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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德国学生卢卡斯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成
功，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成为全球第一位孔子学院
奖学金生。

日前，孔子学院总部公布最新数据，自 2009年孔
子学院奖学金设立以来，共有166个国家近5万名学生
获得各类孔子学院奖学金。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马箭飞表示，10 年来，孔
子学院奖学金项目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培养各国本
土中文教师和高端中文人才的“摇篮”。他们有的回到
自己的祖国成为一名汉语教师，有的成为促进两国交
往的文化使者，有的在中国定居，成为“中国通”。不
少学生表示，中文让他们发现了新的世界，为他们开
辟了新的人生。他们和汉语、和中国的故事也成为汉
语之花开遍世界的缩影。

8年留学生涯
实现人生梦想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本土汉语教师茹丝是
首届孔子学院奖学金生，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8年，完
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

“8 年的留学生涯，我学习了中文、音乐、美术、
舞蹈，还参加了很多演出和访问，走遍了中国的大小
城市和乡村，结识了不同的老师和朋友。”令她更为骄
傲的是，先后拜师学习了京剧、豫剧、剪纸，成为北
京琴书的国际传承人。

回望在中国的这段留学时光，茹丝说自己实现了
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看到雪，第一次
经历酷暑，第一次游泳，第一次登台演唱，第一次见
到国际明星，第一次独自旅行。“太多的第一次，实现
了太多的梦想。但对我来说，最大的喜悦是第一次爱
上一位中国男生，并成就了一段中非姻缘。”

茹丝和中国的缘分，要从她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
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和中国电影谈起，但那时的她认为

“中国人都像电视电影中那样，会飞檐走壁，仍然穿着
旗袍和汉服”。

直到 2005年，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在肯尼亚内罗
毕大学开始招生，茹丝成为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才
有了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当时中国公司已经开始在
肯尼亚开展业务，为当地民众带来了许多工作机会。
母亲建议我学习中文，正是她的远见让我开启了一段

非凡的中国之旅。”茹丝说。
在天津师范大学获得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后，

为了让更多的非洲青年学习汉语、了解中国，茹丝回
到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从事汉语教学工作。“5年的教
师生涯，我看到很多肯尼亚年轻人热爱中文，也看到
孔子学院改变了这些学生的人生。”茹丝说，“我也希
望自己能为架设肯尼亚和中国的友谊桥梁贡献更多的
力量。”

在中国读博士
回美国教授中文

来自美国的何娇霞于今年6月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正是孔子学院的支持，让
我有机会实现中国梦，在北师大完成博士学业。”何娇
霞说。

何娇霞的中国梦起源于她读高一时。“当时，我的
家人喜欢骑自行车，我喜欢画画。而在我对中国的了
解中，中国人都喜欢骑自行车，汉字看起来像画一
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选择了学习中文。”从此，何
娇霞在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之路上不懈努力——在威
斯康辛大学麦迪孙分校读大三时，到北京大学学中文1
年；在取得东方研究和中国学学士学位后，又在马萨
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攻读中国学硕士；考取了 5
至12年级的马萨诸塞州中文教学证书。

完成学业后，何娇霞的职业生涯同样和中文相
关，开始在波士顿地区的初、高中讲授中文。“教高中
生中文时，硕士导师鼓励我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到中
国读博士，而我也希望将来能在美国大学当一名教授
中文或中国文化的老师。让我高兴的是申请成功，梦
想成真，2014年9月，我成了北师大的一名博士生。”
何娇霞说。

在北师大学习时，她读到一篇关于汉语教育史的
文章，该文章主张研究者在运用方法和理论之前，必
须进行确认历史事实的工作。这也引发了何娇霞对自
己博士论文题目的思考，最终将研究方向确定为“19
世纪末美国高校的汉语教育研究”，以康奈尔大学、耶
鲁大学、哈佛大学等 4所大学 1870 到 1900 年间的汉语
教育状况为研究对象，分析这4所大学在开设汉语教育
课时，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三者的相互作用和对当时
所使用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影响。

“没有孔子学院总部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我
离‘在大学教年轻人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梦想’越来越
近了。”何娇霞说。

