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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跨越太平洋的记忆（9）跨越太平洋的记忆（9）

1982年，我在北京林业大学获悉国家有
选派公派留学生赴美留学的消息后，用尽一
切可能条件发奋学习英语，在全国第一届
GRE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1年后，我来到
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在那个年代，怀揣国家补助的50美元踏入一
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于我而言，不仅有肩负
使命的荣耀，也有探索新世界的忐忑不安。

初到美国的我，上专业课时几乎等同听
天书。在那个年代，我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
听说训练，几乎是靠背下整本词典才考了
GRE 高分。但是，上课需要语言互动交流，
教授所讲的内容是针对母语为英语的学生
的，不可能为我这个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而放
慢节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在只有
50美元的情况下，果断花30美元买了一部录
音机。在征得教授同意后，我给所有课程录
了音。就这样，白天上课坐在第一排录音，
晚上回到宿舍再反复听，坚持了一个学期
后，总算可以听懂专业课的内容了。

完成好学习内容之后，我开始走出课
堂，设法与他人交流。那一年，整个北卡地
区中国留学生人数只有个位数，大学里仅有
4 名中国留学生，并且还都是学数学和物理
专业的。我们平时生活上互相帮助，但在学
术交流方面就只能逼着自己跟外国人多交
流，只能讲英文。

跨过语言关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对当
地社会有全面的认知和了解。为此，我参加
了北卡州立大学专门为国际学生设置的一个

“Host Family 友谊家庭”项目，直到今天我
依然非常感激那个友善的美国家庭。逢假
日，他们常约我一起看球赛、野餐聚会，
我也会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通过与他们
的交往，加深了我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
了解。

在美这些年，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性和文
明的多样性后，我下定决心同几个中国留学
生一起牵头成立华人学人学者协会，凝聚中
国文化的力量。在教学和管理工作压力很大
的情况下，积极促进北卡中文学校的开设。
因为我深知，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必须从
学习中文开始。要让海外华人传承东方文明
古国的优良传统，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学说
中国话、认识中国字。

很多人问我，华人教授如何获得学校管
理岗位？最初，我没有想过自己能在美国大

学担任行政领导，只是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
入，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让我获益颇
丰。美国大学的管理层每 5 年需要进行一次
全方位测评和考核，要想持续获得全校师生
的认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如何提升华人教授在美国大学管理层的
比例？我认为首先要从勇于展示自身能力做
起，主动承担公益服务性质的工作，让更多
人了解自己的工作能力。第二，要多与同事
沟通互动，主动融入美国文化，定期举办和
参加午餐会，积极地让外界了解自己，与大
家分享自己的观点。第三，不要担心同时肩
负管理和科研教学工作会有压力，人都是在
锻炼中成长的，如果一开始就回避压力，很
可能错失良机。

华人教授在管理层有了自己的声音，才
会更有利于这个群体的发展。当遇到文化差
异而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时，一定要主动沟
通，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你这样评价我是
不对的，伤害了我的感情，或者从理性角度
给对方分析为什么不对。虽然我们的文化强
调“隐忍”和“与人为善”，但如果被别人
误解却不澄清，只会纵容对方的认知偏见。

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中国人吃苦耐劳、砥砺前行的精神
正是这源头活水。我坚信，华人教授在全球
知名大学晋升管理层后，更有利于扩大海外
华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文化。

（作者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副校
长，瑞典农业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等大学兼
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青睐

在教育展咨询了一上午，近午时，于永
波的脚步停在了印度尼西亚埃兰加大学的展
台前。每年5000元人民币的学费、雅思5分
的英语要求……这些都让他觉得这所学校接
近自己的预期。

“我现在读的是一所专科大学，专业是
财会，但我想转读医学。埃兰加大学的招生
代表建议我重新申请本科，读该校的医学
院。这样，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职业规
划。”于永波说，“要是继续在国内读，很难
转学医科。”

如于永波一样，看重“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院校高性价比的学生不少。

成立于 1899 年的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
工大学的展台前，就有不少学子驻足咨询。

