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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其实也是一种

豆浆!因为磨自咖啡豆"

!

手机短信的功能已

大幅缩水到只剩接收验证

码了"

!

#雾水$的量词应该

是#头$%

!

当你开始质疑一件

事的时候! 准确率总是那

么高"

!

人非圣贤! 孰能无

过" 就像吃芝麻哪有不掉

烧饼的&

!

你提问后如果对方

一直在闪躲! 那就是委婉

地告诉你' 真实的答案很

残酷%

!

有些生活不如意的

人特别喜欢听崩溃论 !似

乎一切推倒重来! 他就有

机会了%

!

最鄙视穷人的其实

是穷人! 才舔了两口面包

屑就瞧不起饿肚子的 !斥

其既无本领又无情趣领略

面包的高级香气%

段味

!

今天早上赶公交 !

本来车上很安静! 突然司

机师傅悲怆地大吼道'#你

们难道不冷吗! 就不能有

空的时候给公交热线打个

电话!把这破车换了&我受

不了了!快被冻死了($

!

去小饭馆吃面 !看

见隔壁桌有一个姑娘单独

坐着!是我喜欢的类型%于

是 ! 我果断地凑上去说 '

#美女 !我没带钱 !用微信

付你二十元! 你帮我付一

顿饭钱好吗&$ 就这样!我

要到了这个女生的微信 %

然后!她现在是我女朋友%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

有一个吃货女友 !

总会有不凡的体验%当我问

她#我们结婚吧$!她都没正

眼看我!一边玩手机一边回

答'#不急!我还小呢%$我只

好另辟蹊径'#听说民政局

附近有一个面馆很有特

色%$ 女友惊喜地抬起头'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一

下&$ 我淡淡地说'#去民政

局不顺路!等结婚的时候顺

道再去吃吧! 反正)*$女

友打断我'#我们结婚吧($

!

期末了! 孩子们内

心会有怎样一份期末总结

呢& 可能是这样+,,有本

事冲我来! 别在家长会上

吓唬我爸 % 也可能是这

样,,,考试成绩一出来 !

我就觉得我妈要生二胎

了% 还可能是这样,,,每

次老师问我们 -听懂了

吗$!我们都点点头说听懂

了!其实我想的是'您开心

就好!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我们也不想刺激您%

"瓜子 整理#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自嘲式营销%

雷人图片（之二百九十四） 万方

威胁式广告%

最难的事

民国早期!-知识产权$这一概

念还没深入人心!很多人对外国作

品的翻译是比较随意的%鸳鸯蝴蝶

派作家包天笑曾经出版过一本销

量很大影响很深的教育小说.馨儿

就学记/! 其实这本书就是意大利

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但包

天笑翻译出版时!首先就改掉书名

0馨儿是包天笑爱子之名!!其次在

封面上赫然印着-天笑生著$1亚米

契斯.爱的教育/共一百节!而到了

包天笑手中! 几乎打了一个对折%

任意删节原作还不够!他还来了一

个-增补原作$%直到包天笑暮年写

回忆录! 他还坦然向读者告白!毫

不为意%他写道'-我是从日本文转

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

说! 他们把书中的人名2 习俗2文

物2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

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有数节!全

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

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看来会

觉得很可笑 %不过 !有人认为 !如

果包天笑把 -天笑生著 $改为 -天

笑生译写$就没有问题了%肖毛先

生认为!-译写$古已有之!并且不

绝如缕%远的如.伊索寓言/!近的

如蔡骏译写的谭恩美小说 .沉没

之鱼/0

!""#

年出版3%.伊索寓言/

自正式成书以来! 曾先后被译成

多种语言和文体! 却很难找到两

种内容完全相同的译本%原来!早

在四世纪时! 就有很多修辞学家

和哲学家着手按自己的意愿修改

.伊索寓言/! 据说是为了训练思

维%教会也不甘落后!凡是不合本

派教义的.伊索寓言/事先都被他

们悄悄改写过%此外!世界各地的

译者在翻译.伊索寓言/时又干了

不少借旧瓶装新酒的事%结果!屡

遭侵权的伊索如今只被看作 .伊

索寓言/的作者之一!就算伊索再

生! 也不得不丧气地承认!.伊索

寓言/ 早已变成众多著译者集体

经营的大买卖!假如告到法院!他

恐怕连
$%!

