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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
!

徐伯黎

禹!史称大禹"帝禹#禹是夏

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

他为夏禹$相传!禹勤劳国事!受

命治水!居外
!"

年!三过家门而

不入!用疏导的方法治服了洪水

灾害!他亲自划定中国版图为九

州!使农业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

发展$因禹治国有功!受舜禅让

而继承帝位!国号夏$他是中国

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

圣帝王!夏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

上!今浙江绍兴市南"!现仍存禹

庙"禹陵"禹祠$据史记载!从夏

启开始!中国历代帝王都亲自到

禹陵祭祀他$

时间回到
#$$$

多年前 !黄

河流域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

灾害$ 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

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生活

非常困苦$面对到处是茫茫一片

的洪水! 大家只得逃到山上去躲

避$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是尧!为

了解除水患! 他召开了部落联盟

会议!推举了鲧去完成这个任务$

由于鲧用的是&堙'&障'等堵塞围

截的方法!治水九年!劳民伤财!

不但没有把洪水治住! 反而水灾

越来越大$尧死后!大家推举舜当

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舜巡视治水

情况!看到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

误了大事!就将鲧治罪!处死在羽

山! 部落联盟又推举鲧的儿子禹

治水$禹接受治水任务时!刚刚和

涂山氏的一个姑娘结婚! 意志坚

强的大禹! 便毅然决然地告别新

婚妻子!赶到治水的工地$

夏禹请来了过去治水的长

者和曾同他父亲鲧一道治过水

害的人! 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

寻找根治洪水的办法$夏禹经过

实地考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

案(一方面要加固和继续修筑堤

坝!另一方面!用开渠排水%疏通

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

去#为了便于治水!大禹还把夏

朝整个地域划分为九个大州!即

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等州#从此!一场规模浩大的治

水工程便展开了#

夏禹亲自率领部落
%$

多万

治水群众!全面展开了疏导洪水

的浩大工程#除了指挥外!夏禹

还亲自参加劳动!为群众作出了

榜样#他手握木锸!形状近似于

今天的铁锨"!栉风沐雨!废寝忘

餐!夜以继日!不辞劳苦#由于辛

勤工作!他手上长满老茧!小腿

上的汗毛被磨光了)长期泡在水

中!脚指甲也脱落了#在治理洪

水过程中!夏禹曾三次路过自己

家门口!第一次!他的妻子刚刚

生下儿子没几天!恰好从家里传

来婴儿哇哇的哭声!他没有进门

看孩子一眼! 只怕延误了治水)

第二次路过家门!妻子怀里的儿

子已经会叫爸爸了!但工程正是

紧张的时候! 他还是咬牙离去)

第三次过家门! 儿子已长到
!$

多岁了!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

的头!说了几句话!又匆忙离开#

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在治水工地上传为美谈!激励着

人们去战胜洪水# 在夏禹领导

下!几十万部落群众经过十多年

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九条大

河! 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服

服帖帖地流入大海#他们又回过

头来! 继续疏通各地的支流沟

洫! 排除原野上的积水深潭!让

它流入支流! 从而制服了灾害!

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

在中国古代最早词典 *尔

雅+释水,一文中记载了太史"复

釜 "胡苏 "徒骇 "钩盘 "鬲津 "马

颊"简"洁等九河的名字$而九河

故道流经之地! 均在黄河下游!

即今河北" 山东之间平原上$黄

河中下游流经黄土地带!饱含泥

沙$在禹治水以前!夏秋两季洪

水常在东方大平原上泛滥$这里

的主流有十几条!夏禹顺水势之

自然! 把主流干道加深加宽!使

&水由地中行'! 上流有所归!下

流有所泄! 使九河不至为患!东

方水患得到治理!于是人民可以

&降丘宅土'! 发展农业生产$正

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禹疏

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然后中

国可得而食也'时至今日!黄河

两岸仍广泛流传着夏禹治水的

传说(如宁夏的青铜峡!晋陕之

间的龙门! 伊水流过的伊阙!都

说是夏禹用神斧劈开)著名的黄

河三门峡砥柱石及三门---神

门"鬼门"人门!也说为夏禹所凿!

甚至鬼门岛上的两个圆坑!也被

说成夏禹从狮子头骑马跃过三

门时!马失前蹄所留下的印记$

夏禹治水立大功!接替舜做

了部落联盟首领后!在吃喝上非

常俭朴!可是敬天地鬼神却很尽

心)自己穿的衣服很不好!可是

对于祭服和礼帽!却收拾得很美

观)自己住的房屋很矮小!可是

对于群众田间的水路!却尽力地

讲究$ 有古诗云(&夏禹治水!过

门不入!菲食恶衣!俭勤莫及$'

夏禹公而忘私"俭勤治国"不畏

艰险驯服洪水的伟大业绩!成为

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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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鬼”一起办公

!

