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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遇上合适的老歌，便完全没有了抵抗。就如
眼前的风景，瞬间陷落在老歌的旋律里不能自拔。心
里、眼里、脑海里都被一首老歌粘着，扯着。

其实，音乐的旋律埋在心里，好比一段隐私，不
说，别人是不知道的。要不是走的山路长了，要不是
山里的风景实在太美了，《垄上行》绝不会自己轻轻地
爬出嗓子。

“……我从乡间走过
总有不少收获
田里稻穗飘香
农夫忙收割
微笑在脸上闪烁
……

这轻轻一哼，便是 35 年。至今，我还清晰地记
得，张明敏在春晚唱《垄上行》的那年，1984年，他和
我都正青春。

那真是激情荡漾的 80 年代啊。那时候，满眼望
去，纵是乡野的春播、秋收，都显得那么轰轰烈烈。

眼下，不是秋天，也不是“田里稻穗飘香，农夫
忙收割”的金色垄上。眼下是小满，是一年四季中南
方稻子拔节，北方麦子挂浆，山竹摇着新枝，满世界
绿得发油的季节。

这么说吧，“小满”一过，乡村就到了孕育的季
节。春天，是万物生长、“有女初长成”的季节，充
满了甜甜的羞涩。过了立夏，至小满，树和树，山

和山，水和水，蓝天和白云，阳光和轻风，满世界
都明媚地、火辣辣地孕育着。

我走的是山垄，它们一直藏在天目山麓的深
处，是一条缭绕的山道替我牵出这个叫“龙门秘
境”的地方。平心而言，见过的风景多了，原以为
不过如此，只是到了此处，还是免不了怦然心动。

“龙门秘境”其实离繁华不远。杭州西去，驾车
不过一小时余，却因天目山的遮挡，或宣传不多，
晓得的人不多。这也好，就此生生挡住了许多世间
的尘气，以至于我走在田间的垄上，野径小道中，
发觉此处如此寂寥，如此原生。

到底是落脚的民宿叫“垄上行”，还是自己走着走
着就陷进了“垄上行”？反正，从落脚那刻开始，音乐
的滋味就从心底四处洇润开来。

“龙门秘境”是当地政府着力打造的乡村文旅融合
体，它有个官方地名：高虹镇。一条曲里拐弯的乡道
串起大山、龙上、石门村，串起周边七七八八个自然
小村落。

前些年，山里的男人女人像蒲公英种子，顺着风
飞出大山，去了城里。去城里的男人女人在城里落了
地、生了根，而他们童年的村落，久经风雨，渐渐败
落，渐渐形影相吊。

近年，人们发现，这些凋零的村落和深藏村落四
周的高山草甸、金钱松林、冰川遗迹、古道、梯田、
村落民居，美得令人心醉，于是“龙门秘境”便流传
于世人口中，乡村也就此渐渐热络起来。加上这些年
政府投入巨大，经过一番“乡村整治”“五水共治”

“三边绿化”，旧风景略稍打扮，便如新嫁娘一般惊艳
起来。

但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历史的深邃。
极目山野，“龙门秘境”竟藏着许多不为世人所识

的秘密。如果你到龙上村，随意找一位老者聊诗，他
都会掰着手指和你理论五言七绝、对仗平仄。原来，
龙上村至今繁衍生息着诗圣杜甫的后裔。再比如，世
人知道杭州龙井茶，却不知，杭州龙井十八棵御茶正
是由此处散发而去，龙井茶的根或者说魂儿，还在大
山村。还有，不远处的天石滩，有条 1580 米的石瀑，
竟然是一亿五千万年前，燕山时期火山爆发形成的火
山岩石谷，又经历了第四期冰川运动才有了现在这般
模样……

当然了，有些隐秘不足百年。
在龙上村，我给江西安福县委贺书记发了几张照

片，拍的是新四军将领刘别生策马扬鞭的雕塑，我
说：贺书记，我在天目山的深处，眼前这位骑在高头
大马上的新四军，是你们安福的儿子，1945年3月至5
月，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一支队队长刘别生和夫人
苏迪在龙上休整，一个月后，30岁的刘别生牺牲在新
登战场。

