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井
!

版

MINGJINGZHOUKAN

周刊

月 饼
!

邵福军

这个中秋节! 吴局长本打算

一个人过的! 因为夫人出差在外

赶不回来"局办公室王主任前段

时间也出差了! 于中秋节当天赶

回! 办公室几个同事在饭店为他

接风!王主任邀请吴局长参加"吴

局长一个人在家正感觉无聊!便

兴冲冲地去了"

这顿饭大家吃得很尽兴!特

别是王主任!喝得一塌糊涂!还大

着舌头对吴局长说#$局!局长!这

次出差!我给大家都带了礼物!给

局长您带的是 ! 是一盒中秋月

饼%&他边说边打开旅行箱!翻出

几盒包装精美的月饼% 他将其中

一盒递给吴局长%

回到家! 吴局长将那盒月饼

随手放在门边%这时!他接到王主

任的短信! 提醒他月饼盒里放的

不是月饼!而是现金%吴局长吃了

一惊!立即将短信删掉!随即!脸

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自从当上

局长!他以权谋私!收过全局上下

很多人的礼%可现在!形势变了!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反腐倡

廉!重压之下!他也有所收敛%如

今!王主任以这样的方式行贿!他

当然清楚其用意# 局里空出一个

副局长的位子%

吴局长正要打开月饼盒 !

手机又响了 ! 是乡下老家打来

的! 说他父亲心脏病突发正在医

院抢救% 吴局长慌忙收拾出门!

驱车直奔乡下% 等他赶到时!父

亲已经抢救脱险 ! 他当晚就住

在老家%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第二天

早上! 吴局长又接到夫人打来的

电话!说她昨晚出差回来!到家却

发现家里被盗了% 吴局长大吃一

惊!要她立即报警!可话一出口又

心中一凛! 赶紧补上一句#$先别

报警!等我回去'&心急火燎地赶

到家!最让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

了()*那盒月饼被小偷顺手牵

羊+吴局长担心如果报警!小偷被

抓后供出月饼的事! 捅到纪委那

里就坏事了,而不报警!小偷也可

能以月饼为要挟敲诈钱财! 同样

后患无穷%

-那可咋办.& 吴局长夫人知

道了前因后果!同样紧张不已+两

人一起苦思对策! 却想不出任何

招数+ 吴局长过了三天惊弓之鸟

的日子!终于挺不住了!痛下决心

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与其坐

以待毙!不如侥幸一搏'&

-你想怎样.&夫人惊愕地问+

-自首+& 吴局长从牙缝里挤

出这两个字!-我去向纪检部门说

明情况! 表明我是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别人行贿的! 主观上没有

受贿的故意!这样就不一定被查

处! 也不怕那个小偷要挟了+&夫

人默默地点点头 #-也只能这样

了!那你抓紧时间去吧!再晚话就

不好圆了+&

第二天!吴局长去纪委!把整

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作了汇

报+纪委工作人员没有明确表态!

让他先回去听消息+

离开纪委! 吴局长呼出一口

长气!尽管还有些忐忑不安!但和

之前相比! 他的心情还是轻松多

了+这时!夫人打来电话#-你去纪

委了吗.&-去过了! 你放心+&-唉

呀!完了完了'&-什么完了!怎么

一惊一乍的.&

-王主任刚刚来咱家了+&夫

人的声音有气无力!-他说那天酒

喝得太多!给你拿错了月饼!现在

又拿来一盒! 说这才是原来要送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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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小波

胡局长的父亲突发脑溢血!

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撒手西去+悲

痛之余!胡局长想搞个体面的送

别仪式!好让父亲走得风光一些!

也让左邻右舍知道父亲有个当官

的儿子+老婆劝他说!现在反-四

风&风声正紧!小心被查+胡局长

也很犹豫#自己要是顶风而上!万

一真被查到! 岂不捡了芝麻漏西

瓜+但转念一想!实在不甘心+

后来! 办公室贾主任向胡局

长献计#-咱们把灵堂设在农村老

家!那样就没人注意+农村老人去

世了都搞得很隆重! 你也算入乡

随俗!能有多大事呢.&胡局长点

头同意!然后依计而行+

胡局长事前没敢明着发讣

告! 只是让贾主任偷偷放出风+

听说胡局长父亲去世了! 局里和

关系单位没少来人! 胡局长在老

家的老宅院宾客盈门+ 望着不断

涌进院内的来宾和院门口来来去

去的车流! 胡局长志得意满+ 这

时! 举重夫过来提醒说#-时候不

早了! 先送去火化吧! 老人得入

土为安+&

胡局长没答话! 却把正在负

责登记来客的贾主任叫了过来!