张军霞!职员"

星期一上午!办公室主任老

刘刚到单位!在外地出差的头儿

打来的一个电话!让他立刻高度

紧张起来"

头儿告诉老刘! 最近有关

部门正在严厉查处机关办公用

房面积超标的问题! 已经有两

个单位的一把手为此被免职了!

让他赶快采取行动! 调整各科

室的办公室! 严格按照办公用

房标准执行! 绝对不能出现超

标的情况"

放下电话! 老刘愁眉苦脸!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单位这座办

公楼高达
&

层!实际办公的职员

不过
"$

多人!怎么可能不超标#

老刘找出有关机关办公用房建

设标准的文件!反复阅读了好几

遍!终于想出了应对之计"

老刘首先派人出去购买了

最新款的电子测量仪! 接着!他

亲自带队!挨个儿测量从
!

楼到

&

楼所有的办公室!将测量得来

的数据登记在册! 认真核算!让

所有的职员重新组合办公"

很快! 同事们在老刘的指

挥下! 各楼层都空出了好几间

办公室! 它们纷纷被挂上了$文

印室%$会议室%$仓库% 等标志!

全都有了大大小小的用途&

让老刘犯愁的是!尽管他使

出了浑身解数! 因为人员不足!

还有好几间办公室存在超标问

题&这时!有人给老刘出主意!可

以给这些办公室多放几张桌子!

每张桌子都摆上写有姓名的桌

牌!把厨房'电工和司机等人的

名字都写上去!这样就不会超标

了"老刘想了想!感觉这个主意

不错!就把所有的勤杂人员都统

计了一遍! 专门找人制作了桌

牌!把它们分别放到不同的办公

室"

这时!刚刚出差回来的头儿

又打来了电话($老刘!规范办公

用房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下

午上级领导要来检查这项工

作&%$都安排好了! 您放心吧&%

老刘信心满满地说&头儿停顿了

一下!忽然又说($我的办公室也

超标呀!你安排谁和我一起办公

呢#%

老刘急得直拍脑袋!他放下

电话! 拿出花名册翻了又翻!实

在找不出一个多余的人& 忽然!

他眼前一亮!决定再做一个桌牌

放到局长的办公室&

下午!上级领导来了!他们

在办公楼里巡查了一圈!还特意

拿出仪器进行测量!果然没有发

现办公用房超标的现象&上级领

导很满意!他们一起去头儿的办

公室喝茶&老刘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 本来春风满面的上级领导!

一口茶都没喝! 忽然脸色大变!

指着最新制作的桌牌质问头儿(

$你这是和谁一起办公呢# 可真

会糊弄人呀)%说完!上级领导转

身拂袖而去&

头儿急得追出去!又跺着脚

跑回来!他看了看桌牌!气得拍

着桌子对老刘说($你!你怎么把

张大春的名字摆在这里#刚才那

位上级领导和张大春是亲戚!他

知道张大春已经死了!你这不是

让我和鬼一起办公吗#%

张大春是单位的一位老科

长!几天前因病去世!只是相关

手续还没有办理!老刘因为实在

找不到别的人选!只好$安排%他

和头儿一起办公!谁能想到一个

死去的人!正巧会遇到上级领导

的亲戚呢#

面对头儿的咆哮!老刘的脸

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后悔得在

心里骂自己(我这真是被鬼迷了

心窍呀) "漫画!姚雯#

中国反腐模式
实现新超越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从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对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

出了新要求$ 进一步强调 %积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形成

敢于担当 &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 努力实现干部清正& 政府清

廉& 政治清明'# 充分体现了我

党反腐理念目标和实践模式实现

新超越$

反腐败政治理念更加清晰$

党的十八大以来# 反腐败成绩有

目共睹# 有案必查& 有腐必惩#

%老虎苍蝇' 一起打# 党纪国法

面前没有特区& 没有例外# 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坚定立

场和零容忍的反腐理念$ 零容忍

理论的确立# 是新一届党中央领

导身体力行# 以上率下的结果$

正是对腐败零容忍理念的确立#

我国才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

魄的%反腐大戏'#反腐才能打破

%退休即平安着陆'的惯例#%刑不

上常委'的惯例#%打虎'才没有上

限#也没有%节点'#更没有%休止

点'%不论什么人# 不论其职务多

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

查到底#决不姑息'的法治逻辑才

能得到彰显$

反腐败战略目标更加明确$

五中全会公报中强调 %着力解决

一些干部不作为 & 乱作为等问

题# 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 这就告诉我们# 当前 %打

老虎' 是取得反腐成效的重要标

志 # 但反腐又不能仅仅局限于

%打老虎'# 而应通过 %打老虎'

