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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西南方，有这样一
座桥。它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还是世界四大历史名桥
之一。

这就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程阳风
雨桥。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像这
样的风雨桥也有不少，它们就像
一部文明史，记录了中国的文化
传承，把不同的时代串联了起来。

独具特色的建筑

风 雨 桥 ， 也 被 称 为 花 桥 、
福桥，是侗族、瑶族、壮族、畲
族等民族聚居地特有的桥，流行
于湖南、湖北、贵州、广西等
地。风雨桥正是伴着这些民族的
发展而来。因为行人过往能在这
里躲避风雨，故名风雨桥。

中国北部造桥多用石头，而
中国南部多雨水，森林资源丰
富，因此，遇水架桥，木材便被
普遍使用。

湖南安化多山也多水，于崇
山峻岭间，随处可见溪涧与河流
蜿蜒曲折地流淌。桥为水而生。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地域风格，
再加上那条曾经繁荣了很长时期
的茶马古道，造就了安化风雨桥
古建筑群落的形成。

风 雨 桥 的 桥 身 是 用 木 头 制
成的，纵横交错，结构精密，虽
不用一钉一铆，却能抵御百年风
雨的侵袭。

程阳风雨桥即是如此，它似
桥似亭，又似楼似塔，桥身使用
大小不等的杉木榫卯相连，未用
一寸铁钉，却屹立至今。

在中国现存的风雨桥中，侗
族建造的风雨桥别具一格。一个
典型的侗族村寨，会同时拥有风
雨桥、鼓楼、吊脚楼这三种建
筑。侗族人称自己的建筑艺术为

“干栏”。《魏书·僚传》 记载：越
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
干栏”。“干栏”意即房子。

与鼓楼、吊脚楼相比，侗族
的风雨桥是侗族建筑文化的集大
成 者 。 每 一 座 风 雨 桥 都 是 亭 、
塔、廊、桥的完美结合。桥身的
建造对力学的运用达到很高的水
平，编连式木拱梁体系被建筑学
家们称为“桥梁化石”。

在中国南方的村寨中，风雨
桥不仅便于通行，而且也是一个
村寨形象的重要载体，所以很多
村寨都尽可能地把风雨桥建造得
更大、更精美。

亮丽的人文风景

一座风雨桥，便是一道亮丽
的人文风景。

走进一片陌生的土地，最先
看到的往往是它的建筑。如果有
机会进入侗乡，你也一定会被一
座又一座风格独特的风雨桥所吸
引，进而领略到侗族那具有神秘
感的造型艺术与文化。

始 建 于 1912 年 的 程 阳 风 雨
桥，虽处深山之中，却集交通、
民俗、艺术于一身。走近它，我
们仿佛就能走进侗族文化的深处。

风雨桥的桥廊里通常会设有
长凳，供路过的行人休息或凭栏
远眺。有的还备有茶水，供行人
解渴自饮。风雨桥还是当地人欢
唱歌舞、吹笙弹琴、娱宾迎客的
游乐场所。

侗乡的风雨桥与闽东的廊桥
属于一个谱系。但廊桥进入侗乡
之后，由原来的通行与遮蔽风雨
的功能，逐渐变为一个集多种功
能为一体的复合体。所以，如果
不懂得风雨桥的真正含义，我们
很难真正理解侗族的文化。

侗家人有一种说法，每一个
人来到世间的时候，都必须经过
一座桥。当一个人生下来后，巫
师就会测算他 （她） 是从哪座桥
来到阳间的。一旦确定了是哪座
桥，这个人的一生便都要和这座

桥的命运连在一起。桥破损了，
要去维修；桥毁坏了，要去重
建。每年的除夕之夜，侗家人都
有祭桥的习俗，即祭祀自己的生
命桥，这个仪式被侗家人亲切地
称为“暖桥”。他们带上从自己穿
过的衣服上抽出的一绺棉线、一
小包茶叶和一点盐巴，安放在自
己的那一座桥下。

