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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华文 一生无悔

“能为海外华文教育尽一份力，我备感
荣幸！”国侨办外派泰国的华文教师马晓丽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言谈间满是骄傲。
今年 33岁的她，已在泰国合艾国光慈善中
学任教近5年了。

“特别珍惜在泰国的任教时光，这让我
成长了很多。”作为家乡第一个“走出来”
的教师，出国前，马晓丽是山东省烟台市
招远市金岭镇中村完全小学在编语文教师。

她坦言，从最初对华文教育的懵懂无
知，到如今的完全融入，她对华文教师肩
负的责任和使命的认同更深了：“华文教师
不仅承担着华文教学的任务，也是传播中
华文化和展示中国形象的友好使者。”

如果说，马晓丽展现了新时期华文教育
工作者的热情和坚持，那么，日本神户中华
同文学校校长、旅日华侨张述洲的经历则诠
释了从事华文教育是他一生无悔的选择。

1995年，年届 40的张述洲，经过几年
寒窗苦读，拿到日本国立兵库教育大学教
育学硕士学位，正式开始他在日本百年侨
校——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执教生涯，这
一教就是 20多年。而在到日本之前，他已
是中国小有名气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弃艺
从教，半路出家，从零开始，背后是他对
华文教育的虔诚信仰和专业态度。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述洲说：
“对于华文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希望海
外 出 生 的 华 夏 子 孙 知 道 他 们 的 根 在 中
国。把中文学好，等长大融入当地社会
后，这些华裔学生会成为沟通中国与当
地社会的桥梁，这是华文教育的重要意
义之一。”

凭借着先进的教育理念、卓越的教学
能力和深沉的教育情怀，2016 年，张述洲
成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百余年的历史告诉
我们，老一辈华侨华人‘勤俭节约、热心
公益’的崇高品德；‘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建校、办学的精
髓。”张述洲诚恳地说，为此，凡是有利于

教育大业、学校发展和学生利益的事
情，他都愿意去做。

言传身教 寓教于乐

如何让华裔新生代爱上中文课，
爱上中华文化？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
要求，华文教育者们不惧挑战，呕心
沥血，因材施教。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学其言，
乐其好。学生们喜欢幽默风趣、多才多艺
的老师，华文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
才艺能力，彰显自己的教学风格，提高学
生中文学习的兴趣。”马晓丽说，实践证
明，良好的言传身教，可以让学生学中文
劲头十足。

担任校长前，张述洲由于个人专业素
质过硬，担任过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许多科
目的教学，如汉语、音乐、美术、地理
等。此外，在技术家庭课程方面，他还教
授孩子们木工、电工、电脑、缝纫、保
育、料理等。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在料理
实习中，张述洲最常教的便是中国菜。“比
如包饺子，是从擀面皮开始学起。我还教
孩子们用萝卜、土豆雕刻花朵。”在美术教
学中，他把当地出售的彩砂教材，融入中
国元素，首创“彩砂脸谱”，教孩子们用彩
砂粘贴出京剧脸谱作品。

教学相长的同时，张述洲利用业余时
间，历时 3 年，编写了供小学五年级使用
的《中国地理》教科书。他寓教于乐，独具
创意，将一些枯燥难记的数字、地名用儿
歌 的 形 式 编 写 ，创 作 出《学 儿 歌·识 地
理》，让孩子们在说唱儿歌的过程中学习
知 识 。随 后 ，张 述 洲 还 将《学 儿 歌·识 地
理》在华文教育网上公开分享，惠及更多
学生。

除了华文教师的个人努力，海外华文
教育工作者也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发展和华
裔新生代学习的课程。

“因地制宜、高效特色、明确定位、可
续发展，是我校孔子课堂的发展思路。”作
为西南大学外派泰国合艾国光慈善中学孔

子课堂中方校长，蒋艾纯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今年幼儿园增设了沉浸式华文
国际班，所有班级由中国籍和泰籍华文老
师全天坐班。为积极融入当地社区，孔子
课堂还开设了“一带一路”商务华文班以
及“一带一路”孩子先行趣味华文班。

