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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 本刊开

设"反腐小小说#专栏!并举办年

度评奖活动$作品要求以发生在

您身边的反腐倡廉故事为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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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永强!教师"

何庐中专毕业后没找到合

适的工作#就只好回家务农$

何庐比别的农民多喝了几

年墨水#做起事来就是跟别人不

一样$别的农民农忙时候在家干

活#农闲时候出去打工#这何庐

偏不#他农闲的时候#就用自己

老爹的拖拉机#把村西头那个废

鱼塘里的泥土往外拉#别人问他

干什么$何庐头也不抬#说%&我

把鱼塘整一下#打算养鱼'()

不到二十天#这鱼塘还真整

得像模像样$

何庐把塘里充满了水# 又跑

到县城拉回一万条鱼苗放进塘

里$

村人们见何庐动了真格的#

就纷纷议论起来$这里的村人们

嫌喊村委会主任麻烦#就喊&头

儿)$头儿说%&这小子#怕是穷疯

了(()

这年夏天赶上大旱#何庐下

本钱买来两个微型水泵#时不时

地往鱼塘里抽水$ 稍有空闲#何

庐就去塘边的田野里拔草#把草

扔到水里喂鱼吃$

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一年#

何庐光靠鱼塘#就赚了一两万元$

第二年#何庐正准备去购买

鱼苗#头儿找到他#说%&今年那鱼

塘你别放鱼了#鱼塘是全村的#你

一个人挣钱算怎么回事(()

何庐有点气愤#可想想人家

话也不无道理# 就说%&头儿#要

不这样吧#我每年给咱们村交两

千块钱(()

头儿撂下一句话&这事儿得

研究研究)#头也不回地走了$

研究的结果何庐不得而知#

他只知道#最后头儿弟兄几个合

伙买了一批鱼苗#撒到了鱼塘里$

到了暑天#鱼塘里的水越来

越少#头儿也效法何庐#买来水

泵给鱼塘抽水$

然而#让头儿万万没有料到

的是#头天晚上#水泵刚安装好#

还没来得及抽水# 第二天清早#

塘里的鱼儿竟然全都翻了肚#白

花花的一片$很明显#村头儿的

鱼塘里#被人下了药$

头儿气得破口大骂#可是丝

毫没有办法#只好把那些半死不

活的鱼捞上来# 借了十来台冰

箱#将鱼冷藏起来$

这药还真是何庐下的$他知

道村头儿肯定会怀疑他#不过他

不怕#自己深更半夜行动#没留

下证据$

何庐乐了#等着看村头儿怎

样处理那一大堆死鱼$

晚上#何庐看见不少人竟然

从头儿家躲躲闪闪地走出来#手

里提着一串半大不小的鱼儿$

何庐大惑不解#这种被下了

毒的鱼#居然也有人去买*

何庐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

回事# 就偷偷地溜到村长家门

口+ 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是

他二叔$

二叔说%&头儿#前年因为宅

基地的事儿#咱两家是闹过不愉

快#你知道我这人老实#你鱼塘

里的药#绝对不是我下的$)

头儿不置可否地&嗯)了一

声$

接下来# 二叔说道%&村长#

你给我称几斤鱼吧,这几天正想

吃鱼呢(()透过门缝#何庐看

见二叔将一张百元大钞放在了

桌子上((

何庐惊呆了$ 在黑暗中#他

沉思了好久$最后#他下定了决

心#向头儿家走去#看见村头儿#

满脸堆起了笑#说%&头儿#您卖

给我几斤鱼吧(()

!漫画"姚雯#

治理“村官”腐败
需严把六关

村干部腐败直接侵害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对党的基层建设

和法治建设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并让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 "为

此!我们可以结合村民自治的特

点!严把#六关$!从规范选举程序

和权力控制入手!完善村务制度!

让村干部履职中没有腐败空间和

漏洞可钻!用不能腐的制度体系

来推动村庄治理的现代化建设%

把好村$两委%选举中的$贿

选关%& 村民自治权虽然属于村

民!实践中!由于村干部代替村民

行使了不少权力! 一旦这些村干

部失去做人底线! 忘记用权为民

的宗旨!为了获取这顶&官帽$!就

会通过请客送礼'拉票买票'宗族

选举等手段来当选村干部! 为捞

取个人利益&试水$"在经济发达

地区!村干部贿选现象尤为突出!

因为在这些地区!村官虽小!但权

力的&含金量$却很高!具有很大

的经济利益和腐败空间"近年来!

