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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

!

滚水看不到倒影 !

盛怒看不到真相"

!

现在过的每一天!都

是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请不

要老得太快!却明白得太迟"

!

夜晚是一柄放大镜!

会过分放大喜悦和悲伤"所

以开心时要学会见好就收!

伤心时更要早点洗洗睡"

!

过你喜欢的生活 !

喜欢你过的生活"

!

世上有两样东西切莫

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

很难给生命增加时

间! 但可以给时间增加生命

力"

!

聪明就像内衣 !你

得穿上!这很重要!但你炫

耀!就没必要"

!

你所浪费的今天 !

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

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

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

!

人 们 都 在 追 逐 爱

情! 可爱情就跟北极熊一

样! 隔着镜头觉得它很可

爱! 实际靠近它被它狠狠

踩过一脚! 就知道什么叫

痛到想死"

段味

!

今天股市巨震让我

一下亏了二十多万!打开窗

户要跳楼!再一想总得换件

漂亮衣裳吧"短裙$会走光"

长裤$不够飘逸"白衣$染上

血太难看"红衣$太像厉鬼

了吧"好容易挑了一身紫花

长裙!穿妥后大盘已经涨回

来了! 我还赚了好几千"好

险!幸亏是女人%

!

商人进山买猴子 !

一百元一只!有村民抓了几

只卖!赚到了钱" 商人提价

到二百元一只!全村的人都

去抓猴!商人全收" 猴子很

难抓到了! 商人提价到五

百!结果终于无猴可抓" 之

后! 商人的助手潜回村子!

三百元一只卖猴子!村民家

家抢购! 然后等着商人来!

可商人再也没来"这就是股

市的故事"

!

大盘上了
!"""

!很

多人都不理解!为何经济上

行时股市惨跌!经济下行时

却股市暴涨"网上&微信上&

电视里大批专家高谈阔论!

都没说到点子上!倒是我们

村主任给出了合理的回答'

在我们村!经济好的时候大

家都出去打工挣钱!不好的

时候都会聚在村口赌博"

!

问' 炒股怎么包赚

不赔$答'首先你要加入各

种炒股交流群!学习炒股知

识!获取各种内幕!然后在

别人的股票上涨时起哄!让

人家发红包! 你只管抢红

包!别买股票"

"瓜子 整理#

够意思
"

宋长万

林业局下属果树站有站长!

副站长和一名工作人员" 三人在

一起工作数十年"私交不错"谁家

有个大事小情总是相互照应#日

常工作之余" 在政策许可的范围

内"果树站也搞一些经营性活动"

如购销果树苗木!种子!农药等"

但都是小打小闹"收入也不多"三

人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多赚点

钱$

机会来了$这一年"省里为促

进果树业发展" 拨付了一笔专项

资金$眼看几十万元到账"果树站

立即行动起来" 多方联系购买树

苗" 最终与邻县某果业发展公司

达成初步协议% 以每株四元的价

格订购万余株$这份协议达成后"

苗木市场就一路走低" 价格一直

降到每株不足两元$ 双方经过交

涉" 苗木公司同意按实际成交价

格结账" 将多汇的十余万元又汇

回果树站账上" 但已开好的购苗

发票未作变更$

面对多出来的这笔巨款"站

长十分高兴%人无外财不富"这笔

钱虽属公款"但账面上是平的"知

道内情的人只有站里一名工作人

员和局长" 副站长因外出参加培

训未参与此事$于是"在得到局长

支持后"站长决定分掉这笔钱$

站里唯一的工作人员不同意

三个人分%&还是四个人分吧"虽

然副站长不知道这件事" 但这么

多年来一起风风雨雨" 有发财的

机会却把他排斥在外" 未免不够

意思$'

&不够意思也没办法$这件事

他既没出工也没出力" 分他一份

我们得的就少了 " 还是顾自己

吧$'站长慢悠悠地说$

&副站长人是不错"可分钱这

种事还是少一个人知道为好"毕

竟有风险$就三个人平均分"别管

够不够意思了$'局长也支持站长

的意见"工作人员不敢再坚持"三

人一起私分了这笔公款$

三年之后东窗事发" 侵吞公

款的三个人身陷囹圄$ 林业局一

帮人凑在一起议论这件事" 有人

对副站长说%&你那几个老哥们儿

也不够意思啊" 你们平时关系那

么好 " 有好处时却把你撇到一

边$'&不能那么说"假如这笔钱有

我一份儿" 我现在还能坐在这儿

和你们聊天吗" 凡事都得一分为

二地看" 他们对我很够意思('副

站长心平气和地回应道$

茶 叶
"

