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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闻! 巡视组近期要来!进

行专项巡视"为此!周局长连续多

天睡不安稳!不是翻来覆去睡不

着!就是时断时续做噩梦"寒潮来

袭!他夜半醒来!却是一身的虚

汗"休息不好!自然没精神"班子

开会时!周局长总是哈欠连天"

办公室冯主任对此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冯主任是周局长

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周局长身

边服务多年!对其忠心耿耿"周

局长也承诺过!自己高升之日!

便是冯主任荣升副局长之时"

怎样才能对症下药!为领导分

忧解难呢#冯主任苦思冥想"

周局长正身子软塌塌地坐

在办公桌前!盯着天花板发愣!

冯主任敲门进来"周局长刚要

正襟危坐!一看是冯主任!烦躁

地摆摆手!$没大事别来烦我%&

冯主任诡秘地一笑!对周

局长耳语了几句"周局长若有

所思!'老冯!你觉得这事儿能

行#&

'有人巴不得巡视组早些

来呢"&冯主任说!'这些人只要

把举报信投进意见箱!对其举

报的内容我们逐一分析!然后

分头化解" 等巡视组来了!我

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还有什

么可怕的呢#&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

谁怕了#&周局长咳嗽一声!'你

呀!还是不成熟"&

冯主任把茶杯捧给周局

长!满脸堆笑)'您批评得对!我

还要跟您多学习"&

第二天!冯主任抛出小道

消息!说巡视组马上要来"局里

拆除了一楼大厅的摄像头!定

做了新的意见箱!摆放在大厅

显要位置 "意见箱上方 !一行

端端正正打印的黑体小字'巡

视组专用&!格外醒目"

几天后!周局长觉得火候

差不多了)估计已经有人写好

举报信投进了意见箱!只要抓

住蛛丝马迹! 便可顺藤摸瓜!

对举报的问题逐一击破!即便

巡视组来了!局里也不会掀起

什么浪花" 他嘱咐冯主任!当

晚就开始'工作&"

晚上!周局长刚要上床!手

机响了"冯主任在电话那头惊

慌失措地报告)'一楼大厅的意

见箱不见了%&周局长一愣!随

即反应过来!慌忙命令道)'怎

么回事!赶快去查清楚!立马向

我汇报%&

漫长的十分钟后!冯主任

又打来电话! 声音有气无力!

'有人把意见箱抱给了巡视组"

就在刚才!纪委来电话!要我去

说明情况"&

巡视组真的来了"

雷

雷

签名档

"

春节期间" 单身适

婚男女的境遇就像后宫里

生不出儿子的嫔妃"有人替

你着急" 有人向你支招"有

人给你白眼" 有人看你笑

话!

"

唯一比生日更让人

伤心的日子" 就是情人节

了! 生日提醒我自己离死

去又近了一年" 而情人节

提醒我自己离孤独死去又

近了一年!

"

陪老妈逛街遇到她

的老同事" 人家说你闺女

真好看" 比你年轻那会儿

都好看! 我妈悠悠地回复

道#那怎么我有老公"她就

没有呢$

"

老爸说# 你看别人

家长都逼婚"我们不这样"

我们就是关心一下你 "怎

么样"有女朋友了吗$

"

以前我妈总说 #你

要学会独立"不要靠父母!

现在变成# 你能不能不要

那么独立" 赶紧找个对象

靠靠$

"

过年回家" 老爸让

我陪他下棋!最好的孝顺是

陪伴嘛"我欣然应允!棋子

摆到最后" 发现少了两个"

老爸一拍桌子#对象呢%

段 味

"

春节新礼仪#

!"

过年

进餐时" 晚辈不能先动筷

子"要等长辈拍完照片后"

才能动手夹菜&

#"

晒年夜饭

的时候" 让长辈先发朋友

圈"长辈发完要及时点赞&

$"

亲朋好友来家里拜年"要

及时迎上去告诉
%&'&

密

码&

("

除夕当天"不要在整

点发短信影响别人抢红

包&

)"

去串门"看见主人家

大门上贴着二维码或支付

宝账号"请主动扫码关注"

并发送红包"以示懂规矩!