“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标性
建筑，我的家乡山水环绕，出门
就是好风景。如果要用一个地标
来介绍自己的家乡，那我会选择
风雨桥。”风雨桥在很多当地人心
中，不仅是一个地区的标志，更
是安放灵魂之所。

从历史走向未来

风雨桥，历经千百年风雨，
如一股股文脉，穿越古今。

建造风雨桥在侗乡是一件极
为神圣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

说，风雨桥的发展足可印证一个
地区的发展史。风雨桥的修建经
费来源于民间捐助，当国家安定
和谐，物阜民丰时，修建的桥梁
就显得宏伟气派；当兵荒马乱、
经济凋敝时，所建的桥梁就显得
简陋寒酸。

在中国的南部地区，有很多
的风雨桥。从古至今，它们不仅
为人们提供出行的便利，从文化
上讲，它们还是“活的化石”。

与深山中的风雨桥相比，位
于湖北宣恩县城贡水河上的风雨
桥则显得“时尚”。2002年，宣恩
新风雨桥破土动工，历时两年静
卧贡水河之上，成为宣恩县民族
风情街的地标建筑。

这座风雨桥又称“文澜桥”，
因“宣恩八景”的“贡水文澜”
而得名。文澜桥桥面架“木屋”
遮风避雨，两边设凳子供人们休
息，这是一座风雨桥；两端均设
石梯，托高桥面，又是一座步行
桥；建筑起承转合，雕梁画栋，
还是一座景观桥。

如今，以文澜桥为轴心形成
的彩虹瀑布、亲水走廊等景观，
已成为宣恩县城内一道亮丽的民
族风景线，每天游人不断，参观
者络绎不绝，同时，风雨桥还极
大地方便了两岸群众的出行。

特别是在宣恩县城打造开放
式 4A 级景区过程中，以文澜桥、
鼓楼、墨达楼等为代表的民间建
筑托起了厚重的文化底蕴，给城
市镌刻了独有的印记。

侗家人通常都认同这样一种
说法：人人都有一座生命的桥，
修建一座风雨桥，就是将更多的
生命接到人间；维护一座风雨
桥，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命。

“风里雨里，我在风雨桥等
你”，择一期风雨，在风雨桥上走
一走，能够唤醒每个人心中的家
乡记忆。

上图：湖北宣恩风雨桥
宋 文摄

风雨桥里风雨情
本报记者 刘发为

黄河从甘肃兰州城中
央奔流而过，狭长的城市
仿佛刀砍斧斫而成。河两
边全是山岭，玉泉山、白
塔山、皋兰山，个个名字
叫来都极为好听。由于一
条河的展开，人的眼力有
了舒展的空间，可以追随
着它的流向，尽情地延伸
到远方，没有任何阻隔。

这一段河道很宽，落
差 也 不 大 。 春 汛 还 未 来
临 ， 水 流 显 得 徐 缓 了 许
多，带来滋润的气息，应
和春天的况味，有一种刚
刚好的温度含纳其中。往
常在纸本上读到的黄河那
种巨浪滔天、呼啸奔腾的
画面，此刻全然消失。浑
浊的水打着旋儿，一次次
地 拍 打 着 同 样 黄 色 的 河
岸，连发出的回响声都不太大。

黄河在人的眼里，千百年前站在它身边慨叹
逝者如斯夫的圣人，与千百年后到来的凡俗的
我，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差别。当一条河以不变应
对世界之变，更具有了持守的深沉。

艄公静静地立在河边，干燥脱水的皮肤显然
是长年暴露在烈日和西风中形成的。在他看来，
这条河的存在是天意，上苍让它从源头流出，与
泥沙俱下，又恰好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自己是
要对它负责的。在这方焦灼干燥的土地上，如何
渡过这生活的河，才是更紧要的。

