都御街对谭明双等人实施殴打!此后$谭明双
失踪!

!",,

年
*

月
!"

日$谭清平前往开封市公安局午朝门分局报
案!

!",'

年
*

月
,'

日$开封市公安局午朝门分局出具'证明($证明
该局通过多种手段查找谭明双的下落$但至今未能查找到谭明双
的下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谭明双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

王慧!本院受理郭长林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鄂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来本院吉文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市中级人民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兴安伟业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兴安供电公司诉你
供电合同纠纷一案"

!",'

#兴民初字第
*&"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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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杨晓"曾莹!本会受理申请人贵州融驰装饰有限公司与你等
贷款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
定向你等公告送达"

!",*

#贵仲裁字第
!$&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 贵阳仲裁委员会
李清华"李日夫!原告李丽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 "

!",*

# 娄星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孙祖福!本院受理段小云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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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之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
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余海军"祝忠林"吴英"顾晓明!本院受理颜禧象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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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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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蒋卫强!本院受理颜希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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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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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罗洪艳!本院受理叶云才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纳溪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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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王敏!本院受理甘显锋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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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
溪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叶文芳$又名叶建琴%!本院受理杨云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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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龙溪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叶家逸&叶惠&汪力!本院受理广西荔浦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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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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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翟启明!本院受理张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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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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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罗荣仙!我院受理"

!",'

#贵民初字第
!&+

号罗莲花诉你离婚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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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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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昌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冷启梅!本院受理张承孟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到本院玉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甘肃富鑫伟业矿业有限公司&海兴华鑫矿业有限公司!原告
唐邵君诉你们公司及白露%林德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

开庭传票%个案廉政监督卡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文雪松&唐莹!本院受理龚红群诉你等与唐茂云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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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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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
!

号
法庭公开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袁玉忠! 本院受理张明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睢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洛阳英纳轴承科技有限公司&衡彬&李建英!本院受理陈栋诉
你们借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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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曹建国!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金初字第
*&

号起
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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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陈晓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金初字第
**

号起
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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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金站民! 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金初字第
*$

号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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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
二庭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冀群!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金初字第
*,

号起诉
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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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任君亚!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金初字第
*"

号起
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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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河南开祥天源化工有限公司&河南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金峰混凝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
公司&晋城市顺盛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晋城福盛钢铁有限公
司&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兴县有限公司&山西光大焦化汽源有
限公司&兴县华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张玉花诉你们票据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及鲁山县绿之源
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公告送达"

!",'

#西民三初字第
!+!

号起诉
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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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郭社星&黄润霞&洛阳奥巴车辆科技有限公司&洛阳市海龙精
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洛阳市西工区洛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金初字第
&!

号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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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江苏力达紧固件有限公司&洛阳佳强混凝土有限公司&洛阳黄河
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市胜强包装有限公司&洛阳淳德商贸有限
公司&洛阳骏马化工有限公司&洛阳市天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张玉花诉你们票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三
初字第

!+,

号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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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二庭五号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代栓狗&李云霞&新安县鑫万磨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洛阳市西工
区洛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

#西民金初字第
&,

号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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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三门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义马

鑫顺通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省太阳石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玉花诉
你们票据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二初字第
,(,

号
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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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二庭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杨洪军!本院受理李年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淮涟大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偿还原
告借款

$"""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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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潘昌盛!本院受理邱士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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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潘昌盛!本院受理邱士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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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潘昌盛!本院受理梁存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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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检察日报 !"!"年 "月 #日$总第#*+, 期%

方 圆 大 观

方 圆 大 观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雷人图片（之二百五十九） 万方

校 长
!

窦俊彦

镇长请校长喝酒! 问"#咱们

中学这几年教学质量怎么样$%

校长说"#这我不清楚! 你得

问学校教导主任&%

#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中学

校风不太好&%

#这事儿你得找学校政教主

任&%

镇长放下酒杯!#那你管啥$%

校长笑了笑!#我啥都管!又

啥都不管&%

镇长伸长了脖子!#那土地的

事!你管不管$%

校长眨眨眼!#你说呢$%

镇长大笑!敬了校长一杯酒&

他请校长喝酒! 本来就是商谈土

地问题&紧挨中学西墙的那块地!