"

午饭后我在看电

视"老婆在厨房洗碗"儿子

偷偷塞给我一个红包说 #

'爸爸"你来帮我保管吧!(

我问他#)你收的红包不都

是交给妈妈吗$( 儿子说#

)妈妈总把钱存银行里"看

不到摸不着的"不好!你还

是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

第三格的那个小盒子里

吧!()嘘"小声点%(

"

除夕吃完团圆饭 "

我妈喊我坐到她身边 "一

脸心事地拉着我的手 "语

重心长地说 # )你也不小

了"都三十了**(我喉头

一紧"心想#)完了完了"从

不逼婚的我妈如今也要下

海了+( 就听我妈接着说#

)就不要用动画片当头像

了"看着好蠢!(

"瓜子 整理#

新 规
!

陈修平

像往年一样!正月初一晚上!

唐副部长留在家里没有外出!这

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作为县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

兼村建办主任! 下面乡镇的不少

干部都曾由唐副部长带队考察

过! 不少村支部的建设也得到过

他的指导" 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八

九年!中间也有过变动的机会!但

级别还是正科! 唐副部长就没有

同意挪动! 依然选择呆在这个位

置" 每年从正月初一晚上开始!

下面二十多个乡镇和上百个行政

村的干部就会陆陆续续上门拜

年!感谢唐副部长曾经的关照!也

盼望来年能继续得到关照" 这样

的应酬活动! 一般要持续到正月

初七晚上才会结束"

然而!今年正月初一!从白天

直至深夜!除了女儿女婿来过!唐

副部长家没有一人登门" 接下来

的六个晚上! 唐副部长继续按老

习惯呆在家! 可还是没有一人登

门" 唐副部长感到很不习惯)往

年基层干部络绎不绝上门拜年!

早几年自己在外面应酬总得匆匆

赶回家接待! 后来干脆呆在家不

出去了!今年怎么回事呢#

'截线%&这个字眼一蹦出来!

唐副部长立即了然) 正科级干部

到了五十二岁没提拔就得一刀切

退居二线!名为'截线&!年前他已

经按照规定递交了退居二线的报

告! 只是还没办手续所以没有正

式宣布" 想到这儿! 他自我解嘲

地笑了"

正月初八! 春节假期结束"

下午下班后! 唐副部长和妻子一

起去了县城的舅舅家" 想到这么

多年为了接待基层干部推迟给长

辈们拜年的时间! 唐副部长心里

很是愧疚!决定多陪老人家坐坐!

以弥补之前的'怠慢&"吃完晚饭!

他正陪舅舅拉家常!手机响了!是

部里干事小刘打来的" '唐部长!

我们给您拜年来了! 您怎么不在

家呀!能抽空回来一下吗# &

唐副部长只好跟舅舅道别!

回到家一看! 七八名下属都提着

礼物站在门口等他呢" 于是互致

新年祝福!喝茶*抽烟*聊天!很是

热闹" 但唐副部长总感觉如今的

气氛不比往年!好像缺了点啥"

正月初九下午下班后! 唐副

部长又和妻子一起去乡下弟弟家

看望老母亲" 想着母亲含辛茹苦

的抚育!他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

陪母亲多坐坐! 以后也多抽时间

回来陪母亲"

乡下的饭点比城里要晚些!

弟弟*弟媳弄好晚饭!刚将菜摆上

桌!唐副部长的手机就响了!是源

口镇卢镇长打来的" '部长!我们

给您拜年来了!您不在家呀!能抽

空回来一下吗# &

唐副部长只好匆匆扒了两口

饭! 带着歉意离开老家" 回去一

看! 卢镇长和村里的一班干部都

在门口候着"接下来的几天晚上!

唐副部长都没闲着! 其他乡镇的

基层干部陆续上门拜年! 就像往

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七一样"

眼看情况这么'反常&!之前

一直怕刺激丈夫! 不敢提出这个

话题的妻子终于忍不住了!'不是

截线了吗!他们这是干啥# &

唐副部长微微一笑!'初八一

上班! 县委就传达了省里对原来

干部任职截线年龄的改动! 正科

级干部可以干到五十五岁再退二

线"听说这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

为应对年年招录公务员还是年年

少人的状况制定的新规" &

认 脸
!