龙上三月，刘别生和子弟兵们，帮村民砍柴割草，
开荒种地……直到今天，龙上的百姓还怀念着他们的刘
队长。

纪念墙上另一张照片同样令我注目：那是 1939
年的 3月，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横冲直撞，天目山禅
源寺的百子厅里，挤满了抗日军民，时任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登高挥臂演讲，
他对着临中近千名师生，行署官员和数百名集训的
政工队员，分析抗战形势，当前任务，以越王勾践
卧薪尝胆，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为例，对大家说，浙
江历来有抗击外侮的英勇传统，大家一定要有抗战必
胜的信心……

龙上一夜，青山无语。
次日晨起，已是清风徐徐，新绿扑面。远处的狮

子山被朝阳点亮，裸露着的岩石，在朝阳里泛着金
黄。听人说，狮子山已被外国朋友列为攀岩圣地，它
独特的花岗岩石壁，百余条难易不同的攀岩道，成为
攀岩爱好者一试身手的绝佳去处。

我不是攀岩爱好者，也对即将申报的“国家攀岩
小镇”关注不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既盼着“龙
门秘境”被世人所知，又害怕“秘境”成了旅游爆
款，从此又失去一处难得的幽静。

还是唱唱老歌吧，有些歌是永恒的，至少在我的
心里，如《垄上行》。

……蓝天多辽阔
点缀着白云几朵
青山不寂寞
有小河潺潺流过
我从垄上走过
心中装满秋色
若是有你同行
你会陪伴我
重温往日的欢乐
……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

是点、横、竖、撇、捺
龟背上的刻痕，竹简上的文字；

是5000年前的陶罐
经世的铜鼎、瓷器、丝绸、塑像；

是粗朴的胶泥活版，瞬间膨胀的
燃烧，子午线上定位的磁针；

是树皮、禾秆、荆草中提炼的精灵
是笔的吐纳，水的幻变，墨的华滋，砚的无痕；

是浩如烟海的典籍、经书，洞窟里的石佛、壁画
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皮影、老腔；

是盘古、伏羲、女娲、神农、轩辕
是生生不息的黄河、长江，高原、丘岗、湖汊……

是古运河、古长城的笔意，新时代
每小时350公里高铁射向四面八方的银剑；

是北斗引导火箭、飞船萦绕太空的轨迹，
月背一个影像清晰的坑洞，神秘量子的一次罕见的邀约……

是海外游子，面临灾难时迅捷艰险的营救，
恐怖烟云中，如梦乍现的一面旗帜、一艘舰船……

是抖落沉睡的金狮，撒开蹄子的虎豹，睁开巨眼的飞龙
历经苦难后创世的怒吼、嚎叫、奔突……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垄上行
□ 山 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垄上行
□ 山 哈

祖国是一个词
□ 阿 成

本期华文作品推出 2 篇作品。《垄上行》
从一首老歌出发，作者沿着山陇寻到“龙门
秘境”，从醉人的景观到深邃的文化，娓娓道
出当地的革命历史足迹和如今的时代气象。

《祖国是一个词》大声歌颂祖国辉煌厚重的历
史文化、新时代的大国科技，积蓄着民族复
兴的力量。 ——编 者

征文⑥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9）京 04民初 470号 李撒母耳（LEE
SAMUEL）：本院受理原告刘芳铭与被告李撒母耳（LEE SAMUEL）民间借贷纠纷

（2019）京04民初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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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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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11月 12日 9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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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 民初 471 号 林银实（LIM
EUNSIL）：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建与被告林银实（LIM EUNSIL）民间借贷纠纷

（2019）京04民初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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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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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11月 12日 9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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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民初 472号 朴赞镐（PARK
CHAN HO）、崔楠镐（CHOI NAM HO）：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建与被告朴赞镐

（PARK CHAN HO）、崔楠镐（CHOI NAM HO）民间借贷纠纷（2019）京 04 民
初472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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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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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11月 12日 9时 30分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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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民初 473号 朴赞镐（PARK
CHAN HO）、崔楠镐（CHOI NAM HO）：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建与被告朴赞镐