镇政府计划盖商品房& 那块地有

点小! 如果学校的西墙能缩进去

几米就好了&酒足宴罢!镇长说"

#明天我叫人拿合同来! 你签个

字&%校长打着哈哈!#好啊!明天

再说&%

第二天!合同送来了!校长却

不肯签"#土地的事属于校产!上

面有明文规定!我做不了主&%

镇长十分恼火! 觉得自己被

耍了&他请来几名镇人大代表!细

细叮嘱一番& 几名人大代表俯首

听命! 回去以后连夜起草了一份

要求罢免中学校长的报告! 提交

到县人大&校长被免职!成为一名

普通教师&尽管校长不再是校长!

可学校教职工仍喜欢叫他校长&

备课上课之余!校长还是爱喝酒&

新校长到任当天! 镇长走进

校长办公室! 将学校转让土地的

合同扔在办公桌上!#签字吧'%新

校长害怕重蹈老校长的覆辙!提

起沉甸甸的笔! 就要在合同上签

字&

#不能签'%随着一声大喝!门

开了!老校长手里提着酒瓶!摇摇

晃晃走进来&

镇长冷笑着说"#你已经不是

校长了!凭什么管这事$%

老校长咧着嘴说"#只要是学

校的事!我就管&%然后!他指着合

同对新校长说"#转让学校土地是

违法的事!你懂不懂$%

新校长当然知道!他放下笔!

默不作声&

镇长咬着牙对新校长说"#你

别听他瞎扯!只有签字!你才能在

这个位子上坐得稳(坐得住&%

老校长将酒瓶敲碎在桌上!

指着镇长说"#只要你敢把他从位

子上拉下来!我就非告倒你不可&

不信你试试'%说完!摔门而出&

学校的地没少一分! 商品房

也没盖成& 镇政府只好将那块地

栽上树!种上花!开辟成人们休憩

的场所&

村 霸
!

三石

#老歪被警察抓走了' %

村里人奔走相告!大家都很

兴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争先

恐后地数落着老歪的种种劣行&

张三说"#去年冬天! 他带

了几个人到我店里喝酒! 酒足

饭饱一分钱不付!还耍酒疯!把

我腿都打折了! 到现在也没好

利索& %说罢!张三一瘸一拐走

了几步给大家看&

李四说"#就上个月! 他在

村头调戏邻村一个闺女& 我看

那闺女快要吓哭了! 上前劝了

他两句! 他就扇了我十几个耳

光!牙都给打落好几颗& %说罢!

李四张开嘴给大家看&

王五说"#今年开春! 有一

天中午!他翻墙到我家偷东西!

恰巧被我给撞见&他不但不跑!

还耍横! 操起我家菜刀劈了我

两刀!疤还在这儿呢& %说罢!王

五撸起袖子! 露出两条长长的

伤疤给大家看&

当天夜里! 不过年不过节

的!村里好些人家都放了鞭炮&

别看老歪平日在村里横行

霸道!一见警察就乖顺如羊!在看

守所把几年来干的坏事全招了&

于是!民警来村里调查核实&

找到张三!张三说"#老歪倒

是隔三差五来我店里喝酒! 可都

是村里人!乡里乡亲的!怎么可能

喝酒不付钱呢$%至于腿是如何折

的! 张三解释说"#那是上山砍树

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折的& %

找到李四! 李四说"#老歪

这人虽说不正经! 可也不至于

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 他没

这胆量& % 至于牙是如何脱落

的!李四解释说"#年纪大了!一

口牙都掉得差不多了& %

找到王五! 王五一脸迷惑!

#老歪霸道不假!可借他个胆也不

敢跟我耍横& 你们打听打听!方圆

几十里地! 谁敢动我王五一根毫

毛'%至于胳膊上的伤疤!王五笑着

解释说"#这是当年我做篾匠时!被

毛竹片划伤的!都好些年了& %

民警还找了一些人!他们说

的都跟张三李四王五差不多&结

果!老歪被关了不到一个星期就

出来了!趾高气扬地穿村过户&

张三说 "#警察有什么用 !

