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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救赎
!怨与恨 "莫记心 #不化

解"是祸根#或纵火"或杀人#

到最后"害自身$$%这是电

视剧 &走进看守所' 里的主

角(((看守所所长尚光明为

在押人员编写的!三字经%)

提到看守所" 有些人可

能想到的是冰冷的高墙铁

窗 " 甚至一想到里面都是

!犯了罪% 的人 " 便毛骨悚

然) 说实话" 我第一次去提

审的路上" 脑子里也是这样

的画面" 也多少有点儿不寒

而栗) 但真正到了审讯室 "

情景完全不一样* 管教干警

带着被提审人员进来" 对方

安静地坐下" 有问必答" 丝

毫没有想象中的满脸煞气 "

说到动情处" 有些人还会流

下悔恨的泪水)

想象与现实为何如此不

同+ 若只说是因为在押人员

畏惧法律威严未免太过简

单"在后来的实践中"我越来

越清晰地发现" 真正的原因

在于对心灵的启迪) 让被监

管人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

坦然接受法律惩处" 在接受

改造期间对未来充满希望 "

勇于修正自己且怀揣拥抱新

生活的梦想$$

说起来不难" 其实真不

是件容易事儿)

因从事宣教工作" 我非

常关注院里的驻所检察室 "

驻所检察官与电视剧中用

!心% 工作的管教警察不差

上下)

为了更好地了解驻所检

察工作"

!

月
"#

日" 我再一

次走进看守所) !你十几年来

不断地进出看守所和监狱 "

不觉得愧对妻子,孩子吗+ %

在看守所的!检察官约谈室%

里" 我院监所科科长张杰和

驻所检察官老马正在与拿到

死刑判决的被告人裴长明谈

心)对方揉搓着双手"低头叹

气*!咋不愧疚呢" 可哪有后

悔药啊) 杀人偿命" 罪有应

得" 我愿意把我的事情讲出

来做反面教材$$% 半天的

时间在对话中悄然而过 "从

初拿判决时的躁动不安到此

时认罪服法" 裴长明的心路

历程清晰可见) 张杰说*!人

性的一时泯灭是由多种复杂

的原因激发的" 只要我们用

心"像老中医般-望闻问切."

对症下药" 他们也可以被感

化,被挽救) %

这只是驻所工作中的一

个片断)老马说"他正在与看

守所所长商量本期的国学课

堂事宜" 教育与引导也是驻

所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 正

如&走进看守所'中看守所所

长王晶所说" 管教有三个角

色*心理老师,大夫和家长 )

管教如此" 驻所检察官也不

例外" 因为他们都肩负救赎

灵魂的使命)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检

察院 黄丽娟"

侠骨柔情
!这演的不就是你们检

察院的工作吗 +% 老妈指着

电视剧里穿着一身制服的女

检察官对我说" !这姑娘的

样子和你挺像" 我看着亲切

得很)%

我有个 !粉丝老妈 % "

因为我在检察院工作 " 凡

是有关刑侦类 , 检察类的

影视剧 " 她都不会错过 )

检察题材电视剧 &蝴蝶劫 '

又不出所料地成为她的心

头好)

!妈 " 虽然我们的工作

里没有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故

事" 但剧中检察官的机智 ,

坚定, 细腻" 我的同事们可

是一样都不少 )% 我边吃水

果边跟她说) !是啊" 就说

你的同事冯霞吧" 平时文文

静静的" 看起来像个文艺女

青年" 可办起案子来却是雷

厉风行, 铁面无私) 我看电

视剧的时候就觉得里面那个

侦查一科的科长陆琳和冯霞

特别像)% !粉丝老妈 % 眼

睛又亮了起来)

冯霞是我院公诉科副科

长" 虽不像 &蝴蝶劫' 里的

陆琳一样冲在侦查一线" 但

她的确与不少贪污贿赂犯罪

案件的嫌疑人正面交锋过)

在查办一起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涉嫌贪污案过程中 "

犯罪嫌疑人提出涉案奢侈品

只是高仿品" 不值钱) 即使

面对上海市物价鉴定中心出

具的 !真品% 鉴定结论" 他

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并对

物品的估价提出质疑) 面对

这种情况" 冯霞没有慌张也

没有退缩" 她第一时间想到

了刑法有关规定(((公诉

人 , 当事人和辩护人 , 诉

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

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

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

提出意见)

!为了让被告人心服口

服" 我们再请几个专家" 就

这个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 %

冯霞说) 为了达到良好的出

庭效果" 冯霞向专业人员请

教" 了解相关鉴定方法和依

据" 还主动学习了一些奢侈

品价格鉴定方面的知识) 经

过这一番扎实准备" 案件庭

审时"

