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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在此一举!

这邀请不好拒绝啊!

敬 烟
!

左世海

老阮上街吃早餐!遇到同事小

王"寒暄两句后!老阮从左侧裤兜里

摸出一包#黄果树$!#来!抽一支%$

#这烟五块一包吧&$ 小王接

过烟!笑道'(我说老阮呀!你咋老

抽这个烟!就不能提高点档次!换

换牌子&$

老阮也笑!(好烟赖烟! 都是

鼻孔冒烟"我一个普通人!抽啥烟

都行!咱不计较"$

吃完早餐赶到单位! 科长刚

沏好茶!舒舒服服地坐下!屋里没

别人"老阮凑过去!笑呵呵地从右

侧裤兜掏出一包(芙蓉王$!(请您

抽支烟"$

科长接过烟! 扫了一眼!(我

老见你抽这种烟! 现在市场价二

十二块一包吧&$

(已经涨到二十四了%$ 老阮

给科长点上烟!(您抽抽看! 我觉

得这烟还可以"$

科长吸了一口! 看着老阮笑

了"两人正聊着!电话铃响!科长

接起来!对着话筒连说了几个好"

挂断电话!科长说'(老阮啊!局长

说要看今天新到的报纸! 你给送

去好了"$

老阮答应着!接过报纸!退了

出去"

进了局长办公室!老阮将报纸

送上!又弓着腰!从上衣内兜里摸

出一包(软中华$!(请您抽支烟"$

局长似笑非笑地说'(老阮不

错嘛!一直)软中华*不倒!咱局里

每天抽这烟的人还真不多+$

(哪里!哪里"$老阮讪笑着!

(烟这东西害处大!戒不了只能少

抽一点!不如抽点好的"$局长听

了点点头"

半年后的一天! 老阮陪妻子

逛街!突然听到有人喊他!回头一

看!是局长"

(您也出来散步&$ 老阮笑着

问"(是啊!出来散散心"$局长说"

老阮将手伸入上衣内兜!又

抽出来!落到右侧裤兜上!停留几

秒后! 转到左侧裤兜! 掏出一包

(黄果树$!(请你吸支烟"$

局长愣了几秒钟!摆摆手!淡

淡地说'(不抽了!戒了"$

(戒了好"$ 老阮将烟收回!

(我也想戒!就是没勇气"$

局长走后! 妻子对老阮说'

(局长不抽是嫌你烟差"以前你给

局长准备的都是)软中华*!今天

是不是掏错了&$

(错什么错%$ 老阮将脖子一

挺!(他以前是局长! 可现在退休

了!成了普通人"今天请他抽烟就

已经不错了!赶明儿见了!我可能

还不认识他呢"$

送 礼
!

邵福军

乡村小学教师林桐找了个

城里的女朋友!父母倾其所有

为他在县城买了房子"婚后!林

桐每天往返城乡之间!很辛苦"

听说县教育局要调一批乡

村教师回城任教!不少老师四

处找门路"林桐一无背景二无

关系 !只能干着急 "幸亏妻子

的老同学大李和教育局局长认

识"大李让他们先在高档酒店

订一桌!他请局长赴宴!然后再

找机会登门"可大李始终没把

局长约到!他说'(这样吧!我和

局长电话沟通一下!你们直接

把礼送上门"$

一个星期过去! 大李那边

仍没消息"打他手机!却是他老

婆接的"原来!大李突发心脏病!

到北京做手术去了"妻子对林桐

说'(兴许大李已经和局长沟通

过了!你干脆直接送礼去"$

当天晚上!林桐提着高档

烟酒敲开局长家的门"局长听

林桐说明来意!让他把东西拿

回去等消息" 林桐连声道谢!

提起东西走了!回到家被妻子

一顿数落!(人家不收礼!就是

不想给你办事!你咋不放下东

西再走&$于是林桐又提着礼品

去局长家!可这次!局长连门都

没让他进"妻子说'(局长一定

嫌礼轻!咱们咬咬牙!送一万元

现金吧"$林桐揣着钱!第三次

去局长家"恰好局长夫人回来!

