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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别学猴

汪金友

猴年到了!我说要写一篇文章!"猴年别学

猴#$老伴一听!马上反对%"为什么不学猴&猴

可聪明了$#我坚持%'再聪明!也被人耍$(她也

坚持%)那是因为人太狡猾! 反正我就是喜欢

猴*(其实!我也喜欢猴!只是觉得!在我们的工

作和生活中!不能以猴为榜样+

!

月
"!

日! 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公布了

"#!$

年春晚的吉祥物!名字叫"康康($这是一

只长得很丑的猴子!圆脑袋!黑头发!半边脸

绿!半边脸黄!再加两个像红灯一样的大眼圈$

两只耳朵下边!还各有一个像肿瘤一样的大肉

包$

网友们一见!便大呼"丑不忍睹($有的说!

"红绿灯成精了(,有的说!)丑爆了*瞬间不想

属猴了(,有的说!)变了质的猕猴桃(,有的说!

)这只猴子是中毒了吧(, 还有的喊!)孙悟空!

快来救救你兄弟*(

我也觉得!这只猴子丑得有点出奇$大过

年的!弄得模样漂亮一点!可爱一点!也可让人

们养养眼睛$起码!不能一看就想吐$尤其是小

孩子们!谁愿意和这样一个畸形的丑八怪做朋

友&

不知不觉中!我们似乎已经养成了一个习

惯$牛年就夸牛!虎年就夸虎!马年就赞马!羊

年就赞羊$到了猴年!当然就要列数猴子的各

种好处$但这个)丑猴康康(的出现!倒是让我

想起! 看似机灵的猴子! 其实有很多愚昧-懒

散-自私和虚荣之处+

比如 "猴子捞月亮(+ 一个猴子喊%"不好

了!月亮掉到井里啦*(于是周围的大猴-小猴-

男猴-女猴!不调查!不研究!马上就跑过来!一

个抱着一个的腿!钻到井里去捞+难怪谁看了

都觉得好笑!这帮猴子!怎么会傻到这种程度&

不错!这只是人们编的一个故事!谁也没有见

过真的猴子捞月亮+ 但那些猴子因为头脑简

单!而被人设套捉住!却是常有的事+

比如"街头耍猴(+在一些农村的集市上!

经常有耍猴的人+他们一手牵着猴!一手拿鞭

子!然后指挥猴子做各种动作给观众看+表演

成功!奖励一点零食+如果不听话!就拿鞭子

抽+据说!猴子的头脑也非常发达+但为了一点

食物!被人当街来耍!实在是悲哀+在现实社会

中!为私利而被别人当猴耍的人!可谓比比皆

是+

比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本事数他大!

能力数他强!每次遇到妖怪!都是他打先锋$可

在他们单位!不仅得不到提拔!而且连一句表

扬的话都没有!还经常受到惩罚$原因呢!就是

他太实在!太直爽!只知道除妖!不懂得人情世

故$倒是猪八戒!虽然多吃少干!但因为会说

话!而深得领导喜欢$

还有)衣冠沐猴($有些猴子!戴上了虎帽!