据该校校方代表李航介绍，每年2万元人民
币的学费、4000元人民币的住宿费吸引了不
少中国学子。“这两年中国学生数量大幅增
加，去年学校招收了400名中国学生，今年
约 1000 名。这背后的原因是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俄罗斯留学市场越来越为
中国学子熟知，学费低廉、性价比高也是非
常大的优势。”李航说，“值得一提的是，即
使是俄语零基础学生，也可以选择先到学校
学1年语言预科课程，再转入大学课程。”

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的15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百所院校进驻本届展会。业内
人士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院
校积极布局中国市场，吸引中国学生，参与
的规模和形式均渐入佳境。

日本首次担任主宾国

已经走过 10 多年的中国国际教育展，
“主宾国”制一直是其特色。今年，日本作
为主宾国参展，这也是中国国际教育展创办
以来首次以亚洲国家作为主宾国。参加本届
展会的日本展团中不仅有公立大学，还有私
立大学以及多所日本语学校。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工作人员表示，
从现场的排队咨询人数来看，日本院校很受
中国学生欢迎。

京都大学校方代表韩立友在开幕当天上
午非常忙碌，不停为现场咨询的中国学子答
疑解惑。“京都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
学，人才辈出，迄今为止已诞生了多名诺贝
尔奖得主。因其良好的教育科研环境，受到
不少中国学子的青睐。”韩立友说，“目前，
在京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约 1000 名，攻
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占多数。”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理事长吉岡知哉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截至 2018年 5月 1日，中
国在日留学生人数占全体留日国际学生的
38.4%，是日本最大的留学生群体。而且，
每年赴日学习的中国学子数量仍在上升。

“日本制定了到2020年要接收30万留学生的
计划，非常欢迎中国学生选择到日本留学。”

传统留学国持续升温

本届教育展上，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传统留学国参展院校阵容强
大，仍是中国学子关注的热点。

英国展团参展院校包括致力于培养学生
进入世界一流高校的露丝公学等在内的 60
余所精英中学及知名大学；加拿大展团中，
有近 70 所院校和教育机构，涵盖从学前教
育到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新西兰国家展团
共有15所院校参加。

相关统计数据也佐证了传统留学国的受
欢迎程度。2018年，加拿大共向中国学生发
放了 35550份学生签证。在加拿大全日制学
习的中国学生也达到了 143000 人；最新英
国签证数据显示，从2018年7月到2019年6
月的 12 个月中，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向中国
公民共签发 107000 份第四层级学生签证，
比之前的12个月增长了21%。同时，中国学
生对英国高等教育课程的申请数量也在今年
呈现大幅增长。

“新西兰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生优选的
留学目的国。通过探究式教育模式、小班授
课以及丰富的特色学科选择，新西兰院校的
毕业生将在学术、实践、社交能力等多方面
获得综合发展。这也是新西兰教育受中国学
子青睐的主要原因。”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教
育参赞李娜说，“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学习
刻苦努力，让我敬佩。”

2019中国国际教育展来了

留学风景哪里好
本报记者 赵晓霞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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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晓霞赵晓霞文文//图图

10月19日一早，于永波搭乘高铁，由石家庄至北京，计
划到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中国国际教育展上了解留
学相关信息。

当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2019中国国际教育
展在北京开幕。作为中国留学市场的风向标，本次展会吸引
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所海外院校。

2019中国国际教育展现场2019中国国际教育展现场

我在美国当校长
李百炼

2019中国国际教育展现场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604号 中铁资源集团蒙古有
限责任公司（CRMI Co.，Ltd）：本院受理中钢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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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和 45日
内，并定于2020年4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鲁 0112 民初 6016 号 公霞（XIA
GONG）：我院受理公正诉你和公翔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0112民初601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因本案涉及房产价值
评估，还向你同时公告送达现场勘验通知书、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满3个月视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现定于2020年
2 月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到本院四楼第二十三审判庭参加选择受托专业机构活
动。同日下午14时30分组织现场勘验活动。逾期不到庭（场）者，视为自动放弃
权利，不影响选取活动（现场勘验活动）的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晓明：本院受理胡洁明诉胡导明、胡晓明遗嘱继承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按照於雅莲所留遗嘱对於雅莲所留遗产进行分割，
由原告继承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12号楼5门8号房产二分之一的份额；2.请求
依法判令原告继承於雅莲所留银行存款、理财金、抚恤金等暂计42万；3.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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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自公告之日起经过18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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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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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京04民初584号 Zola Group Limited：本
院受理北京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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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裁定书、保全权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和
45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胜日（SO SEUNG ILL）：本院受理
原告宋俊安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辽
019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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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雁平：本院受理郑维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1民初3770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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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钟洙（JONG SU LIM）：本院受理原告京东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林钟洙（JONG SU LIM）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开庭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一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层十三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620号 王志军：本院受理原告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青岛安泰信集
团有限公司、青岛永信置业有限公司、青岛格林置业有限公司、潍坊鑫亮佳工程
装饰有限公司、王志军、孙国栋、官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京04民初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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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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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依瑞奥体育股份公司：本院已受理