贿选活动更加明显! 并呈现严密

化'物质化'隐秘化特点!贿选耗

资也特别巨大! 特别是私营企业

老板的参与竞选!更使&买票$价

码越来越高"通过&贿选$当上村

干部的! 上台后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捞本$!把花出去的钱收回

来! 根本难以从广大村民的利益

为出发点做事情! 更多的时候是

侵害村集体利益!此毒瘤不除!就

难以保证能廉洁履职"同时!贿选

极大地损害基层民主与法制建

设!最终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对

于贿选行为! 从党纪政纪和法律

上加大惩处贿选的力度! 努力遏

制贿选" 同时加强对村民的宣传

教育!让村民充分认识到!手中的

选票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 并要

为自己手中的选票负责"

把好村干部的$选人关%&村

干部人选问题直接事关村里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党的

方针和惠民政策能否贯彻到基层

和村民手里"大量事实证明!选好

了人!村官腐败的几率就少了很

多!而且村干部只要能干'肯干和

会干!该村的工作推进起来就很

顺利!群众的满意度自然就比较

高 "在乡村治理中 !要注重引导

村民和群众仔细酝酿村干部人

选!把信念坚定'遵守法治'为民

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

廉洁的村干部选拔出来 " 乡镇

(街道) 党委严格按照选举程序!

真正把那些有党性修养!想干事!

有能力!有威信的人选上去%特别

是要教育村民不能为了收受参选

人的恩惠就随意乱选举! 不要为

个人眼前的小利益而损害了村里

发展的长远利益%同时!要严禁个

别人拉票贿选!防止村霸'恶势力

和家族势力干扰换届选举! 对那

些觊觎集体资产的人更要坚决抵

制%可以说!解决好&人选$问题!

就遏制了村干部的腐败源头%

把好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

$程序关%&当前!村干部腐败主要

就是由于村级事务管理规范化程

度不高!财务管理不公开透明!理

财小组形同虚设等原因造成的%

有些村干部混淆了公与私的关

系!根本不落实民主集中制!飞扬

跋扈!作风霸道!搞&一言堂$!办

事不讲程序和规矩! 村里重大事

项根本不进行民主决策! 村民也

不了解村里重大事项建设和经费

的使用情况! 有些村干部为了躲

避监督
2

甚至设立账外账和 &小

金库$%乡镇(街道)党委政府要引

导村干部依法履行职责! 及时公

布村务财务情况! 让村民自治的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通过教育

培训引导村干部和群众推进村务

事项的民主化管理! 切实保障群

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 让群众关注村级重大事项

的决策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要

求村干部要经常晾村务'晒账目!

减少贪污腐败的隐秘空间%

把好土地利用' 资产处置等

事项的$监督关%&近年来查处的

村干部腐败! 绝大部分都涉及土

地征收'占地拆迁'承包流转'惠

农资金使用以及村里重大工程等

领域!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如果村

民群众和财务监督人员自觉主动

履行监督职责! 审计和纪检监察

等专门监督部门经常扯扯袖子!咬

咬耳朵!提醒村干部要依法认真履

行职责! 可以有效减少村干部腐

败%当前!有些地方和部门为了推

动工作!对村里重大项目和资金的

监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村干

部有很大的寻租空间%对此!我们

必须纠正错误思维!切实担负起对

重大项目和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

延伸监督触角!不留监督&死角$%

目前!审计监督和纪检监督主要是

进行事后监督!缺乏事前监督和过

程监督!而贪污'受贿等问题主要

发生在这些环节%相关职责部门应

当强化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尤其

在重点项目实施中加强跟踪问效!

发现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更要严

防监督者和村官串通一气'狼狈为

奸!形成窝案串案%对于发现违法

违纪问题线索的!纪检监察部门要

及时查处%

把好举报信访的 $信息关%&

在治理村官腐败中! 纪委和信访

等部门要充分担负起监督作用!

确保监督落实到位! 不停留在纸

面和文字上% 纪检干部要坚持信

任不能代替监督的理念! 结合镇

村联系紧密的特点! 学会善于整

合镇村的信息资源% 要通过镇里

党员干部了解村干部履职的有关

情况!同时!要加强与基层群众沟

通交流!了解村干部的违纪线索!