几只羊皮筏子立在河滩边。在还没有桥横架
其上的时候，往来两岸只能靠竹筏。竹筏轻且
慢，如何使它承受更多的重物，飞快地行驶？眼
前这些鼓鼓囊囊的羊皮，历经了风吹雨淋，缠绵
浸泡在河水之中，皮质更加紧实有韧性了。十来
只大小不等的羊皮囊绑在竹框架成的横梁上，轻
易地托举起四五个人的重量。艄公撑着竹蒿，老
练地往岸边一点，羊皮筏子轻巧地离开了河岸。

我们赤着脚在河滩上走着。河滩湿润着，岸
边偶尔可以见到石缝里生长出的几簇野草，倔强
地张扬着。初春的风微微地吹，抬头可以望见岸
边的水车园里几架高大的水车。这里的水车和江
南的不同，体型颇为巨大，静静地挺立着，仿佛
是从黄河边耸起的巨人。黄河岸边的人们在发明
水车时费了一番心思。它借助水力，推动水车轮
子上的叶片，把水从河里提起来，然后再倒到水
斗里，通过水斗来浇灌农田。许多古老的水车如
今已被收藏在博物馆，成了怀旧的记忆。

夜色从天幕迢迢垂下，黄河渐渐沉入暗影的
包围之中。我们坐在临窗的位置上，静看从底下
流淌而过的黄河。夜色掩映之下，河水失去了白
日里触目可及的色泽，偶尔泛起的点点波光让人
看到它此刻的存在，觉察出它的神秘深阔。在这
个春夜，迎着河面吹来的晚风，听旧日同窗讲述
少年时代的青葱故事，一切又熟悉得仿佛回到千
里之外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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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公告 BONG SIEN SIEN：本院受理原告尹德宝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
告知书、庭审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开庭传票及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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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旧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I THU（中文名：阮氏秀）：
本院受理陈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皖0404民初11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准许原告陈勇与被告阮氏
秀离婚】。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欧若拉酒厂合作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 73
行初10350号原告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欧若拉
酒厂合作社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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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答辩状、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8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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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104民初5732号 詹月康：本院
受理原告马云与被告詹月康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苏
0104民初57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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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钟秉霖：本会已于2020年1月03日受理申请人林杰
雯（澳门）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之案［案号：（2020）穗仲案字第173号］，现定
于2020年7月8日上午10时在广州市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0年8月28日前。请
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2020年3月19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柱光：本院受理原告黄玉娇
与被告梁柱光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桂0107民初113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准予原告黄玉娇与
被告梁柱光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 2600元，共计 2900元，由原告黄玉
娇自愿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本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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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川1102民初3820号 卢忠发（LOH
TONG HUAT）：本院受理原告周德容诉被告卢忠发（LOH TONG HU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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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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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宣判公告 朱军（护照号：NO.993749，南非身份证号：
5503110806187）、朱珠（护照号：NO.140014243）：本院受理刘长青诉你二人及北
京坤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京 0102民初 18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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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南区1号楼（原宣武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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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竹凤：本院受理王浩牧（外文名WANG HAOMU）、
王锡安诉范竹萍、冯东升、冯彬莉、冯彬洋、范竹风、范竹虹、陈通物权保护纠纷一
案，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七被告将原告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茶叶胡同34
号1幢北房东数1至4间、2幢东房北数第1间腾空，同时拆除自建房并恢复原状
后交还原告。2.要求七被告给付原告自2003年12月起至实际腾房之日止的房屋
占用费，每月按1603元计算。3.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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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南区第
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艳：本院受理的（2017）苏0404民初4156
号原告吴泽彪与被告刘艳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苏0404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1.位于常州市钟楼
区白云新村63幢甲单元602室房屋归原告吴泽彪所有；被告刘艳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配合原告吴泽彪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手续，因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产
生的费用由原告吴泽彪承担。2.案件受理费7044元，由原告吴泽彪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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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鲁 0112 民初 6016 号 公霞（XIA
GONG）：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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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0年6月29日9时在本院速裁法庭（4）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告 Joseph kwa Leong Cheng：本院受理原告门继平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门继平要求：1.判令双方离婚；2.判令婚生子柯闯归原告抚养，
由被告支付抚养费每月3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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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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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年 2月 6日作出（2019）冀 0983民初 5383号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 300 元，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更正公告 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刊登的原告北京信
中利美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诉被告北京东方惠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等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公告中，开庭时间更正为2020年7月21日14时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特此更正。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更正公告 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刊登的原告北京明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蔡玉明、原告北京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
陈文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案，开庭时间分别改为2020年8月31日上午9时、