老歪干的坏事多如牛毛!竟然查

不出来'%李四说"#我听人说!警

察在村里办案的费用都是老歪

家开支的!能查出案子才怪呢'%

王五说"#老歪有人!他表舅的女

婿的一个同学在公安局当科长&

有这关系!能不放人吗$ %

此后! 村里人对老歪一如

既往!老远看见就躲!躲不掉就

低声下气地打招呼&

转 账
!

余孝安

老刘的手机 #嘟嘟 %响起

来!刚听了两句 !他就差点摔

倒在地& 学校老师说老刘的儿

子突发急病正在医院抢救!需

要手术费一万多元& 一阵恍惚

后!老刘打起精神道"#谢谢老

师们的帮助!我马上转账' %挂

断电话!老刘直奔二十里外的

三元农村合作银行&

老刘之前在南方风餐露

宿打工十年!总算挤出六万元

供儿子上大学& 如今儿子上了

大四!眼看要熬出头了 !又出

了这事&

银行顾客不多!很快就排

到老刘& #大叔!您要办什么业

务$ %营业员李婷婷问&

#按这个账号汇款一万

元' %老刘的声音带着不安和

惊恐!让李婷婷有所警觉& #这

个账号是您什么人$ %#我汇钱

给我儿子!不行吗' %老刘语气

不善!李婷婷不便多言 !娴熟

地操作起来&

不对啊! 存单户名姓刘!

收款账户名却是姓李& 李婷婷

立即想起几年前!她的一位老

顾客被一个电话骗了五万元!

自己也没多问就办理了转账

业务!最后老人想不开 !自缢

身亡& 从那以后!李婷婷为顾

客办汇款就喜欢 #多嘴%& 这

时!她一边佯装继续操作一边

跟老刘套话& #大叔!您儿子是

跟她妈妈姓$ %#不是!我又不

是上门女婿& %

#前两天我接到电话 !说

我手机有异常通讯& %#那是诈

骗!别理他& %#是啊!我直接挂

掉了& 你说这种老套把戏还能

有人上当吗$%#那可不一定!一

万个人里有一个人上当! 骗子

就赚了& % 李婷婷和同事聊着

天!看似随意其实有心&老刘心

里紧了紧! 不自觉地把早上接

电话的过程又认真回忆一遍"

手机号码是儿子的!打电话的

人是他班主任&儿子昏迷不醒!

班主任代打电话!没问题啊&

李婷婷觉得时机已到!就

委婉地向老刘打听汇款目的!

老刘简要说了事情经过&#您知

道班主任的名字吗 $ %#不知

道&%#那您儿子在哪个大学呢!

我向学校方面核实一下情况!

就几分钟!不会耽误事儿& %

见老刘点头! 李婷婷立即

通过查号台联系上学校! 又通

过校办联系老刘儿子的班主

任!最后找到老刘的儿子&小伙

子根本没生病! 只是前天外出

时手机被盗!还没来得及挂失&

一周后!银行营业厅办公

室里多了一面锦旗"赠善良的

银 行 客 户 义 务 卫 士 李 婷

婷)))农民刘老泣赠&

签名档

"

虽然我很穷!但是

有钱人的毛病我全都有"

"

从小就不知道自

己应该擅长什么!无奈之

下!只好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了"

"

电视新闻里说因为

过分现代化! 现代人比二

十年前平均懒了三倍!这

新闻真扯! 要不是伸手够

不着遥控器我早换台了"

"

我终于想明白五

花肉是怎么形成的了#它

肯定是因为猪在肥瘦之

间反复犹豫$彷徨$挣扎!

由这种复杂难明的心情

造成的"

"

黑夜给了我黑色

的眼睛!而我却发现群众

的眼睛是雪亮的"

"

最近学到一个新

词! 穷人可以不叫穷人!

