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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几条有“故事”的路。
过去，青岛最有名的是中山路。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改革开放
前，这条长约 1500 米的长条马路两
侧，银行、商店、饭店、书店以及影
剧院鳞次栉比。逛中山路是当时青岛
人的向往和骄傲。

上世纪90年代，青岛市委市政府东
迁，与之相邻的中山路逐渐失去了往日的
喧闹和辉煌。现在到青岛再提中山路，
更多的是对老城区繁华的寻觅和追溯。

其实青岛有名气也更有韵味的不
止中山路，在老城市南区就蜿蜒着好
几条这样的路。

鱼山路

鱼山路，以山脉命名，源自山东
东阿县的鱼山。这座属于泰山余脉的
小山，以其形似甲鱼而得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鱼山路周边
聚集了一批文人学者，一时间引起国
内文化知识界的好奇和关注。

鱼山路33号，一座今天看来有些破
旧但依然残留着当年气势的小院落，院门
处茂盛的树木遮天蔽日。这是当年梁实秋
亲手栽下的。在这座小院里，梁实秋生
活了 4 年，创作并出版了 《文艺批评
集》，还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悠哉
幸福的时光，让梁实秋感到非常惬意，

他说从北疆到南粤，以青岛为最好。与
梁实秋斜对门，也就是鱼山路36号，曾
住过丁西林。这位文理皆优的双料才子，
写过喜剧 《一只马蜂》《等太太归来》
等，其本身却是位造诣很深的物理学家。

鱼山路长不到 900 米，但围绕其
周边的每一条路都住过非同凡响的人
物，都有满满的故事。当年名誉天下
的国立青岛大学 （后改称国立山东大
学） 就坐落在鱼山路上。

大学路

与鱼山路交叉的大学路，是一条
南北向道路，也是青岛的第一条现代
化马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红十字
青岛分会在此办公，之前这里还曾作为
军营。那融和了中国传统建筑、西欧和
伊斯兰建筑风格的红色墙面、黄色琉璃
瓦，与现代化的黑色柏油马路相互交
融，呈现出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上世纪30年代，闻一多在这条路
上住过。当时他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
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细心的闻
一多发现青岛的山路特别多，走一段便
要上坡下坡很是不方便。于是他买了一
根精致的手杖，出门就带上。有段时间
大学的师生常会看到，30多岁的教授闻
一多总是拄着手杖从驻地踽踽而来，那
样子很潇洒也很有意思，一副桀骜不

驯、卓尔不群的大师风范。闻一多的雕
像现在安放在大学路一侧的红岛路中国
海洋大学旧校区里。他身后是爬满青藤
的一座小楼，远远相望翠绿映眼，衬托
得雕像更加庄重。

大学路这个路名起的很有意思也
很“超前”，之前这里根本没有大学。
但冥冥中似乎早有布局。路名有了之
后不多年，私立青岛大学就诞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路上的39中学更
因“文艺范”而被人所知，从这里走
出了许多当代知名演员。后来，39中
学成为中国海洋大学附属中学。

黄县路

大学路再往里延伸一点，便是黄县
路。黄县是山东的一个县，历史悠久，商
末建莱国，秦设齐郡，始置黄县，是中国
最早的县治单位之一。黄县人嘴巴能说会
道，生意场上曾被戏称为“黄县嘴子”。但
在青岛，这条半里多长的马路却静谧、幽
深，显得特别安静。整条路上，是典型的
青岛风景：红瓦绿树。遍布庭院的树木、
爬在外墙上的蔷薇、越出院墙的冬青以
及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随处可见。

老舍故居，也被称为“骆驼祥子博
物馆”，位于黄县路12号。这是幢二层
楼房，座北朝南。上世纪30年代中期，
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曾
在一楼居住，并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

《骆驼祥子》和中篇小说《文博士》等
作品。当年老舍经常到黄县路南头的菜
市场去找“洋车夫”拉呱，了解他们生
活和工作的情况，以充实自己的创作。
老舍的居住为黄县路、为青岛留下了巨
大的文化和旅游财富。

黄县路上还住过台静农、赵太侔、
杨振声。杨振声当年任国立青岛大学的校
长，赵太侔任教务长，后来接替杨振声担
任了校长。台静农在黄县路居住期间经常
约老舍先生到一家酒馆喝酒，那是青岛周
边县里出的一种“老酒”，台静农晚年还
常提起。提老酒自然不会忘记黄县路，那
是老人一种难以割舍和刻骨铭心的情怀。