目前，该校孔子课堂的发展得到泰国
教育部、中国驻泰使领馆、当地侨教商儒
和西南大学等的普遍认可和广泛支持，这
让蒋艾纯倍感欣慰。

应时而变 趟出新路

“日本的华文教育有 100 多年的基础。
但在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势头下，困难依
然存在，问题难以回避，如何走出一条新
路，是我们当下面临的课题，也是今后要
努力的方向。” 张述洲说。

华侨华人新生代日益增加。世界范围
内汉语热持续升温，华文教育需求与日俱
增。但华文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教材
更新换代慢、师资力量紧缺等，导致招生
人数受限，严重限制了华文教育的发展。

“近忧”和“远虑”同在，但华文教育
在办学规模、办学理念、融入程度等方面
取得的发展不容置疑。在新时代，华文教
育可借新机遇、谋新思路、破老难题、赢
新未来。

蒋艾纯表示，“标准化、专业化和纵深
化是未来的努力方向，华文教育要提高发
展质量，加快转型升级，根据各自的历史
发展和客观实际逐步形成各自的特色和

‘新时期’竞争力。”
“‘造血’与‘输血’双轨并行，培

育华文教师，提升华文教育内生动力，保
证师资力量的延续性、连贯性。” 张述洲
说，留住人才，培养师资，关系到华校的
未来发展。

此外，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与教育体
系，华文教育需蹄疾步稳。

蒋艾纯介绍，泰国艾合国光慈善中学
孔子课堂汉语言文化推广活动覆盖泰南 14
府 （省） 110所学校和教育机构，所在学校
全开设汉语课，汉语考试100%纳入学生考
核和学分评定系统，已是泰国南部地区职
业院校、中小学和教育机构等汉语文化事
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构建线上线下
互动、课堂课外结合的现代化华文教育体
系，是很多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泰国艾合国光慈善中学孔子学堂，先
行先试，最早在泰国南部设立网络汉语考
试考点；与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合作设立东
盟首个“新华智慧汉语学堂”，倡导数字化
国际化汉语教学理念。而神户中华同文学
校也在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数字化的
教学尝试已广受在校师生好评。

“在泰国，我可以通过网络接受国内的
教师培训；回国后，我还可以通过网上课
程对我的泰国学生们讲课。”信息化为像马
晓丽这样的华文老师带来便利，也为华文
教育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华文教育
并非一朝一夕能见成果。然而华文教育
做不好的话，就有可能耽误一代人甚至
几 代 人 ，因 此 我 们 要 有 紧 迫 感 和 危 机
感。” 张述洲说，华侨华人新生代已经成
长起来了，属于他们的华文教育时代已
经到来。

海外华文教育者

为华裔新生代续上中华文脉
本报记者 贾平凡

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华文教育发
展空间愈加广阔，发展机遇纷至沓来，发展前
景未来可期，这对广大华文教育工作者提出新
的要求，也带来新的挑战。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华文教师的接力传承
和精心呵护，华文教育才得以在海外华侨华人
中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侨 界 关 注

图为泰国国光慈善中学孔子课堂部分外派教师中华器乐演奏练习合影。 董 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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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
6月3日，澳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在新金山中文图

书馆召开成立大会，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和当地各界
人士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据悉，研究会是一个非政治性、非宗教性和非
盈利性的社会团体，也是一个具有学术性和开放性
的民间组织。该研究会现分为总编室、采编室和秘
书室三部分，分工明确，相互合作。 （孙浩良)

成都市侨联开展调研工作
四川省成都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吴宇峰近

日到都江堰市侨联开展基层调研工作，都江堰市侨
联秘书长周梦倩主持调研会。

会上，都江堰市侨联秘书长介绍了市侨联今年
的重点工作，表示将整合各方力量并同成都市侨办
共创全国“为侨服务示范单位”，不断丰富为侨服务
内容，扩大为侨服务供给。

粤发行华社发展报告
近日，由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编纂的 《海

外粤籍华人社团发展报告》 正式出版发行，对东
南亚、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的粤籍华人社团
的历史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对推动海外华
人商会与祖 （籍） 国互动、加强社团跨国网络建
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帮助。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5 月 27 日，瑞典首
都 斯 德 哥 尔 摩 风 和 日
丽，碧海蓝天，一年一
度的瑞典华人风筝节在
国王草原如期举行，中
瑞民众一起在大草原上
尽情放飞风筝。

