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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 惑
!

魏 炜

程昱刚当上局里的 !一把

手"#就遇到一件烦心事$副手们

都不干活儿%交付工作任务#他们

总是表面上答应得很利索# 然后

就拖着#程昱一问#他们就这困难

那困难的#成了怨妇%这事儿他还

没法跟别人说# 怕上级知道质疑

他的领导能力%

这天#程昱吃着晚饭#吃着吃

着筷子就停住了% 妻子小敏问他

有啥心事#他如实相告%小敏说$

!我有法子治他们%"程昱一惊#忙

问详情%小敏娓娓道来#程昱连连

点头#顿觉一身轻松%

几天后#副局长们发现#程昱

现在很少在局里呆着# 办公室总

锁着门#就找司机小孙打听%小孙

说$!程局经常往省厅跑# 跟很多

人联络感情%" 副局长们明白了#

程昱是想再往上走走%

很快#局里传出小道消息$程

局长马上就要高升# 新局长要从

局里提%消息一出#副局长们坐不

住了#一个个像打了鸡血#工作干

得有声有色%一个季度下来#局里

的工作在系统评比中获得第一#

程昱得到省厅领导的表扬%

程昱高兴极了# 给妻子小敏

打了个电话# 说今天晚上不在家

吃饭#要请她出去吃高档的%

下班后#程昱先赶到饭店#在

预定好的包间里等着% 过了一会

儿# 包间门被打开# 一个衣着时

尚& 打扮得光彩照人的女子走进

来% 程昱本想这人一定是走错了

房间#不料她竟然拉开凳子#坐了

下来%

程昱惊跳起来# 大声问$!你

谁呀'"女人摘下墨镜#程昱这才

认清#居然是小敏%他上下打量妻

人#目光满是惊讶和赞赏%

小敏得意地浅笑着#!干吗这

么看我#不认识吗'"

程昱说$!真不认识啊# 你怎

么搞得比当年婚前约会还隆重'"

小敏笑着说$!我是从你激励

副手的故事里得到启发% 那些副

局长们原本以为升职无望# 就想

混日子熬到退休%你布下疑阵#让

他们看到希望# 这才用心干起工

作% 反观我自己# 如果一味混日

子#满足于当黄脸婆#也会让你失

去念想# 甚至会让我们的婚姻退

休%所以#我要把自己打扮起来#

还要读书看报丰富自己#给婚姻

注入激情%"

程昱拉着小敏的手#心想$娶

了这么一个聪明的女人# 真是人

生幸事%

责 任
!

蒋先平

晚上#李县长在班子成员和各

部门头头的陪同下#坐在礼堂贵宾

席上#欣赏一年一度的全县中秋节

文艺汇演%正看得入神#主管安全

工作的副县长急匆匆来到他身边#

在他耳畔小声嘀咕了几句%

!什么' 太平庄小学校舍倒

塌("县长站起来#瞪着眼睛大声

问#!死了多少'伤了多少'"

!死了三&三条狗#两&两只大

鹅#还有#几只鸡受伤%"副县长一

着急竟然结巴了%

!我是问人员伤亡情况#你听

不懂吗("李县长狠狠拍了一下椅

子靠背%

!没有人员伤亡#校舍年久失

修昨天晚上倒的# 那些死伤的家

畜家禽是从校舍后墙大窟窿里钻

进去避风时挨砸的%"副县长的舌

头终于利索了%

!家畜家禽说那么详细有啥

用%"李县长又坐下来#点上一支

烟#缓慢地吐出一口烟圈$这一年

全县安全生产情况势头良好#没

发生一起事故# 本来很有希望坚

持到年底#如今却弄出个校舍倒

塌#真是闹心%不对呀#好像曾经

开会研究过太平庄小学的新校舍

建设工作%

叫来秘书#秘书证实李县长确

实在年初主持召开过一个新建太

平庄小学校舍的协调会议#会后新

校舍建设工作已经落实下去%李县

长的火气又上来了#找来监察局局

长#责令他连夜开展工作#调查一

下政府开会部署的太平庄新建校

舍工作为啥迟迟没落实#堵在哪个

环节了%!一定要查到底# 责任到

人#谁的责任谁负责("

监察局局长连夜带人下乡#

去太平庄开展调查工作% 第三天

下午#熬得眼睛通红的监察局局

长带着厚厚的调查材料走进县长

办公室# 汇报道$!太平庄小学校

舍年久失修早就是危房# 但村里

没有能力重建%今年
!