-来了多少人.& 贾主任数了好一

会儿!回话说#-一百七十二+&

胡局长抬头望天! 自言自语

道#-咋还差一个呢.&

举重夫又催! 胡局长不耐烦

地训斥道#-急啥!再等会'&

-你就不怕你爹在地下骂

你.&

胡局长翻翻白眼!-不会!我

爹的心思我知道+&

直等到太阳偏西! 守灵的亲

属也开始催+ 胡局长皱着眉说#

-再等等!还差一个+&

举重夫火了!指着胡局长骂#

-你到底想干什么.有你这么当儿

子的吗.&

胡局长也火了! 把来客登记

本狠狠摔到地上!-你们懂啥!这

可是爹生前的遗愿+&

大家都愣住了! 正要问个详

细!忽然进来几个人!先到灵前鞠

躬! 接着为首那人就把胡局长拉

到一边小声说话+ 胡局长听着听

着!脸色由黄转白+

-是纪委的人.说啥了.&来人

走后!贾主任小心翼翼地问+

-让我尽快回去说明情况+&

呆呆地说完这句话! 胡局长又喃

喃道!-爹呀! 你跟刘老栓比啥不

好! 非得比送葬人数+ 你能跟他

比吗. 他儿子是公司老板! 没人

管! 你儿子是公家人+ 我可让你

害苦了'&

活 佛
!

郑武文

张刚十岁时父亲去世!母

亲怕他受委屈! 没有再嫁+后

来张刚考上大学!毕业后进城

当了干部!娶了城里姑娘刘小

琴+刘小琴还算孝顺 !每个周

末都和张刚一起回家看望张

老太+

张家破旧的老宅!唯有佛

堂装的是防盗门窗!因为里面

供着一个金光闪闪的观音像+

那是张家祖传之物 ! 纯金打

造!工艺精湛 +刘小琴曾对张

老太说#-这么值钱的物件!留

在乡下太不安全+要不我们请

进城去!替您老人家供着.&张

老太回答#-祖上定的规矩!我

在一天!就要供奉一天 +我不

在了!你才能接手+&刘小琴就

跟张刚抱怨!-妈真是想不开!

都多大年纪了!将来还不都是

儿孙的+& 张刚笑笑说#-现在

的世道!老人没钱 !子女都不

管 + 老人守着钱才有安全感

嘛+&

这天小两口又回老家!张

刚满腹心事!一进门就躲在角

落里抽烟!茶饭不思+刘小琴告

诉婆婆#-他当副科长快十年

了 !如今科长退休 !本该轮到

他!可其他几个人都去向局长

表示了//&见儿媳欲言又止!

张老太叹口气说#-官场上的事

我不懂!就认个死理#踏踏实实

干好工作!总会有福报+&

刘小琴把话挑明 #-我想

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家里没

别的值钱物件 ! 除了那个观

音+&

张老太红着脸! 喃喃道#

-这个真不行//&

张老太出门挖野菜!回来

时刘小琴已收拾好包裹!拉着

张刚回了城+没多久 !张刚当

上科长!此后小两口就不常回

老家了+特别是刘小琴 !有时

两三个月也不回来一次+

前两天 !局长突然被 -双

规&! 张刚的领导和同事一个

个被工作组叫去问话!一个个

有去无回 ! 最后终于轮到张

刚+刘小琴正哭得上气不接下

气!张刚回来了 !拉着刘小琴

就往外走+刘小琴问 -去哪 &!

张刚说-拜佛&+

-这次没事真是多亏菩萨

保佑!咱去哪个寺院上香啊.&

-上什么香!回家看娘'咱娘就

是咱家的佛 + 你偷走送给局

长的那个观音像不是金的 !

咱家以前是有个金观音 ! 我

上大学那年娘卖了给我交学

费 ! 同时又照原来的样子做

了个假的 + 这次调查组的组

长是我中学老师 ! 知道这件

往事 ! 他说我最应该拜的 !

是咱家的活佛//&

沉默了一会儿 ! 刘小琴

说#-我想通了!咱把活佛请家

里来吧+&

抓 阄
!