穿上了虎衣!就以为自己是老虎$但旁边的人

们都知道!之所以)猴子成大王(!是因为)山中

无老虎(!或者)老虎没后台($只可惜!所有)占

山为王(的猴子!都把自己看得很高!把别人看

得很低$岂不知!你在那里占着官位!享受优厚

的待遇!如果不为大家干事!或者没有能力干

事!人们也会嗤之以鼻$

虽然猴子们做了很多傻事!但换个角度去

看!也有很多可取之处$)猴子捞月亮(!是在做

检察日记（四）包大人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陈泉/作

老妈的黄金玉米鸡

王 璇

我的婆婆是个大字不识的家庭主妇! 我嫁

到丈夫家时!让我大开眼界又新奇的是%田野里

很多花花草草她都能拿来做食材! 很是让人赞

叹她在生活中的智慧$

婆婆有很多拿手的饭菜! 最让我惊叹的是

她做的玉米面蒸鸡! 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说没有

见过更没有吃过的美食$ 问过婆婆蒸鸡的手艺

是从哪里学的!她说是做姑娘时跟母亲学的!她

的母亲是跟母亲的母亲学的! 看来还是祖传手

艺$每每家中有重要聚会或尊贵客人时!婆婆的

玉米面蒸鸡是征服客人的)杀手锏(!从未失过

手!而客人也会在啧啧的赞叹中大饱口福$

玉米面蒸鸡好吃!却费时费工$所以多在逢

年过节或兄弟姐妹回乡团聚时才能吃到$ 一般

都要提前一天备料! 做蒸鸡的鸡子是家乡的土

母鸡!鸡龄不能超过两年!最好是肥一点的三黄

母鸡!斩成小块!放上葱姜蒜花椒辣椒生抽!提

前一夜腌制!如果时间紧!腌制也不得少于三小

时$唯有足够的腌制时间!才能味入肌理$然后

准备上好的玉米面数斤以及酵母发面一块待

用$

第二天半晌婆婆就要忙开了! 在锅上放上

蒸箅铺好槲叶! 把擀好的可锅一整张发面饼铺

在槲叶上$将腌制好的鸡块均匀地拌上玉米面$

拌玉米面多少要看鸡子的肥瘦! 一般需要两斤

左右!油多多拌!油少则少拌!再淋上麻油少许$

总之!拌面多少!要以出锅时玉米面金黄一层!

搅开后蓬松柔软而无稀软为适$ 然后把拌好的

鸡块均匀摊在发面上!待发面饧开!盖上蒸笼!

大火猛烧至上汽!然后中火保持!直到蒸熟!中

间不可停火!否则鲜香之味就会大减$蒸鸡子必

用柴火铁锅! 也曾用钢精锅蒸! 但味道逊色不

少$蒸至一小时左右!一种鸡肉-葱花-调料-白

面- 玉米面混合而成的独有香味! 就会弥漫庭

院!顺风飘散!勾引出四邻的馋虫$婆家住的四

合院!邻居都是平房!蒸鸡时!总有邻居站在平

房顶!说)弄哩啥!咋会恁好闻哩(!)不哩包一块

扔上来尝尝(00

蒸鸡香而不腻! 肉烂不软! 最适合人各一

碗!大口啃吃$更妙处在于!玉米面拌鸡!既有面

香之味又洇进肉香!可谓风味独特!而下面的发

面锅盔馍沾着玉米面与鸡肉碎块! 成了另一种

美味$儿子从小爱吃奶奶做的玉米面蒸鸡!外出

求学放假回来嚷着要吃的往往也是玉米面蒸

鸡!而在外地工作的小叔子小姑子回家来!婆婆

每每都要做一顿蒸鸡让他们解解馋$ 甚至在家

里的土炊换掉之后! 婆婆还特意让我们用铁油

桶改造焊制了一个简易土炊以方便蒸鸡用$

我爱人对食物不太敏感! 他曾说!)好的多

吃!不好的也能吃饱(!并以此表示他对我挑食这

不想吃那不可口的不满$但一提到蒸鸡子!便两

眼放光!说打小就爱吃!我疑心他小时候就是个

小夫妻的春联

崔 友

春节前!有一天下午刚上班!我办公室的

刘迪就乐呵呵来到我办公桌前求我%)崔校长!

请你帮我编一副春联好吗& (因为我以前担任

过一所小学的校长!所以许多年轻干警都这样

称呼我$

)这年代大家都买对联!谁还写对联& (我

有些疑惑地问她$

)街上买的对联都是拜年话!没有啥意思$

我想请你编一个有特点的!最好能把少飞和孩

子名字都编进去的对联!作为我春节送给他们

父子的礼物$ (

刘迪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她刚刚从网上

购买的对联纸! 红红的颜色里印着金色的花

朵$

)哦$ (我立刻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 刘迪

的丈夫闫少飞是我院技术科的一名干警!小两

口以前都曾在本地的机关干过其他工作!考录

到我院时间不长!但是都很能干$ 闫少飞不仅

负责技术科的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还要做微信

小编$ 刘迪本来是分到研究室了!但是因为政

工这边缺人手!她就一直在政工帮忙$ 小两口

平时互敬互爱!相互支持!把自己工作干得有

声有色$ 他们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儿子!为了

安心工作!他们把孩子托付给孩子姥姥姥爷看

护!只有周末才能与孩子团聚$ 这对于这对年

轻夫妇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但是他们每天乐

呵呵的!对工作充满热情$

)我给你们编一副嵌字联吧! 把你们俩的

名字和孩子的名字都放进去!行吗& (我说$

)太好了* (刘迪拍着手掌喊!本来她就长

得小巧玲珑!这一拍手!俨然是我当年教过的

小学生!天真无邪的样子$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 (

!

检察院的故事
!

