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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桑比克，有这样一群学子，因为一所孔子学院的成立，接触到了汉
语。在中国汉语教师的培养下，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实现了人生价值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塞尔。他年幼丧父，寄居在已成家的哥哥家里，
“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

2018年2月23日是塞尔大喜的日子，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教
师代表参加了他的婚礼，分享了他成家的喜悦。新娘是一位美丽的埃塞俄比
亚女孩，和塞尔相识于赴中国留学所乘的同班飞机上。女孩坐在他的邻位，
他们去往同一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学习汉语。遇到美丽的妻子，塞尔认
为这是学习汉语带给他的礼物，也是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

如今，塞尔不仅有了自己的家，还有了一份令人称羡的工作——成为莫
桑比克首位本土汉语教师。

4年前，塞尔毕业于蒙德拉内大学法语翻译专业，在当地一家规模较小
的私立学校教小朋友法语，薪水不高。有一天，他学汉语的同学想要找人一
起到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就拉了塞尔同去。学习过程
中，塞尔的同学半途而废，他却被美妙的方块字深深吸引并获得了奖学金到
中国留学。

为了学好汉语，塞尔 3年没有回国，勤学苦练，终有所成。3年里，塞
尔课程成绩优异，获得了汉语水平考试 （HSK） 六级证书、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文凭；2017年毕业前夕，他参加了国家汉办举办的“汉教英雄会”比赛，
获得32强的好成绩；回国后，塞尔被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聘为莫桑比克首
位本土汉语教师。

塞尔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其中并在短时间内取得
了令人赞叹的成绩。2017年，由他带队指导的学生在“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上获得了非洲组冠军。这是莫桑比克中学生首次参加“汉语桥”比
赛，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

对塞尔来说，学习汉语不仅让他实现了家庭梦想，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
价值。如今，他已成了许多本地汉语学子的人生偶像。

带来全新的工作机会

“刚做翻译时很紧张，手心都出汗。现在工作经验多了，汉语水平也提
高了，工作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莫非在莫桑比克一家非常有名的葡萄牙保
险公司工作，任中文部市场经理的中葡翻译，中方经理剑虹先生对他的工作
表现非常满意。

在学汉语之前，莫非毕业于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法语教育专业。由于

毕业后未找到对口工作，莫非在保险公司做推销员，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
门推销保险，工作甚是辛苦。

一个偶然的机会，莫非听说蒙德拉内大学成立了孔子学院。出于对语言
的喜爱，他试着报了汉语培训班。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深深地爱上了汉
语，还获得了奖学金赴中国留学。

学习刻苦的莫非经过努力，获得了2016年莫桑比克首届大学生“汉语桥”比
赛冠军。这给他带来了全新的工作机会——从一个推销员变成了公司的翻译。

1 年多的翻译工作让莫非变得成熟、干练，已没有当初的羞涩与稚嫩。
莫非说，假如没学汉语，他可能还在干着保险推销员的工作，更不敢想象明
天的生活会是怎样。“我对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它不仅让我有满意的薪
水，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类人才，开拓了我的眼界。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
到中国留学，让我的梦想走得更远！”莫非说。

通过学汉语找回自信

“在中国留学1年，我不但认识了好多新朋友，了解了中国文化，而且我
的汉语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欧佳是 2017年莫桑比克大学生“汉语桥”
比赛冠军，这个个子娇小的女孩儿已从中国留学回国，继续行走在实现自己
人生梦想的路上。

在中国留学期间，欧佳的课程成绩均超过90分，其中有两门达到了100
分。她也成了同学心中的“学霸”。

欧佳是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2016年首届汉语专业的学生，也是班上仅
有的两名女生之一。之前，她毕业于当地一所职业高中，毕业后未找到工
作，前途未知。

说到和汉语的缘分，欧佳说：“我外婆的高血压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用
中药治好的，我也因此喜欢上了中国。”欧佳从小与外婆相依为命，外婆也
鼓励欧佳学汉语。从第一次接触汉语，欧佳就像重新游进海里的鱼一样，在
汉语的海洋里畅游。

因为对汉语的喜爱以及对命运的不屈服，欧佳学习非常刻苦。欧佳的外
婆说：“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的小欧佳疯了，哪怕吃饭、上厕所，她都手
不离书，念念有词”。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欧佳成了老师、学生心中的优等
生，获得了到中国留学1年的奖学金。

欧佳打算将来到中国继续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我最大的梦想是
成为莫桑比克首位本土汉语女教师，让别人知道我们女孩也一样棒”。学习
汉语让欧佳找回了自信，也开启了她人生的新篇章。欧佳希望自己的成功可
以给身边的女孩儿带来自信。