月
"

日#学

校又向村里打了危房报告%

"

月
#

日# 村里向乡里递交申请资金新

建校舍的请示%

$

月
"

日#乡里向

县里打报告申请新建校舍 %

$

月

$%

日#李县长您主持召开由发改

委&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参加

的协调会#要求成员单位各负其

责#保证秋季开学前建成校舍%"

李县长敲了敲桌子#!这些部

门的)一把手*都干什么去了#建

个小小的校舍都完不成% 查明白

没有#到底是谁的责任'"

监察局局长继续汇报$!

$

月

底您主持召开协调会后 #

&

月份

发改委将新建校舍定为年度项目

报了上去 #

'

月教育局完成校舍

规划图 #

(

月财政局完成资金拨

付# 建设局是
#

月份开始工程招

投标的#

)

月份开始动工建设#现

在刚打完地基%"

!这什么效率啊#立项要一个

月#规划图纸要一个月#拨款要一

个月#招标也要一个月("

!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

*

月

份发改委周主任随您去南方考

察#回来时已到月底#所以立项的

事就晚了%

&

月底教育局吴局长陪

您去省里学习# 图纸的事就耽搁

了几天%

'

月财政局郑局长陪您去

欧洲考察# 回来才签字拨的款%

(

月份建设局王局长参加后备干部

脱产短期培训#您有令不准请假#

他培训回来再主持招标# 工程动

工就晚了%"

!哦#嗯#我看这事得怪太平

庄小学校长#校舍都破成这样了#

为啥不早打报告# 他应该负责任

啊%不过#算了#当个校长也不容

易#不追究他了%"

捉 鳖
!

张以进

浦江有条支流叫蜈蚣溪#

今年七十岁的老陈就住在蜈

蚣溪旁的村子里%老陈的老伴

两年前因病去世#子女都已成

家立业#身体健朗的老陈种田

种地#过得逍遥自在%

老陈每天早起#总要在蜈

蚣溪旁转悠好久#一发现河道

里有垃圾# 就用锄头扒拉#将

垃圾慢慢勾到岸边#捡起来送

到垃圾清运点%村里人看到会

说$!有河道保洁员呢#你操那

心干啥'" 老陈总是笑着#!河

道干净了# 大家都有好处#累

不着我%" 只有和老陈相交多

年的张飚知道#老陈这是犯了

鳖瘾%

老陈年轻时喜欢捉鳖#不

仅走遍浦江的大河小溪#还曾

到与浦江相邻的河流和山塘

水库里去捉鳖 % 他有个规

矩+++不带别人一起捉鳖%只

有一次# 禁不住张飚的苦求#

老陈带他去了%在一个四面环

山的小水库旁#张飚看着风平

浪静的水面#觉得这地方太干

净#不会有鳖 %没想到老陈放

诱饵下笼子#第二天一大早就

收获了六只两三斤重的土鳖#

让张飚大开眼界%

老陈捉到鳖#会邀张飚去

他家小聚%张飚就带上自家酿

制的高粱酒#就着清香的鳖肉

两人喝个痛快#那美滋美味真

叫一个绝%到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张飚感到老陈来请他喝酒

的次数越来越少#就找了个机

会问他$!老伙计#是不是孩子

读书用钱多#捉的鳖都卖钱补

贴家用了 '" 老陈长叹一声 #

!蜈蚣溪都快变牛奶河了 #哪

还有鳖呀("张飚这才想起$村

里家家户户搞作坊式水晶产

业#虽然富了村民 #却污染了

浦江%

又过了几年#老陈不捉鳖

了%遇到张飚#两人说说笑笑#

吃鳖喝酒的日子已成为美好

回忆%

日历翻到
"%!$

年#村里来

了一拨又一拨人#村口亮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标语%

接着#一家家水晶作坊关闭#蜈

蚣溪又渐渐清澈起来%

今年初夏的一天#凌晨时

分 # 老陈敲响了张飚家的院

门% 张飚以为出了什么急事#

慌慌张张出来开门#却见老陈

拎着一只个头不小的土鳖#激

动得话都说不利落了$!鳖#鳖

回来了("原来#老陈这天又去

蜈蚣溪捡垃圾#看到河里有块

黑黑圆圆的东西 # 用锄头一

勾#竟是只土鳖%

这一次#老陈和张飚没有

小聚#而是一起去了蜈蚣溪的

深水潭放生#!河水清了#这鳖

养着#将来蜈蚣溪会有更多土

鳖%"

车 事
!