潘新日

天刚蒙蒙亮 ! 布小明醒

了!刚开灯!就听见有人敲门+

是王国军 !他闪身进来 !满脸

堆笑说 #-布书记 ! 起这么早

啊.&

-有事说事!找我干啥.&

-新茶下来了!你尝尝!可

香呢+&

布小明赶紧挡住王国军

的手 !结果 -啪 &的一声 !一个

信封重重落在地上!一沓钱露

了出来+布小明将王国军推出

门! 又一脚把信封踢了出去+

眼看门要关上!王国军赶紧摸

出一张纸递进来!-布书记!我

姐夫说了! 你俩是党校同学!

请你多费心+&

关上门!布小明坐在沙发

上喘粗气+竹林乡中学新建教

学楼的事!上头刚批下来就好

像全世界都知道了 ! 来找他

-走动&的人一拨接一拨!都是

县领导的亲戚0朋友0同学0战

友%

布小明发现乡长丁大伟

的灯也亮着 ! 就过去找他合

计 % 丁大伟一脸愁容 ! -老

布 ! 你说找我们这些人 ! 哪

个能承建工程 . 陈县长那个

表弟曾小虎 ! 去年建的桥还

没完工呢就出状况 % 教学楼

可是关系到学生娃安全的大

事 ! 之前我们考察过市一建

公司 ! 资质 0 技术都过硬 !

老板郑大明是本乡人 ! 帮咱

援建了乡中学图书馆 ! 工程

不给他给谁.&

布小明没接话! 两人相对

抽烟%突然!布小明灵光一闪!

凑到丁大伟耳边嘀咕几句!然

后两人相视一笑%

几天后! 布小明让办公室

通知县教室局设计室的罗工程

师以及王国军0曾小虎等人!来

乡里公开竞标%下午两点!除郑

大明路远还没赶到外! 其他人

都到齐了% 丁大伟说#-请罗工

先介绍情况吧!边说边等%&

听罗工程师介绍完教学楼

设计和预算情况! 一众老板全

都低下头不言语% 布小明清清

嗓子说#-承蒙大家对我乡教育

事业的关心0支持!这个项目虽

不挣钱!但各位都是大老板!还

请积极参与%&

会场异常安静! 等了一会

儿!布小明说#-既然这样!我们

抓阄来定吧%&

骑虎难下的老板们发现有

机会可以体面离场!纷纷响应%

于是! 丁大伟做了六个阄!-五

个 1县长 2!一个 1书记 2!抓住

1书记2的中标+&

-再做个1县长2!还有一个

人没到呢+& 曾小虎话音刚落!

郑大明推门进来+

七个阄摆上桌! 写着 -书

记&的那个字迹依稀可辨!最终

留给了郑大明//

摆脱疯狂

看了"鼓王#张永光的悲剧故

事 $ 心里很难过 ! "崔健和他的

!"#

#也曾是我年轻时的偶像$张

永光即是
!"#

的成员!我上大学

时很看不起美术系的同学$ 觉得

他们画画还没学成$ 而衣服上却

已满是颜料$脏得不成样子!张永

光$也许有一定艺术才能吧$但绝

没大到惊人的地步$却染上毒瘾$

最终自杀$他的亲人该有多痛苦!

我无意贬低人的创造才能 !

但是$ 真正有价值的创造是很费

心力的事$无论什么样的天才$都

不可能每天都在创造!所以$天才

往往需要一份机械性的工作 !写

小说的平时可以搞翻译$ 有很多

现代作家都是如此% 画画的平时

可以教几个学生$ 或者像莫奈那

样为自己造一个花园% 摇滚歌手

确实比较难$ 但至少也可以去当

交通协管员!

无论如何不能疯狂! 孙犁写

了 &铁木前传' 后挨批$ 精神衰

弱很厉害$ 痛苦异常$ 到了崩溃

的边缘! 他在散文 &黄鹂' 中写

道("前几年$ 终于病了! 为了疗

养 $ 来到了多年向往的青岛 !春

天$我移居到离海边很近$只隔着

一片杨树林洼地的一幢小楼房

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

住在这里$清晨黄昏$我常常到那

杨树林里散步!有一天$我发现有

两只黄鹂飞来了!#于是$"观赏黄

鹂 $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 !#在另

一篇&石子'中他写道("在青岛住

了一年有余$ 因为不喜欢下棋打

扑克$不会弹琴跳舞$不能读书作

文$ 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

子 !# 据和孙犁有交往的林斤澜

说$观赏黄鹂治不好他$捡石子治

不好他$ 最后治好他的是拆装手

表)把手表慢慢拆掉$又把手表慢

慢装好! 一遍又一遍$ 一日又一

日$周而复始!