10时在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更正公告 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刊登的原告深圳市好家庭
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斯皮度控股公司商标无效宣告请
求行政纠纷案，开庭时间改为2020年7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第一法庭开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李博佳（REBECCA PING
LI），女，1964 年 9 月 6 日出生，美国籍，护照号：483804034；被告思大卫（DAVID
LEE STICKLER），男，美国籍，1960年10月11日出生，护照号：445147498：原告长
青有限公司向本院起诉你们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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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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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丽娟，原身份证号150203197310243927：原告王
华亮（WANG ASSYA HWA-LIANG）向本院起诉你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本
院向你方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再经三十日答辩期，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 2020年 7月 20
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如果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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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陈咏瑜（Yong Yu Chen），
女，1982年12月13日出生，加拿大籍，护照号：BA527694：原告于杨诉被告陈咏瑜

（Yong Yu Chen）离婚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再经三十日答辩期，本
院定于答辩期满后2020年7月20日下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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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俐春、李秦（CHIN LEE）：本院受理陈军、牛娜与
同俐春、李秦（CHIN LEE）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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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原被告于2016年7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补
充协议，办理相关房屋的解押登记手续，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龙爪槐胡同6号1幢
1层C12号房屋及配套的地下车库过户至原告名下。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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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南区第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李海霞（Haixia Li），女，1963
年 4 月 11 日出生，美国公民，护照号：488119189：原告童雪松（TONG AARON
XUESONG）诉被告李海霞（Haixia Li）离婚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依法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再经三十日答辩期，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2020年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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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氏蓓八（THI BE TAM NGUYEN）：本院受理原
告张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冀 0929 民初 86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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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和 平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李 京 培 ，身 份 证 号 ：
72520-1648921）：本院受理原告周颖诉被告 （李京培）（2019）辽 0102 民初
13980号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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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京0105民初785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三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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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SecNeo Limited：原告李立（英文名：LILI）诉被告北
京梆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北京赛克尼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告 SecNeo
Limited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北京梆梆安全科技有
公司向原告支付期权奖励报酬11700000元；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北京赛克尼奥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被告SecNeo Limited对上述期权奖励报酬向原告承担连带支付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
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公司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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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下午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为东2-18法庭。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永波：本院对宮兰云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吉0103民初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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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
市宽城区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毅：本院受理（2019）京0101民初1618号清水华
诉你、马玉波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及合议庭人员变更通
知，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变更为审判长许国林，审判员杨世和及审判员周琳。
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第二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南区第九法庭进行询问、质证，逾期不到庭，本院视为你放弃了答辩
和质证的权利。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01民初10147号 赵红宇：本院受理赵
广宇、卜淑琴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你作为共
同原告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1民初
101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刊登之日起3个月内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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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 Conference&Exhibi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Ltd，地址：57W.57thStreet，4Floor，New York NY 10019，
USA（法定代表人：S.S.Sarwar.）：原告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公司（原中国化工信
息中心有限公司）向本院起诉你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依法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再经三十日答辩期，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2020年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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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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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京0105民初864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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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CHENG JINGLI、CHENG WEIWEN：本院受理
原告姜海霞诉被告 CHENG JINGLI、CHENG WE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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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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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上午9时
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冨田武士：本院受理原告陈婷婷诉被告冨
田武士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吉 0403 民初
10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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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德国塞克有限公司（Cyklop
GmbH）：本院受理原告常州润晟捆带制造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原告提起上诉，要求撤销（2017）京0102民初24044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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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30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蕤（ANNIE RUI WANG），女，1972
年11月4日出生，美国国籍，护照号：505888257；林伯谦（PETER BOQIANLIN），男，
1959年10月19日出生，美国国籍，护照号：422052275：原告王晓磊、刘甘霖向本院起