（PARK CHAN HO）、崔楠镐（CHOI NAM HO）民间借贷纠纷（2019）京 04 民
初473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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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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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11月 12日 9时 30分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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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民初 474号 朴赞镐（PARK
CHAN HO）：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建与被告朴赞镐（PARK CHAN HO）民间借贷
纠纷（2019）京04民初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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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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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2日9时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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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民初 475号 朴赞镐（PARK
CHAN HO）：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建与被告朴赞镐（PARK CHAN HO）民间借贷
纠纷（2019）京04民初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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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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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2日9时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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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民初 476号 朴赞镐（PARK
CHAN HO）、崔楠镐（CHOI NAM HO）：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建与被告朴赞镐

（PARK CHAN HO）、崔楠镐（CHOI NAM HO）民间借贷纠纷（2019）京 04 民
初476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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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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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11月 12日 9时 30分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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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 民初 477 号 林银实（LIM
EUNSIL）：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建与被告林银实（LIM EUNSIL）民间借贷纠纷

（2019）京04民初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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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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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11月 12日 9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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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 民初 478 号 林银实（LIM
EUNSIL）：本院受理原告杨立新与被告林银实（LIM EUNSIL）民间借贷纠纷

（2019）京04民初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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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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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11月 12日 9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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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 04 民初 508 号 崔世荣（CHOI
SEYOUNG）：本院受理原告杨志豪与被告崔世荣（CHOI SEYOUNG）民间借贷
纠纷（2019）京04民初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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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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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2日9时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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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号 蔡旺家：本院受理
原告北京本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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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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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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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京0102行审56号 王仕宏：本院受理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执行其作出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2018）51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
请执行其作出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51号］符合
法律规定，应确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合法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
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执行该处罚决定，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准许。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裁定书》［（2019）京0102行审56号］。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刘靖（女，1969年 11月 19日
出生，汉族，身份证号110101196911194024）：原告姜科向本院起诉与你方、黄健确
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依法送达二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
月，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19年10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四法
庭开庭，如果你届时未到庭或提出答辩状及副本，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川1102民初3974号 马蒂纳斯·克
里斯多夫·雅各布斯（南非）：本院受理原告宋群英与被告马蒂纳斯·克里斯多夫·
雅各布斯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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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1）凭民初字第335号 DO DUY LY

（中文名：屠维理，越南籍）：本院受理原告顾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凭民初字第 3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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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京0101民初20434号 孙颖：本院受理王智
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1民初20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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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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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 04 民初 75 号 刘金诚（LIU，JIN
CHENG）、夏鹤庭（XIA，HE TING）：本院受理昊天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与你们
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京04民初75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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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公告 朱军（护照号：NO.993749）、朱珠（护照号：
NO.140014243）：本院受理刘长青诉你们及北实坤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请求判令：1.判令撤销朱军、朱珠、北京坤厚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为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恒昌花园1号楼1502号房所办理的预售登
记（预售登记地址为恒昌花园1号楼15层A2号）；2.朱珠、朱军、北京坤厚房地产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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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南区1号楼（原宣武法院）第9号法庭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379号 ZHANG MING：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中技金谷集成房屋有限公司诉被告尚宏启、ZHANG MING、
胡建红股东出资纠纷（2018）京04民初379号一案，已审理终结。胡建红在上诉期
内提出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鄂0105民初1968号 黄婉妮：本院
受理原告杨超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田羊：本院受理张培与张田羊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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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运生：本院受理的（2018）川
0107民初11831号原告何华诉陈运生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许原告何华与被
告陈运生离婚；二：婚生子陈思铧随原告何华生活，被告陈运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每月10日前支付婚生子陈思铧生活费1000元，医疗费、教育费凭票由原告
何华、被告陈运生各负担50%，上述费用支付至婚生子陈思铧独立生活时止；三、
驳回原告何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元，由原告何华负担130元，被告
陈运生负担13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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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3059号 仲从华、朱美霞：本院
受理原告于银诚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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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01民初2132号 董之春：本院受理董
之平诉你与董之君、董芝英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1民初 2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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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并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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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倪晓蓓、LIM KAI TIONG、邱杰：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诉被告倪晓蓓、LIM KAI TIONG、邱杰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其中，
被告倪晓蓓、邱杰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被告 LIM KAI TIONG 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科技园审判区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邬飞（WU FEI）：本院受理 WU KANG（邬康）与
邬枫、邬江、邬飞（WU FEI）确认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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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1月
22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三层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公告 GEORGE CHANG-KENG CHANG（护照号码：
112774492）：本院已受理原告李建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2018）津0110民初6314号民事裁定
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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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达：本院对原告张奕诉被告北京中原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张达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京0101民初13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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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117民初3248号 陆大元：本院受理原
告赵春兰诉被告陆大元、吴亚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作出