$

位专家证人交叉质

证" 回答了被告人的种种质

疑" 被告人最终哑口无言 "

认罪服法)

!还有啊 " 这剧里的检

察官萧潇很像我们院的张丽

敏" 在办案的过程中" 都有

柔情一面)% 我继续说道)

!是你们院未检科的那

个女检察官吗 + % 话匣子

打开 " 我和老妈已经欲罢

不能 )

!对呀 / 您看这是她在

朋友圈里发的(((下班正准

备回家" 得知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的母亲刚下火车" 正匆

匆赶来" 我决定留下) 见面

后" 欲哭无泪的母亲不断为

儿子求情" 我不忍草草打发

她" 与她聊了两个小时) 或

许这是我能感受到我工作的

最大价值了 " 因为无论贫

富 " 天下的父母都同样可

敬/% 我妈听到这里 " 眼睛

有些红*!有人情味儿" 你也

要向她学习呀" 这样的检察

官老百姓喜欢/%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

察院 彭燕"

坚守底线
电影 &心灵的眼睛 '讲述

了一名基层女检察官排除干

扰,秉公办案"最终挖出了一起

国企干部腐败大案的艰辛历

程)看罢电影"想起我查办的老

同学贪污案"亦可谓刻骨铭心)

今年年初"我县塑料厂工

人联名上访"反映厂领导层有

经济问题)因为我曾在该厂工

作过 "比较熟悉情况 "院领导

安排我带队办案息访)

塑料厂是一个老国企"几

十年的账目乱七八糟堆满了

一间房) 为找出蛛丝马迹"我

们硬是一本本 , 一笔笔地核

查 )一周后 "根据查账发现的

疑点"结合相关人员的证言和

对银行明细账的分析"我们掌

握了该厂厂长刘某将经手的

%&

余万元货款不入账的证据)

而刘某" 是我的老同学)

十几年前"我们又同时进入塑

料厂" 当时我俩关系挺铁)刘

某工作两年就当上了财务科

长 "很快结了婚有了家 "后来

的发展也很顺利"他真的会走

上贪污犯罪的道路吗+

很快"刘某被传唤到我院

讯问室)鉴于我和刘某的同学

关系"我向检察长申请回避)但

检察长没有同意"指示我继续

办理案件"并且做到客观公正)

讯问期间 " 刘某先是以

!三角债% 为由" 否认自己贪

污" 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

不得不低下了头 )!那十几万

元哪去了+%面对刘某"我有点

恨铁不成钢)刘某沉默了一会

儿"突然扯着自己的头发痛哭

起来)原来"近年来"他迷上了

赌博 "背了一身债 "这笔公款

被他输掉了)

!多年的老友你都忍心下

手啊 "太不义气了 /%很快 "不

少人来为他说情)刘某的父亲

也拖着病躯找到我家 *!我家

祖辈都是种田人"指望儿子能

出息点" 谁知他这么不争气"

唉$$%刘伯的眼神中满是痛

苦)看着无助的老人"我心里也

异常难过)

办案期间"出门遇着熟人"

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说

实在的"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压

力非常大" 但我还是咬牙挺过

来了) 法院最终以贪污罪依法

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五年)

送监那天" 我到看守所探

望刘某"却不知说什么好"只能

重复着说!保重身体%)刘某也抑

制不住眼泪"临别时只说了一句

话*!我知道你做得对"在城里有

时间就帮我照看一下我那儿

子)%我只能使劲地点着头)

!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检察

院 梁立旗"

情法之间
由真实案例改编的影片

&无法证明 '"以亲情 ,爱情为

主线"讲述了年轻检察官竟远

的办案故事) 他要追诉的故意

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陆润堂"竟

然是导致母亲外遇,父亲抑郁

而亡的元凶) 然而"经过调查

取证"陆润堂涉嫌犯罪的证据

存在诸多疑点$$最终"他还

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剧情跌宕起伏"情与法的

纠结更让人感同身受"让我不

禁想起我院正在办理的一起

骗取贷款案)

!冯某贷的款" 怎么让韩

某来了+ %同案犯王某签收委

托辩护人告知书时自言自语

道) 注意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

的
'

名犯罪嫌疑人中并没有

冯某"办案检察官问道*!冯某

是谁+ %!我们三个人办的联保

贷款"韩某就是替冯某贷的) %

王某答道) 办案检察官意识到

案件可能有问题)

!冯某 + 名字咋这么熟

悉+ %对面的同事边说边在办

案系统上检索"!查到了" 我办

过的一起伪造公司企业文件,

印章案"嫌疑人提到过冯某"冯

某曾到他店里伪造证件"时间

是
(&%(

年
)

月)%时间,人物吻

合"办案人立即查阅卷宗"发现

冯某确有与涉案
'

人共同骗贷

的嫌疑) 然而"随着补查的深

入"办案人陷入了纠结中)

)&

后的冯某初中毕业外

出打工"

*

年后回到惠民县做

家电生意)

+&%(

年
)

月"冯某

的经营部需要周转资金"经营

绳网厂的李某,王某同样面临

资金困难) 经咨询工商银行"

他们商量办理
'

户联保贷款)

'

个人中只有冯某有公户"冯

某便不能作为借款人) 他找到

表哥韩某说明情况"请求为自

己顶名贷款) 韩某提供了身份

资料"他们伪造了
'

家店铺的

营业执照等资料"于同年
!