而 在 这 次 活 动 中 ，
具有青田特色的青田风
筝也亮相在瑞典华人风
筝节上，中国国家级风
筝裁判、浙江青田风筝
协会主席陈雄更是亲自
前往瑞京中文学校指导
学生制作风筝。

“ 青 田 是 一 座 文 明
古县，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作为青田人，我们
一定要将众多文化习俗
传承给后人。青田风筝
放飞习俗已成功入选国
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推广项目，我希
望能够更多地挖掘青田
的风筝文化，让风筝飞
得更高、更远。”陈雄说，
这不仅仅是他的梦想，
也是每个青田风筝爱好
者、海外侨胞的梦想。

作为北欧创立最早
的华人协会之一，参与
的瑞典瑞京华人协会每
年都积极举办风筝节，
自 2010 年至今已成功举
办九届。风筝节已成为
斯德哥尔摩乃至全瑞典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
个品牌项目。与往年不
同的是，瑞典民众明显增多，他们早早来到
现场，而且很多都是带着自制的风筝前来。

只听草原上锣鼓声和悠扬的萨克斯声交
织在一起，人们兴高采烈，一只只艳丽无比
的风筝在天空上飘扬，各种中国文化元素造
型的风筝把天空装点得几乎是中国文化的海
洋，在一只巨龙风筝带领下，各类风筝随风
飘上，艳丽无比，瑞典朋友发出感叹：让文
化飞起来！

40 岁的马格纳斯带着母亲和 3 岁的儿子
一起来的。他说：“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玩风
筝，太有意思了，现在我带儿子来玩。”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日子，看到这么多风
筝，真感觉生活很美好。”费兹带着自己的孩子
来这里玩，正好观看风筝节。“中国文化很有意
思，放风筝看起来很好玩，明年我们也来参加。”

丽水市副市长卢彩柳率代表团一行也参
加了此次活动，同时看望在瑞典的青田同
胞。卢彩柳介绍说，风筝是丽水市的非遗项
目，是交流的使者、文化的象征。它联结着
友谊、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的祝愿和梦想。

30 年来，风筝文化在政府和侨胞们的支
持下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青田风筝放
飞习俗”也于 201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文化中
心评为“中国体育非遗项目”。

卢彩柳表示，这次到访瑞典为了弘扬中
国文化，使更多的瑞典人民能够通过放风筝
了解中国文化。

借此风筝节契机，卢彩柳还代表丽水市
政府开启“丽水特色文体活动进北欧”系列
活动，以瑞典为起点，将青田石雕雕刻技
艺、青瓷制作技艺等青田特色文体活动推向
北欧国家，向更多的北欧华侨和北欧市民宣
传丽水、推介丽水，吸引他们来丽水实地观
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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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青联会菲分会回乡考察
近日，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林俊德在福州福建省

华侨文化展示中心，会见由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
宾分会回国商贸考察团一行。

林俊德对考察团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
介绍了福建省省情、侨情及省侨联的历史沿革、主
要职能、品牌活动、直属团体会员及省侨青会领导
班子、往期活动等情况。