福山路

从鱼山路朝东下坡，很快就会走到

福山路。福山也是山东的县名，地处胶
东半岛。福山路地势高，大海就在不远
处，位置绝佳。这里也就成了达官贵
人的青睐之地，欧式建筑特别多。

洪深曾住过福山路1号。1934年，
他来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
时，就住在这所欧式小楼里。洪深爱好
戏剧和电影，他在福山路居住时，家里
经常热闹非凡，来找他的大都是话剧团
的学生和当地的戏剧爱好者。

沈从文曾在国立青岛大学做过中文
系讲师，当时就住在福山路上的大学教
师宿舍里。这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
后来回忆这段时光，他称“正是我一生
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
时期”“大约因为先天性的供血不足，
一到海边就觉得身心舒适，每天只睡3
小时，精神特别旺盛”。在青岛的短短
两年间，沈从文完成了传记、散文、小
说数十篇，《胡也频传》《从文自传》等
都是在这里创作完成的。在这里他还接
待了从上海赶来的巴金，并把宿舍让给
巴金。多年后巴金回忆，“沈从文把他那
间房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
信，也可以无拘无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
我们有话便谈，无话便沉默。”巴金在这里
创作了小说《爱》，为《砂丁》写了“序”。

提到福山路，更绕不开康有为。
1923年，康有为在位于汇泉湾畔、小鱼
山东南麓的福山支路5号买下了一栋德
式建筑，并在此住了3年。如今，这栋
极为气派的建筑已成为“康有为故居纪
念馆”，保存完好。他为青岛人留下了
那段有名的文字：“青山绿水、碧海蓝
天、不寒不暑、可舟可车、中国第一。”

青岛知名的路还有一些，如金口一
路、二路、三路，观象一路、二路等，萧
军、萧红、王云介、吴伯萧等文人曾踏足
于此，或在此居住。也难怪有人说，青
岛的路里，藏着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青岛路里的
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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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这个物种，不枝不蔓，
巴掌大的绿色叶子，细长的绿色
豆荚，小巧的绿色豆粒，留给人
们的印象就一个字：绿。就连绿
豆花也是黄绿色，那种淡淡的

“黄”，给人感觉只要再稍稍一用
力，就能过渡到绿。

古人叫绿豆为菉豆，在食用
上有许多经验之谈。宋代人最会
吃绿豆，像绿豆芽、绿豆粉、冰
镇绿豆等，早在宋代就已被开发
出来，宋人孟元老的 《东京梦华
录》、宋人林洪的 《山家清供》
等，都曾记载过绿豆的吃法。宋
人陈达叟的 《本心斋蔬食谱》 中
还记载了绿豆制作的粉丝：“绿豆
粉也，铺姜为羹。”一粒不起眼的
小绿豆，在舌尖上有了用武之
地，腾挪展转，顾盼生姿，衍生
出多少令人惊艳的美味。

夏天，最好的消夏小食非绿豆
糕莫属。把绿豆去皮煮烂，碾压成
泥，下锅翻炒，按自己的喜好加入
冰糖或麦芽糖、抹茶、薄荷、玫瑰
花瓣等，不拘什么。喜欢带馅的，
亦可包入红豆沙、花生酱或芝麻
酱，然后用模具压出自己喜欢的形
状，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口感会
更好。小巧玲珑的绿豆糕，入口清
香绵软，淡黄的颜色，清凉的口
感，令暑气全消，心生静美。

儿时，绿豆糕是稀罕物，虽
然有的卖，却不是时常都可以吃
到的。印象最深的，是外祖母做
的绿豆糕，那叫一个好吃，松而
不散，甜而不腻，香喷喷，入口
即化。吃一口，顿时觉得神清气
爽。每年夏天，指甲花开的时
候，外祖母都会做一些绿豆糕消
夏。我们几个熊孩子总是不厌其
烦地揣度外祖母的心思，在外面
疯跑累了，回家蔫头耷脑，搬个
小板凳，坐在大丽花下，一脸痛
苦地对外祖母说，“热死了，热死
了，怕是要中暑了，太难受了”。
外祖母颠着一双小脚，回屋拿几
块绿豆糕塞进我们的小手里。于
是便笑逐颜开地吃起来，吃完了
拍拍手，心满意足。后来，看作
家张爱玲的《私语》，她“每天下
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
豆糕”。遂汗颜不已，相比之下，
人和人的差距还真大。

