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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处在心有余

而睡眠不足! 心有余而智

商不足! 心有余而余额不

足的状态"

"

我一定是个天才!拼

图 盒 子 上 标 着 #

! "#

$%&'(

$!我一小时就拼完了%

"

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是当一个 &钱已经不能给

我带来安全感$的人%

"

虽说早睡早起身体

好!可晚睡晚起心情好啊%

"

钱还没挣来就计划

怎么花了! 驾照还没考就

想好开啥车了! 工作还没

找就在梦寐中走向了人生

巅峰%

"

没有人是全知全能

的!我也一样!我就不知道

自己有什么是不知道的%

"

曾经以为自己从小

爱看书! 现在想想其实不

过是没有手机%

段味

"

我家住十楼! 李阿

姨家住四楼! 两家并不是

很熟! 可她自从儿子大学

毕业回来! 就总往我们家

送东西!像刚摘的葡萄'旅

游带的特产之类" 我和家

人心照不宣( 她肯定是想

让我当她儿媳妇%这天!李

阿姨又来了! 闲聊几句后

犹犹豫豫地问(&你们家的

小泰迪快生了吧! 我儿子

特别喜欢狗! 能不能送我

们一只)$

"

上小学三年级的表

弟昨天放学来我家! 不玩

电脑! 不看电视! 只写作

业!写完还让我帮他检查%

真是怪了! 他以前很贪玩

的% 检查完我告诉他都对

了! 然后问(&怎么这么努

力)$他说(&明儿早上同学

要抄!一人五元!一天能赚

五十多!我要保证准确率!

这样生意才能做长久%$

"

在驾校学车! 下坡

时不知所措!猛踩油门!教

练赶紧说(&踩刹车! 用脚

踩刹车*$于是我把车门打

开! 把脚伸出去在地上蹭

了二十多米才停下% 教练

吓傻了!#去! 给我买条中

华压压惊%$当我把中华牙

膏拿给教练时! 教练愣了

一下! 叹道(#隔壁还有一

家驾校%$

"

一女子问大师(#大

师!我长得太漂亮!每天都

被一群男人死缠着! 我又

不擅长拒绝别人! 该怎么

办)$大师默默地拿起一瓢

水!泼在女子头上%女子恍

然大悟(#您是要我心若止

水! 对待任何事都要波澜

不惊吗 )$ 大师 (#把妆卸

了!世界就清净了%$

"瓜子 整理#

叛 徒
!

祁和山

张建中没想到! 老实巴交的

李军竟然会当叛徒"

听说别的车间有人把东西拿

走换钱!张建中心痒了!就找跟他

关系不错的李军商量一起干"李军

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两人把偷

拿出来的东西卖掉!一人分了几十

块钱"几天后!他们又干了一次"张

建中很是高兴!对李军说#$只要我

们心不黑!不拿大的!肯定不会出

问题%&李军欲言又止!叹了口气%

张建中正计划干第三次时!

车间主任发现少了东西! 赶紧组

织开会!在会上拍着桌子说#$我

知道是谁干的! 再给你们一次机

会!以后再犯!我一定不客气'&车

间主任凌厉的眼光往张建中这边

扫过来!张建中一惊!却装作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散会后!张建中

把李军叫到僻静处!$怎么回事!

他好像晓得是我们拿的(&

$是我!是我说的%&

$晓得就是你! 你脑子有病

啊'&

$他已经怀疑是我们干的了!