他跟着进了门!把钱放在茶几

上"(你这不是害我吗%$局长把

钱塞给林桐!将他推出门"

夫妻俩一筹莫展时!接到

大李的电话!他做完手术回来

了"(一万&你们真不懂行情"$

(那到底多少才够啊&$(准备十

万吧%$

这天!妻子拿出一个锦缎

小盒交给林桐"(这是我家祖传

的古董!一枚永乐六年的银锭!

价值远不止十万"昨天我回了

趟娘家!父母同意拿出来让我

们送礼"$ 林桐把这事告诉大

李!大李说'(这礼物好%你们先

别盲目送!得找个最佳时机"$

三天后!大李来电说刚陪

局长吃过饭!时机已到"林桐赶

紧打车回家!匆忙拿出那个锦

盒!飞身下楼!又打车直奔局长

家!终于成功将礼送出"

一个月后!林桐被调回县

城"夫妻俩做了一桌好菜庆祝!

正要喊七岁的儿子上桌!发现

小家伙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在

玩!竟是那枚祖传的银锭"

(我们送了个空盒子%$林

桐和妻子面面相觑"

儿子天真地说'(不是空的!

我把银锭拿出来玩!又把舅舅送

我的一个玩具放了进去"$

读者猜一猜! 这个玩具是

什么&

上 坟
!

赵晨光

清明节!阿福驾车带着老

婆孩子到远郊陵园!为去年仙

逝的岳母大人扫墓"

路上! 阿福和老婆聊天!

两人一致认为'祭奠先人贵在

心到 ! 况且现在倡导绿色祭

扫!献上几束鲜花就是很好的

缅怀了"

当阿福和家人在陵园门

口购得几束黄菊准备入园时!

店老板拿出一个纸盒!神秘兮

兮地说'(给先人请个
!"#$%&'

吧!这可是当下最流行 ,最畅

销的物件了%$

以前只看到用纸糊的别

墅,豪车,冰箱,彩电当祭品!第

一次见到纸糊的苹果手机!阿福

觉得挺新鲜!不禁打趣道'(老太

太一辈子不识字!生前从没用过

手机!就不赶这个时髦了吧+$

店老板立马接过话头 '

(不能这么说! 时髦不分先后

嘛+再说老人到了那边 !难免

孤单寂寞!配上手机 !叫人打

个麻将啥的!多方便啊%$

这时!老婆在后面轻轻推

了推阿福!(我妈生前最大的

爱好就是打麻将!咱就当表个

孝心!买吧+$

(你看!我说对了吧+弟妹

真是一片孝心%$ 店老板拿起

(手机$+

阿福一向对老婆言听计

从! 当即掏出钱包准备付账!

店老板却像猛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忘了跟你说!买手机还

得配个充电器!不然--$

(这还没完没了了%$阿福

有些不耐烦!(我们只要手机!

充电器就不要了+$

(不要不太好吧! 等手机

用完了电量!你就不怕老人家

深更半夜找麻烦 &还有 !你们

最好一次清爽 ! 像什么手机

套,保护膜,充值卡!这些都是

必备的物件啊+$ 店老板如数

家珍!娓娓道来+

碍于家人在旁!阿福不好

发火 ! 只得皱着眉头一一买

下+ 临走时! 他忍不住唠叨'

(买了这么多! 老太太总不会

找我了吧&$

店老板一边数钱一边眯

着眼回应'(暂时应该不会了!

可你也知道!手机这东西是要

更新换代的--$

这奸商! 真该教训教训!

阿福想着! 突然问'(老板!您

有名片吗&$

店老板喜笑颜开!一脸灿

烂!(有哇!给你%$边说边掏出

名片递上!(以后缺啥祭品!可

随时联系我+$

阿福取过名片!径直将其

塞进琳琅满目的祭品袋!笑着

说'(我把你的名片随祭品一

起烧给老太太!让她今后缺啥

东西直接找你!不是更方便&$

(啊&$ 店老板面红耳赤!