母亲不会做绿豆糕，只会煮绿
豆汤。仲夏时节，天气热得发狂，人
像待在蒸笼里，树叶没精打彩，蝉也
懒得叫，连猫儿狗儿都躲到阴凉的地
方。母亲会抓一把绿豆丢在锅中，添

两瓢清水，在锅中慢慢熬煮。
窗外热浪蒸腾，锅内绿豆翻滚，

袅袅的水汽中，一粒粒小小的绿豆随
着水花上下翻腾起舞，熬到绿豆开
花，粒粒绵软，煮得汤色鲜翠，清香
弥散，一锅绿豆汤就煮好了。放在阴
凉的地方晾凉，单等热浪难抵的时候
喝上一碗，立时三刻，心火息灭，清
凉来袭，让人心生惬意。

年少时，每每夏天放学回家，
热得心烦意乱，母亲盛一碗晾凉的
绿豆汤端过来，我就着碗边“咕嘟
咕嘟”喝下去，凉丝丝，甜滋滋，
觉得那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绿豆绿，这种绿色赏心悦目，
优雅而诗意。绿豆小，却是小而大
用。明代医者李时珍在 《本草纲
目》中称绿豆为“真济世良谷也”。
绿豆是清热、败火、解毒的“济世
良药”，更是“药食同源”的践行
者。绿豆冰、绿豆粉、绿豆糕、绿
豆汤、绿豆芽、绿豆粥……生活中
如若少了绿豆，定会失色不少。

一想到绿豆，夏天的气焰便短
了许多。我不会做绿豆糕，偶尔煮绿
豆汤，最常做的是熬绿豆粥。整整一
个夏天，有绿豆的陪伴，到底清凉不
少，浮躁的心境也会渐渐沉淀下来。
匆匆忙忙的脚步，忙忙碌碌的人生，
得闲，停下来，喝一碗绿豆汤。

上图：绿豆汤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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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卓碧莲（ZHOU BILIAN）、邱旭斌（QIU XU
BIN）：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王巧
儿、邱辉足、卓碧莲（ZHOU BILIAN）、邱旭斌（QIU XU BIN）、深圳市鼎昌实业
有限公司、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京0102民初71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偿还人民币2850万元，
并支付相应利息（以人民币 2850 万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6 月 8 日起按照年利率
5.655%计算至实际付清全部债务之日止）；二、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
押登记的被告王巧儿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中段
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楼（体）4 号建筑（室外步行街）5 幢 s176、5 幢
s210、5 幢 s211、6 幢 s219、6 幢 s220、6 幢 s221 建筑面积分别为 119.74 平方米、
210.78平方米、112.28平方米、110.44平方米、110.44平方米、110.44平方米的六套
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泉房权证丰泽区（丰）字第 201208930 号、第
201208927 号、第 201208937 号、第 201300816 号、第 201300817 号、第 201300818
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泉房他证丰泽区（丰）字第201501208号）的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
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09）、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
同号：2015020028）、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
号：2015020029）、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3250万元的限度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三、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王巧儿名下位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中段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
综合楼（体）4 号建筑（室外步行街）6 幢 s222、6 幢 s223、6 幢 s224 建筑面积均为
110.44平方米的三套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泉房权证丰泽区（丰）字第
201300819号、第201300820号、第201300821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泉房他证丰
泽区（丰）字第201501209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
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
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
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2015年2月27日
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年 4月 8日签
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8）、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
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
权额人民币1400万元的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
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王巧儿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
路中段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楼（体）4号建筑（室外步行街）4幢s161、4
幢 s162、4 幢 s163、4 幢 s164、5 幢 s174、5 幢 s175 建筑面积分别为 110.3 平方米、
110.3平方米、110.3平方米、110.3平方米、119.74平方米、119.74平方米的六套房
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泉房权证丰泽区（丰）字第 201208936 号、第
201208935 号、第 201208934 号、第 201208933 号、第 201208932 号、第 201208931
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泉房他证丰泽区（丰）字第201501207号）的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
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09）、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
同号：2015020028）、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
号：2015020029）、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2850万元的限度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五、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深圳市鼎昌实
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澳盘仔径凯旋湾花
园（一期）3号B建筑面积272.43平方米、土地面积79999.29平方米的一处房地产