那天找我谈话! 说只要以后不再

拿就既往不咎% 他也答应我不找

你!所以我就承认了%&

$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呢'他

没凭没据就是怀疑又怎么样!别

人车间天天有人拿也没事% 要是

在战争年代!你肯定是个叛徒'当

初我就不该喊你! 本来还好心好

意想让你跟着发点财%&

李军居然笑起来!$说不定你

真会感谢我呢%&张建中一巴掌打

在李军身上%

此后!张建中疏远了李军!还

总在背后叫他叛徒%有了$犯罪记

录&!虽然心有不甘!张建中的手

也不敢乱伸! 只是一想起来就骂

李军%有人问张建中怎么回事!他

也不解释)去问李军!李军只是一

笑了之%

不久!精工车间里一个价值一

千多元的成品铜涡轮被盗!终于惊

动了厂里%报警后!平时经常偷拿

的三个人很快落网!主犯被判了一

年徒刑%张建中暗自庆幸自己及时

收手!也多少有点感谢李军%

这天开会! 车间主任说#$厂

长表扬我们车间纪律好% 我想来

想去! 以前我们车间的东西应该

也是他们三个偷的%& 有职工问#

$你不是说知道是谁干的吗(&车间

主任笑了!$我那是虚张声势%要知

道是谁干的!我哪能不追究(&

张建中的心猛地一颤! 扭过

头去看李军%

朱散的办公室在三楼! 闲时

他喜欢站在窗前! 对着办公楼前

的一大块空地发呆%这可是县城

中心临街的宝地!为啥一直闲着(

朱散知道!局长是怕摆不平!听说

有职工放言盖楼后分配不公就上

告! 局长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了%之前几任局长都提了副县!不

过朱散不敢存这样的心思! 他只

是副局长!且已年近五十%

这天! 朱散又像往常一样踱

到窗前%举目一望!刘局长正站在

那块地上跟身旁的人聊着! 那人

竟是自己的老同学王虎! 这几年

搞房地产开发当了大老板%朱散

本想下去招呼一声!转念一想!王

虎是刘局长邀来的! 谈的当然是

盖楼的事!自己最好回避%

接下来的几天! 朱散一直在

等#既然决定要盖楼!刘局长总得

和自己这个副手沟通一下吧)王

虎接了老同学所在单位的工程!

总得过来打声招呼吧%可一连几

天!刘局长没来!王虎也没影儿%

直到半个月后! 窗外响起挖掘机

轰隆隆的声音!朱散才猛然意识

到什么叫人走茶凉%

楼房打好地基开始往上盖

了!职工们都关心房屋质量!纷纷

请缨要进行质量监督% 刘局长来

找朱散!$你是老同志!有经验更有

热情!你来监工大家就安心了%&朱

散打着哈哈!$可我空有一腔热情

啊%没几个月我拍屁股走人!那时

工程没完工!大家不骂我才怪%还

是先把房子分了!不落埋怨%&

就这样! 朱散不费吹灰之力

得到沿街两间门市房% 签购房合

同时!王虎当着朱散的面指着违

约责任条款说#$记住喽! 违约我

十倍赔付%&$哪的话!咱俩不存在

这种事%&$我没去找你你不会生

气吧(&$不敢! 我可没那能耐%&

$今天没有不等于明天没有!到时

可别忘了我%&$嘿嘿!忘不了%&

国庆节前几天! 新楼正式封

顶% 刘局长给每个干部职工布置

了一项任务***利用七天长假筹

集买楼款! 节后上班第一天必须

交齐! 否则将收回房子进行市场

化运作+假期结束时!朱散的房款

还差五万元! 他把筹到的钱交给

财务! 并承诺一周内补齐% 交款

时! 朱散趁机瞄了几眼交款人员

名单! 没看到其他班子成员的名

字!十分宽心%

第二天! 朱散上班迟到了一

会儿!分房名单已经公布%朱散连

看三遍!居然没有自己的名字%会

计解释说#$你还差五万! 局长没

让登%&朱散咽不下这口气!铁了

心要起诉%

王虎找到朱散%$你告得好%

作为老同学! 我只能在钱上找补

你%&$我也不会多要!不过你跟我

说实话!房子现在归谁了(&$刘局

长小舅子%&$行了!我交多少你还

我多少吧%&$你交多少是你和单

位的事! 我给多少是合同上规定

的%&听王虎这样说!朱散便不再

推辞!把赔偿款收了%

不久! 有人举报局里分房有

猫腻!上级派了调查组!查实刘局

长,孙副局长,钱副局长各无偿得

到门市房一套! 而朱散起诉王虎

所得赔偿款则是合法应得+随后!

朱散当上局长! 成为市管后备干

部+

年底!朱散被提拔为副县长!

六年后光荣退休+有人说!朱散风

光的这几年没少关照王虎! 王虎

也在朱散退休前! 把朱散的儿子

弄进一家大企业当总经理+

循 环
!

黄久辉

几年前!我在一家公司做

财务!老板是我家亲戚 !而老

板雇的经理是老板娘的堂哥+

都是老家人 !按辈分 !我喊经

理表叔+

我和表叔年纪相差二十

多岁!却因为都喜欢喝酒成为

酒友+表叔酒品很好 !来者不

拒!从不偷奸耍滑 !大醉后不

发酒疯!只是将年轻时的得意

事迹娓娓道来!或是家长里短

细细评说+此外 !表叔还有个

心病!经常一喝醉就跟我控诉

他那不孝顺的儿子!说得声泪

俱下+

我和表叔下班后一起喝

酒持续了一个冬天!第二年表

叔另谋高就!我们至今未再相

遇+ 对脾气的酒友不好找!我

对和表叔喝酒的日子很是怀

念+

今年!岳母身体不适住院

治疗! 我在医院偶遇老板娘!