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的吃货老婆

"

还没追到她的时

候"有次请她吃饭"她吃得

特别香!我问她#$你可以做

我女朋友吗%& 她啃着鸡翅

说不行"然后又特别小心地

问#'那我还能接着吃吗%&

我叹口气"'吃吧吃吧(&

"

我和她是大学同

学"有一年期末考试"我们

分到一个考场" 坐前后桌!

交卷时间快到了"我卷子上

还有大片空白"后座的她塞

给我一张纸条!我那个激动

啊"各种紧张"各种藏"最后

终于颤抖着打开"上面赫然

写着#中午吃什么%

"

有次在商务中心

逛超市"她不小心摔倒了"

我去扶她" 发现她手都摔

破了" 手里的麻辣烫竟然

一点儿都没洒出来!

"

有一次她逛街回来

愤愤地说#'今天真倒霉 "

有个人推着三轮逆行把我

裤子剐破了 (&'那你没跟

他发飙%&'我刚想发飙"一

看是卖臭豆腐的" 就问他

怎么卖"他说三块钱五块"

然后就问我辣酱多些还是

少些"我说少些"就把骂他

这事给忘了!&

"

一天 " 我对她说 #

'我们无法拉伸生命的长

度" 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

度!&她点头#'嗯"虽然我无

法再长高了"但我还可以继

续长胖!&'你能不能长点心

啊(&'点心%什么点心%&

"

一起去吃馄饨 "她

进门就喊#'老板来三碗馄

饨(&我问#'就咱俩要三碗

干吗%&'哦" 忘了还有你!

老板来四碗馄饨(&

"

我俩准备结婚了 "

却因为一些琐事吵架 "吵

得很凶"从来没有这样过!

事后我检讨自己" 做了一

桌好吃的哄她! 当时她本

想说'滚&"结果一开口"口

水流出来了!

"

婚后她特别尊重

我的看法" 做很多事之前

都会询问我的意见"比如#

老公"羊肉可以吃了吧)老

公" 肥牛可以吃了吧 )老

公"鱼丸可以吃了吧**

"

别人都是吃几口

就饱了" 她是吃饱了还能

吃几口+ 我碰到什么好吃

的都想陪她吃" 而她遇到

什么好吃的都想替我吃 !

人们常说能吃是福" 她现

在积攒的福气已经够用好

几辈子了!

"

老婆是吃货 "可丝

毫不妨碍我疼她" 我俩感

情一直很好!可就在昨天"

她彻底把我激怒了! 一眼

没看紧" 她竟然连我戴了

一年多的小核桃手链都不

放过"砸碎吃了(

"瓜子 整理#

宁静的知识

'没完的发明 "没了的实验 "

带来了行动的知识而不是宁静的

知识&.艾略特 /岩石01" 确实如

此"光是一个智能手机的发明"就

让很多人失去了宁静! 那些靠这

些发明和实验升官发财的人 "更

是让周围的人眼红"失去宁静!

但是另一方面" 宁静的生活

又是如此令人向往!离北京
()

公

里的河北固安" 有一片别墅区大

得离谱! 听说几年后地铁会直通

这里"行情又会大涨 !只是 "为了

住上别墅" 先要经过一番不宁静

的'行动&才可以!,西青散记 -有

一段文字描写一户山中人家的情

景#'至其家"老妇方据盆浴鸡卵"

婴儿裸背伏地观之!庭无杂花"止

蔷薇一架!风吹花片堕阶上"鸡雏

数枚争啄之 "啾啾然 !&这样的生

活固然宁静"但也相当不便"因为

旁边没有超市"也没有医院!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宁静

的价值!学者程虹在 ,宁静无价 -

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自然文学作家

奥尔森的一篇演讲稿! 奥尔森认

为"宁静具有无形的价值"他举例

说明"位于曼哈顿的中央公园"那

一小片被喧嚣熙攘的大都市所包

围的自然绿洲" 其无形的价值对

于都市居民而言是无与伦比的 "

因为它可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工业化城市之中的心灵避难所 !