的股份都拿不到%

那么!冯唐翻译的.飞鸟集/!

是否把-翻译$改成 -译写 $即可 &

估计他不乐意%据报道!和南方周

末的采访进行到一半! 冯唐气愤

地挂断电话! 之后不久又向南方

周末记者发来
%&&'

年参加托福

考试的满分成绩单的照片%-翻译

诗这种事!为啥0我3英文如此2中

文如此!还要顾及其他&$

袁筱一则把翻译当作-最难的

事$!比谈情说爱还难%她说!-明明

落下的应该是自己的文字! 却分明

只看见的是那个你用心走近的人!

他的语调!他的心思和机巧%最关键

的!是他完全可以不在意2不理会你

的存在%他是你的目的!是你创造存

在的动力%然而反过来!你于他却什

么都不是!所以你有很多委屈%$

我信任这种委屈! 而不是冯

唐的-庸而妄$%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

'012/034-+&()56(-7275-7%875-

'

随份子
"

尚庆海

彩票投注站站长老郭要

给儿子办喜事了"他犹豫着要

不要通知经常来买彩票的十

几个老客户 #通知了 "肯定会

有人不愿意来 " 不来也无所

谓"老郭非常理解 "随份子难

免让人不舒服$ 不通知的话"

也肯定会有人挑理#

眼看大喜的日子临近"老

郭最终还是决定通知大家"通

知时特别强调% 不收份子钱"

只是想感谢大家的支持#被通

知的人都答应一定来喝喜酒"

老郭最后再次强调%坚决不收

份子钱"人能到场就是给他最

大的面子 #大家都说 %老郭真

有意思#

婚宴上"十几个老客户全

部到场"老郭十分感动 "敬完

其他的来宾"就坐下来陪老客

户喝酒"大家其乐融融 #快散

席的时候"十几个老客户不约

而同从各自的口袋里掏出红

包#老郭一看就急了"&你们要

是真看得起我 " 就赶紧装回

去'(

老张说%&大侄子结婚"我

们连个红包都不包"怎么进这

个门)你不收 "我们怎么出这

个门)(其他人也都附和#

老郭迟疑着"也怕别人觉

得自己太装 #突然 "他有了办

法"&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

我收下了"但我要在红包上写

下你们的名字#这份子钱就是

各位今后买彩票的基金"预存

在我这里"用完为止#(

婚宴结束"老郭掏出十几

个老客户送的红包 " 打开一

看"每个红包里都装了十张彩

票#老郭如释重负"嘿嘿乐了#

开奖后 "老郭逐一兑奖 "发现

居然有张彩票中了一万多块

钱#他抓起电话"&老李 "你送

我的彩票中了一万多"你明天

一早来把这张彩票领走#(

第二天一早"十几个老客

户全到了#&你们这是)( 老郭

不明所以#

老李笑道%&不瞒你说"其

实我们对随份子都挺烦的"所

以才决定送彩票"觉得比较有

意义 "说不定能有惊喜 #不过

要说惊喜"你的为人带给我们

的惊喜远比那一万多块钱要

大得多啊'(

&我通知大家喝喜酒 "也

很纠结"真担心份子钱伤了我

们的交情#( 老郭把那张彩票

递给老李#

&我不要" 这正是我们大

家的心愿#(

&我更不能要" 收红包时

我就说过要还的#(

见两人僵持不下 " 老张

说%&要不我们把这笔钱捐出

去"以 *老郭彩票投注站铁杆

彩民 +的名义 )(大家听了 "一

致鼓掌叫好,

催 泪
"

刘吾福

胡局长跪在母亲的灵柩前"