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 利益格局

和政治生态# 让领导干部从 %不

敢腐' 逐步过渡到 %不易腐' 和

%不想腐'# 真正做到 %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 实现干部清

正 & 政府清廉 & 政治清明的目

标$ %三清' 的提出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 是我们党根据人民群

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出的庄严承

诺$ 历史上# 我国曾多次提出反

腐败目标# 可是# 这些目标不够

彻底$ %廉洁政治' 把阶段性目

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 有利于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 部署&

推进这项工作# 从社会关切角度

及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

情况新问题# 适应了治国理政的

新要求$

反腐战略重心更加突出$ 五

中全会公报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当

前反腐败斗争成果的问题# 这是

对坚持我国反腐败战略重心的基

本要求$ 十八大以来# 面对腐败

猖獗& 易发多发的情况# 党中央

把反腐治标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

紧迫性鲜明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强调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重

心是以治标为主# 为治本赢得时

间& 打好基础& 做好准备& 积累

经验& 赢得主动$ 反之# 如果腐

败高发的态势已基本得到控制#

那么预防腐败就应成为战略重

点$ 因为只有加强预防# 才能巩

固惩治腐败的成果 # 避免陷入

%前腐后继' 的恶性循环$ 从这

个意义上说# 反腐败斗争的战略

走势可表述为( 以高压反腐
'

不

敢腐
(

为重心的标本兼治)))以

建制反腐
'

不能腐
)

为重心的标

本兼治)))以文化反腐
'

不愿

腐
)

为重心的标本兼治$ 需要指

出的是# 无论处于哪一阶段# 反

腐惩治& 反腐制度& 反腐文化都

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要素$

反腐败基本方式更加科学$

当下# 我国反腐模式正从传统反

腐向法治反腐转变# 反腐策略正

从零散型的应急反腐向整体型的

系统反腐转化# 我国反腐将更加

重视党纪党规& 国家法律和规章

制度建设$ 法治反腐是党纪国法

的共同之治和以德治党的有机融

和 $ 在我国 # 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 纪律是治党之戒尺$ 党的性

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纪必须先于国

法& 严于国法$ 新修订的 *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 *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坚持纪在

法前& 纪严于法# 把党纪挺在国

法前面# 就是要对党员干部提出

更高要求# 在先行表率中永葆我

们党的先锋队性质$ 靠法律惩治

贪渎腐败的极少数# 靠党纪管住

党员干部的大多数# 这是全面从

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也是新时期

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特征$

反腐败主体责任更加落实$

落实反腐败主体责任就要强化党

委领导$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党

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 直接关

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

效$ 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人

必须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

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 解决好不

想抓& 不会抓& 不敢抓的问题$

落实反腐败主体责任就要推

进纪委体制机制创新$ 各级纪委

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在党

风廉政建设上必须履行好监督责

任$ 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

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又集中精

力抓好执纪监督主业# 健全完善

巡视机制# 反腐关口前移# 及时

发现和查处腐败问题$

落实反腐败主体责任就要强

化司法反腐职能$ 加强与纪检监

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相互配

合# 密切协作# 不断完善案件移

送 & 信息交换 & 经验交流等机

制# 有效整合办案资源, 认真落

实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的司

法预防职责
*

切实做到查案预防&

警示预防& 建制预防& 咨询预防

一体推进
*

惩防职能化 & 惩防一

体化& 惩防民主化& 惩防法治化

同步建设$

反腐败本质特征更加彰显$

我国反腐败斗争是执政党自我纯

洁& 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 党的

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强力反腐#

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

国际舆论也给予较高评价# 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形象在

国际上进一步树立$ 一是体现了

执政党的责任担当$ 总书记关于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

要论述#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解决

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加强新形

势下党的建设& 始终保持党的领

导核心地位的安危之思, 二是体

现了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情怀$

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

正如总书记所说( 人民把权力交

给我们# 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

国 & 报党报国 # 该做的事就要

做# 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 这不

仅体现真挚为民的情怀# 而且是

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

诺, 三是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

价值追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 必须坚持党要管

党& 从严治党$ 必须以更大的政

治勇气和智慧# 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 进一步激发和凝

聚社会创造力$ 自觉地把反腐败

斗争融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为实现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 人

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

"本文作者为湖南省法制反

腐研究会会长% 湘潭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反腐小小说·征文

图为再现夏禹治水场景的浮雕
+

局部"$

电视&问政'别搞成&秀政'

!