三 石

单位只有一辆公车#自然

是上班下班都跟着领导转%

公车虽然只有一辆# 开支

却不小%每次报账时#司机小易

都拿来一大叠发票要张山签

批 %加油 &停车 &过路过桥 &洗

车&修理#名目繁多#每次都不

是小数目% 张山知道这是领导

的专车开支# 也不敢认真审核

把关#每次都例行公事地签批%

张山心里清楚#单位的车

虽然是公车#但领导办公事用

三分之一#领导及家人办私事

用三分之一#司机小易自己用

三分之一#上班下班节假日连

轴转 #开支自然不会小 %每到

年底算总账#都得十几二十万

的%一个小单位#用度不充裕#

虽然钱的来源不用张山操心#

却也让他心疼%

当然 # 这说的都是过去

了% 现如今公车私用抓得紧#

隔三差五便有通报曝光# 单位

领导也不敢顶风违规# 下班周

末节假日# 车辆都按规定封存

停在车库%

张山想$公车不能私用了#

车辆开支应该直线下降吧%没想

到报账的时候#司机小易还是拿

来一大叠发票找他签批#依旧是

加油&过路过桥&洗车&修理的发

票#名目繁多%张山草草审核了

一下#发现这费用比起以往不但

没降#反而有所增加#而且增加

的还不止一点%

张山心中疑惑$ 难不成是

小易浑水摸鱼在捞油水'他犹豫

了一下#还是决定直接发问$!怎

么这么多#你不会是在里面搞了

什么名堂吧'"

小易立马激动起来# 拍着

胸脯说$!天地良心#这些都是实

打实的开支#我这次可一分钱名

堂都没搞#不信你查%"

张山更不明白了# 又问$

!那你解释一下#这几个月车辆

下班休息日都是停在车库的#

领导休息时间根本不用车#更

别说公车私用了#费用开支怎

么可能比以往还要高'"

小易!哦"了一声#明显松

了口气# 淡淡地说$!原先一辆

车#现在两辆车#费用开支小得

了吗'"

张山没好气#!胡说八道#

我们单位哪来的两辆车'"

小易神秘兮兮地说 $ !怎

么#你不知道'领导最近买了辆

私车#还是辆越野车#油耗大了

去了%"

张山一时没反应过来#傻乎

乎地问了一句$!领导买了私车#

跟你这车开支大有什么关系'"

小易愕然盯住张山# 接着

便笑了#笑得有些肆无忌惮%张

山这时也已明白# 只好跟着他

苦笑%

你自己多看一会儿

岳母去海南还愿!妻子问

她又向菩萨许了什么愿" 岳母

回答#$我可没这么贪心% 我只

请菩萨自己多保重身体" &岳

母的思想境界很高!但菩萨的

境界更高#他们往往不顾自己

其实是泥做的!还要去保佑别

人!还要在微信朋友圈和你分

享照片%

每当北京出现好天气!你

的朋友圈就会被蓝天占据% 我

并不是说这些蓝天不美!也无

意贬低朋友们的一番好意!但

是!既然是朋友 !我也不愿虚

情假意一味点赞!而想说句真

心话#蓝天这么美 !你们就自

己多看一会儿吧' 我有看朋友

圈的视力!我也一定可以抬头

看看真实的蓝天的%

拍照是种恶习% 以前欧洲

人嘲笑日本人每到一地总是拼

命拍照! 现在该轮到嘲笑我们

了吧(见到美景就想拍照!以为

只要收入镜头! 这片风景就属

于你了%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

最好的镜头是你的眼睛! 最好

的存储器是你的心版% 只有留

在你心版上的景色才真正属于

你!才真正有价值%拍照除了浪

费时间!没有别的作用%

发到朋友圈更是种恶习%

你见到的美景一发到朋友圈!

就只是照片! 而网上美的照片

多的是%你塞车途中发的照片!

除了让朋友也添堵! 还有什么

用(你晒的美食!如果没有限时

专送一份给我!有什么意义(我

想了好久!觉得除了寻人启事!