左右两边一字排开"是他的妻子-

弟弟- 弟媳以及儿子- 侄子和侄

女"所有人都披麻戴孝"低着头弓

着腰虔诚地伏在地上,

鼓点子一响" 喇叭吹出声声

哀号" 八个抬棺的夫子脚穿草鞋

腰缠麻绳"摆了个抬棺的架势"灵

柩就要启动了,在乡下"这是孝子

贤孙们哭丧的时刻" 哭声越大越

显出孝心,

胡局长的母亲去世时已是八

十五岁高龄" 在这样的年纪去世

叫&白喜("白喜也算喜"悲情自然

不那么浓, 而且她老人家是无疾

而终"去世前没有受到病痛折磨,

再说" 老人有一个在城里当局长

的儿子"晚年过得很滋润"是村里

人人羡慕的对象,如今她去了"孝

子贤孙们似乎很难找到哭泣的理

由,

胡局长是长子" 又是国家干

部"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他都得带

头哭丧"可他实在哭不出来,伏在

地上的人都不吭气" 外面围观的

老老少少开始指指点点" 胡局长

没办法" 只好努力回想母亲过去

的艰苦岁月"以激发悲情,

胡局长父亲早逝" 母亲一手

将他们几兄弟拉扯大" 经历了无

数艰辛, 记得当年母亲为了多挣

工分"常常起早贪黑"早晨到村头

捡牛粪"晚上到地里给瓜菜施肥"

还被蛇咬伤过脚,想起这件事"胡

局长心底泛起一丝苦味" 眨眨眼

睛"没有泪,

一年冬天下着大雪" 母亲做

了一双棉布鞋送到他的学校"自

己却穿着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烂

鞋"脚都被冻伤了,想起这件事"

胡局长心里有些发酸"眨眨眼睛"

仍旧没有泪,

文化大革命时期" 母亲偷偷

从地里挖回半竹筐红薯根" 煮了

给他们几兄弟填肚子, 那本是生

产队丢下不要的" 可母亲硬是被

红卫兵抓去批斗了三天, 想起这

件事" 胡局长很是悲愤" 眨眨眼

睛"还是没有泪,

往事一桩桩"一件件"虽然揪

心"却不催泪,正在这尴尬时刻"

胡局长兜里的手机猛烈振动起

来,胡局长听着电话"脸色转阴,

挂上电话"他眨眨眼睛"开始嚎啕

大哭,

直到送母亲入土为安了"胡

局长还在用纸巾抹着泪,

&电话里到底说什么了)(胡

局长老婆好奇地问,

&组织部打来的"说决定让我

退二线"新局长已经派过来了,(

平 调
"

刘国栋

徐建国在某局任科长"最

近该局一个下属企业的总经

理要&退二线(了,那家企业无

外欠 -底子厚 "无包袱 -效益

好" 其高管每年收益可观"局

里瞄准这个&肥缺(的人很多,

徐建国也动起了心思%我

在局机关是个科长"和下属企

业老总是平级 " 可以说路最

近"最有条件"只要局长同意"

去那里任职不过是 &平调(而

已 ,心动不如行动 "徐建国这

天晚上带了两瓶茅台酒-两条

中华烟"还有一盒金丝燕窝去

了局长家 " 要求换换工作环

境"迎接独当一面的挑战,

局长爽快地收了礼"也爽

快地办了事 ,没几天 "红头文

件下来" 让徐建国高兴坏了%

在企业当老总"有专车有秘书

还管着上百人"自己在局里虽

然大小也是个科长"可就管三

个人"有时忙了还得亲自动手

订文件"实在有天壤之别,

晚上"徐建国做了一桌好

菜"并于吃饭前郑重宣布自己

要异地为官的重大消息,因为

那家企业在县城"他们要举家

搬离市区, 妻子没说什么"毕

竟夫贵妻荣"儿子小杰却死活

不肯去, 两口子劝了半天"儿

子犯了犟"躺地上不起来了,

&你小屁孩懂啥)(徐建国

生气了" 敲着桌子吼道%&你跟

我去"在那儿就是*官二代+"待

遇只会比现在强'(

&那你得保证给我办好一

件事"我才去,(小杰盯住老爸"

&我现在是一班之长"转学到那

边也得当班长"我也要平调'(

&一个破班长有啥好当

的'(徐建国不屑地说,

小杰不服气"&我就要当班

长"当班长有权"还能收礼呢'(

&收礼"啥意思)(

&你还别不信"我这就把收

的礼拿给你看'(小杰一下子翻

起身来"跑进卧室"很快拖出一

个大纸箱"&过来看看吧,(

徐建国两口子上前一看"