贺小波

这天" 贾局长一上班就把

办公室文员小刘刚沏好的龙井

倒进水池" 换上一杯白开水"让

小刘站在一旁面红耳赤$大概看

出小刘的窘态" 贾局长笑笑说%

&别往心里去" 我最近就想喝点

清淡的$'说着"转身打开身后的

柜子"把里面几盒还未开封的上

好龙井递给小刘"&拿去"你们喝

吧$'看小刘愣着不敢接"贾局长

又说%&拿着"天天为我鞍前马后

地服务"算是奖励吧$ '

小刘抱着茶叶走回自己的

办公室"边走边想%贾局长不吸

烟"喝茶却是老习惯"比吃饭都重

要"每天上班一杯茶雷打不动"还

喜欢喝浓茶"今天咋忽然换口味

了呢) 不行"这茶绝不能喝"得给

局长留着"说不定哪天他口味又

变回来了$ 他将那几盒龙井放进

铁皮柜"然后锁了柜门$

这天"小刘正在值班"贾局

长打来电话让他去一趟$局长办

公室坐了不少人" 都是陌生面

孔$见小刘进屋"贾局长笑着说%

&这都是纪委巡视组的领导"你

来帮着冲下茶$'小刘一愣"脱口

说道%&局长" 您不是不喝茶吗)

您办公室没准备茶叶啊( '

贾局长&啊'了一声"拍着脑

袋说%&自己没这爱好" 办公室都

忘备了$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

张百元钞票递给小刘"&你快去买

包好一点的茶"领导来了连杯茶

都喝不上可不是待客之道啊$ '

小刘接过钱" 刚要走就被

在座一位领导拦住了%&君子之

交淡如水嘛"来杯白开水就行$'

贾局长迎合道%&喝白开水好"既

节俭又安全"现在的茶叶也难免

被化肥农药污染$ '

巡视组很快完成了巡视工

作" 临走时给予贾局长高度评

价" 说像他这样喜欢喝白开水

的局长已经很难找了"一个喜

欢喝白开水的领导" 施政定然

像白开水一样清澈透明$

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小刘

又早早来到贾局长办公室"为他

倒上一杯白开水$ 贾局长推门进

来"看了水杯一眼"摇摇头"径直

走向文件柜"打开柜门翻起来$

&局长"您在找啥) '

&茶叶$ '贾局长像是自言

自语"&我记着就放这儿了$ '

&您又喝茶了) '

贾局长回过头" 笑着说%

&最近体检" 医生说我有点三

高"建议多喝些绿茶$ '

&您忘了" 茶叶在我那儿"

我这就去拿$ '

磨 刀
"

周天红

磨刀溪是个小村子"只有

二三十户人家" 但名气不小$

传说三国时关羽出征讨贼曾

在此磨过青龙宝刀"于是村背

后的山就叫关月山"村前一块

大石叫磨刀石"绕村的小溪叫

磨刀溪$

早年间"磨刀溪的人大多

以磨刀为业" 最有名的好手是

李九爷$李九爷磨刀很耗时"一

把砍柴刀不磨上个把小时不会

出手" 但只要出手就能吹刀断

发$同村的刘二麻子不服"向李

九爷挑战道%&我一天能砍一千

斤黄竹片$' 李九爷眼都不抬%

&我用不了一天$' 于是两人打

赌"赌注是二斤肉$

第二天"刘二麻子一早就

上山砍竹子"李九爷却只管磨

刀"磨了一个上午 $村里人都

说"这下李九爷要输了 "人家

领先砍了三个小时呢$正午时

分"李九爷提着刀不紧不慢上

了关月山$那刀"真快$一刀下

去"就是一根黄竹倒地 $李九

爷砍完一千斤黄竹片"刘二麻

子那边还差一百多斤呢$当天

晚上"李九爷家飘出的肉香全

村人都闻得到$ 人们都说%果

然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李九爷的故事"强子从小

听到大 " 如今当了村主任的

他"一心一意想把李九爷留下

的厂子办好$当年"李九爷扛

着磨刀板凳"在县城走街串巷

替人磨刀"偶遇王老板 $王老

板看重李九爷的手艺"想请他

到自己的刀具工厂当顾问$李

九爷说%&你只要把工厂办到

我们村"我就给你干 $我们村

有的是会磨刀的$'