依法借助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要

经常与村务监督委员会' 经管站

和信访办等部门沟通! 善于从村

财务' 村务公开和惠农资金使用

中发现问题% 对农村党员干部在

社会上流行的吃吃喝喝' 拉帮结

派等行为!及时提醒教育'诫勉谈

话!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要适时关

注网络舆情! 收集网络上涉及本

地区村干部的违法违纪信息!及

时查处!在紧抓办案同时!抓好党

风廉政预警和警示教育! 争取做

到查处一起'教育一片%

把好干部腐败的 $惩处关%&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

党委负主体责任! 纪委负监督责

任% 当前! 有些领导干部甚至认

为 ! 如果对村干部管理监督过

严! 可能会影响村干部干工作的

积极性! 以为了推动工作为借口

放纵村官的某些不合法行为等%

对此! 乡镇党委' 纪委要加大力

度落实主体责任! 对村官违法违

纪绝不包容迁就! 更不能以本地

区有腐败案件&丢面子$而加以姑

息迁就%对于违法违纪的村干部!

必须要加大处罚力度! 坚持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坚持用身边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

教育% 坚决杜绝和避免搞无原则

的&一团和气$!当&好好先生$%通

过严肃惩处! 发挥正风肃纪的威

慑力! 使广大村干部对权力心存

敬畏! 为乡村治理营造清风气正

的好环境%

实践证明! 一个村干部好不

好!得不得到群众的认可!关键就

是看村干部能否严于律己'严以用

权!办事是否公道正派%而村干部

腐败必然侵蚀党的肌体和基层政

权建设! 只有用有效的制度设计!

把村民自治的权力纳入法治化轨

道!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和行使自

治权力中来!努力减少权力寻租空

间!才能让广大农村地区真正拥有

山青水绿的政治生态%

!作者系北京市昌平区崔村

镇纪委书记'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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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星'袁林会"本院受理余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结!判决%一&由被告你们
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34""

元及利息 '利
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 案件受理费

%5%

元!公
告费

4""

元!共计
675%

元!由被告你们承担$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6%

(余法民初字第
&6!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在本院第二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
达$ 你可在公告期满后

6%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张灿全'陈春竹"本院受理余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一&由张灿
全& 陈春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6&&

&&&

元及利息'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二&李
军&张玉兰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案件受
理费

!7&&

元!公告费
4&&

元!共计
76&&

元!由张灿全&陈
春竹&李军&张玉兰承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6%

(余
法民初字第

&6!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在本院第二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你可在公告期满后
6%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
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时振平'唐秋兰"本院受理刘奇&李晋初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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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 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

俞荣龙" 本院受理罗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章民四初字第
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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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陈禄贵'陈福亮'张志梅"本院受理王家林诉你们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6%

(黔方民初字第
6$38

号民事判决书与'

!&6%

(黔
方民初字第

6$38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来本院长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人民法院

射洪县志荣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赵志荣('

中航南方机械化海南工程局眉山分局)法定代理人"苏秉
佼(" 本院受理杜树尧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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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 定于
!&6$

年
5

月
%

日
3

%

7&

在本院沱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张国喜"本院受理张月青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9!"6%:

都民一初字第
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徐埠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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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徐冬梅"本院受理袁福泉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9!"6%:

都民一初字第
67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徐埠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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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朱智文"本院受理程红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6%

(都民一初字第
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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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柯常伟'黄巧慧"本院受理吴慧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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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7

日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皂头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尹俊魁"本院受理夏明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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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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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7

日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皂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裁判$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游维玺"本院受理黄云霞诉你民间借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6%

(瓮民初字
第

!48$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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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节假日顺延(

3

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殷红亮" 本院受理胡德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6%

(云民初字第
$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偿还原告

686%"

元及利息'利息从
!"65

年
6!

月
%

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算至清偿日($ 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6%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
陈玉潮" 本院受理班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荔民初字第
444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青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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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李平川"本院受理南昌铁路天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青
城民初字第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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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
张萍'彭振洪"本院受理程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

!"6%

(青城民初字第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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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

汪智平'程梅萍'乐平市乐虞碳酸钙工贸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景德镇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诉你三方追偿权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三方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须知&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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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
6"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伍尤盛'高淑华"本院受理景德镇市珠山区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两人送达起诉
书副本&诉讼须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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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 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3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何青山"本院受理谢镇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会民一初字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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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杨和江"本院受理陈玉意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6%

(鄂嘉鱼民初字第
""3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6%

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储勇"本院受理刘凤芹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6%

(霍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6%

日内!如不服本院
判决!可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张振江'陈付军"本院受理崔水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6%

(鄢民初字第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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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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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春平'唐会平"本院受理樊慧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6%

(鄢民初字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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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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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卫涛" 本院受理孙保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鄢民初字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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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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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松长"本院受理路春敬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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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节假日顺延(

3

时在本院阳丰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艾久琨" 本院受理王志国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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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7

日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渠口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武修聚" 本院受理杨素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都商初字第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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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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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蔡爱锋"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盐都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 !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6%

(都商初字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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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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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商丘市漓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张其青!刘
其军!张爱荣!刘万魁!应波!林进生!李建勋诉你建设工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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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6%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3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
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朱宏" 本院受理李洪莲诉你与胡新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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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3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州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偃师市富达贸易有限公司'刘治安'王淑争'刘云雷"本
院受理李大鹏诉你们及胡军凯&姚丽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6%

(偃民七初字第
67%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刘治安&王淑争&刘云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共同偿还李大鹏借款
%"

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
!;

计算!