奥尔森继而论述道" 飞过天空的

野鸭群具有无形的价值) 出没于

山间的灰熊具有无形的价值 )野

外的声音. 气味和记忆以及我们

在野外所看到. 所喜爱的一切都

具有无形的价值!

但是"有时候我却觉得"这些

所谓的'宁静的知识&让我徒增烦

恼!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 "宁静

的生活并不完美" 或是生活不方

便" 或是买别墅之前要经过一番

拼死拼活的奋斗" 陷入可笑的悖

论# 获得宁静要以丧失宁静为代

价!其次"其实是更为关键的 #选

择真正宁静的生活需要巨大的决

心和无与伦比的智慧! 郁达夫介

绍一位宁静的哲人" 他的生活是

'安贫乐道 "猫猫虎虎 "一辈子就

过去了&" 而我们显然都不甘心"

我们都想要建功立业 " 飞黄腾

达" 精彩每一刻! 反面典型是周

作人 ! 他一辈子都在倡导闲适 "

但他太多欲" 当外部条件已不允

许他享受生活时 " 他选择了苟

且! 所以" 知识很重要" 智慧和

运气更重要!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

'012/034-+&()56(-7275-7%875-

'

雷人图片（之二百六十一） 万方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签 条
!

李忠元

肖典局长退休了+ 退休后的

肖局长很不适应!整天心里空落落

的!像长了野草一样!清闲得难以

忍受+这也难怪!肖局长在任时是

国土资源局的一把手! 掌握全县

土地的审批权!又管着局里二百多

号人! 大事小情全凭他一支笔签

条!可谓实权在握,八面威风+

肖局长深得签条的好处!捞

了不少实惠!退休前住进漂亮的小

别墅+如今没人找他签条!严重影

响了他的生活质量+没过多久!他

就茶饭不思!拖着病体进了医院+

儿女们本来都各忙各的!肖

典这一病大家不得不放下手头的

事!到父亲病床前探望+还是老伴

郝玉兰心细! 很快明确了肖典的

病因+#心病还得心药医$!郝玉兰

把儿女五个叫到病房外的走廊

里!开了个临时家庭会议+

#你们的爸爸啊! 有心病%在

任时他每天捏着手中的笔! 主宰

着全单位职工的命运! 掌控着全

县土地的审批权!风光无限+可这

一退休!无职无权!闲着受不了+

没办法!为了他!咱们家从今往后

得立个新制度! 家里一切大小事

务要形成书面材料送审! 连买米

买菜也要报条子! 由他一支笔审

批决定+$

郝玉兰一脸严肃! 话说得斩

钉截铁!不容置疑+儿女们虽然心

里不以为然!但为了父亲的健康!

都点头同意了+

郝玉兰把全家人的决定告诉

病床上的肖典! 肖典一听顿时双

眼放光!一屁股坐起来!嚷嚷着要

出院+

出院回到家!肖典精神焕发!

坐在书房里儿女们为他新买的办

公桌前! 批示着儿女们报送来的

各式文件'#此笔资金可批! 请转

郝玉兰同志阅办+$ 每次签完字!

他总是眯起眼睛! 把手中的笔往

笔筒里一掷! 然后潇洒地一弹烟

盒!靠在椅子上开始喷云吐雾+

当然! 儿女们的条子到了肖

典这里也不是全亮绿灯+ 家大业

大!跟一个单位相差无几!财务管

理很重要! 肖典灵活地把握着心

中的#度$+儿女们也很聪明!各自

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 报条子时

少不得在父亲面前低声下气!甜

言蜜语!时不时孝敬些小礼物!以

便偷梁换柱, 瞒报多报+ 最常见

的!是贿赂老爹一包上等香烟+每

次收下礼物! 肖典脸上总挂着得

意的微笑!落笔签条!寻回当年为

官时的乐趣!心满意足+

肖典的小儿子肖武鬼主意

多+这天!他拿着一张十万元的收

据来报销+为顺利通过!他将一个

厚厚的大信封放到父亲桌面上!