张军霞

娘在四十岁那年才有了他!

对他格外疼爱" 当时有个邻居自

称会相面!把他抱起来左看右看

说)'这孩子厉害! 将来是当官的

材料"&娘却说)'当不当官的也没

啥!走正路就好"&

想不到竟被邻居说中! 他成

年后一路拼搏! 坐到某局局长的

位置"每次回家!乡亲们包括一些

长辈对他都很尊重" 他刚开始还

不好意思!渐渐的就有些飘飘然"

这时娘就警告他 )'你小子别得

意!人家认的不是你!而是你那张

局长脸"你可一定要争气!多为大

家办好事"&他点点头!心里却有

几分不服气"

不久!乡亲们果然有事求他"

家乡是山区!家家户户种苹果!因

为气候和土壤方面的优势! 种出

来的苹果格外甜! 只可惜交通不

便!没有商家愿意进山采购"乡亲

们眼睁睁看着又大又红的苹果运

不出去!最后只能烂掉!别提多心

疼了"'帮我们修条路吧%& 别人求

他办事!都会递上红包!乡亲们带

来的只有一筐苹果"他笑着说)'好

啊!我想想办法"&

一年过去! 他没想出办法!两

年过去!还是没辙"乡亲们失望了!

不再求他"

又一年秋天!接连下了好几天

雨! 他忽然接到老家邻居的电话!

说他娘胃病又犯了! 痛得起不来

床"他赶紧往家赶!山路泥泞不堪!

司机紧张得满头大汗!他更是心急

如焚"车子开到山腰!忽然车轮打

滑!歪到一个土坑里出不来了"

这时!山路那边走来几个中学

生模样的孩子"他急忙求助!孩子

们却原地不动" 一个男孩盯着他

问)'你就是那个刘局长吧#& 他赶

紧点头称是!心里又升起小小的得

意!看来娘说得对!就连小孩子也

认得我这张局长脸"

然而!孩子们反应却是一起转

身离开! 走到不远处又停下来!开

始小声议论" 他依稀听到这样一

句!'就是他!不给村里修路!害得

咱们的苹果都卖不出去!别帮他%&

几分钟后!孩子们返回!一起

用力把车推了出来"'谢谢你们%&

他从车里拿出几瓶饮料!想要分给

他们!他们却早已跑开"一个孩子

边跑边回头说)'我们不是为了你

才推车的!我们是为了周老师"&

他举着饮料的手颓然停在半

空"周老师不是别人!正是他娘"

点 拨
!

于小燕

谁也不知道王傻子为什

么叫王傻子! 他本名叫王军!

从小没了父母!和姐姐一起靠

政府救助艰难度日!很是让人

同情 " 大概因为他不怎么说

话!就被人唤作傻子 "一年到

头!他总是穿得脏兮兮 !再新

的衣服 !穿上半天功夫 !就皱

皱巴巴邋里邋遢的了"

成年后! 他没有工作!整

日在街上闲逛 "有一天 !母亲

看见他 !把他叫进家来 !对他

说)'小军!我给你介绍一个女

朋友好不好#&'真的吗# 你别

骗我"&他有些将信将疑!因为

常有人拿这句话耍他"

母亲认真地说 )'当然是

真的!我不会骗你%&见王傻子

低下头不言语! 母亲继续说)

'我帮你介绍女朋友! 但你这

个样子可不行 " 你得每天洗

脸*刷牙!把头发剪短一点!衣

服穿得干净整齐!这样女孩子

才会喜欢"你做得到吗#&王傻

子终于点了点头"

第二天!王傻子又来到我

家"一头蓬乱的长发变成了短

寸!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看

上去像变了一个人"母亲高兴

地说)'呀! 都认不出来了%小

军!你这么一收拾真帅%&在随

后的闲聊中!母亲像是不经意

地问王傻子 )'平时花的钱都

是哪来的!娶一个媳妇够不够

用!以后还要生小孩 !花钱的

地方会更多吧 "& 最后她说 )

'小军 !你得出去工作 "&王傻

子说)'我没有工作"&母亲说)