得知她的父母也双双入院+安

顿好岳母后!我过去看望老板

娘的父母!才知道他们是气病

的!而生气的对象就是老板娘

的堂哥!我那酒友表叔 +老板

娘讲述的前后经过!让我断了

和表叔再次喝酒的念头+

原来!表叔的双亲都已七

十多岁 ! 母亲生活已不能自

理 + 表叔自己住的是二层楼

房 ! 却让两位老人住在隔壁

的土坯屋里! 屋外墙皮脱落!

道道裂缝! 屋里阴暗不通风!

弥漫着腐烂气味+表叔平时不

过去 ! 也从不过问二老的生

活+ 表叔的妻子倒是常去!却

是去对两位老人恶语相加+逢

年过节!后辈们同情老人给些

钱!也会被表叔要去 +老人养

了些土鸡 ,麻鸭 !表叔任意捉

杀) 老人在菜园里种些小菜!

表叔随意采摘) 更有甚者!表

叔还把老人辛苦养大的山羊

宰了!炖了一锅肉 !也没给老

人送去一碗+

前不久!表叔的父亲患重

感冒需要住院+表叔只让他住

了两天!就嫌花钱太多把他领

回家+ 老板娘的父亲不忍心!

过去伺候哥哥 +这天 !老板娘

的父亲给他哥哥端水喝!被表

叔制止了+表叔说#$喝一口水

活三天!你能天天伺候吗(&正

是侄子这句话!把老板娘的父

亲气病了+

老板娘跟我愤愤不平地

说着 ! 老板娘的父亲在病床

上默默流泪 ! 最后重重叹了

口气说 # $当年我那哥嫂 !

对我爹妈也很是不孝 ! 做得

不比我侄子好多少 + 没想到

这么快 ! 就报应到他们自己

身上了+&

老人的话!让我想起表叔

酒后关于儿子不孝的牢骚+有

些事!真不是无缘无故+

胡凯家的门铃响起 +$谁

啊(& 钟点工李嫂放下手中活

计 !通过猫眼 !看到一位四十

来岁的男子 !头顶微秃 !西装

革履 +李嫂打开门 !来人满脸

堆笑问#$胡先生在家吗(&

$你是(&

$我是小田! 前段时间来

过的+&

$哦 !是田老板 +&李嫂好

像有了一点印象 !$胡先生在

家呢 !不过他正在创作 !这个

时候一般不见客的+&

$李嫂 !谁来了 (&有声音

从书房传来+

$是我!搞房地产的小田'&

话音刚落 ! 胡凯快步走

出 !$田老板 !快请进 !怎么来

前不先打个招呼啊!怠慢了+&

李嫂倒完茶水后离开!偌

大的客厅只剩主宾二人+田老板

笑着说#$胡先生!上次从您这求

的字挂在我办公室!看到的人没

有不叫好的+ 每次看到您的字!

我都感觉工作更有劲头了+&胡

凯笑而不答!静等下文+

$后来我老婆说! 胡先生

字写得这么好!要是能再求一

幅挂到家里!那多有面子+&田

老板一边奉承着!一边眼巴巴

地看着胡凯!$所以呢!我就又

厚着脸皮来了!想请您-.&

胡凯脸上似笑非笑的!摆

摆手说#/田老板啊!本来凭咱俩

的交情! 一幅字也不算什么%可

你看我正忙!一时也没空写%&

田老板像是对此早有准

备! 当即说道#/知道您是大忙

人%要不!您墙上挂的字送一幅

给小弟如何(&说完!他从身上掏

出一个小盒子打开来!/我偶然

在一家玉器店看到这个镯子!成

色极佳!嫂子戴上一定好看%&

提着一幅字! 田老板离开

胡凯家! 步子迈得轻飘飘的!因

为他知道! 只要胡凯收了礼!水

利局新办公楼项目就十拿九稳%

胡凯在书房细细打量那镯

子!心里同样得意%自打与水利

局刘局长结交! 刘局长逢人便

说喜欢自己的字%如此一来!每

逢有人求刘局长办事! 都要想

方设法来求字! 字当然不会白

送%卖字的钱每次上交刘局长!