两度赴中国读书
创立中印学院

“我教的学生中，一位 40岁的妈妈让我印象深刻，
她坚持学习汉语，并喜欢上了朗诵唐诗。学生们因双
语背景，在孟买大学孔子学院、在印度的中资企业等
单位工作，他们的父母非常感谢我。其实，我只是把
中文带进了他们的生活！”来自印度的唐汉明说起自己
创立的中印学院的学生，颇为自豪。

中文不仅改变了中印学院学生的人生，也改变了
唐汉明的人生。他来自一个祖祖辈辈做钻石生意的家
庭，但并未子承父业，而是选择学习中文。“小时候我
跟着中国电视剧学写汉字，后来一直努力自学中文，
但却说不标准。那时候，我很期待在孟买能找到一所
正规的中文学校，也希望自己学好中文后，做一名中
文教师！”但唐汉明的求学之路并不容易，直到一位德
国朋友告诉他，可以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文化，还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赴中国留学，他才
在孔子学院老师的帮助下，申请到了奖学金，2013 年
到河南郑州学习。

在郑州的学业结束后，唐汉明回到印度，马上投
入期待已久的汉语教学工作。但他渐渐发现，会说汉
语和会教汉语是两码事，可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因此决定再度返回中国学习。幸运的是，他申请
到了硕士项目奖学金，有机会到天津师范大学攻读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在天津师大，他通过了汉语水平考
试 （HSK） 6级考试，结识了许多一流的语言学家，并
有机会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切磋汉语教学方法。

具备汉语水平和汉语教学知识的唐汉明有了新的
目标——回到印度建一所教中文、推动中印文化交流
的学校，这便促成了之后中印学院的创办。如今，该
学院有 300多名学生，学生年龄从 16岁至 55岁，汉语
水平从初级到高级。“我们还给 MBA 学院的学员、在
印度的中资企业的本地员工等做汉语和中国文化培
训，同时将汉语教材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和多种方
言。”唐汉明说，“汉语给予我的人生许多机会，我希
望我的学生也能有这些机会。”

10年近5万名学生获孔子学院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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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奖学金设立于2009年，旨在促进汉
语国际推广，推动孔子学院建设发展，培养汉语
教师和汉语人才。

据初步统计，2/3 以上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奖学金毕业生选择回国在中小学、其他汉语教学
机构从事汉语教学等相关工作，或在汉语教学领
域继续深造。