月

共贷出
%(&

万元"由
$

人共同

使用"

'

个账户每月偿还利息)

但好景不长"一年到期后共有

)&

余万元贷款本金未能偿还)

工商银行于
(&%$

年
,

月报

案"公安机关以骗取贷款罪对

王某,李某,韩某立案侦查)

依照刑法规定"冯某让韩

某顶名贷款" 并参与了贷款谋

划和伪造证件"使用了贷款"尽

管案发后两个月还清贷款"但

冯某的行为也已涉嫌骗取贷款

罪)然而"承办人从小目睹父母

亲友做生意的艰辛" 对冯某的

苦处他可以想象* 积蓄全部投

入了家电经营"进货,销售,服

务"操心受累六七年"到头来不

但没有让家人过上安稳日子"

还背上了沉重的刑事责任$$

检察官也是常人"也有常

人的成长经历"工作中也难免

陷入纠结) 不同的是"检察官

的情感"不论气愤,厌恶"还是

同情 ,喜爱 "都不可以左右他

的办案意见"他们唯一尊崇的

只能是法律) 最终"我院决定

对该案提起公诉"冯某也将不

得不面对法律的惩罚)

!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检察

院 李英燕 赵良善"

灼心之痛
罪与罚 ,情与法 "无论剧

情的编排还是人性的展露"正

在热映的 &烈日灼心 '都拿捏

得恰到好处)

艺术来源于生活" 虽然背

负凶杀案底的人很少"但现实生

活中并不乏负罪之人"越是罪责

深重"他们就越会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不断在畏罪心理,侥幸心理

和期待自我救赎的复杂情感中

挣扎" 这种感觉恰如 !烈日灼

心%" 而我们在职务犯罪中接触

的贪腐者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犹记得
+&%+

年参与的一

起专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单笔收

受他人
%&&

万元"这笔巨款成为

了王某的心理负担)由于畏罪心

态"刚开始"他又是诅咒发誓,又

是大喊大闹"试图掩饰自己的罪

行" 办案干警把证据摆在他面

前"并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法治教

育" 最终让他放下了心理包袱"

真诚地认罪,悔罪)

谈及自己受贿犯罪的心

理历程" 王某说*!每天胆战心

惊"生怕事发"每次党风廉政教

育我都觉得像在说我"经常梦

到自己被带走,被判刑"这种煎

熬的滋味真不好受) %!那你为

什么不自首呢+%我不禁问)!我

好不容易获得现在的地位"受

人尊敬"自首之后我就什么都

没有了"另外就是有侥幸心理"

觉得你们不会查到我) %在抽

了一口烟之后" 他接着说*!为

了减少这种负罪感"也为了避

免被别人怀疑"我更加拼命工

作"极力去塑造一个正面形象)

台上台下两个模样"我感觉自

己已经人格分裂$$%王某叹

了一口气*!这件事我不能跟别

人说"甚至连妻子都不敢告诉"

这笔钱我也不敢用,不敢存,不

敢动"就像藏着一个炸弹"有几

次我真想把这些钱上缴自首"

但是我实在不敢面对) %

王某惆怅的神情一直刻

在我脑海中" 在看了 &烈日灼

心'后"我发现电影中的辛小丰

竟然和王某如此相像* 一样压

抑,恐惧"一样期待获得救赎)

贪腐亦如烈日灼心"将人

置于待罪,畏罪的煎熬中) 这

些痛苦和悔悟"留在一张张忏

悔书中" 警示和告诫着后人*

远离贪腐,远离灼心之痛/

!江西省新余市望城工矿

区人民检察院 黄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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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红$张军#宋淑君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财产保全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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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刘淑红$蒋喜英*本院受理赵六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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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 0节假日顺延1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程少轻#本院审理翟塔平诉你和齐宪英 ,侯义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侯义平已提起上诉"翟塔平已
提交上诉答辩状)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侯义平的上诉状
和翟塔平的上诉答辩状)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
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你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答辩状"逾期视为放弃答辩权利)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郭海霞$吴善芳#本院受理姚海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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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现伟#本院受理王瑞娟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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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
假日顺延1 在本院埝头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
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周圣兵#本院受理南通阳光绿原物业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一案" 原告要求你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
+%,$