焦一帆

日前! 某地省" 市两级电视

台分别邀请笔者担任电视问政媒

体提问代表$ 答应之后! 又不得

不拒绝( 其一! 对方明确限定了

提问的内容! 且要求不能更改)

其二! 被提问部门来电公关!请

求问政时&高抬贵手'!据
!

月
!$

日 *人民日报+"&

电视问政既是堂 &现场课'!

也是 &曝光台') 既是沟通交流

的平台! 也是治庸问责的方式$

电视问政对干部揭短亮丑! 爆料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用监督传递

压力! 让压力推动执行$ 以此!

能够更好地检验干部的干事能力

和工作作风 ! 达到 &提纯 '&洗

涤' 之目的$

当前! 有些电视问政大有向

&形式主义' 靠拢的趋势! 一些

不正之风也露了头$ 比如! 节目

对提问的内容作了明确限定! 被

提问部门请求问政时 &高抬贵

手) 官员事先做了充足准备! 现

场回答各个问题都能头头是道!

但落到实处却成为了 &水中月'

&镜中花' ..如此一来! 电视

问政成了表演的大 &舞台'! 形

式大于内容! 遮掩庇护多于批评

指正$ 我们不禁要问! 电视问政

岂不是违背了初衷 / 带有了

&秀' 的味道/

电视问政是个好节目! 但它

不能成为敷衍或欺骗群众的 &舞

台'! 更不能带有 &秀' 的味道$

建议加大群众评议力度! 提高问

政中群众所占的比重 ! 从各地

区% 各行业中选好代表! 让更多

群众参与电视问政节目! 给干部

表现举牌评分! 对节目效果评议

评价$ 另外! 节目现场应该多些

真刀真枪% 认真较劲! 多帮助干

部排毒出汗% 化骨疗伤! 倒逼他

们主动作为$ 唯此! 才能改进工

作作风! 为群众排忧解难! 以切

实行动回应民声% 赢得民心$

遵义赏天赐旅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朱
小明%罗元跃%杨洋%陆琨%何良亚%唐进国%郑宗林%黄奕
财%黄锦辉%毕锦%李帮财%苟永强%向忠林%金傅勇诉你公
司合同纠纷案! 请求你公司分别支付所欠款的金额及二
倍贷款利息! 欠款金额分别为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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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一楼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黎凤娟!本院受理王天兴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送达0

%$!-

1乳诸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诸往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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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
康毛小! 本院受理贾成娃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0

%$!#

1榆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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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陈凤美! 本院受理林文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送达0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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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
生效$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游维玺&李昌廷!本院受理周顺芬诉前保全你们财产
纠纷一案!依法作出0

%$!-

1瓮民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
对你们所有的相应财产进行了保全$ 依法向你公告送法
0

%$!-

1 瓮民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环保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法!本裁定送达
后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金鹅镇新华街
'"(

号附
)

号的
郑川林&刘启荣!本院受理郑小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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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送法$提出答辩和举证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第

#

日
!#0"$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杨国平!本院受理熊云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0

%$!-

1青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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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黄和平! 本院受理彭小飞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送达0

%$!-

1青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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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黄和平! 本院受理袁世浪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 $

依法向你们送达0

%$!-

1青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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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诉于吉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王飞凤&张月林 &张月军 &张月夫 &王仲海 &俞燕 &宁夏

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港汇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
港都商贸有限公司 &诸暨市卧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港汇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诸暨港汇大酒店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
贵溪市广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0

%$!-

1贵民一初字第
/%

%

/"

%

/#

%

/,

号民事判决书%0

%$!-

1 贵民一初字第
/#1%

号民事裁定
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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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陈海泉!本院受理高良芹与你离婚一案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0

%$!-

1滨正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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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钱爱永!本院受理顾海霞与你离婚一案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0

%$!-

1滨正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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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严青!本院受理江苏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滨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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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鑫! 本院受理吉秀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滨蔡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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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闫茂胜!本院受理刘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总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吴伟!本院受理张玲玲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郑俊刚&马春红&訾灿杰&孙小翠&贾红杰&齐花玲!本院受