从
!&#5

年元月
$

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止(! 偃师市富达贸
易有限公司&胡军凯&姚丽丹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
回李大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首
阳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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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

张宏妹"本院受理翟玉兰诉你及马金凤&马平文&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宁支公司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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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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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人民法院

扬州江阳商贸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香雪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温
泰商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岳海虹"本院受理葛兆海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涟梁民初字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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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姜苏洲" 本院受理季怀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涟梁民初字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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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淮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刘以伟"本院受理朱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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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李俊旗'李中山'高自付"本院受理李建华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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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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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

日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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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时平"本院受理胡呈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鄂松滋民初字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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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蹇永灿"本院受理李道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鄂松滋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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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彭春林'杜红霞"本院受理程红玲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对你们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凯旋路南段西侧
电视台家属院房产一处'商丘市房权证第

>"6663"

号($依法
进行了评估!并作出豫郑正达评字*

!"6%

+

6!66!7

号房地产评
估报告书!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评估报告!经

$"

日视为送
达$如对该评估报告持有异议!可于公告期满后

%

日内书面
向本院提出!逾期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变卖$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胡俊国"本院受理魏燕如诉你及王志福案外人撤销之诉

纠纷一案!魏燕如请求撤销'

!"6"

(商梁民初字第
4""

号民事
调解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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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和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个工作日
3

时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赵俊阳'李杏娟"本院受理朱华英&张新民诉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天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6%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3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霍保福"本院受理王长征&马文明&马青年等

6%

人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天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6%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6"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王耀青'周彩侠"本院受理王耀成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6%

(扶民初字第
47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
后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 上诉于周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宋红卫" 本院受理宋爱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扶民初字第
65!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练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其副本!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李秀枝"本院受理石中平诉你与万冬梅&李春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扶民初字第
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练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其副本!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贺要军"本院受理海学义诉你与海国才&贺大套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扶民初字第
67%5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练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其副本!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邹荣青'袁中山'王文苹'段贤跃"本院受理安徽金信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6%

(舒
民二初字第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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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胡荣'杨云峰'舒城县荣盛包装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安徽金
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

!"6%

(舒民二初字第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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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肖子敬'史明旺"本院受理代永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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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6%

日
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矿
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孔祥勇'马运忠"本院受理卞西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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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6%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矿区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成海波"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县支行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6%

(滨商初字第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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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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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生效$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梅'成文秀'陈娟'孙洪飞"本院受理滨海县华信农村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6%

(滨商初字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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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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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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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治清明之根本
!

徐伯黎

!"6%

年
6!

月
!6

日! 由国

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

务印书馆与人民网等举办的,汉

语盘点
!"6%

- 年度字词揭晓 !

,廉-当选年度国内字$有评论指

出!,廉-字当选!反映出公众对

净化社会环境&建设清廉政治的

持续期待$

$廉%字来源

,廉-是一个形声字!在东汉

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解释为%

,廉 !仄也 $从广 '