（《房地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6000528874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
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8）、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
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3600.35万元的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原
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澳盘仔径凯旋湾花园（三期）68号 A、
B、C、D建筑面积分别为222.04平方米、221.99平方米、221.99平方米、222.04平方
米，土地面积均为79999.29平方米的四处房地产（《房地产证》号分别为深房地字
第 6000575837 号、第 6000575838 号、第 6000575839 号、第 6000575840 号）的折价
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
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
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
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
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
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28）、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
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
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7690.84万元的限度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七、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深圳市鼎
昌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澳盘仔径凯旋
湾花园（三期）103号A、B建筑面积分别为291.57平方米、111.34平方米，土地面积
均为79999.29平方米的二处房地产（《房地产证》号分别为深房地字第6000575847
号、第6000575846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
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
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
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

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2015年2月27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
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8）、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
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
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
民币 5738.52 万元的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八、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

（ZHOU BILIAN）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09）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68亿元的限度内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九、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
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且在该
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
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
权额人民币1.68亿元的限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十、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
司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享有的债权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8）、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
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4560万元的限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十一、
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
王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履行保证责任
的范围内向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十二、驳回原告中国进出口
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鼎昌
实业有限公司、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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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9180元、保全费人民
币5000元及公告费（以实际发生额为准），由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被告
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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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军：原告北京冠城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8民初166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军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冠城
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999年1月2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的物业费137872.96
元；二、驳回原告北京冠城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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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8元（原
告北京冠城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1829元），由原告北京冠城酒店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负担601元，已交纳；由被告赵军负担305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
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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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力：本院受理李凯等与牛秀英、李力等法定继
承纠纷一案，案号：（2016）京0109民初546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民事裁定书、组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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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内，并定于2019年12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中法庭开庭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3）深福法民二重字第 7号之二 谢南
洋、王建平、Lead Sun Investment Limited、Cactus Flower Investments Ltd：本院受
理原告邓昕诉被告黄士林及第三人谢南洋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起过三个月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在判决送达之日起
三十日内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在收到交费通知的次日起七日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判决内容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735元（原告已
预交），由原告负担。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3）深福法民二重字第 7号之三 谢南
洋、王建平、Lead Sun Investment Limited、Cactus Flower Investments Ltd：本院受
理原告邓昕诉被告黄士林及第三人谢南洋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原告上诉状，自公告起过三个月视为送达，答辩状时间为收到上诉状后
三十日内。原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黄士林返还上诉人股权转
让款54万美元，并按2006年7月21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7.9897与付清款日汇差
支付汇率损失，至付清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由
黄士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凤玲：本院受理原告顾宁一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顾宁一起诉要求：1.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2.诉讼费由原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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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5日上午9时
在本院北区三层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 0108 民初 3099 号 ZHU YI：本院受理
原告任月娟诉你与朱溪清、朱振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京0108民初30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朱介良名下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柳林馆南里 14号楼 1层 1门 2房屋（X京房权证海字第 454964号）由任月娟
继承所有；二、任月娟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朱振、朱溪清、ZHU YI每人各
99831.74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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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鉴定费18000元，由朱振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19074元，由任月娟负担，
已交纳。你应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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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 0304 民初 42600 号 ZHANG
YU FANG（护照号码P0147542，国籍伯利兹）：本院受理原告深圳潮人盛世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诉被告ZHANG YU FANG名誉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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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
停止发布对原告名誉权构成侵害的相关报道或言论；2.判令被告在《深圳特区
报》、腾讯网、搜狐网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被告在《深圳特区报》、腾讯
网、搜狐网上发表声明，更正其错误言论，以消除其错误言论给原告造成的不利
影响，恢复原告的名誉；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5日9时30分，开庭
地点为本院庭审管理中心，逾期将依法裁判。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姜耀华：本院受理武晓明与你申请承认和执
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吉01协外认3号申请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有陈述意见，你可向本院提交。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日本丸仲贸易株式会社、望月通男：本院受理