这天"强子他爹把强子叫

到身边"问%&你知道李九爷磨

刀靠的是啥吗)'强子挠着头"

&是啥)'

&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就

知道你忘了这个$你刚当上村

主任"急着露脸出成绩 "结果

呢" 脸没露屁股先露出来了$

磨刀溪刀厂扩建"你们搞那么

大的阵势铺那么多的摊子"技

术跟得上吗) 销路跟得上吗)

咱不能光图热闹"摆些空架子

给上面的领导看"村里群众的

血汗钱咱赔不起 (再说 "李九

爷的坟就在关月山上"天天望

着厂子呢"咱更不能负了他老

人家当年的苦心('

听完父亲的话 " 强子一

屁股坐在堂屋门槛上 " 埋着

头 "好久都没站起身 $后来 "

听说强子真拿了一把刀 "在

村头的磨刀石上足足磨了一

个上午$

微信得来更是浅

欧阳修推崇钱惟演!钱惟

演曾经对官僚下属说' 平生唯

独爱好读书! 坐着读经书&史

书!躺着则读各种杂记!如厕的

时候则读小辞" 欧阳修显然是

受此影响! 他曾告诉友人'(我

平生所作的文章! 多半在 )三

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如今

我们比钱惟演&欧阳修都勤奋!

都好学!不仅(马上,相当于现

代社会的车上!飞机上-&枕上&

厕上+!就连吃饭&走路!甚至是

洗脸&刷牙!都要看个不停!只

是看的不是书本!而是微信"很

多媒体都曾以 (中国人年均读

书量世界最少+为题大做文章!

有人很不服气' 我们的微信阅

读量很大! 我们即使算不上阅

读强国!也应是阅读大国"殊不

知!(大+如果不(强+!往往就是

(蠢笨+"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

此事要躬行+! 陆游的这两句

诗说得很对" 有些事情光从书

上了解!往往记忆不深 !如果

在实际生活中再体验一遍!就

可能会永志不忘" 当然!并不

是所有的事都可以在实际生

活中体验得到!那么退而求其

次!也要读那些经过作者深思

熟虑 ! 承载作者真情实感的

书!比如尼采说
#

(一切文学
#

余

独爱以血而书者+! 比如克尔

凯郭尔说! 要读死囚写的书"

如果你一不小心读到一本不

大严谨的书!就要费点力气辨

别一下" 比如!前不久我读了

冯世则先生的.翻译匠语/!其

中有一篇 .林语堂 '幸而未获

诺贝尔奖/!题目够震撼!如果

发到微信上!估计会有很多转

载"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

林语堂写的文章(内外有别+!

不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 所以

(幸而未获诺贝尔奖+" 冯先生

提到的论据出自林语堂的名

著.吾国与吾民/" 冯先生把此

书的中英文加以对照!发现有

两处出入" 其一!英文的(吾们

是一个衰老的民族+变成了中

文的(吾们的民族生命真已踏

进了新秋时节" 在吾们的生命

中!民族的和个人的 !临到了

一个时期00+# 其二!(毫无

进步" 国力尽失+则中文版本

中找不到相应文字的踪影" 我

也找到了 .吾国与吾民 /的中

文版本!发现冯先生的这两点

指责完全不成立" 其一!英文

的(吾们是一个衰老的民族+!