?!@

(!兼声 $#

,广#是背靠山崖&上有高耸屋顶

的房子$一手持二禾为,兼#$后

来凡合二为一都以,兼#称之!如

一身任二职为兼职$ 在古代!房

屋的建筑格局通常是中前部为

堂!后为室!堂&室有墙相隔!堂

的南面无墙而敞开!有左右两根

明柱叫楹! 堂前的边角由立面&

平面这两个面相交而形成!故从

兼$ 清代知名学者段玉裁也在

.说文解字注/ 认为%,堂之边曰

廉#,00堂边有隅有棱! 故曰

廉$-棱角的特点是方!直!故廉

有直义$由此看来!,廉-!事实上

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为人的正

直端方! 二是为官的清廉不取$

从建筑到人这样的引申变化!其

实正暗含着古人对,廉-的最初&

最直观的看法!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精华与重要精神支撑$

$廉%为政本

据历史资料记载!,廉-最初

指官员必须具有的品德之一$舜

时代提出从政者要有九种品德%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

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

塞! 强而义$-,简而廉-! 意思是

,性简大而有廉隅-!即性格豁达

又行为端方$到西周时!,廉-作为

官员一种必备的品质纳入考察

考核$,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

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

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

廉辨-!,廉-在此当为坚持原则的

意思$到了春秋时期!齐国的政

治家管仲主张,礼义廉耻!国之

四维-!把廉与礼&义和耻并列!作

为国家的四大支柱之一$同是齐

国的政治家晏子认为 ,廉者!政

之本也$-把,廉-当作为政的根

本&政治的根本!从而形成了,廉

政-一词$史载!齐景公有一次问

晏子说%,廉政而长久! 其行何

也1-意思是%要想做到政治廉洁

而长久运行!他的行为应该和什

么相似1晏子回答%,其行水也$美

哉水乎清清! 其浊无不雩途!其

清无不洒除也!是以长久也$-大

意为% 廉政要像水一样的清$清

清的水很美! 如果它浑浊了!它

不会有好的前程!就会把它经过

的地方都污染) 如果它是清清

的! 那么在它所经过的地方!水

会把一切污浊的东西都清除了$

据查! 这是我国历史上有人对

,廉政-一词最早的理解$

$廉%以任人

,廉- 也是古代选官任人的

标准之一$唐朝儒家学者贾公彦

注释,廉-字时说%,廉者!洁不滥

浊也$- 晏婴曾提出%,故圣人伏

匿隐处!不干长上!洁身守道!不

与世陷乎邪! 是以卑而不失义!

瘁而不失廉$-大意是%高尚的人

隐居!不去干谒君上!洁身以守

道! 不与世人一同陷于邪恶!所

以地位卑微却不失道义!生活困

苦不失廉洁$晏婴又说,不苟合

以隐衷!可谓不失志)不持利以

伤廉!可谓不失行$-意为%不苟

合来隐蔽忠诚! 可称为不失忠)

不贪求私利而妨碍廉洁!可称为

不失行$把,行廉而不为苟得-作

为一种高尚品德的内涵而固化$

古书.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提

出的,六征-观人法%观诚&考志&

视中&观色&观隐&揆德$重点要

,其壮观其洁廉务行而胜其私

也-! 意思是对正值壮年之人要

观察是否克服私欲廉洁办事)要

,省其交友!观其任廉-!即通过

观察交往的朋友来看他是否清

正廉洁$诸葛亮提出鉴别人才的

七种方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

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

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患难!

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

而观其信$-把,观其廉-作为选

人用人的重要标准$

$廉%以修身

古代先贤们历来注重 ,士-

的修养和志向!认为,修&齐&治&

平- 中!,修身- 是基本素质!,齐

家-是能力体现!,治国-是价值追

求!,平天下-是宏伟目标$在修为

,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中!着重把,廉-作为重要元素

提出并加以坚持$比如!司马迁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中评价屈

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

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

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

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

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

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爵然泥

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

争光可也$-就是在说屈原虽在浊

世出仕!却,出淤泥而不染-!志向

高洁&行为清正!这种志意!可与

日月争辉$明朝郭允礼撰写.官

箴/!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吏不

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

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

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由此!

,三十六字官箴-成为对,廉-字最

为经典阐释!丰富和发展了中华

,廉-文化$

反腐小小说·征文

大学应该有,斯文防腐剂-

!

毕诗成

在过去的一年间!,象牙塔中

的腐败- 频频曝光$ 数据显示!

!"6%

年以来! 全国共通报了
5!

所高校的
$$

名领导!平均每周有

一名高校领导被通报$

大学的腐败!确实跟社会腐败

没什么不同)但大学的存在!确实

还是应该跟社会其他单位的存在

有所不同$有人讲!道德是靠不住

的!腐败都是洞穿道德之后再洞穿

党纪国法的恶果$但从应然的角度

讲! 大学还是应该天然具有一些

,斯文防腐剂-的!还是应该存在一

些道德约束维度的能量的$ 第一!

这里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而知识

分子素来是有家国情怀&社会担当

传统的)第二!按照某些,素质与民

主程度正相关-的说法!大学教授

们是综合素质最高的群体!发展民

主机制是有先天优势的$

所以!高校反腐败!就是要推

动高校现代化民主管理模式!弱化

行政干预!强化教授参与!让高校

在学科建设&科研投入&基础建设&

人才选用等方方面面!实现权力对

下负责!实现尊重事实&风清气正

的昂扬一面) 让更多有道德力量&

学术力量的人走上管理岗位)动员

大学内更丰富的力量参与到民主

监督体系!在资金分配&人事管理&

项目审批等关键问题上有更为行

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我们不能低估

大学本身具有的自我净化能力!修

复土壤!要把搞丢了的,斯文防腐

剂-找回来!大学才有可能引领这

个时代的正气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