孔 子 学 院 总 部 不 断 推 进 项 目 创 新 发 展 ，
2019 年起增设汉语国际教育博士类奖学金，形
成“研修生—本科—硕士—博士”完整的培养
体系。同时，积极吸引社会资源参与奖学金建
设，适度扩大奖学金规模。适时推出“一带一
路”专项奖学金，培养沿线国家本土汉语教师人
才和汉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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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BING SU（苏兵）：本院受理原告
刘娜沙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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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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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北区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圣莲、ALI ZAMANI KAVKANY：本院
受理原告吴立刚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粤0303民初7718号，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1.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欠款23万元；2.判令两
被告承担利息2300元（本金23万元，从2015年6月29日开始计息，暂计至起诉时
止，实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最高贷款利率计至清偿时）；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庭审直播告知书。自公告起经过9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指定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开庭时间定于 2020年 4月 27日 9
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七楼第一速裁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宜况（CHEN I-KUANG）：本院受
理原告杨炳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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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提交证据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3个月内。
本案定于2020年7月24日9时在本院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
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628号 吴龙谊（NG，LONG I）：
本院对李美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京04民初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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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粤0307民初10678号之一 巫秀兰、
巫秀娟：本院受理原告何碧云、巫秀芬、巫秀玲、巫冠强诉被告巫秀兰、巫秀娟法
定继承纠纷一案，现因被告巫秀兰、巫秀娟离开原住址，下落不明，本院无法与你
们联系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六
十八条的规定，依法向被告巫秀兰、巫秀娟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
判令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西坑社区乐华街6号1栋厂房，由原、被告按法定继承
的份额进行分割。二、判令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西坑村富坑自然村4巷1号房屋，
由原、被告按法定继承的份额进行分割。三、判令被告巫秀兰立即停止擅自收取
并占有上述两处房产的租金。四、判令被告巫秀兰将已经擅自收取的上述两处
房产的租金，依各原告应当法定继承的份额予以返还。五、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事项：依法追加巫秀娟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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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深圳
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第二十审判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硕：本院受理原告李璟纹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李璟纹诉至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离婚；2.请求法
院判决婚生女王径瑶归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直至孩子年满十
八周岁止；3.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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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北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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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京 04协外认 3号 株式会社九九商贸：
本院受理（2019）京04协外认3号株式会社艾思迪生命工学与你公司申请承认和
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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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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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322号 中国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东方汇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京04民初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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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送达地址确认
书、诉讼服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内，并定于2020年5月14日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325号 林竟成（LIM CHENG
SENG）：本院受理（2019）京04民初325号原告北京海曼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被告
北京龙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林竟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案中，原告请
求本院判令解散被告北京龙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和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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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 8月 12日
上午9时30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远：本院受理周芳与李明远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苏0281民初18858号民事判
决书、上诉须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须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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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宇（ZHAO YU）：本院受理原告董怀洲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4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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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904号 张叶：本院受理原告杨
雪林与被告品一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张叶、赵政胜、关雪梅公司增资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一套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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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26日下午两点整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632号 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
蔡振耀：本院受理原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福建省安溪县大坪绿色食
品工程有限公司、黄山歙县中福鑫茶业有限公司、北京茂庸大坪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茂庸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福建大自然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蔡振荣、苏丽鸳、蔡振耀、林秀配、蔡振英、林美玉、蔡扬波、
陈绵绵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2019）京04民初632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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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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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24民初1330号 王洋：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青岭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洋等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724民初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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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THAI THI THU HANG（蔡氏秋姮）：本院受理原
告黄坤培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闽
0427民初9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许黄坤培与蔡氏秋姮离婚。二、婚生女
黄钰涵由黄坤培直接抚养。案件受理费 245 元、公告费 2600 元，以上合计 2845
元，由黄坤培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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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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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胜雨：本院受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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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审理终结。现何自力在上诉期间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来本院奥运村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提交答辩状，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洁（ZHAO JIE）：本院受理原告赵伟诉你继承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2民初2047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登记在赵洪志名下的京N19N37奇瑞开瑞牌小客车归原告赵
伟所有，原告赵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被告赵洁（ZHAO JIE）车辆折
价款一万四千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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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由原告赵伟负担 250元（已交纳），由被告赵洁

（ZHAO JIE）负担 25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由原告赵伟负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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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慧芬：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华彬
国际大厦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与被告李慧芬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三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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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骆珞、靳光琦：本院受理原告骆寿南与被告骆素
英、骆秀芬、骆素珍、骆珞、靳光琦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京0102民初43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骆寿宝名下
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11号4号楼中门301号房屋一套（房屋所
有权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44982号）由原告骆寿南与被告骆秀芬、骆素珍、骆
素英、靳光琦共有，其中原告骆寿南占有八分之一份额，被告骆秀芬占有八分之
一份额，被告骆素珍占有八分之一份额，被告骆素英各占有八分之一份额，被告
靳光琦占有八分之四份额。二、驳回原告骆寿南、被告骆秀芬、骆素珍、骆素英其
他诉讼请求。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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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LU XINYU：本院受理的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执行王学军、LU XINYU的案件中，杭州鑫瀛资产管理有公司提出
变更申请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作出（2019）京 0105 执异 679 号执行裁定书：本院

（2018）京0105执8561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由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为杭州鑫瀛资产管理有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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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号执行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期满三个月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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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赛康系统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西科姆
株式会社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赛康系统公司商标权
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京73行
初154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撤销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6］第 86668 号关于第 633177 号