哈着腰说'#小意思!小意思+$

肖典顿时会意! 凭借多年经

验! 通过目测他就知道这么宽这

么厚的人民币肯定是三万元钱+

望着这个大信封! 肖典好似恍然

回到从前!那次县城土地大开发!

也是这样一个信封放到他桌面!

成为他官场上淘到的第一桶金+

回过神来!肖典很欣慰!孩子们都

精于此道!将来仕途有望+他在那

张十万元的收据上挥笔签下大

名!肖武眉开眼笑!道谢离去+

当天下午! 肖典因为血压急

剧升高而休克!再次入院+

听说父亲的书房里散落了一

地的钱!肖武吓坏了!赶紧向郝玉

兰坦白! 说自己贿赂父亲的三万

元都是假币! 他原以为父亲不会

真的去看那些钱+

病床上! 刚刚醒过来的肖典

拉着郝玉兰的手! 急急地追问'

#还有好几张条子没签吧&$

雷

雷

楼燕萍(杨宝川(陈遵琳!本院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 !

0+,1

" 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

号一案#本院受理的原告深圳市家家顺房产交易有限公
司诉被告楼燕萍$杨宝川$陈遵琳居间合同纠纷#因你方下落
不明# 现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 !含补
交"$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程序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及

,(

日内#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9:;

'深宝法沙民初字
::<"=!

号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兴围适力塑胶膊棉厂(香港适力发

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兴围股份合作公司诉你单
位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 本案并定于

0+,(

年
-

月
0,

日上
午

/

时
.+

分在本院沙井人民法庭二楼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

>9:?

'深福法执恢字第
::;9@

号
郭彩玲(吴宇航!申请执行人张茉丽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0+,1

"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1

号民事
判决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0+,1

"深中法民终
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确定%一被执行人
郭彩玲$ 吴宇航向申请人张茉丽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213

元及利息& 二被执行人偿还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
'.11+

元& 三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
,.+++

元由二被执行人承
担#由于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
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由于你逾期未履
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本院依法受理并通知你履行债务#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对被执行人吴宇航名下位于深圳
市罗湖区泰宁路北侧百仕达花园四期西区

.

栋
,04

房产!深
房地字第

0+++..+113

号"进行拍卖%以偿还本案债务#本院经
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上述房产的市场价值人民币
'(0+1,1

元#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上述评估结果%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对该评估结果有异
议%应于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视
为同意上述评估结果%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财产#你可向本院
了解有关拍卖事宜% 若你在拍卖成交前向申请执行人清偿了
本案债务%本院将终止拍卖%但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你承
担#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另行通

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刘晓滨(王映军!本院定于

0+,(

年
-

月
,0

日
,1

时
.+

分在
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审理!

0+,1

"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

号一案#本
院受理的原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诉被告刘
晓滨$王映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向你方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含补交"$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转程序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及
,(

日内#请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9:>

'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

号
深圳市永航电脑科技有限公司(缪云鹏!本院受理原告深圳

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诉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开庭时间)

0+,(

年
-

月
0'

日上午
,+

时
++

分%开
庭地点)本院大鹏法庭第二审判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三十日内#逾期将
依法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9:"

'深龙法民三初字第
"A"

号
汝洋!本院受理梁健$梁小刚$梁小明诉汝洋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是二

+

一五年九月一日十四时三十分%地点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第
二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赵能能(赵城城!本院受理桂林市华力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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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瞿孝友!本院受理缙云县泗山钢材经营部诉你及浙江宝元环
境建设有限公司$应锦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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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定于
0+,(

年
-

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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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荣强!本院受理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诉