叫%待富者&!瞬间觉得自

己高端大气上档次"

"

这个世界太虚伪

了!最假的照片居然叫写

真"

段味

"

施主#%大师!以前

是跌得难受!现在是涨得

难受 ! 做股票咋这么苦

呢'& 禅师#%请你收盘后

再来"& 施主#%您的意思

是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

投资人!我要勇于面对盘

面的蹂躏'& 禅师#%交易

时间不要影响我下单"&

"

车前有个小伙子 !

向后跳了一下摔倒在地!

用很痛苦的表情看着我"

我摇下车窗 !%根本没撞

到你!怎么年纪轻轻就讹

人啊'& 小伙子说#%谁能

证明!你有装行车记录仪

吗'&我心头一紧!这个真

没装"%后悔了吧'&说着!

小伙子从包里掏出一个

盒子!%装一个吧! 大哥!

给你优惠价"&

"

楼道里三个小孩在

吵架! 一个小男孩批评妹

妹说#%你对爸爸怎么这么

没有礼貌'&另一个小一点

的男孩附和道#%就是!你

还是他上辈子的情人哩(&

小妹妹扭头赌气地说#%他

对妈妈不专一! 都已经有

你们两个了还生我! 对旧

情人念念不忘(&

"

时隔多年 !又回到

乡下"正走着!发现一只小

鸟躺在菜地里! 心想它还

这么小!岂能折翼"于是捧

起小鸟向天空使劲一扔!

想借助这个力量让小鸟飞

起来"结果小鸟摔死了!邻

居王大爷追了我三条街!

边追边喊#%你个浑小子!

摔俺家小鸡崽干啥(&

$瓜子 整理%

神 椅
!

邵福军

在市民文化广场项目的审批

建设中! 城建局多名干部因涉嫌

受贿被带走调查& 规划处处长林

洪也被暂停了职务! 回家歇着去

了&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干部纷

纷落马! 林洪成为十几个被调查

对象中!唯一一个未发现问题者&

调查结束!林洪又回来上班了&他

带来一把红漆铁梨木椅子! 将自

己原来那把皮椅换掉&

不知这把铁梨木椅暗藏怎样

的玄机! 林洪自从坐上它就官运

亨通! 很快被提拔为城建局副局

长&几年后!又有小道消息传出!

说林洪将被扶正&

这天! 林洪交代新来的办公

室主任"#我要出差三天! 有事给

我打电话&%谁知出差当晚!林洪

就丢了手机&三天后!当他回到办

公室! 发现自己的铁梨木椅不见

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高档真皮

旋转座椅&他赶紧问办公室主任"

#我那把椅子呢!哪去了$%

原来!林洪走后第二天!一个

开发商过来取图纸& 进了林洪的

办公室! 发现那把铁梨木椅已经

斑驳掉漆! 与周围光洁的办公设

施格格不入&为讨好林洪!这名开

发商送来一把价值万元的高档座

椅&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请示!林洪

的手机一直关机& 那开发商就谎

称之前已征得林洪同意! 让办公

室主任把椅子换掉&

#真是胡闹'我那把铁梨木椅

子呢$%

办公室主任暗叫一声侥幸!

#我把它放到后勤室了!现在就给

您搬回来&%

重新坐上铁梨木椅! 林洪长

出一口气!脸上由阴转晴&当天下

午!他被正式任命为城建局局长&

此后多年! 不少同级别官员被调

查处理! 而林洪始终稳坐局长之

位! 那把越来越旧的铁梨木椅一

直陪伴他到退休&

新任的郝局长早就听说!林

洪办公室有把铁梨木神椅! 一直

保佑主人稳坐官位&上任那天!看

着那把老掉牙的破椅子! 郝局长

不屑地笑了& 在当晚的欢送酒会

上!林洪说"#我这一辈子!最离不

开的就是那把铁梨木椅&%郝局长

笑着说 "#您和这把神椅有了感

情! 就让它在家里继续为您服务

吧'%

林洪把椅子搬回家&郝局长新

换了高档座椅!他在椅侧放上一颗

光芒四射的水晶球& 因为他相信!