眼睛都直了% 箱子里赫然摆着

两瓶茅台酒- 两条中华烟和一

盒金丝燕窝,

&这些东西哪来的)(

&我就说班长有权嘛"我们

班马宇想当语文课代表" 给我

送了这些礼"让我研究研究,(

看着儿子" 徐建国张了张

嘴"却不知该说什么好,马宇正

是局长的儿子" 自己送出去的

礼"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捐 款
"

魏 炜

又到年底" 局里组织干部职

工给贫困地区的儿童捐款助学,

会开了"文件发了"但效果并不理

想, 陈局长指派秘书小孙专门负

责这件事, 小孙拿着干部职工名

单挨个找人动员"收效也不大,偌

大一个局"几百名干部职工"总共

捐了不到一万块钱" 都不好意思

拿出手啊,

小孙垂头丧气地找到陈局

长"&我有负您的重托" 这事干不

成了,(&哦"大家都怎么说)(小孙

等的就是陈局长这一问" 赶紧倒

苦水"&大家都说年底了钱紧"已

经尽力而为了, 特别是后勤处的

李维"说他家的房子是贷款的"车

是贷款的"每月缴了贷款"日子过

得比杨白劳还苦,好说歹说"他才

掏了二十块钱,(

陈局长叹了口气" 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凑够两万"先

打过去吧,孩子们过得苦"咱得惦

记着,(小孙知道这是陈局长的工

资卡"有些犹豫%&这不好吧"马上

过年了..( 陈局长一摆手说%

&先从我儿这借用"过不了几天就

还回来了,那个捐款名单"你先不

要公布,( 小孙满腹疑云也不好

问"只得按局长吩咐做了,

腊八这天晚上" 微信圈里热

闹极了, 祝福的话语- 喜庆的图

片-各种幽默视频轮番刷屏"最刺

激的莫过于发红包了, 抢红包不

在多少"只是图个吉利"几十元的

红包算大的"大部分只是个位数"

大家却仍抢得不亦乐乎,这时"有

个叫&春暖花开(的人加了进来,

要不是小孙说了一句话" 群里没

人会注意到这个陌生人,小孙说%

&让我们热烈欢迎陈局长加入我

们朋友圈'(原来&春暖花开(是局

长啊"大家一通问好,陈局长发了

个笑脸说%&大家都别拘谨啊"我

是来抢红包的'(

陈局长的话让大家顿时兴奋

起来"又一轮红包热开始了,和以

往不同的是" 这一轮红包热呈现

出三大特征%一是数额大"二是集

中" 三是很有规矩///陈局长不

抢就没人抢,陈局长也不客气"上

来就开抢, 这可是拼表现的好时

候啊"大家轮番上阵"纷纷散财,

一时间"群里下起了红包雨,陈局

长只顾抢了"连话都懒得说"只发

出一个个笑脸,

李维连发了五个百元大红

包"可陈局长都没当上运气王"总

共才抢了十多块钱, 李维很是郁

闷" 索性直接给陈局长私发了一

个二百元的红包, 见陈局长爽快

接收了"他心里才略觉踏实些"又

加入发红包-抢红包的行列"玩得

不亦乐乎,

周一上班" 大家发现办公楼

一层大厅里贴着一张大红纸" 上

面详细列着局里干部职工给贫困

地区儿童捐款的名单和数目, 看

过明细" 每个人都瞠目结舌, 有

人看到李维过来" 就调侃他%&老

李" 你平时挺抠门的" 这回却大

方" 捐了二百多块钱, 真没看出

来"你这觉悟还蛮高啊,(李维赶

紧凑上去细看" 红纸黑字" 清楚

写明他捐了二百四十六元钱 ,

&怎么会呢 " 我只捐了二十元

呀)( 李维心里嘀咕" 转念一想

就明白了" 他发给陈局长的红包

一共是二百二十六元, 李维脸一

红" 不好意思地说%&那些孩子需

要帮助 , 咱能搭把手就搭一把

吧,( 说完赶紧走了,

望着那张大红纸" 小孙的心

情最复杂..