日本作家檀一雄是靠不停地

做菜来摆脱疯狂!他的同为无赖派

作家的两位朋友$ 太宰治投水了$

坂口安吾服毒了$而他靠做菜来静

心$用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方式来遏

制自己疯狂的念头得以寿终!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

&/01./23,*%'(45',6164,6$764,

&

妙语

"$%

后是好棒的一

代$ 作为家中独苗孤零零

地长大$ 长大后结婚了国

家又鼓励生二胎$ 于是要

准备赡养四个老人$ 抚养

两个孩子$ 最后再帮两个

孩子带四个孙子!

"&%

后纠结着( 到底

先添个儿子还是先要个孙

子%

'%

后纠结着(到底生不

生*还能不能生%

$%

后纠结

着( 要是丈母娘和老婆同

时坐月子$优先照顾谁%

(%

后纠结着( 面对比自己大

一辈的小婴儿$ 能不能叫

出口%

%%

后纠结着(少了一

半爱$将来如何啃老!

"

畅想一下$ 未来的

某一天$ 某学生在学校犯

错误了$ 老师让他把家长

叫来$他说家长不在家$舅

舅可以吗$老师说行!第二

天$ 他背着刚满周岁的舅

舅来到学校!

"

要理性对待全面开

放二胎这件事$ 毕竟每个

人的具体情况和面对的问

题都不一样$ 例如我的问

题就是(没有对象!

段子

"

和女朋友一起看僵

尸电影$感觉僵尸好恐怖$

但想了想还是没有食堂大

妈恐怖! 因为食堂大妈最

常问的两句话是( 你要吃

哪个同学% 你看后面那么

多人$你到底要吃哪个!

"

今天出门买东西 $

看到两个人在一家店铺门

口打架! 我问店老板为什

么不去劝架$ 那位老板无

比淡定地对我说("顾客就

是上帝$诸神之战$凡人怎

么可以参与+#我瞬间风中

凌乱了!

"

一帮女人在
))

群

里聊买衣服$满屏都是"某

某牌子的衣服特别显气

质#"某某牌子就是优雅的

代名词#! 我叹了口气$发

了句( 衣服这东西就是看

脸$ 长得好看的女孩子披

件雨衣都能穿出魔法师的

感觉$ 长得难看的女孩子

就算穿戴最优雅的服饰 $

都能穿出郭德纲的味道 !

一片寂静$两分钟后$我被

踢出该群!

"

手机辐射究竟对人

体有多大危害呢+ 科学家

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 $他

们把一只小白鼠和一部手

机放在箱子内$ 密封后埋

在地下$ 然后每天给这部

手机打电话发短信! 一个

月后他们挖出箱子$ 惊奇

地发现小白鼠竟然死了 !

可见手机辐射对人体的危

害实在是太可怕了!

"瓜子 整理&

雷

雷

王占光'张超!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市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

*+,-

"丛民初字第
.(&/

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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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下午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裁判%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王博文!本院受理朱业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权利义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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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八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闫娜丽! 本院受理闫海洋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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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0+

日内% 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八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郗良康! 本院受理李楠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临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

元#赔偿利息损
失

,++

元#案件受理费
((/'

元#诉讼保全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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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玲!本院受理邢健诉你离婚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彭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马当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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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钱立进!本院受理张红兰诉你离婚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彭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马当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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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唐文胜!本院受理丁毅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

" 彭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马当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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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王群!本院受理韩塞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彭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马当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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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邢骏!本院受理石仙灵诉你离婚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 彭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马当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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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姚晓美!本院受理唐有兵诉你离婚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彭民一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马当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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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王叙兵!本院受理吴多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彭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马当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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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王泽荣! 本院受理刘先华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汀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河田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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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任秀华!本院受理邓善新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固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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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刘婷!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定县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人员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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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张中伟'贾彦玲!本院受理张战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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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 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0

日
(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

号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宽荣申请宣告任中明死亡一案#经查#任中
明#男#

,($+

年
/

月
.

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滨海县
新滩盐场新滩西路

.1'

号#身份证号
0.%(..,($%%/%.$,,/2

任
中明于

,((&

年
.

月
,.

日下午#独自驾驶渔船出海捕捞#后与
家中失去联系%经常年寻找未获取任何信息和消息#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

年#希任中明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关明汉!本院受理江威威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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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仙庄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宋志会!本院受理刘会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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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公告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0

日
,%

时在本院张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姜洪扣'陆荣芳!本院受理马金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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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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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侍爱林!本院受理钱勇刚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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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谷仙桃'胥春燕'周建清'胥海霞!本院受理张步霞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权利义务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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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潘黄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赵国兵!本院受理赵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都潘民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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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判决生效%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尹松清'尹路兵!本院受理童振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 鄂嘉鱼民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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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韩 博 "

8!!9:!!;;<<=<">"!"