'我认识一个批发蔬菜的老

板!你要是愿意 !我可以跟他

说说!让你去他那里帮忙"&

王傻子同意了" 很快!我

们就经常看见他身穿蓝色工

作服!推着独轮小车送菜的身

影"母亲听那位老板说他干得

不错!很是欣慰"

两年后的一天!我和母亲

正坐在屋里看电视!忽然有人

敲门"打开门 !我们都吃了一

惊"王傻子跪在门前 !仰头对

母亲说)'多少人都耍笑我!只

有你真心帮我 ! 你是我的恩

人%&只见他头发黑亮!穿着一

身笔挺的西装!身边还站着个

姑娘+++他要结婚了"

他们走后!我问母亲)'你

真给他介绍了女朋友#& 母亲

笑了!'他过阵子就能当店长

了"这么好的小伙子 !人又实

在!姑娘自然会看上 !哪用得

着我介绍#&母亲顿了顿!又感

慨道)'其实他一点儿不傻!只

是从小无父无母! 没人疼爱!

也没人教导"只要有人稍微点

拨一下!他的心就明亮了"&

谦 抑

谦抑"很多人认为只是权

贵们的事" 穷人和吊丝是不需

要谦抑的"正如老子所说)高者

抑之"有余者损之(!其实不然!

王凤仪先生说#)发脾气的人都

有仗势"贵人发脾气仗着势"富

人发脾气仗着钱" 穷人发脾气

仗着穷" 小孩发脾气仗着小!(

穷人和小孩也会仗着自己的穷

和小"大发脾气"很不谦抑呢!

胡兰成有一段话评价张爱

玲#)常人之情"连我在内"往往

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对东西

亦如此" 可是从来的悲剧都由

好人作成" 而许多好东西亦只

见其纷纷的毁灭" 因为那样的

好原来有限"是带疾的"其实不

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爱

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

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 亦不过

是这点严格" 她这真是平等!(

我觉得这还不算平等" 真正的

平等应该是对君子要求更苛刻

一些" 谁让他们是手握权力的

君子呢,知识*财富*名声等!也

都是另种形式的'权力&,!

人一旦有了权力" 生活就

变得容易了"就很难不飘飘然起

来"甚至是忘乎所以!湖南怀化

黔城有座芙蓉楼"前人为纪念唐

代伟大诗人王昌龄而建!楼上有

副名联#天地大杂亭"千古浮生

都是客&芙蓉空艳色"百年人事

尽如花!一天"有位官员莅临参

观"读了这副对联"摇头说#太消

极了"应改改!这位领导原是上

级机关的笔杆子"很为自己的文

墨功夫自负" 信口就改了对联#

天地大世界" 千古人民建伟业&

芙蓉多艳色"百年人事结硕果!

这样不谦抑的人似乎还挺

多!据说"曾有某官员派秘书向

启功先生求字"秘书开门见山摆

明来头说明背景提明要求!启功

先生正儿八经问那秘书#)我要

不写" 你们会不会派飞机来炸

我$(秘书听得一愣一愣"摸不着

头脑"连说#)哪里"哪里!(先生

接着说#)那好"那就不写了!(张

传亭先生也写过一则启功轶事#

!*+)

年暑期拜访启先生" 遇某

报员工对启先生说#)您老上次

为我们题写的报名" 我们局长

说了" 好是好" 就是笔画细了

点**( 启先生拿起毛笔濡墨"

轻松地说#)想要粗笔画的"这容

易"容易!(一边说"一边用笔在

原来的字上逐笔描粗!大家莫名

其妙"不知所措!启先生)交卷(

后拍了一下桌子"面带怒气#)你

局长说我字好就好了$你局长说

我的字不好就不好了$(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 网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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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日都胡!本院受理张立力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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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李树宝(王艳!本院受理陈志新"于春艳诉你们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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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李兴!本院受理张永新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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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秀山膏田煤业有限公司高家沟煤矿! 本院受理彭武云

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 廉政监督
卡"当事人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董永金! 本院受理涞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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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答辩期"举证期满后的
#-!,

年
)

月
#)

日
*

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王晓丰! 本院受理涞水县永乐水泥制造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涞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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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
法律效力$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梁军(秦玲!本院受理王云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樊城定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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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陈飞飞(陈瑞姝!本院受理厉春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樊城定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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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陶志君! 本院受理陈光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当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 判决' 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
#-$---

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
#-!)