没有什么值得发到朋友圈的东

西%

更重要的是!这种随手拍

随手发的恶习! 助长了我们浮

躁的心态% 黑格尔说
+

$我的长

处是!在一个问题面前!我比别

人停留的时间要长% &而我们!

把时间都停留在手机上了!在

别的任何问题面前停留的时间

都太短%稍稍推而广之%往往一

本书自己还没看几页! 就推荐

给别人了% 去一个国家还没待

几天! 就忙着向国人介绍政治

制度了% 真是菩萨心肠%

你自己多看一会儿% 菩萨

你自己保重%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

(1230145.,')*67).8386.8&986.

&

雷人图片（之二百七十九） 万方

雷

妙语

"

仅凭微博内容就

爱上一个人是如此幼稚

可笑!成熟睿智的人都知

道还要翻翻相册%

"

我们都像小孩 !胡

闹是因为依赖你 ) 懂礼

貌!是因为你是外人%

"

人生需要四种人 #

名师指路! 贵人相助!亲

人支持!小人刺激%

"

生孩子这件事特别

痛苦! 因为没法自拍发微

博!这孩子不是白生了吗(

"

男女之间最纯洁

的友谊叫$不熟&%

"

为啥在我国边吃

饭边看手机的人那么多(

完全是因为吃西餐要用

两只手拿餐具!而吃中餐

时左手是空着的!太适合

边吃边看手机了***民

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

钱是世界上最不

忠心的东西!每次都是我

们一起出门!然后回家的

时候就剩下我自己了%

段味

"

我晚上睡觉总爱

磨牙 !不明原因 !十分苦

恼! 就问朋友们怎么办%

一个吃货朋友回复道 #

$你呀! 临睡前在嘴里放

点黄豆!第二天一早就有

豆浆喝了%&

"

昨天跟同事一起

和一个很熟的客户吃饭!

我的吃货同事点了牛排%

牛排上来的时候有两块!

客户问 #$你一个人吃不

了这么多吧 (& 同事笑着

回答#$吃得了!吃得了%&

客户板起脸说 # $你是吃

不了的%& 同事强硬地回

复#$我能吃%& 我朝同事

翻白眼#$你傻啊!他的意

思是让给他吃一块 '&同

事一个白眼翻回给我 #

$你才傻!我才不给呢'&

"

初中化学课上 !老

师提问#$你们知道怎么区

别面粉和淀粉吗(&我的吃

货同桌抢答道#$看哪个能

包饺子%&老师狠狠瞪了他

一眼! 又提问#$你们知道

怎么区别酒精和醋吗(&还

是我同桌! 站起来大声说

道#$用饺子蘸一下%&

"

吃货之所以要找

个人谈恋爱!纯粹是因为

有些地方的饭不适合一

个人去吃!特别是那些第

二份半价的活动!更令吃

货难以释怀 %另外 !不要

和吃货一起去海洋馆!当

你指着玻璃对他们说 #

$哇! 你看这个! 你看那

个!好可爱'&他们的回应

永远都是#$这个不好吃!

太腥%那个还行%&

"瓜子 整理&

雷

猛一看怪吓人的%

这话倒实在%

王和'王发!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及张宇借款合同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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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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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小街基法庭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罗志阳"曾用名罗阳&!本院受理从志军诉你及李春
光"岳国武民间借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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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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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董明春! 本院受理王月英与你和付道民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商睢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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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洪远远!本院受理孙位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王海涛!本院受理%

"%!&

&临民初字第
"*$#

号魏钢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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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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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辛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张艳慧!本院受理马月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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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陵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孔建! 本院受理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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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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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陵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汪旭阳'东立平!本院受理庞勃诉你们及刘金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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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张晓军'哈斯图雅!本院受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们"达拉夫"塔日巴扎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你们偿还贷款本金

!%%%%%,%%

元!并给付利息!达拉夫"塔
日巴扎布承担连带责任$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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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穆良银!本院受理陈兴素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桐法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第三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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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王育川!本院受理赵明诉长三角矿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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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程序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
政监督卡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限期为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猫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

钱晓琼'彭先银!本院受理王德才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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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厉晓军'宁亚龙!本院受理于国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

&喀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牛家营子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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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徐艾堂!本院受理方全新申请执行%