善逼自己赢快活

郭树合

)新年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每到

过年! 亲朋好友都会发来类似这样的新春贺

词$而每每看到这样的祝福!我就禁不住触景

生情%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不正应验

了他们的良好祝愿吗&

有如今幸福美好的生活! 追根溯源111

多亏了自己善逼自己$

我
!%

岁从山东农村入伍"闯关东(!白山

黑水!冰天雪地!举目无亲!时刻怀着"不到长

城非好汉-不上军校不还乡(的信念!逼着自

己刻苦训练-发奋工作-埋头学习!硬是考上

了大连陆军学院! 在告别父母三年零三个月

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结了婚!有了孩子!在孩子有怕苦怕累思

想苗头时!我逼着自己不能"柔情似水("儿女

情长($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
&

看我离开时"哇

哇(直哭
&

我一转身
&

头也不回地走了$见哭鼻

子无效
&

儿子以后再也不闹,当年在合肥住的

房子冬天没有暖气! 上幼儿园的儿子起床时

哀求我%"爸爸
&

冷00(我二话不说!把他从被

窝里拖出来
&

三下五除二给他穿上棉袄棉裤
&

以后儿子再也不可怜巴巴地说"冷(了,小学

生搞军训
&

我一次没去看望
&

儿子硬是咬着牙

坚持到底!渐渐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正是猴年灯会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沈卫平
/

摄

公益,"街头被人耍(!是耍猴人有心机,"沐猴冠

衣(!是因为追求上进,孙悟空就更不用说了!无

论哪个社会!都需要他这种嫉恶如仇-敢打敢拼

的勇气$只有"金猴奋起千钧棒(!才能"玉宇澄

清万里埃($所以我们还是期望"火眼金睛开玉

宇!红梅绿柳报新春($

吃嘴精$他说!小时候怕大人打不敢说!实际上

那时整天盼望着村里传鸡!流行鸡瘟病"!一传

鸡!母亲就会把自家养的鸡子都宰杀!就有蒸鸡

吃了!他则能放开肚子过一次玉米面蒸鸡瘾$

蒸鸡费劲! 但婆婆给亲人们做这道菜时!

不但没有抱怨过麻烦!而且每一次她都忙得很

开心很起劲$因为每次蒸鸡!都意味着家人的

团圆!而这一路蒸来!人生已老!岁生白发!却

亲情浓浓$

今年年近八十的婆婆因病身体每况愈下!