（2017）京0117民初3248号民事判决书。现上诉人吴亚文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117民初3248号 陆大元：本院受理原
告赵春兰诉被告陆大元、吴亚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故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17民初32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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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GAO YANLING（高艳玲）：本院受理原告吴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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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何汉春：本院受理冷沐尘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本案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被告协助办理苏HL6532号梅赛德斯奔驰车辆的过
户、转籍手续；2.协助办理车辆在海关出具解除监管证明手续；3.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起30日内即为提交答辩
状期限，送达之日起30日为举证期限。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9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依法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俊龙（CHEN，CHUN-LUNG）：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20年4月16日下13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烟台德辅置业有限公司、曹经庚、陈颖、烟台
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担
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烟台德辅置业有限公司、陈颖、烟台德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60日视为送达。曹经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30日内，并于自曹经庚举证期限届满
之日起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参
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雯琳：原告宋欣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原告诉称：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无财产分割。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明、孙阳、孙梅、营口渤海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杜玉奎诉被告孙明、孙阳、孙梅、营口渤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辽 0302 民初 6102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101民初14886号 钱华园：本院受理尚
婉如诉你与钱斐、钱华懋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1
民初14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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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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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桂07民初35号 孙元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受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叶文、范秀颖：本院受理（2019）鄂01民初4960
号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诉被告叶文、范秀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
2019年11月29日9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ROBERT BURNS MCNEIL Ⅲ：本院受
理原告李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211 民初 26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许原告李扬与被告 ROBERT
BURNS MCNEIL Ⅲ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原告李扬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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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光洙：本院已受理原告安图县明月镇旺发塑钢
加工部与被告李光洙（2019）吉2426民初487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本
院，要求李光洙支付2013年拖欠的建筑材料款44910元，并从2016年9月18日开
始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款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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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30日。选择鉴定机
构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上午9时，地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楼211室，并定于2019年1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二楼审判五庭开庭审理。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鄂01民终1426号 杨嘉琪、杨晓丹：本
院受理上诉人白莉芳与被上诉人周邦红及原审被告杨嘉琪、杨晓丹及原审第三
人顺驰置业武汉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与你们
取得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9）鄂 01民终 142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3个月即
视为送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成明：本院受理原告张宇琳诉被告高成明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朝民初字第5843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准许原告张宇琳与被告高成明离婚；二、婚生子高振煊由原
告张宇琳抚养。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望京人民法庭第九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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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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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在实施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目过程

中，作出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决定》（东政字〔2016〕

26号），被征收房屋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北区8楼15号。

因该征收补偿决定中第三人包廷仓已故，现第三人变更为包义明、

包欣祺。请包义明、包欣祺及时与我单位取得联系并办理领取《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变更征收补偿决定第三人的通知》事

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张启东 祖玉洁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19号

电话：010-64047711-6530、6528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9年6月29日

公 告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杨府房征【2018】5号《上海市杨浦

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东方子桥 12号张如财等户

的上海市旧里私房被列入杨浦区大桥街道113街坊征收范围内。

为保证上述房屋被征收对象的合法利益和征收工作按期完

成，希望上述被征收对象（也可委托代理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15 日内与上海市杨浦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取得联

系，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联系地址：周家牌路217号。倘若未

与征收人达成协议，本单位将根据有关规定，报请上海市杨浦区人

民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特此公告。

联系人：田先生 电话：021-6503270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1：00 下午2：00-4：00

联系地址：周家牌路217号

上海市杨浦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