胡凯都能从中得些提成! 这可

是笔不小的收入% 书房门陡然

打开!胡凯抬头一看!是夫人%

/老婆!快戴上试试%&

/试什么试!刘局长被检察

院带走了'&

/啊'&胡凯惊呆了!对镯子

掉在地上摔碎的声音充耳不

闻% 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

起! 他才回过神来#/快! 去看

看!是不是检察院的人(&

巴巴地送上门

一个日本人模仿金子光晴写

给孙子的诗句!嘲讽世态(等你长

大了!说起现在的日本!一句话!净

是些傻瓜笨蛋和手机% 日本人使

用手机! 其实已经是非常克制的

了!尚且如此+而我们这些离了手

机就不能活的人!用#傻瓜笨蛋$还

不足以形容吧) 手机让我们变傻

有很多手段!其中之一我认为是!

被誉为新媒体的#微信公众号$%

钱钟书在答香港某记者时有

这样几句话(#我还有一些自知之

明!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亦代

是居间者!我敬谢不敏 %回忆 !是

最靠不住的! 一个人在创作时的

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

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

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 !只

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 %你

以为怎样) 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

愁没有题目和资料! 咱们也没有

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

微信公众号正是这样 #巴巴

地送上门$的东西%只要你订阅0免

费1!就每天给你推送%天生爱占便

宜的我们!一见到#免费$!就是一

副#不要白不要$的心态%其实!我

们和微信公众号之间! 完全是血

淋淋的#对价$关系%我们最起码付

出了时间!也就是生命!很可能也

有金钱! 而微信公众号收获的是

点击量! 而点击量是可以换成真

金白银的%当然!我们损失最大的

是!我们变傻了!变得不爱大自然!

不爱有血有肉的人类! 更不知真

理'正义'理想为何物%微信公众号

大概有很多!我也见过几个%危害

比较小的是#早安园艺$之类!每天

给你推送一些漂亮的花花草草

.照片/!掠夺了你欣赏真花真草的

时间! 但也可以让你免遭蚊虫叮

咬'花粉过敏之苦"危害最大的是

那些标榜思想性的公众号!如&罗

辑思维$!简直是杀人慧命*

叔本华认为!

)*

世纪之前!只

有使命作家!而没有职业作家"那时

的贤者写作!只是出于崇高的使命!

而不是为了挣钱" 所以!&天才最好

有一笔遗产$"而&著书只为稻粱谋$

实在是很深的悲哀"没有生存的压

力!写的东西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写完以后只是期待高素质的读者!

自然不屑于去&巴巴地送上门$"

什么是高素质的读者) 尼采

对读者的期待是(一口好牙!和一

个强健的胃"依我看!至少思想上

不能太懒惰!对那些&巴巴地送上

门$的东西要警惕"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001

)2341256/-(*+78*/9497/9':97/

'

雷人图片（之二百七十八） 万方

雷

雷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任性的招聘"

越看越晕"

"

$;!"

'深罗法立民催字第
<;

号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受理了申请人东莞市锦一
方建材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

-,/,,,#++.0#*.#+

!金额为人民币
!1.*0+

元!付款行
为中国银行深圳深南支行!出票人为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东莞市锦一方建材有限公司!最
后被背书人为申请人!持票人为申请人#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依法于

+,-#

年
*

月
.

日作出"

+,-#

%深罗法立民催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

<;!"

'深龙法民一初字第
!=>?

号
张伟东(张伟聪(王璐婷!本院受理原告陈日辉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相关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内$ 本案定于
+,-#

年
-+

月
+1

日
*

时
!,

分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遵义银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彭新
明&彭建民&彭家民&彭伟诉你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限期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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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0

日
*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
法判决$ 贵州省遵义县人民法院

赵云英!原告李希文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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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2!,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山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杜海平(陈庆丽!申请执行人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沂
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

+,)#

%沂执字第
*1)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
告令及执行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

日内自动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各项义务$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杜纪田(肖春增(肖春兴(李玉兰!申请执行人山东沂
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

+,)!

%沂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依法向你们送达"

+,)/

%沂执字第
)))0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及执行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内自动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各项义务$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马永全(杜德胜!申请执行人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

%沂商
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依法向你们送
达"

+,)#

%沂执字第
*0.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执行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
内自动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各项义务$逾期依法强
制执行$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张涛(肖茂东(刘克修(刘洋!申请执行人山东沂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

+,)!

% 沂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
法向你们送达"

+,)#

%沂执字第
*0*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及执行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

日内自动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各项义务$

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孙旭红(辽宁长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崔俊飞

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

准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准许原告崔俊
飞撤回起诉$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李明(刘海娟(李树华(张亚臣(任伟华(李晓辉!本院受

理喀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

%喀民初字第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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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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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假日顺延
4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李子文(刘桂琴(李明伟(李晓峰(李红伟!本院受理喀喇

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5-#

%喀民初字第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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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普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5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和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3

节假
日顺延

6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杨高林!本院受理刘林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5-#

%麻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离
婚!长女刘爱由原告抚养$自公告之日起

.5

日内向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陈玉兰!本院受理陆昌能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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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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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王士贤!本院受理邱瑞芳诉你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公告向送达!