随着中莫之间文化与经济交流越来越密切，相信莫桑比克会涌现出越来
越多的“莫非”“塞尔”和“欧佳”！

“汉语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塞尔成为莫桑比克首位本土汉语教师

●莫非从保险推销员变成了外企翻译

●欧佳从前途未知到找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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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内大学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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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美琳：本院受理上诉人尚奇、白维红与被上诉
人王美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2民
终9082号案件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开庭日期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十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冠鸣：原告田静诉被告林冠鸣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11民初513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9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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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福旺：原告安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津0114民初101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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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效曾：原告吕桂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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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8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学英：本院受理原告孙培英、孙淑英诉被告孙蕊
及你继承纠纷一案。原告孙培英、孙淑英的诉讼请求：1.要求依法继承位于北京
市西城区马甸南村6号楼6-3号房屋一套；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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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27法庭开庭审理，无正
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DAE SUN CHOE：本院受理原告崔顺兰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冀1082民初664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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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薇：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眉、张凝诉张正、张宇、王
荻、麦薇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 0102 民初
303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1.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冰窖口胡同 79号 3门 101
号房屋归原告张眉、张凝共同所有，其中原告张眉占有该房二分之一份额、原告
张凝占有该房二分之一份额。2.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原告张眉给付被告麦
薇房屋补偿款四十九万一千二百七十二元五角。3.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原
告张凝给付被告麦薇房屋补偿款四十九万一千二百七十二元五角。4.驳回被告
张宇的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张眉、张凝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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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尼尔·劳伦斯·劳艾顿（LYDON NEIL LAW-
RENCE）：本院受理原告马玉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京0102民初153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马玉萍与被告
尼尔·劳伦斯·劳艾顿（LYDON NEIL LAWRENCE）离婚。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六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115民初8817号 偉業重工控股有限公
司（Profound Heav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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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