水晶球能保佑他稳坐官位&可谁也

没想到!只一年多!郝局长就被一

股强劲的反腐之风吹进监狱&

继任的吴局长来了! 他也听

说过城建局神椅的事儿&这天!吴

局长把林洪请到一家小酒馆!向

他请教个中奥妙& 林洪借着几分

醉意意味深长地说 "#什么宝座

呀!神椅呀!那都是大家胡乱猜测

的&那次调查我一人独存!以及随

后的升职!看似和铁梨木椅有关!

其实都是巧合& 而郝局长进了监

狱!完全是他贪赃枉法的结果!与

坐什么样的椅子没关系&%

一席话说得吴局长频频点

头! 但他仍有疑惑!#可您为什么

这么多年一直坐那把铁梨木椅!

破成那样也不换呢$%

林洪哈哈一笑!#我有痔疮!

一开始挺严重!吃啥药都不见效!

又害怕手术& 后来遇到一位老中

医!他说铁梨木对痔疮有很好的抑

制作用!我就弄了一把&坐了这椅

子!痔疮虽然没有完全好!但确实

减轻许多!我当然离不开它了&%

写出来怪吓人的"

雷

谦虚了"

雷

久候不至

%我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在

薇薇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

定!喔!令我心碎的记忆
/

她那凄迷

的眼睛
.

温暖的小手
.

轻柔的声音
.

怜悯着我的心意
.

说着她最后的话

语"她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

娘和美好前程等着你! 可爱的男

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

倾心"&)摘自黄舒骏歌曲 *马不停

蹄的忧伤+,我们可以想象!黄舒骏

来到薇薇家的后门之前!心里一定

是非常焦灼不安的# 她会答应吗'

还是不会'算了!不等了!管它是死

是活(于是急冲冲地来到薇薇家的

后门!一开口!声音大得连自己都

吃了一惊#%薇薇!你出来(&娇小动

人的薇薇生怕惊醒正在午睡的父

母!很快就出来了"她不敢抬头看

他的眼睛! 很小声但很坚决地说#

%小骏!我们不适合"&这样的结果

当然很痛苦! 但总算不用等了!死

心了!所以也可以说是%痛快&"

黄舒骏参与制作的另一首歌

*驿+!结局就只是%痛 &而不 %快 &

了" 这首歌改编自林清玄的散文

*等待的月台+! 很可能是真实的

故事"一个叫%英&的女子!和一个

叫%水&的男人约好在车站碰面 !

要私奔到某个不知名的地方 !可

是%水&却缺席了"%英 &每天都拎

着皮箱在火车站等候"

$%

年后的

一天!%英&在旅客留言板上写上#

%水# 等你三十年" 我先走了(英

留&然后卧轨自杀了"

如果有人总结世上几大苦 !

应该把等待! 尤其是久候不至算

上"无论是高行健的 *车站 +还是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我都没看!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够丰富的

了"光是等一次公交!其间的心路

历程就够写一本书"久病成医!我

也总结了一些经验" 首先要确定

究竟要不要选择必须等待的公

交!因为除了公交还有其他选择"

如果选择了公交! 就不要怨天尤

人了!一门心思等下去"等待的过

程有两个心得" 一是调低心理预

期" 比如! 原先的心理预期是
#'

分钟内会来车! 现在把它调到
$%

分钟! 这样车来早了你会觉得占

了便宜!来晚了也不会太痛苦"二

是在等待时找点别的事来做 !比

如想想心事!看看行人!等等"

可喜的是! 我的这些用痛苦

换来的经验将逐渐失去价值 "现

在你在等公交之前! 可以用智能

手机查询下一班车几分钟之后

到!完全不必傻等 "除了等公交 !

很多种等待都将慢慢消失"比如!

黄舒骏再也不必去某位女子家的

后门等待一个答复! 短短的一个

电话就可以搞定"%英& 也不会在

火车站等%水&

$%

年!因为火车站

有那么多的小鲜肉和高富帅 !可

以满足%英 &的各种需要 "就连等

候新生命降临的焦灼和喜悦也可

以省略!因为我们有了#剖腹产"

原来! 可恶的等待也有可喜

的一面呢!如果我们彻底告别它!

会不会也有些不舍呢'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01112

'34523670.&()89(0:5:80:%;: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