胡尚祥$许荣强$蒋自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第二次开庭传票%定于

0+,(

年
'

月
01

日
-5(+

!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刘婷(蔡兴琴!本院受理陈登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你们于判决生效后

'+

日内偿还借款
0'

万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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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邵大军!本院受理冯广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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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

杨刚志!本院受理张美荣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柘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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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

江苏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孙兆联!本院受理邱均诉你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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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南陵县宝马木业有限公司(俞火平(马素平(南陵县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徽南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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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0+,1

"

芜中民二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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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玲(薛桢华!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0+,1

"芜中民二初字
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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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学良!本院受理卢海兵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公告送达!

0+,(

"鄂崇阳民初字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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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

杨霞!本院受理姜辉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0+,(

"霍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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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程拥军!本院受理射阳县宏宇汽车修理厂诉你修理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都商初字第
+0/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内#上诉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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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本院受理许瑞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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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车祥华!本院受理程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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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镇(朱玉剑!本院受理吴国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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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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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陈大伟!本院受理崔占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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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辩"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

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葛春雷! 本院受理姜兴华诉你及梁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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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

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葛春雷! 本院受理李铁丰诉你及高兴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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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

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杨序帆&住址三穗县八弓镇新美村杨家组!本院受理彭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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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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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杨昌亮&住址三穗县台烈镇上坪村五组!本院受理万光琼诉

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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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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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覃佩华!本院受理陆运珍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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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青
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陈卫宝!本院受理覃超兵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0+,(

"荔民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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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或桂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在上诉期满后
3

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周晓红!本院受理计选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举证及应诉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王豫英!本院受理黄仲山与你和唐正云$陆光春申请执行人
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兴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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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李建筑(苏小银(厦门银飞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清春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同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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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张纯成!本院受理卜维国$陈敏$李常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0+,1

"榆民初字第
.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李宏伟!本院受理刘海涛诉你$杜春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榆民初字第
.3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你$杜春波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刘海涛借款
,3(+++

元及利息!利息自
0+,1

年
'

月
0.

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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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周庆波(金红梅!本院受理周振兴诉你们$王安凯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榆民初字第
.3.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你们给付周振兴购车款

.++++

元#二$王安凯
对上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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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刘英!本院受理李得福!诉讼代表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苏左民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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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人民法院

刘立坡! 本院受理赵登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新民一初字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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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
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

谭小燕)本院受理孙亮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0+,1

"固民初字第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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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范进华!本院受理张海燕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审判庭成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石
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余金龙! 本院受理屠新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0+,1

"霍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你于判决生效后

,+

日内偿还屠新林借款本金
0++++

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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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付毅!本院受理苏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审判庭成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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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石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冀怀茂! 本院受理金兰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0+,(

"霍民二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你偿还金兰保借款本金

/++++

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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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郑朝林!本院受理代圣红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0+,(

"鄂枝江民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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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王燕军! 本院受理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乡支行诉你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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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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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肥乡县人民法院

刘明华! 本院受理陈建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0+,(

"鄂崇阳民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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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咸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
杨会云+赵志江!本院受理常静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0+,(

"肥民初字第
,,.,

号$

,,.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肥城镇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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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肥乡县人民法院

张柏杨!本院受理简丽芬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0+,(

"温泰雅民初字第
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
送达#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严倩!本院受理聂嘉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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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开
庭%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

芜湖县顺风物资有限公司(钱小兵(杨晨!上诉人江西威乐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不服安徽省芜湖县人民法院!

0+,1

"芜民二
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0+,(

"芜中民二终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猛!本院受理游咏冬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0+,1

"北新民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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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嘉鱼县明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自金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鄂嘉鱼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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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判决生效#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罗正义!本院受理孙小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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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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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本楚(薛兆龙!本院受理严萍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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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6

节假日顺延
7

在本院蔡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审判#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严新民(徐殿洋!本院受理申桂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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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6

节假日顺延
7

在本院蔡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审判#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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