雷

雷

马克民!本院受理马秀丽诉马克民!任宪海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梁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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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叶立扣!本院受理孙利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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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颜单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王平(成美!本院受理曹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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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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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颜单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张金生!本院受理马俊锋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大民初字第
#&#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龙王庙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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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常雪君! 本院受理范庆学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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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商水法院
!"$

室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吴留涛! 本院受理王金红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
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 商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非婚生子吴斌由被告抚养%原
告负担抚养费

(!%&)"#

元"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程龙江(迟永春!本院受理戴国斌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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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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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黑龙江省饶河县人民法院

程龙江(王立鹏!本院受理戴国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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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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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黑龙江省饶河县人民法院
贾立军!本院受理张利与你及马秀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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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黑龙江省饶河县人民法院

陈永林(薛晓艳(薛雷(薛健飞(成雪林!本院受理江苏涟
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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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沈峥(淮安市昊润锌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淮安拓盛有

限公司诉你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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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

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徐桂芳(卜训林(徐正权(张新银!本院受理江苏涟水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涟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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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中宝(薛玉芹!本院受理江苏涟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

$涟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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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兵(戴亚兰!本院受理江苏涟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和张海成! 王士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涟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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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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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胡张燕(季中祥(马鹏举!本院受理江苏涟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涟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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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海兰!本院受理淮安市物华运输有限公司诉你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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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崔晓明(江苏品创新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诉你们互易纠纷一案%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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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

&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淮安顶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齐维正诉你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涟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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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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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鸽!本院受理马俊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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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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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蔡新(张磊!本院受理郑斌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渑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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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叶鸿艳!本院受理的章萍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

$歙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杞梓里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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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刘长月(孔祥福(荆运山(孟庆奎!本院受理安天祥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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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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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栽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刘长月(孔祥福(薛玉珠!本院受理安天祥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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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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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栽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刘长月(张衍峰(孔宪川!本院受理安天祥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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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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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栽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刘长月(孔凡龙(孔庆生!本院受理安天祥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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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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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栽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吴艮火!本院受理吴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

!"%$

$望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庆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杨雪芹!本院受理王先乐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寿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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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黄少伦!本院受理余金芳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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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正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茹鹏飞(侯艳婷!本院受理陈振华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渑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你们偿还原告欠款

!$)%

万元及利息%诉讼费
$"$"

元由你们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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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三门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张能兵(余腊梅(张贤照!本院受理刘明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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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

#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桃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解芸芸!本院受理汪祥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肥西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杨金明!本院受理安徽通晓防火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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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肥西民一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陈礼志! 本院受理马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肥西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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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张小照!本院受理方四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肥西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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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之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杨利利!本院受理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内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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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李朝臣!郑玉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邱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新马头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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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艾兵!本院受理易绍兵诉你与邓继兵!陈思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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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答辩期满后
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李新广!本院受理范红云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邱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第四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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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王发刚(马丽萍!本院受理方旺平!方惠红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鄂大悟民初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宣化
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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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孝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侯玉江!本院受理刘立春诉你为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吴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
予原被告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于集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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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
李振伟*李大伟#!本院受理周晓勇!孙艳梅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自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吴玉峰!本院受理武爱花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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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审判"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崔俊鹏!本院受理梁小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
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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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一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赵祥标!本院受理朱月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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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蔡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白虎!本院受理孙玉胜与你民间借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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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蔡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周荣根+孙翠霞!盐城市国缘商贸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都商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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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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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华(成尔华!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都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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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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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凯! 本院受理栾承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

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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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勇(张应开!本院受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向你
送达#

!"%$

$六民一终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吴飞!本院受理刘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鄂京山新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

自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

上诉于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
黄丽(罗俊斌!本院受理余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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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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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新市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
高彦!本院受理曾政鑫申请宣告高彦失踪一案%经查&高彦%

女"

%&*$

年
#

月
+

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
三召乡张村高街

%(

号%身份证号
%("$!'%&*$"#"+%+!*)

于
!"%!

年
%%

月
!

日下落不明至今%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

个月"希
望高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满%本
院依法判决"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李世鑫(王宏伟(李志华!本院受理赵文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榆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

/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

自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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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启洪! 本院受理刘发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

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

自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

上诉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吴巧芳!本院受理胡清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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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王才孟!本院受理杨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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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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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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