（2016）鲁06民初485号原告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洋园区支行诉被
告鹿道剑、邹积广、李翠红、烟台华洲企业有限公司、鹿道贤、鹿道杰、刘元军及你
方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烟台华洲企业有限公司、鹿道剑、邹
积广、李翠红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限
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万宝（身份证号：370611196305260034）：
本院受理原告王英姿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061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清洋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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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洪寅泽（HONG IN TACK）：本院受理海阳
日光电子有限公司诉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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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俊宏：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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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585民初50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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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氏金莺：本院受理原告彭伟伟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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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10分在濉溪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审理。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夫启：本院受理泰安东润核电装备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大汶口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鄂01民初4332号 丝
绸之路（中国）有限公司、陆明：本院受理原告武汉泽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
禄仕（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丝绸之路（中国）有限公司、陆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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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13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升平（护照号G48432750）：本院
受理原告李雨萍诉被告李倩萍、被告李升平、被告李志平、被告李尚萍返还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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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二十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5948号 王小勇：本院受理原
告吕广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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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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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伊曼：本院受理（2019）京0101民初1571号原告
刘斗斗与被告刘建南、刘建堡、刘五零、刘五一、刘开玲、刘伊歌、刘伊曼遗赠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1民初157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南区）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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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小林信雄：本院受理原告袁兴萍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621民初1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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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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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树仁：过欣华与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京 02民终 132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映环：本院受理张铁之诉付映环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张铁之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户口未按时
迁走的违约金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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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分在本院南区（半步桥街50号）第6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和淑萍：本院已受理你与原告和俊荣、原告和淑
俐、被告和树政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2 民初 232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继承人苏翠英名下北京市西
城区（原宣武区）永安路北 5 号楼④-1-1 号房屋（建筑面积 70.02 平方米）由原
告和淑俐继承；二、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原告和淑俐给付原告和俊荣、被告和
树政、被告和淑萍房屋折价款各 1229950 元。如当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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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9 元，由原告和俊

荣、和淑俐各负担 5770 元（已交纳）；由被告和树政、和淑萍各负担 5769.5 元（本
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评估费用 14800 元由原告和淑俐负担 3700 元（已交
纳）；由原告和俊荣、被告和树政、被告和淑萍各负担 3700 元（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翻译费 12700 元，由原告和俊荣、和淑俐各负担 3175 元（已交纳）；
由被告和树政、和淑萍各负担 3175 元（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公告费（以
实际发生为准），由被告和淑萍负担（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自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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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公告 阮英桃：本院受理原告吴红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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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
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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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强：本院受理原告宁文革诉被告吴强（2019）吉
2426民初779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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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定于 2019年 12月 2日上
午 9 时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楼 211 室选择鉴定机构，并定于
2020年1月21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三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粤0303民初12524号 KEVIN GUO
RONG LUO：原告梁燕玲诉被告 KEVIN GUO RONG LUO 离婚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17 年 6 月 5 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指定举
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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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本院定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本院 5 楼第 10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
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男：原告杨斌诉李建男离婚纠纷一案，本院
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蔡玫担任审判长，组成合议庭，书
记员李宏志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请：1.判令原
被告离婚；2.判令婚生女杨雅涵归原告抚养，被告每月给付抚养费 2000 元，直
至杨雅涵十八周岁；3.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4.被告承担诉讼费）、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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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
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1-1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Steven Lee：本院受理田小安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田小安的诉讼
请求：判决原、被告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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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炮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 0108 民初 3099 号 ZHU YI：朱振就

（2017）京0108民初3099号判决书提起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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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法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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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京 04 民初 97 号一案，已审理终结。北京合旺晨舟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涉港澳台满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詹月：本院受理原告XIA RAN诉被告詹月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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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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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冀0104民初3788号 马铭：本院
受理原告冉红丽与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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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为答辩期满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葵：本院受理包罗诉你、李淑慧、杜坚继承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
视为送达。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自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通 知
日本东麦商事株式会社：

南京东麦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东麦电子）于2019年4月3日经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并成立了清算组。贵公司是东麦电

子的股东之一，现清算组要求贵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15

日内向清算组说明情况，并移交公司公章、财产、财务账册及文件，即使股东

在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未能具体经手保管财务账簿，仍然负有在破产清算

程序中保证公司会计账簿完整，并向清算组移交账簿的清算义务，如果股东

未能全面履行该清算义务，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特此通知。

联系人：杨曦 电话：13912980776 邮箱：njcjyangxi@126.com

南京东麦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