入冬后小叔子小姑子便将她接省城去了! 春

节也是在省城过! 今年是吃不到她做的蒸鸡

了00

腊八节那天!看到一朋友发的帖!称自己

特别想念小时候母亲做的腊八粥!如今母亲已

八十多岁!母亲已做不了腊八粥了!而自己又

做不来!只有慢慢地回味了00那一刻很庆幸

婆婆的玉米面蒸鸡!好歹自己还会做$

记得有一次吃着蒸鸡!曾戏言要开一家蒸

鸡的饭店!请婆婆做大厨顾问00能开一家这

样的店!让更多的人吃到这样的美食也是美事

一桩!设若能做成品牌!那就更有意义了$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就带着一生

的家乡印记! 那是舌尖上不能忘却的乡愁符

号$现代人反对同质化!一个地域如果没有自

己的地方特色!就是被同质化了!相反越是在

吃喝住行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就越有文

化和历史的传承$

婆婆的蒸鸡没有名字! 那我就叫它 "老

妈黄金玉米鸡( 吧$ 儿子就要回家来! 这个

蒸鸡只好由我来做了! 只是不知道儿子是否

会满意00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检察院#

"啊* 还有条件& 崔校长!你说吧$ (

"我想请你说说你们生气的故事!我好找

些灵感啊$ (我故意逗她$

"崔校长!你这就不对了!(办公室里的另

一个女孩李晶替刘迪打抱不平%"人家刘迪两

口子根本就没有生过气$ (

"也不是!还真有过那么一次他惹我生气

的事!那件事还与崔校长你有关呢$ (接着刘

迪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小两口"生气(的故事$

"那次少飞不是去呼市执行任务了吗& 咱们院

要制作一个2微信
'(

3参赛作品!对!就是那

个参赛作品.一个新兵妞子的故事/!少飞不

在!你就让我做!我对微信制作!还真不懂!但

是看你当时要得急!就把任务接下来了+ 对着

你的创意!我下班回家鼓捣了两三宿!也没有

闹出个名堂!我给少飞打电话!他不帮我!还

嘻嘻哈哈笑话我!说让我自己捣鼓!他2将在

外军令有所不受3+ 我那个气呀!眼瞅着交稿

日期要到了!我就把火全撒到他身上了+ 他回

来那天!我没有理他!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偷偷

抹眼泪00#

)那后来呢& #一旁听故事的李晶迫不及

待地问%)咱们院制作的那个不是获奖了吗& #

)是啊!李晶姐!你不知道他有多气人& 第

二天我才知道!崔校长早把资料给了少飞!少

飞已经在呼市把2

'(

3做好了!他不露声色!是

拿我寻开心呢!你说气人不气人& #说着!刘迪

脸上泛起两片红晕+

)哈哈哈00#办公室里 !大家一阵开心

大笑+ 笑完后!我把刘迪的对联也想好了+ )少

年得志流华彩,飞花迎春抵万金#这上下联头

一个字是)少飞#!第五个字是刘迪的谐音+ 上

联夸他们年轻有为! 下联寓意小两口幸福美

满+

)可是!还缺少一个人呢& 他们家的小梦

航还没有写进去啊& #李晶吵吵着说+

)这个好说+ #一旁沉默了好久的郭占利

专委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这时忍不住插了一

句话%)横批就用2梦想启航3不就结了+ #

郭专委的话! 赢得一片喝彩+ 晚上下班

后!刘迪高兴地拿着郭专委为他书写的对联!

回家!准备给爱人一个惊喜+

"作者单位!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尤晓雪!本院受理李贤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霍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叶集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上
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邓开琴!本院受理刘承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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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德江因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被盗 4票据号

码
!#)###("""!+%,%#

!票面金额壹拾万元!原出票人%浙
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持票人%浙江省科学器材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票据支付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解
放路支行5!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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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人民法院
康万明! 本院受理董相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成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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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候文豹! 本院受理张洪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成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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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陈季恩%陈季刚!本院受理陈治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成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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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吕志松! 本院受理王海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成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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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任致民"任志民$!本院受理李洪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成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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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王双廷!本院受理张全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淮镇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范磊%张大为%史光朋!本院受理方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肥西民一初字第
#!$#(

号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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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栾永中%杨杰%付山锋%何红燕%西华汇通生态板业有限

公司%周口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告牛现伟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4节假日顺延5

%

时在本院大马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栾永中%杨杰%付山锋%何红燕%西华汇通生态板业有限
公司%西华县汇通化工有限公司!原告周燕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4节假日顺延5

%

时在本院大马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程永国%潘建民%崔岑!焦敏锐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现依法向你送达 4

"#!$

5豫
!+#"

执
,)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
)

日内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亚高! 张伟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豫
!+#"

执
!*,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
)

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王建平!汤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豫
!+#"

执
"#%

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责令你
于本公告期满后

)

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依法
强制执行+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亚高%朱银平%李鹏飞%陈惠!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郊区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举证-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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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周保安!本院受理冯肖华诉被告周保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举证-权利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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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田国军!本院受理张建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事四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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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田国军!本院受理杨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4

"#!(

5 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事四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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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韩小五"韩德伟$!本院受理申诉人丁长根诉被申诉人张

全勋和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状4上诉人王向辉%

!

-要求判令撤销4

"#!(

5鄢民再字第
)

号
民事判决+

"

-改判
!####

元预制板款由韩小五一人承担!上诉
人不承担责任!

)

-诉讼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杜金喜!本院受理杜风月诉你交通事故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
告知书-当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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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民事
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范艳华!本院受理杨晓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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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黄盖淖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
陈玉! 本院受理贾贵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沽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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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张家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

赵树军!本院受理张晓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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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黄盖淖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

沈宏伟!本院受理张开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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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

4节假日顺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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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浩%王静%本院受理王红领诉被告李俊浩-张根涛-

王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增福庙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

邹美峰!本院受理南通景泰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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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
!(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徐百军! 原告朱正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东民二初字第
##$""

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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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池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沈建军!本院受理周在亮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4

"#!(

5 涟梁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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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亚波%刘永红%周文生!本院受理涟水县陈师农民资金

互助合作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席建干!本院受理高丽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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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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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
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商丘市金盛元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秀荣-朱萍诉被告商丘市豫东化工建材有限公司-商丘市金
盛元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豆彩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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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
日顺延5在本院新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张红星!本院受理张江平诉你及李章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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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审理
&

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王鹏% 周凤萍! 王建权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
4

"#!+

5霍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王建权已
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向依法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限你在执行
通知书送达之日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否则本
院依法强制执行+ 安徽省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人民法院

王帅%周丽莉!本院受理孙金煜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北新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

&

判决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偿
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

元及逾期利息4本金
!"

万的逾期利
息从

"#!+

年
!