华侨华人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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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薇：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眉、张凝诉你与张正、张
宇、王荻继承纠纷一案，原告张眉、张凝起诉要求依法判决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位
于冰窖口胡同79号3门101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357952号）房
屋由张眉、张凝共同继承，由张眉、张凝按照该房屋价值的六分之一给付麦薇房
屋折价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
于送达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三层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诚：原告任晓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
理。原告任晓东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原告任晓东与被告秦诚离婚；
2.双方各自债务各自负担；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秦诚承担。此案将依法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由本院审判员孙婉仪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
法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孟盼盼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
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
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本院）东
2-1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公告 偉業重工控股有限公司（Profound Heavy Indus-
try Holding Limited）：本院受理（2017）京 0115民初 8817号原告北京南来鸿业装
饰有限公司诉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及你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应诉通知书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给付原告对伟
业汽车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544257元；2.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给付
原告对伟业汽车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相应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分段计算如下：1.以54425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双倍
计算，自2011年6月5日计算至2014年7月31日；2.以544257元为基数，按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计算，自2014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上午8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雨方（ZHANG YUFANG）：本院受理原告李莉
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5民
初3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海事法院更正公告 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刊登的（2013）青海法再字第2
号公告内容中，“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更正为“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百醇（曾用名：张俊明）：本院受理原告王春子诉
你抚养费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原告提
交的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3日
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璟芳：本院受理原告于建兵诉你共有物分割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3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泉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桂真（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P142319（7））、晋江振兴
鞋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6116074696）：本会受理申请人庄铭俊
与被申请人李桂真、晋江振兴鞋塑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仲裁案，案号为［2017］泉仲
字第2342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附件、
仲裁指南、选定仲裁员函，请你方自公告起9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45日内。答辩、举
证、选定仲裁员期限届满后当日，本会依据《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确定仲裁
庭组成人员，请你方5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开
庭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81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会晋江分会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本会将于公告期满后的第110日依法裁决，
请于裁决之日起15内前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津0111民初5370号 翟彬彬：本院受理原
告韩默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建忠：本院受理原告马玉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闽0427民初14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准予马玉兰与赵建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CHEONG HOCK（章金福）：本院受理原告泰
远嘉业（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诉北京岳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星城置
业有限公司、闫晓毅、董晓保、CHEONG HOCK（章金福）、北京浦洋伟业广告有
限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合议庭成员通知、民事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鄂0102民初3707号
曹耀午：本院受理原告曹文诉被告你、曹斌及第三人曹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鄂0102民初37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同时上诉人曹焱就上述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要点为要求撤销判决的第四项、第五项，改判曹焱
不支付曹文 387150元，曹水生的工资余额 40014元应先扣减曹焱 40000元借款；
撤销判决的第六项，改判曹焱不应当继承176601.2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杜降梅诉被告郝政平、被告郝江
平、被告郝小平、被告郝际军遗赠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桥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奎：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正龙安投资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志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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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北区第二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熟兰石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熟市虞
山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常熟兰石服装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苏0581民初5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海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徐冠君、徐冠宇、徐冠中：本院受理徐冠荣、徐冠
华、徐冠燕、徐冠友、徐冠中、徐冠新与你三人及吴培德、徐长宝、徐冠辉、徐冠耀、
徐玫、许纯元、许纯钢、张俭、张欣、吴渤、徐安琪、徐文京（2017）京02民终8222号
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
个月，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B楼第五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徐冠君、徐冠宇、徐冠中：本院受理徐冠荣、徐冠
华、徐冠燕、徐冠友、徐冠中、徐冠新与你三人及吴培德、徐长宝、徐冠辉、徐冠耀、
徐玫、许纯元、许纯钢、张俭、张欣、吴渤、徐安琪、徐文京（2017）京02民终8257号遗
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个
月，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B楼第五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隆：本院受理原告王霞与被告王慧民、王红、
王玲、王磊、葛际斋、葛岳阳、陈淑梅、王学英、王学美、王学芳、王学静、王韧与你
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原告王霞诉至本院：1.请求法院依法对被继承人王春辉、王景
儒共有遗产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奖胡同6号房号2、房号9房屋依法析产并继承
相应份额；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54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4民初54号 YI AN SUN：本院受理
原告刘芳与深圳喙趾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
2018年12月6日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4民初53号 YI AN SUN：本院受理
原告刘芳与深圳喙趾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
2018年12月6日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桑原正市：本院受理原告肖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0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燕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海事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淘宝网司法

拍 卖 平 台 拍 卖“ 永 祥 8”“ 奥 维 乐 蒙（M/V AVLE-

MON）”船。拍卖公告、拍卖须知、船舶看样参见淘

宝网司法拍卖本院平台。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最后一日起

六十日内向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

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

利。联系电话：0574-87846780（张媛法官）。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