理郑长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0

%$!-

1许县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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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张利红!本院受理李新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案$

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0

%$!-

1 许县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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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姜建生!本院受理孙玉年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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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颜忠诚&刘国山!本院受理涟水县东胡集农民资金互助合
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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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裁判$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张振亚!本院受理秦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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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徐珍时!本院受理梁亚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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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十二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吴彰军!本院受理张文娅诉你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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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假日顺延1在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王永胜!本院受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市中心支公司诉你与高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回访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
限皆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点0节
假日顺延1在本院小庙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决$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刘成成!本院受理李芬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0

%$!-

1虞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李老家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
鹿邑济华医院!本院受理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鹿邑济华医院%鹿邑真源医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在法定期限内原告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提出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李冬生!本院受理丁佐军诉被告孙浴宇%李冬生%南通京
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皋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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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李冬生!本院受理丁佐军诉被告孙浴宇%李冬生%南通京

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在
法定期限内被告孙浴宇提出上诉!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闻永良! 本院受理王爱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卫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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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刘有洪! 本院受理王爱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卫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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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陈展!本院受理姜正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0

%$!-

1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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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发生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许爱民!本院受理商丘市交运集团运输有限公司诉你及
孟令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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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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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张孝兰!本院受理李秀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
人李秀兰申请执行

+%$!#)

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豫郑中正评字2

%$!&

3

$!$$!

号房地产评估
意见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你对房地产评估意
见书有异议!应于

!$

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逾期依法强制执
行#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唐洪枚!本院受理镇刚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 水法庭应诉!逾期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
举证期后第

"

日
.

时 0节假日顺延1 在本院 水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单慧波"又名单波'!本院受理靳欢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准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
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内蒙古春回石头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内蒙古康发机电

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0

%$!-

1准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杨振峰!本院受理李秀梅0系已故甄玉金之妻1诉王建飞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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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刘永生!本院受理高海小0又名高海1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0

%$!-

1准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
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张海林&袁梦"又名袁卫波'!本院受理杨秉义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0

%$!-

1准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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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
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王三小&杨建丽&王先灵&杨礼锁&王占小!本院受理准格
尔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0

%$!-

1准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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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内蒙
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王圣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节支行与你之间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

年
!%

月
%#

日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0

%$!-

1渝仲字第
!$/.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裁决作出之日起发生法
律效力# 重庆仲裁委员会

盛立成!本院受理襄阳市樊城区日兴隆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法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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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定中门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
法判决#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唐瑛泽! 本院受理李顺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0

%$!-

1西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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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金萍! 本院受理邓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0

%$!-

1 西民三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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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军辉&武辉&黄鸿辉&李志君!本院受理付松年诉你们
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0

%$!-

1西民三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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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嘉&井玉珊!本院受理陆亚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0

%$!-

1西民三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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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市铭洛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金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洛阳顺桥机械有限公司&洛阳昊华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牛
永念!本院受理孙焕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 0

%$!-

1 西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与
0

%$!-

1 西民三初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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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丰银!本院受理王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对

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已审理完毕#现向你公告送达0

%$!-

1临法民
初字第

!-/&

-

"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被告窦丰银对本
案管辖权提出异议#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日起

&$

日为送
达#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孟亚婷&孟保红&孙琦瑞&孙耀杰&姚伟豪&姚忠臣&王俊恒&茹
粉娟&李冰&李治敏!本院受理王紫园诉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0

%$!#

1西民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孟保红%孙耀杰%姚忠臣%茹粉娟%李治敏赔偿原告损失共
计

-"%$2",

元#自公告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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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军!本院受理戚惠聪%戚惠仙%黄真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法院判令你支付钢材款%损失共计
%#//---2".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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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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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五号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北京筑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北京筑基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丽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法院判
令你们连带归还原告介绍费及利息共计

%/,",/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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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0节假日顺延1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句容市华阳镇丽杜建材经营部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0票号

"$-$$$-"%&-.$",,

! 出票人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售有限公
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收款人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

%$$$$$

元! 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到期日
%$!&

年
#

月
!!

日1!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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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裕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0票号

"$-$$$-"%&-.!%!$

!出票人洛阳土峰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民
生银行洛阳分行!收款人洛阳润鹏商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

元!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到期日
%$!&

年
%

月
!%

日1!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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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于
%$!&

年
!%

月
%,

日刊登的公告中&旁银龙'应更
正为&庞银龙'!&旁银荣'应更正为&庞银荣'#特此更正#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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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君子 吉林省伊通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