中文版本是(吾们是老大的民

族+"其二!(毫无进步"国力尽

失+!中文版本是(丧失了进步

与国力+" 真不知是冯先生读

书太粗心还是别有用心"

如果是在微信里看到冯先

生的这篇文章! 你会像我这样

费力加以辨别吗$ 很可能只是

转发一下吧$ 于是朋友圈里又

多了一则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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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百六十四） 万方

拐 弯
"

葛昕旭

从市长家走出来" 林阳心里

坚定了一个很早之前就有的想

法$

林阳是坝上乡党委书记"在

坝上乡工作多年"一直勤勉上进$

那天他回到乡里"也顾不上休息"

立马打电话让秘书通知班子成员

开会$会上"林阳直截了当地提出

&应该让公路拐一个弯'$ 公路是

刚准备修的从乡政府到月亮岩村

的一条村道"资金已经到位"乡里

前天刚和施工方进行了沟通"正

准备签合同"眼看就要开工了$如

今听林阳这么说" 班子成员都愣

在那里"不知他葫芦里装的啥药$

会场静了一会儿" 开始有人小声

议论起来$

林阳看着大家" 做了个少安

毋躁的手势"&上午我又专门去看

了一下公路的走向$ 路修到月亮

岩村部"再往河边走"现在的路线

是从坝上过" 那势必要经过一大

片农田$我就想"为啥不能从村部

出来后拐个弯呢)'

有人接话%&拐个弯可就要经

过那片坟地了$'

林阳说%&那又如何" 怎么就

不能经过坟地)'

乡长开口道%&以前我们考虑

过拐弯"也开会研究过"但如果真

经过坟地"要多出两公里左右"资

金可能不够" 还要破坏村民的祖

坟"工作也不好做$'

林阳笑了"&我们看啥事都不

能只顾眼前"要有长远打算$拐弯

是要多用一些资金" 但可以不占

农田$要知道"农田可是农民的命

根子"保护耕地是造福子孙的千秋

大业$至于你们说的村民的工作不

好做"这事我看不难"事在人为$工

作我去做"我相信"只要我们自身

做好表率"就啥事都好办$事情就

这样定了" 回头你们再跟施工单

位商量一下"签合同$散会吧$'

林阳当然知道" 挖祖坟的事

非同小可$散会后"他赶回在月亮

岩村的老家$父亲正在打扫院子"

见林阳回来"愣了一下"问道%&你

咋想起回来了"有啥事吗)'林阳

只是笑着"笑容中有一丝谄媚"向

父亲递过去一支烟$父亲没接"掏

出自己的叶子烟"点燃"埋头继续

打扫$

林阳坐到父亲身边"&我得跟

您说一声"公路改线了$'&改线)咋

改)'&改走坟地$'&从坟地走(这是

谁出的馊主意)'&这是大家开会研

究的结果"为了不占农田$'

父亲若有所思地看了林阳一

眼"&你是不是想挖你高祖的坟)'

林阳脸一红"没说话"转脸望着屋

后的坟地$父亲猛吸一口烟"迅速

吐出烟雾" 重重地哼了一声"&我

知道你一直都在打那座坟的主

意$'说完"父亲转身进了屋$林阳

坐了一会儿"尴尬地站起身"告辞

走了$

第二天" 林阳带着工作人员

到月亮岩村重新放线$ 村民全都

围上来"说破坏祖坟是丧德"坚决

不让改线$后来"经过林阳和村组

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工作" 再加上

高额的赔偿金" 村民慢慢开始松

口$放线时"林阳亲自指挥"从哪

里进坟地"哪里出坟地"全是他说

了算$林阳说"要尽量避开坟墓"

走空隙$但不管怎样避"还是有几

座坟墓划在了红线内" 其中就有

林阳高祖的坟$

红线内的坟墓几天就搬完

了" 林家祖坟的搬迁由林阳一手

操办"也没找村里人帮忙$

公路修好不久" 林阳就调进

县城$妻子问他何以高升"林阳笑

笑说%&我高祖当过几任县官"还

是个贪官" 我就知道他坟里一定

有好东西**'雷

雷

这价定得太没诚意"

那就刷吧"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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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庄瑞样(深圳市瑞羊混泥土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郑汉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如
下法律文书$起诉状副本

$

诉讼请求$

%

%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

万元&

&

% 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
支付利息和罚金'

&"%'

年
(

月
'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的

'

倍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

%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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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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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
)"

分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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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景! 上诉人新恒利眼镜制造 '深圳( 有限公司就
'

&"%'

(深龙法山民初字第
%-).%-,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满

)

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欧阳瑞勇!本院立案受理欧阳其惠与你变更抚养权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