"%!&

&临罗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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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刘方喜'殷宝中!本院受理路强申请执行%

"%!*

&临罗民一
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贺洪英!本院受理苏方强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准予你们离
婚!婚生男孩由原告抚养!被告于判决生效后

!%

日内支付抚
养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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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马泰生!本院受理刘承红诉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梁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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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乔香云!本院受理崔昌服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布事项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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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路口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赵燕"艳&平!本院受理庞润生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涞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永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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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张威!本院受理纪占长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涞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永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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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
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温小乖!本院受理史术钢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涞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永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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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王林!本院受理谢义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当阳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王林自判决生效起三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

元!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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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
董小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肖明仲与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大冶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和
-"%!&.

鄂大冶执字第
%%$"&

号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王繁超!原告王冬诉你"濮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于

"%!&

年
)

月
!%

日缺席审理! 判决你" 濮俊于判决生效后
!%

日内一次性偿还王冬借款
$

万元! 并以本金
$

万元!自
"%!&

年
*

月
)

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

支付债务利息!受理费
&&%

元!公告费
&%%

元!由王繁
超"濮俊负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当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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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马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盐城市晶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南通启东支行营业室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份 %票号
!%"%%%&""*&$'(!!

!金额伍万元整!出票人启东万惠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收款人上海万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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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汇票无效$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厦门市昱强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厦门鑫华冠塑胶科
技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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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李建筑'苏小银'厦门银飞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清
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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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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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陈毅鑫'陈向英!本院受理陈延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

"%!&

&同民初字第
$!%"

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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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陈勇平!本院受理曾淑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于
"%!&

年
#

月
!!

日向本院提出对本案借条中你的签名的笔迹
鉴定申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鉴定申请"参加鉴定通知
书"鉴定机构笔迹采样通知书"鉴定的相关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你自公告期满后第
$

日到本院司法
鉴定室进行笔迹采样!并提供你本人的签字样本材料$逾期视
为对本案借条上签名的认可$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悬迪'肖敏!本院受理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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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杨四美!本院受理杨雪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请
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

元及逾期利息&! 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
知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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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四美!本院受理旷明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请

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

元及利息&!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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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吴合妹!本院受理邰水保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送达%

"%!&

&穗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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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龙木英!本院受理吴世胜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送达%

"%!&

&穗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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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吕辉审!本院受理郭水莲诉你"郭丽清"陈国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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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王明! 本院受理夏福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理!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

%

"%!&

&永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

日视为
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
决$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姚见桃!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一案!现向你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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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和
$%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渠佳丽'赵晓屿!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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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平春'刘薇!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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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强! 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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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谭国财"男%

"!#:;<!=>##:#:<<!?

&!本院受理李家琼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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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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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
)

'

$%

在本院雒成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刘永富!本院受理张柏兴诉你劳务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青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

'%

日内来本院八道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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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莉'王勇俭!本院审理原告山东齐元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孔雪梅'韩志刚!本院审理原告山东齐元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 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

内$定于答辩期满后
的第

$

日上午
)

时
%%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江峰'洛阳市涧西区新特莱福副食超市'李青青!本院受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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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满后
!&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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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跃光!本院受理延津县天山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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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和
$%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陈晓飞'李莹蕊!本院受理孙超诉你们与关英才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新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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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邢焕强'高晓云!本院受理沧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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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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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恒'王瑞雪!本院受理沧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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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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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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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黄忠鲜申请宣告陈茂光死亡一案! 于
"%!*

年
)

月
!(

日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满并于
"%!&

年
)

月
!#

日依法作出
%

"%!*

&中江民特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陈茂光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

年
)

月
&

号刊登洪福强诉广汉市四川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及刘继勇买卖合同纠纷"洪福强诉广汉市四川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及罗开文买卖合同纠纷"洪福强诉广汉市四川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及李彬买卖合同纠纷!广汉市四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应为广汉市四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
"%!&

年
$

月
'

日刊登的被公告人赵亮"汪红燕"福
建省建瓯市闽辉物资有限公司"福建省建瓯市闽辉汽车发展有限
公司"范景松"王淑华公告中!汪红燕应为汪江燕!特此更正$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

"%!&

年
'

月
!(

日刊登的席红霞诉姚国强公告中!

内容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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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特此补正$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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