&' 韩 跃 勤
"

8!!99!!;:><><8="9!

&! 本院受理张澎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要求你二人偿还借款

,%

万元及利息%依法向你二
人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

/

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公告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深龙卫计医技催

?9<!"@<ABC<=

号
缪定梅"身份证号码!

88!898!;A;!!<"898>

&!本局对你
未取得医师执业证擅自从事医师执业诊疗活动的行为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深龙卫计医技罚

3.%,-4%'51%&

号"已超
过履行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
的规定#现告知你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没款
人民币伍万伍佰伍拾元缴至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 !账
号&

/,%..(%%%/%%0''$-%%,

"$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账号 &

'&-0-(%$-,0%

"$ 深 圳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 账 号 &

%%.%%%,.'/&%0$&

"#开户名&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国库科%逾
期#本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强制法(第五十一
条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
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告知&

,

$没收违法所得人
民币

--%

元)

.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本催告书送达后#你有
权进行陈述或申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自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

,%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局提出% 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放弃此项权利% 本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福宁路
'%

号龙岗卫生监督
分所%联系电话&

%'--1$/&,-00/

#联系人&丘永兰%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9<!"

年
!!

月
"

日
洛阳华良商贸有限公司' 永寿县中良有限责任公司'河

南省丰田耐材有限公司'河南昊华能源有限公司'豆景博'姚
春芳'韩华军'姚春山'周淑琼!本院受理洛阳市中小企业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方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

.%,-

"西民金初字第
.'0

号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
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牛广锡!本院受理洛阳之丰粮食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
案件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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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三平!本院受理了洛阳市西工区斯特机电设备供应站

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

,

$被告速返还三万
元)

.

$被告赔偿利息
.%%%

元)

0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院通
过其他送达等方式均未能顺利送达相关文书#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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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0%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六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亦菲!本院受理贺 诉你离婚后财产一案已审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

.%,-

"西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
回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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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胡保成'胡玉傅!本院受理彭磊#张欣然#张国光#肖文
珍#张小庆诉你们$河南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一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刘银香'樊明贵'王金坡'王汉成!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汶上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36.%,-7

汶商初字第
&0/

号
4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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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和
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8+

时!节假日顺
延"在济宁监狱金源分监狱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王汉成'朱春兰'王金坡'刘银香!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汶上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6.+8-7

汶商初字第
&00

号#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8-

日和
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8+

时!节假日顺延"

在济宁监狱金源分监狱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王金坡'高福英'王汉成'刘银香!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汶上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
6.+8-7

汶
商初字第

&.(

号#现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日
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8+

时!节假日顺延"在济宁监狱金
源分监狱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淄博欧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淄博胧威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桓台昊川商贸有限公司'李凯'苏秀智'杨亮'李艳!

本院审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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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8-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田茂永!本院审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8-

"

张商初字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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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甘从勋!本院受理李涛$王冬$李向前$苏晓龙$南向峰$

武石伟$李改旺诉你劳务合同案已审结%现向你送达!

.+8-

"西
民二初字第

.0.

$

.00

$

.0/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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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吴孝波! 本院受理霍瑞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8-

"广汉民初字第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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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德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刘建申!本院受理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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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帅!本院受理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8-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

&

0+

!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郑爱华!本院受理申请人姜国增与被申请人郑爱华诉前

保全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

日
视为送达%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洛阳市城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夏照诉你公司及
第三人洛阳成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初字第
88&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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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志峰'刘晓军!本院受理洛阳天元置业有限公司诉你们及
被告王宏伟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80

"西
民二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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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作威!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6.+8-7

西民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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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百巨亿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胡勇$张小燕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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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0

日
(

时!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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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滨!本院受理赵晓庆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现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0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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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李森林!本院已经受理宋庭六诉你民间借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8-

日和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道河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玉朋!本院受理何文林与被告王玉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8/

"新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小赵庄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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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新!本院受理李志与张建新$沧州天华铸造有限公司$魏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8-

"新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小赵庄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8-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陶培!本院受理郑文红与陶培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沧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 %

现向你公告送达 !

.+80

"新民初字第
8+-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小赵庄法庭领取 # 逾期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判决 # 可在公告期满后

8-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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