年
+

月
!$

日
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

($()

元!公告费
,--

元!由你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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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董传发(程会明!本院受理陈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霍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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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合肥尚联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尚联商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霍山分公司!本院受理徐丰哲与你们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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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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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刘帆!本院受理杨磊诉你民间借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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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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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永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陶佳明(孙赛丹'本院受理查俊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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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于德兴! 本院受理于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东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欠
款人民币

$*-($

元及利息%以欠款人民币
$*-($

元为本金!自

#--.

年
!

月
!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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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于德兴!本院受理韩亚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东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欠
款人民币

*+!,

元及利息 %以欠款人民币
*+!,

元为本金!自
#--.

年
!

月
!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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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袁青龙!本院受理金雪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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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罗家桥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姬爱琴(张玉真!本院受理西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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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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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
曹长伟(靳丰云!本院受理河南远大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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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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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
黄海洋(王媛媛!本院受理仲志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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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
庭成员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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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原维扬区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陆玲!本院受理朱爱萍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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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延&在原维扬区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裁判$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申子英(王小平!本院受理张晓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丛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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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江洪(冯平坤!本院受理中建金科%松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原告申请撤诉!本院依法予
以准许$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松滋民初字第
-!(.-

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田春艳(赵彩艳!本院受理竹良安"任其敏诉你们及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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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方海容!本院受理马厚礼与你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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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耿纯宽!本院受理汤修超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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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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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朱永吉(朱加兵!本院受理牟丰林与你们"蒋德海"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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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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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漳州市亚日达彩印有限公司!原告漳州市亚日达彩印有
限公司与叶清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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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易媛(张文艮!本院受理漳州市正兴一家人勇升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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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许少章! 本院受理陈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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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徐浩诚(陈新怡!本院受理曾翠花与你们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变更申请书"鉴定意见书"合议庭成员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福建诚艺建筑有限公司(林顺金!本院受理福建立盛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原告提供补充证据"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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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 河(胡林春!本院受理彭联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饶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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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上
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黄令波! 本院受理李祖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饶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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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上饶市中
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李智慧! 本院受理李祖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饶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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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上饶市中
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曾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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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肖莉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安民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

" 你尚欠原告借款本金
!#-

万元!利息
$-!*(",.

元!计
!#$-!*(",.

元!该款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

.

日内支付完毕(

#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

元!由被告你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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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张来生! 原告张太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第二审判团队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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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莫菲!本院受理胡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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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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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贵州开元嘉德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右民诉你司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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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下午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杨会'本院受理焦怀义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黔纳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
原"被告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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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郭银腰!本院受理张莉娟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黔纳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
准原"被告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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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张艳!本院受理任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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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黔纳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原"被告同居期间所生长子任文昊"次子任傲"长
女任雨蝶由原告任剑抚养!被告张艳不支付抚养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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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王琼芬!本院受理赵建红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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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国炎"

>:;:;?@=A<@;<@;?::

'(麻江县猫头重晶石矿
"地址麻江县回龙路&法定代表人!夏国炎'!本院受理熊燕诉
与你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麻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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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夏国炎"

>:;:;?@=A<@;<@;?::

'!本院受理桂书荣诉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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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夏国炎"

>:;:;?@=A<@;<@;?::

'(莫玉平"男&住贵州省

麻江县回龙路麻江县猫头重晶石矿'!本院受理桂书荣诉与你等租
赁合同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

&麻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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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罗焕忠!本院受理阮笃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第

!)

日和
$-

日内 $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法庭 %原
朱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简会谊!本院受理覃榜忠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审判
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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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煎茶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吴兴荣!本院受理刘正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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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0

节假日顺延
1

在本院民事审判一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
姚占东! 本院受理蔡贺诉你与刘晓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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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郭 年 军 "

>@@<<@@=$:;"<;A;@B

'( 郭 静 静
"

>@@<$@@=$<;@@?<?<<

'!本院受理聂红军诉你二人及郭志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要求你三人支付借款

)

万元及利息! 承担诉讼费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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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

(

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陈永知!本院受理许耕才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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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名山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孙昭英"又名孙召英'!本院受理朱正平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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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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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