7+,)#6

喀民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继承
人王保华遗产

/!+,,,

元! 由邱瑞芳和王士贤各继承
+).,,,

元$王士贤应继承遗产部分由王雨军&王雨臣&王新华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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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杨钦贵!本院受理漳州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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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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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日展!本院受理杨东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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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瑞珍(林文辉!本院受理胡进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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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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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龙!本院受理雷月名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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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王菊红!本院受理周少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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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张运法!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法堂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内执字第
+1#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责令你按照本院"

+,)+

%内东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并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马飞航!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樊珠民&李向林与你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内执字第
/1.

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按照本院"

+,)/

%内民一初字
第

+#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马飞航!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杨荣志&王培森与你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内执字第
/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按照本院"

+,)/

%内民一初
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占奎要求宣告张凤失踪一案!于
+,)#

年
#

月
!)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

个月现已届满!韩妮仍
然下落不明! 本案已审结$ 并于

+,)#

年
*

月
+

日依法作出
"

+,)#

%鄢民特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凤失踪$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段东方(张新新!本院受理崔志星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送达"

+,)/

%鄢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彭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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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徐彩红!本院受理谷勤学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鄢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彭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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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王备备! 本院受理韩冰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鄢民初字第
0)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彭店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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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万新德(晋五民(万凤山!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鄢陵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已审结$分
别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鄢民二金初字第
#.

号&第
#0

号&

第
#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彭店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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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雷俊刚! 本院受理谢宜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松滋民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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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荆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丁丽梅!本院受理王洪军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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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义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勇祥!本院受理吴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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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
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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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义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强!本院受理程盼盼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曲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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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李宣!本院受理翟大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曲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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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李文娟!本院受理渠杨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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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燕赵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张伟新!本院受理韩雪梅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司法公开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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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杨新征(郭书格!本院受理刘明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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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须
知&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们偿还借款本金
),

万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花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许明勋!本院受理刘明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
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

+8#

万元及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花石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许少峰!本院受理程建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

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
!

万元及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花石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石春雨(石平江!本院受理李万富诉你们健康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台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法院
张勇锋(韩培花(郎岗举(郎志磊!本院受理马辉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鄢民初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勇锋&韩培花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

日内给付马辉借款
#,,,,,

元(郎岗举&郎志磊承担连
带责任(郎岗举&郎志磊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勇锋&韩
培花追偿$案件受理费

11,,

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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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山东全通精密薄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山东齐开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临商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

!*,,,

元及延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
!11

元!诉讼
保全费

#+,

元由被告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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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华小康!本院受理郭爱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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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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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定山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廖湘凡!本院受理"

+,-#

%台民初字第
+01

号匡子学诉贵
州省凯里路桥工程公司&第三人贵州省台江县交通局&你"身
份证

#++.!#-*0-,0++,,-,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下午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科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法院

吴飞!本院受理刘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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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
市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

季纯明!本院受理陈郁梅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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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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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张昌武(安小平!本院受理陈美林&栾媛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滨民初字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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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宜昌晶品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号

-,+,,,#++!1!**-,

&金额
#,,,,

元&出票人邢台美斯达
车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北协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乡支行&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到
期日

+,-#

年
-,

月
-#

日&最后背书人为申请人%被盗!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重庆大唐投资有限公司!本会受理林同 国际工程咨询"中

国%有限公司与你司及重庆南岸交通项目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设计合同纠纷一案"

+,-/

渝仲字第
---+

号%!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仲裁庭将在公告期
满次日起第

#

日
*2!,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你司若不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重庆仲裁委员会

李风强(刘秀梅(王欣鹏!本院受理张鹏诉你们民间借贷一案!

现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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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洛阳盛隆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隆牧业'!原告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洛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诉你公司
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

%西民
二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联通公司收回被告盛
隆牧业

/*

部手机号码"号码清单详见*洛阳盛隆牧业有限公司拖
欠费用一栏表+#(二&被告盛隆牧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联通公司通信费

-,.-+#8/

元!剩余终端补贴款
0,*,.8#

元!共
计

-00,!-8*

元(三&驳回原告联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盛隆
牧业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

元&公告费
1,,

元!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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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于
+,-#

年
*

月
1

日刊登在第七版原告为东莞市大
伦纸业有限公司的公告中! 开庭时间应为 ,

+,-#

年
-+

月
-1

日
*

时
!,

分--$特此更正)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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