月
!%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0

计算!本金
*

万的逾期利息从
"#!+

年
!#

月
!+

日至本判决
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0

计算5+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王乐意! 本院受理龚远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4

"#!(

5 霍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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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人民法院
韩学友!本院受理孔祥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
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义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河南华源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胡存华与被告江苏泓

源建设有限公司-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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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

许扬"

.01011!$21343"043$

$!上诉人陈培连与被上诉
人柏祝雷-许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二审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4

"#!(

5六民二终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胡多成! 本院受理袁绪菊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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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红涛! 本院受理孙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襄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借款人
民币

"####

元+案件受理费
)##

元!由被告田红涛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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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张杰国%张白海!本院受理4

"#!$

5苏
#%""

民字第
#)*"

号
原告徐宴蕾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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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

日内+ 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审判+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唐为社%戴志红!本院受理 4

"#!$

5苏
#%""

民字第
#!%#

号原告滨海县财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典当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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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陶必芹!本院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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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成!本院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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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广林%孙为彩%殷林芳%胡立菊!本院受理4

"#!$

5苏
#%""

民
初第

#,!)

号原告姚兆辉与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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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审判+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上海艺达船舶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谢小武诉你司劳动争

议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
司法鉴定意见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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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随州佳诚科技机械有限公司%温东升!本院受理随州市飞奇
机电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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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北郊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季纯明!本院受理陈郁梅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4

"#!(

5霍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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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刘彩霞!上诉人沈海利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芜湖市南陵
县人民法院4

"#!+

5南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
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4

"#!(

5芜中民一终字第
##*)%

号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
)

日
%

时4节假日顺延5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严春! 本院受理缙云县鑫隆铸造厂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加工费
!!####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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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陈光友!本院受理章椿高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剩余款项

"*,),

元及造
成原告损失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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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依据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4

"#!(

5湘法执字第
##*(1!

号执
行裁定书-4

"#!(

5湘法执字第
##*(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注销谢
正国坐落于望办北门外

#**

号云门商城!权证号为湘房权
#!+,**

号房产所有权证一本+ 湘乡市房产产权监督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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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 #月 3$日"总第))50 期$

新年，我用什么开头

张笑蓉

其实，我真不知该用什么开头
在高楼上
活在最低处
我手中，没有利剑
无法剖开迷雾

仔细想想，我又很富有
有一群汉字追着我
要我给它们安家
那我就用横竖撇捺开头
搭架，造房，装修

我希望新年，这座大房子
宽敞明亮，没有雾霾
曲径通幽，途中开满鲜花
每个月都有自己的花语
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故事

这样，我就可以安心
从春天，回到春天
心怀悲悯，我可以随时去郊外
和那些蚂蚁，蚯蚓谈谈
在湖边看看越来越浅的水，听听鸟语虫鸣

这多好呀，我可以沉默
远离喧嚣，安静地过低处的生活
耳边再没有聒噪，可以不问
风雨的蛛丝马迹和近处的黑
只留心中那盏灯———多好
"作者单位!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检察院$

这些好习惯陪伴着儿子! 最终以总分第一名

的成绩考上研究生+

笔耕写作!栽种文字与标点!是自己的工

作!也是自己的爱好+为使自己的文稿不出纰

漏和瑕疵!我逼着自己字字句句细斟酌!哪怕

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力求"语不惊人死不

休(+在写.学学"匠人规则(/一稿时!一会儿

想起一个好词!一会儿忆起一个典故!一夜间

起来倒下- 倒下起来折腾了七八次!"功夫不

负有心人(!.人民日报/ 在
"##%

年
!

月
!%

日

"人民论坛(专栏发表了这篇稿件+

我去医院看过病号! 也到殡仪馆参加过

追悼会!深知生命的宝贵和身体健康的重要+

身体不好!既没有充沛的精力干好工作!也谈

不上对自己负责! 更谈不上对家庭的鼎力担

当+ 多年来! 我逼着自己 "不给自己任何借

口(!每天清晨坚持长跑
)

公里!最后百米冲

刺!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天天这样!月月如此!

年年照旧!练就了一个强健的体魄+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无论是尊敬

长辈还是礼待亲友! 无论是部队带兵还是教

育孩子!工作生活中!我逼着自己以身作则+

要求别人做到的
&

我必须首先做到+

善逼自己最快活+逼自己!逼出了成绩 !

逼出了辉煌,逼出了韧劲!逼出了健康,逼出

了和谐 !逼出了高尚 +惬意于 "逼 (!受益于

"逼(!陶醉于"逼(!我怎能不活到老-"逼(到

老-自"逼(自乐呢&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