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湖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
赵锐军!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张宇%

段娟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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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街基法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付丽琴(朱山元!原告赵海彪诉你们及胡月青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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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诉讼须知%开庭传票%个案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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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钢云!本院受理峡江县车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分
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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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巴邱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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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巴邱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何平平!本院受理罗孝忠%刘凯%钱春生%李华勇诉你公路货
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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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巴邱法庭!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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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巴邱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罗翠兰!本院受理谢千政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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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小平!本院受理梅宗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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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李小平!本院受理李少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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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吴 水"吴帅水'!本院受理张献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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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吴 水"吴帅水'!本院受理徐光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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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吴 水"吴帅水'!本院受理徐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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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官卫平(朱有文(上海有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官章

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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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朱有文(上海有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祝有清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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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徐文华(徐章洪(俞效荣!本院受理官章青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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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陈建平!本院受理王娟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审理传票
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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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元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何学元!本院受理薛尚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审理传票及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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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元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李静!本院受理余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审理传票及合议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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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崔城!本院受理蒋炳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审理传票及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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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郭世雄!本院受理广西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荔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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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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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刘洪剑(娄底联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何建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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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生效*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韩卫华! 本院受理彭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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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东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吴兴国!本院受理周玉珍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审理传票及合议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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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西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王海林!本院受理姚成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审理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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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西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易家海!本院受理杨家芳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审理传票及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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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西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梁臣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唐芳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唐芳!女!生于
%,(%

年
)

月
&-

日!汉族!住四川省达
县万家镇中心街

%)"

号附
'

号! 下落不明前经常居住地为四川省
平昌县龙岗乡沙坝村!于

&"%&

年
!

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唐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

个月!公告
期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发院

刘刚!本院受理王明琴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讼风险提示
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珠藏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李代兴( 程增庆! 本院受理黄建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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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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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李文杰(许银琴!本院受理余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

及陈明%何建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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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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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节假日顺延
0

在本院
构皮滩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陈兴群! 本院受理王国发诉你离婚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开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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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
效* 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

沈铭铭! 本院受理秦明强诉你离婚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开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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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
效* 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

兴安创日太阳能应用有限公司( 北京吉阳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锘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江市力翔净化工程有
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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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
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桂林尚华新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佛山市三水区粘之宝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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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熊永英!本院受理陈权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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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正秀!本院受理阙兆英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之
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

日'遇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罗正秀! 本院受理阙兆英诉你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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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
后之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

日'遇节假日顺
延(

,

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王顺友!本院已受理冉义先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讼风险
提示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珠藏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曹龙!本院受理刘国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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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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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碧流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
蒋晓君!本院受理王梅艳诉你和梁云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作出'

&"%'

(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由于梁
云峰对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梁云峰的
上诉状副本!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朱晓军(郭晓岚!刘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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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须知%开庭
传票%个案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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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袁香姣!本院受理杨昌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天和
)"

天*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节假日顺延(

(

$

)"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依法判决*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张云富!本院受理黎钱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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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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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和
)"

天*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节假日顺延(

%'

$

)"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杨珍霞!本院受理张怀江'曾用名$张怀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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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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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

)

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稳坪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刘丽颖!本院受理李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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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王爷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朱凤宇!本院受理石彦辉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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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王爷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邓薪华!本院受理田应刚%程爱玲诉你及张羽英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适用程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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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牟美珍!本院受理杨兴帮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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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黑石头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

何露!本院受理罗砚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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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罗木!本院受理陈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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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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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谷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武永星!本院受理屈围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书副本%

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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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
本院淮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改连申请宣告李敏失踪一案!经查$李敏!女!

%,(&

年
%&

月
&

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萧县张庄寨镇张柳元行政村张柳
元自然村

%+

号!公民身份号码
)'&&&&%,(&%&"&+"&&

!于
&"%)

年
&

月
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既日起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

个月!期满依法裁判* 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
徐鑫!本院受理付翠玲%杨红蕾%许先阁%赵秀勤%刘福艳%张运河%

杨道良%骆美菊%丁桂珍%朱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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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中州法庭公开审理本案*逾期依
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吴国华!本院受理何兰芳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建颜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
本院颜单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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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郝敬兵!本院受理蔺成元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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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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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