（2018）京 73行初 2610号原告 KOMATSU KATSUMI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本案系原告不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2017］第0000141742号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提起
的诉讼，本院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第三
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
料、被告答辩状及被告证据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陈述意
见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4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亮：本院受理原告朱菱诉被告宋亮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2民初595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准予朱菱与宋亮离婚。案件受理费150元，由朱菱负担（已交纳）。公告
费1450元，由宋亮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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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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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195号 王涛（TAO WANG）：
本院对原告鲁京与被告任蕾、王涛（TAO WANG）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4民初 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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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185 号 杨正兵（YANG
ZHENG BING）、加拿大 FNP 公司（FNP CANADA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
北京永安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北京雪莲集团有限公司、杨正兵（YANG
ZHENG BING）、加拿大FNP公司（FNP CANADA LIMITED）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纠纷（2018）京04民初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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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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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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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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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104民初1965号 林长贵：本院
受理原告刘燕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104民初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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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
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玄微(女，1972年7月21日出
生，朝鲜族，身份证号：230822720721492)：原告章泽耀向本院起诉你方纠纷一案，
现本院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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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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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玉山：本院受理原告吕彬与你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吕彬起诉要求：1.依法分割位于山东省鄄城镇柳园村林业局冷库北邻地上
房屋一套；2.依法分割奔驰S600轿车出售价款；3.依法分割中国工商银行及其他
银行账户所有存款；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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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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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伊：本院受理原告 RAN CAO
与石伊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5民初21367号民事判决
书，公告期为3个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七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浙0302立预607号 程成暑：原告诸
思思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
3月11日10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浙0302引调3787号 黄庐品：原告
张晓静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
3月11日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STEPHEN CHA：原告北京兴科迪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STEPHEN CHA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由本院审判员宋硕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
书记员肖红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2589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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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地点本院西1-17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氏金英（TRUONG THI KIM ANH）：本院受理
原告侯广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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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氏滢如（TRAN THI HUYNH NHU）：本院受理
原告张如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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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氏锦绒（NGUYEN THI CAM NHUNG）：本院
受理原告尤红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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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华：原告王春梅与被告王建华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97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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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冀0104民初3873号 郭雅义：本
院受理原告邢海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冀0104民初38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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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UWE HELMDACH（贺达悟）：本院受理的刘广东
申请执行德利泰和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铎力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张京京、李跃坤、UWE HELMDACH（贺达悟）的案件中，张欣提出变更申请
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作出（2019）京0105执异2070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5）朝
执字第9599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由刘广东变更为张欣。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京0105执异2070号执行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期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
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及副本，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逾期不
申请复议，本裁定将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渝0107民初144号 朱莎：本院受理的原
告朱扬诉你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渝 0107民
初1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铁：本院受理原告张玉麟、张玉鼎、张佳、张烨诉
你和戚大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2民初464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原告张玉麟、张玉鼎、张佳、
张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张玉麟、张玉鼎、张佳、张烨负担（已
交纳）。公告费以实际发生为准，由原告张玉麟，张玉鼎、张佳、张烨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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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5524号 朱桂岑：原告高月琴
诉你及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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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小龙：本院受理原告刘沫吟诉被告梁小龙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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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

运村法庭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01民初15791号 任鸿良：本院受理任
小颖诉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参加诉讼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以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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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胜雨：本院受理原告何自力诉李胜雨、瀚佑弘益