（2017）京0115民初88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被告伟业重工控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南来鸿业
装饰有限公司544257元及利息（分段计算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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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〇一一年六月五日计算至二〇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以544257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自二〇一四年八
月一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九千二百四十三元，由被告北京奔驰汽车有限
公司、被告伟业重工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公告费三千八百元，由被告伟业重工控股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温建钢：本院受理原告张雨琪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原告张雨琪的诉讼请求：判令原、被告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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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27法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君达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诉你公司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
如下：1.你公司支付原告受损货物的赔偿款1000000元；2.你公司支付原告利息损
失（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3.你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案号为（2017）
京0102民初31536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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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3
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2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刊登的原告包罗诉李淑
慧、杜葵、杜坚继承纠纷一案公告中“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更正为“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特此更正。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18年5月26日刊登的原告董聚禄、董聚
苍、董聚慧、董聚兰、董聚明、董聚月诉董聚福、王光斗、王光立、王祖谊、王祖志、
王祖燕、王祖萍、王冬、王琪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公告中“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更正为“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特此更正。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刊登的原告常乃文诉姚立
新离婚纠纷一案公告中“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更正为“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特此更正。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丹：本院受理张智杰诉你与袁焰共有物
分割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18）鄂0115民初1581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驳回张智杰的起诉。本院作出上述裁定后，张智杰不服该裁定，遂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逾期则依法作出处理。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鄂0102民初13329号 邵楠：本院受
理原告吴全凤诉李宾、邵楠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起诉状诉讼请求：1.判令江岸区长湖地一村14号东新家苑12栋3单元7
层1室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2.判令两被告在本案判决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配合
原告办理江岸区长湖地一村14号东新家苑12栋3单元7层1室房屋的过户手续；
3.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
理。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鄂0102民初879号 杨嘉琪：本院受
理原告周邦红诉你及被告白莉芳、杨晓丹，第三人顺驰置业武汉有限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鄂0102民初87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惠思：本院受理原告吴祖军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阳光司法网启用告知书、
裁判文书上互联网公布告知、随案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各壹份。自公告之日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LEE TONG LEONG（中文名：李东良）：本院受理原
告邵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景赐：本院受理原告陈琼连与
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7）桂0903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
予原告陈琼连与被告朱景赐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陈琼连负担。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林日健、陈威雄：本院受理原告龙岩市永定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德泓（福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龙岩成龙机械有限公
司、龙岩市永定区益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沈清全、林日健、陈威雄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原告提供的证据、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当事人申请适用人民陪审制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案件监督卡、审判执行工作负面清单（三）、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12日15时在本院第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森华：本院受理原告卢琼林与被告吴庆华、
吴森华、林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闽08民初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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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公告 罗世贤：本院受理原告钟永清与被告罗
世贤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桂 0881民
初44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准予原告钟永清与被告罗世贤离婚。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承：本院受理原告左灼诉你（2018）津 0103民初
6434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子文（男，1986年 12月 30日出
生，身份证号110105198612305438）、贺一兵（男，1955年2月22日出生，身份证号
110102195502223332）：原告赵秀玲向本院起诉与你两方、赵明、赵学勤、赵莹继承
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们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
月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再经 30 日答辩期，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于
2019年3月1日上午9时在朝阳法院奥运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如果你们届时未
到庭或提出答辩状及副本，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川晶郁、高浜慧林：本院受理
李萌、于婧诉你们、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一、NATSUKA-
WA AKIKA（夏川晶郁）、TAKAHAMA ENA（高浜慧林）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共同退还李萌、于婧定金2万元；二、NATSUKAWA AKIKA（夏川晶郁）、TAKA-
HAMA ENA（高浜慧林）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共同向李萌、于婧支付违约金34
万元；三、驳回李萌、于婧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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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晨：本院对上诉人白淑媛诉被上诉人云顶国
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原审被告至诚通天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你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3民终5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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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涛：本院受理原告张文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汶口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 0104 民初 8676 号 PETER O'
BRIEN：本院受理原告张慧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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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赫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HULL INDUSTRIAL
GROUP CO.，LTD）：本院受理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诉你公司、攀钢集团成
都钢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管
辖权异议申请书及证据、（2017）京0102民初308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
案移送至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自本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621民初7161号 陈玉华：本院受理原
告田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621民初1127号 付拥民：本院受理原
告经燕华诉你和朱齐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江
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2018）苏0621民初1127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上诉须知，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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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706民初4971号 赵博（身份
证号 61010219830328031X）：本院受理原告纪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706民初497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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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0号法庭（位于连云港市海州
区大庆西路23号的北院区3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陕0103民初3744号 刘靖：本院受
理原告张楠诉被告刘靖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陕0103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宗、杨奕国、杨尤阿满：本院受理原告莫春方、
林小英、林金玉、林敏华诉被告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与你们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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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二
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 04 民初 505 号 钟山（ZHONG
SHAN）：本院受理原告宋长君、李丽诉你及段卫华民间借贷纠纷（2018）京04民初
50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证
据材料、司法公开告知书、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9年4月16日9点30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410号 中核国财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原告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中核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一套、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台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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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定于2019年3月14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216号 林幸静：本院受理原告
陈钢诉被告林幸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8）京04民初216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服务告知书、原告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2019年7月9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秀芝：本院受理原告李玉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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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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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双桥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409号 王俊鹏：本院受理北京
百润河商贸有限公司与昆山市馥郁香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北京百润河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昆
山市馥郁香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及王俊鹏支付欠款263561.7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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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答辩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14日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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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京04民初1号 张沁：本院受理原告宋世
存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7日14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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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号：（2018）京04民初337号 搏达国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搏达国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搏达墨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一套、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台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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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6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172 号 周润光（CHOW
YUEN KONG）、张蔚琴（TEOH WEI KIUM）：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国际）有
限公司（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诉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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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司法公开告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你们归还贷款本金232571.05美元、利息和其他费用；判令
你们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和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2019年3月19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向斌、吕玛丽：本院受理原告吴国光诉你
们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粤0307
民初809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诉讼请求如下：1.确认位于深圳市龙
岗区布吉镇南门墩龙珠花园龙凰阁25L系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协助将房产过户
至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高向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
即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被告吕玛丽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9年5月10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297号 惠尔（亚洲）实业有限
公司、朱洵：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国科瑞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
京国科正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诉被告北京泰圣惠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惠尔（亚
洲）实业有限公司、朱洵、王方以及第三人北京东方惠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案号：（2018）京04民初297号］，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服务告知书、原告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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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3
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FRED FRANK LILIIKES：本院受理原告张治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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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个月即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燕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辽 0212 民初 998 号 HENSLEY
GREGORY LEE：本院受理原告陈长荣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准
予原告陈长荣与被告 HENSLEY GREGORY LEE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辽0212民初9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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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97号 蔡旺家：本院受理
原告北京本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合旺晨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蔡旺
家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一
套、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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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7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叶金多（GIP KIM DA)：本院受理原告杨志康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依法作出判决。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闽0421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90日内来本院盖洋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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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履行《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书》催告书公告

南京市鼓楼区华严岗7号房屋被征收人谢莉：

本机关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依法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宁鼓府征字

〔2014〕第 14 号），并在现场予以公告。你户位于本市鼓楼区华严岗 7

号房屋在本次房屋征收范围内。因你户下落不明，故在征收决定规

定签约期限内未能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本机关依法对你户作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书》（宁鼓府征补字［2017］第 3 号），并于 2017 年 4 月 3 日进行了公

告。你户未在征收补偿决定规定期限内履行搬迁义务，亦未在法定

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户催告，请你户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按照《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宁鼓府征补字［2017］第 3 号）

的规定履行相关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上述催告，你户有权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

和申辩，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系人：季先生，联系电话：18061766306，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房

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

2018年 10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