“SECOM”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赛康
系统公司针对第 633177号“SECOM”商标所提撤销复审重新作出决定。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行政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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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另，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就（2017）京73行初1544号行政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后即视为送达。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浙0302引调4575号 黄爱芳：本院
受理原告黄学申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方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款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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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4月8日14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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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洁：本院受理原告郭文与被告郭洁法定继承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291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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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大理（Dali Wang）、王映冬（Ying Dong Wang）：
本院受理原告王映南与被告王大理、王小平和王映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213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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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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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俊晖：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宇诉
被告郭俊晖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5民初11518号民事
判决书，公告期为三个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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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金梅：本院受理的原告余申义与被告潘金梅离
婚纠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962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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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HongQing Shan：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鑫顺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 HongQing Shan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5民初542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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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雯琳：本院受理原告宋欣泽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0613民初111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不准原告宋欣泽与被告朱雯琳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2250
元，合计2550元，由原告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18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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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相满（SON SANG MAN）：本院受理原告金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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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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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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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DUONG THI HONG NGHI（杨氏虹仪）：本院
受理王提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送达（2017）鲁0829民初257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王提良与被告 DUONG THI HONG NGHI（杨氏虹
仪）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袁福纯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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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香港）梁国基、梁国珍、梁国玉、梁
国辉、梁国英、梁国华、梁国丽、黄小燕、黄德炜、黄道恒：本院受理原告裴若薇、裴
若冰等人诉被告裴铁君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桂0603民初291号民事上诉状。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九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卫东（男，1954年 1月 2
日出生，住加拿大）：本院审理原告徐淑卿诉被告赵卫东离婚纠纷一案［案号：

（2019）粤0105民初35472号］，原告起诉要求：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原告证据及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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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开庭时间定于2020年4月9日8时45分在本院审判庭
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如届时你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判，并在广州日报大洋网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赫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诉赫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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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区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206民初4959号 樊承志、欧阳
洁仪：本院受理原告胡矛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苏 0206民初 495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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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陕 01 民初 1116 号 林会俊（LIM
HOYJOON）（韩国籍）：本院受理原告闫曦与被告林会俊（LIM HOYJOON）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陕01民初111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林会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
闫曦人民币4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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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秀芝：本院受理原告李玉斌与刘秀芝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5民初19703号民事判决书，
公告期为3个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立案庭（六里屯西里七号楼
2020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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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鲁0103民初1859号 董海燕、董美辰：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桂华诉你们与郝艳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9）鲁0103民初18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谢静：本院受理申请人张东东与被申请人你
为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协外认3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雪梅：本院受理原告吴龙春与赵雪梅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吉0211民初3860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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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
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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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 Ahmed Mo-
hamed Abdelaal Elmenawy（阿米德·穆罕默德·阿伯得拉尔·艾尔米那威）：原告劳
创浒起诉被告 Ahmed Mohamed Abdelaal Elmenawy（阿米德·穆罕默德·阿伯得
拉尔·艾尔米那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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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
律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XIANGKUI DENG（中文名：邓
向奎）：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慧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判决原告与
被告离婚）。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前往本院领取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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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苏 0621民初 30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9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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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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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川1102民初3974号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通 知 书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双圳头里219、220、221、221-2号旧大

厝房屋相关权益人：

根据厦同重大办〔2018〕52号下达任务通知等相关文件，位于福建

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双圳头里219、220、221、221-2号旧大厝房屋

（角点坐标 X=37809.862，Y=64186.812；X=37790.601，Y=64214.900；

X=37743.274，Y=64204.022；X=37755.376，Y=64166.076；四至：北至东

山中学围墙，南至金日集团围墙，西至东山社区民房，东至东山社区民

房）因“东山中学体育综合楼”项目建设需要，应予搬迁拆除。请未接到

书面商谈通知书的该房屋相关权益人（产权人、继承人、代管人等利害

关系人），于本通知书登报之日起5日内，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

街道东山社区居委会（东山路 281 号）四楼办公室商谈该房屋的搬迁

补偿事宜（联系人：颜启恒，电话：0592-7039168、15280279316；联系人：

刘树木，电话：13850053740）。届时请携带身份证、产权证或合法有效

的继承析产手续等相关证明材料以便核对。若委托他人前来商谈的，

受托人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人、受委托人

的身份信息和具体的委托权限）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若未能在要求

的期限内前来协商搬迁补偿事宜，或未能达成补偿共识的，届时我单位

将根据产权不明确房屋的相关规定，提出具体的搬迁补偿方案，报同安

区大同片区征地拆迁指挥部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搬迁，腾空交地；相

对应的补偿款项给予提存公证，并由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山社

区居民委员会代管。特此通知。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同安区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