元 "违约金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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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节假日顺延 1在本
院第七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孙良# 本院受理徐国林诉你及陈姜其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东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良于本判决生效后
'&

日内支付原
告劳动报酬

%*-*,&

元#陈姜其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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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南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刘建兵#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峡江县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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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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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瞿春丽#本院受理王祥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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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离
婚" 婚生女王吉玲由原告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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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上冈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陈建全$李艳$陈春全$刘云华#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牡丹支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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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
本院定中门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张呈玉$张呈春#本院受理孙国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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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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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城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彭永国#本院受理桂保0宝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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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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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永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杨凯$宁云波#本院受理吴桥县民意出租汽车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
第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

时秋霞!进秋霞"#本院受理刘新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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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
日顺延1在本院砖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杨解放#本院受理张辞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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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砖
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宋小虎#本院受理汪海燕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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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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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节假日顺
延1在本院砖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李梦杰#本院受理龚海青诉你与李来周,李小气婚约财产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新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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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
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刘凤明#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

1 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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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陈峰$任洪田$任洪宝#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

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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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贺献军#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

1 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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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王文明$刘青峰$华正立#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

1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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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白淑东$孙泽福#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0

+&%,

1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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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
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刘小会$杨洪波#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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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张仕杰$刘小会#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敖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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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刘青峰$王文明$华正立$王树东#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0

+&%,

1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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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王俊$任洪田$任洪泽$任洪悦#本院受理敖汉旗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0

+&%,

1敖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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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胡永跟$缪丽花#本院受理杨龙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饶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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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饶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缙云县佳实金属门配件加工厂$俞伟高$徐月娥#本院受
理缙云县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及金子强,章美
爱,金苏娥,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丽缙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丽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王鑫# 本院受理赵刚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第二审判团队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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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杨燕# 本院受理尹海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第二审判团队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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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朱万庆#本院受理叶华茂诉你,洪宇建设集团公司,定南

县第一人民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第二次开庭的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

周鹏# 本院受理贵州奇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和林
娅,江劲霖,陈大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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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答辩和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宋建平$武汉源久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林华星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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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迎恩法庭0第二人民法庭1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黄洪波$李美琴$黄书臣#本院受理贵溪市融信达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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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民事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江西辉煌阀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萍乡市金宜混凝土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名单,廉政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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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
!

号人民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彭华萍#本院受理杨建祥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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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
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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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答辩, 举证
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0节假日
顺延1在本院

!

号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刘艳#本院受理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安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 判决你及罗特梁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

元及利息0含罚息1

)!!,.'!

元#原告对被告罗特梁已
经办理抵押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你及罗特梁共同承担律
师代理费

)%)&

元"案件受理费
-,,)

元"财产保全费
+,*$

元"

合计
%&%++

元"由你及罗特梁共同承担1)自公告之日起
*&

内
到本院高新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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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萍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张少萍$杨建新#本院受理徐跃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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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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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秦军福# 本院受理范炳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浮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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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福建裕达隆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蔡金象与

蔡楠杰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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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0节假日顺
延1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漳州三川钢管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龙海市舒展家具

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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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芝山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景州$漳州市鸿升林业有限公司$郑建城$童树宗#本
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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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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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

'&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郑建城$林素丹$漳州市和信门业有限公司$陈景州$童
树宗# 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诉你们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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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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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卢生君$陈雪珍#本院受理蔡国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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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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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芝山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沃航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山东临淄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况汇票六张"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票人淄博方益
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公告期至

+&%*

年
+

月
+,

日"公告期间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行为无效)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汤德波#本院受理陈永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0

+&%,

晋法
民初字第

)%-

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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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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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姚跃华#本院受理晋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0

+&%,

晋法民初字第
%&*-

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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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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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姚跃华$王云春#本院受理昆明滇福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0

+&%,

晋法民初字第
%&--

,

%&-)

,

%&-!

,

%&)&

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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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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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云南省东方中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明通全球管
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0

+&%,

1晋法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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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云南盈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云南塔峰建筑机械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

1晋法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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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速进琼#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宁县支行诉
你,张旭艳,寸会清金融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

1晋法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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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汪丽#本院受理晋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赵文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撤诉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何龙雄$郑金长#本院受理周宁县国土资源局与你们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周民初字
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传
票)诉请判令二被告偿付

'-+-&,

元及承担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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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逾
期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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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曾面对智与勇的考验，也曾陷入情与法的纠结，法治题材影视剧勾起回忆

总有一个情节触动我

电影作品：

《烈日灼心》

《无法证明》

《心灵的眼睛》

电视连续剧#

%蝴蝶劫&

%走进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