（北京）科贸有限公司、北京华源博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5民初 25997号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 3个
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七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MAHATRAS SUPPLY私人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广州市晟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你方和深圳市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
司、广东德豪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德豪润达香港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起诉，诉请：1.申请裁决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
因不当得利之债返还原告722431.79元人民币，并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24%支付
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为止，四名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
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8）粤0306民初1590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举证期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5月29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请按时出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3破120号 本院根据深圳市意天
发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4月15日裁定受理友华触控（深圳）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为友华触控（深圳）有限公
司管理人。友华触控（深圳）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11月25日前向该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港中旅大厦9楼；负责人：刘
红 艳 ；联 系 人 ：刘 红 艳 、张 欢 ；联 系 电 话 ：13510140522、13652333919；传 真 ：
0755-2266156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友华触控（深圳）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友华触控（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债权
债务简单，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桂06民初60号 蒋湛如、
柳州市晨光房地产公司、刘建华：原告南宁市金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防城
港市广领贸易有限公司、柳州市晨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西信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刘建华、刘建嫦、彭锡均、李铁林、汤永健、蒋湛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审委名单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阳光司法网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分
别经过60日（蒋湛如、柳州市晨光房地产公司）、3个月（刘建华）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刘建华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鄂0102民初4083号 徐文宏：原告
刘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于 2019 年 9 月 3 日作出（2018）鄂 0102 民初 408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刘红与徐文宏离婚，婚生子刘峻烨由刘红抚养，徐文宏
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20日前支付婚生子刘峻烨子女抚育费人民币2000元，直
至刘峻烨独立生活时止（年满18周岁）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鄂0102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
送达。上诉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将依法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秀：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诉你及陈华润、武汉胜宇置业有限公司、武汉绿洲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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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水果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黑毛（又名杨远航）：本院受理朱烨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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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的第二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永江：本院受理吴晓晖诉你及林乐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0602民初1082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限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5070元及
利息（自2018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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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鲁0602民初8882、8883、8884号 宋万
山、李松子：本院分别受理原告刘振华、张梅个、李平与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三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刘振华诉请：被告付
清工资款17300元并负担自出具欠条之日起的三倍利息，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误工费等；原告张梅个诉请：被告付清工资款6363元并负担自出具欠条之
日起的三倍利息；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误工费等；原告李平诉请：被告付清
工资款 44241 元并负担自出具欠条之日起的三倍利息，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自公告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 30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十一审判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氏玲（HUYNH THI LINH）：本院受理（2019）
闽0428民初1628号原告张玉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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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少华：本院受理原告杜香梅诉被告谢富堂、谢少
峰、谢少平、谢少辉与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上诉人谢少峰对（2017）京0102民初
30104号民事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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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彦（身份证号：110108197808026021）：本院受理
许承季诉你及许承姒、许原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其请求判令：1.判令许承姒、许原、
许彦协助许承季办理北京市西城区塔院1号1门14号房屋的过户手续；2.许承姒、

许原、许彦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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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朝：原审被告孙一兵、孙小艺就（2017）京0108民
初 20366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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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法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981民初3767号 萩野
下立義（TATSUYOSHI HAGINOSHITA）：本院受理王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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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2286号 徐志勇、苏醒：本院受
理原告南通市美尔居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2286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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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日本重光产业株式会社：本院受理的

（2019）京73行初10291号原告林小冬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三人日本重光产业株式会社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三
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
证据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9月10日9时30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昶：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一江诉被告王昶遗嘱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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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内。本案定于提出答辩状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七层五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氏青竹：本院受理徐勇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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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满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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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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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公告 HATHIHONGNGOC：本院受理的原告施立峰与
被告 HATHIHONGNG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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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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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和 30 日内。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公 告

尤洁：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杨府房征[2019]6号《上海市杨浦

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你户所在松潘路 107弄 214

号全幢的房屋被列入杨浦区大桥街道88街坊征收范围内。

为保证贵户的合法利益和征收工作按期完成，希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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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征

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倘若

未与征收人达成协议，我们将根据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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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朱女士

电话：021-55827355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1：00 下午2:00-4:00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杭州路 217 号（88 街坊征收基地办

公室）

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