诉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方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再经三十日答辩
期，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2020年10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四法庭
开庭，如果你方届时未到庭或提出答辩状及副本，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威海仲裁委员会公告 普惠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角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单、仲裁须知、当事人的仲裁
权利和义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来我会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卓梅凤：本院受理上诉人广西艾迪
尔贸易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卓丽廉（TOH MUI LIAN，Nationality：Malaysian）、卓
梅凤（TOH MOOI FOONG，Nationality：Malaysian）、东兴鸿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广西三升源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二审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桂06民终684号民事判决书。限卓梅凤于公告起
9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曹经庚、陈颖、烟台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烟台德康经贸有限公司、烟台德辅
置业有限公司及你们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6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书。陈颖、烟台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视为送达。曹经庚自公告之日起满9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陈颖、烟
台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曹经庚
可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SIVONGSA TEUN（身份证号：10-0108177）：本院
受理原告黄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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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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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土耳其森帕医疗用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Türkiye Setpa Tıbbi malzemeleri ithalat ve ihracat ticaret limited şirketi）：本院受理
淮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THI THUY HANG：本院受理原告冯建强诉你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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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公告 谢成军：本院受理原告刘荣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川0781民初4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谢成军支付刘荣顺劳动报酬32900元；二、驳回刘荣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1173元，被告谢成军承担73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
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天赐：本院受理原告郭
彩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711民初2536号起诉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和答辩期限为公告到期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RONALD CLYDE KOPPOS：本院受理原
告百琳与被告RONALD CLYDE KOPPOS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211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百琳与RONALD
CLYDE KOPPOS离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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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 0981 民初 3767-1 号
萩野下立義（TATSUYOSHI HAGINOSHITA）：本院受理王敏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苏0981民初3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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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924民初3482号 唐小非（居民身份证
号码：320924198401263436）：本院受理顾卫卫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苏0924民初3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唐小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顾卫卫25000元，并承
担从2019年5月29日起至给付之日止，以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
息）。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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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苏0621民初551号 徐志华：本院受理原告
胡月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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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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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BUTSOKHA（柬埔寨籍）：本院受理的（2020）皖1021
民初1073号原告程团结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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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神农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如皋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张一熙、神农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清算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京0101民初231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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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CHAIFANG MISS SMITA（中文名：阿
芳）：本院受理原告任忠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内22民初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准予原告任忠森与被告 CHAIFANG MISS SMITA（中文名：阿芳）离婚。案
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任忠森与被告CHAIFANG MISS SMITA（中文名：阿芳）
各负担50元。公告费3590元，由原告任忠森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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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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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吉2426民初779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之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KWON hYUK Yong：本院受理（2019）吉
0211民初2229号谭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
于 2020年 7月 28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法庭依法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相应不利后果自行承担。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兆彬：本院受理（2019）吉0211民初2236
号常桂华诉王兆彬、王卓继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
于 2020年 7月 27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法庭依法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相应不利后果自行承担。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 03 民初 84 号 LANXIN ENGI-
NEERING PRIVATE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
公司诉你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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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
相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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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玉女：本院受理的原告
蒋林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吉0211民
初2360号民事判决书。你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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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7份，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氏红绸：本院受理原告方术民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 1721民
初5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许原告方术民与被告段氏红绸离婚。案件受
理费200元，由原告方术民负担。你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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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池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LE THI THANH TUYEN（黎氏
清泉）：本院受理原告狄晓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皖1721民初5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许原告狄晓伟与
被告LE THI THANH TUYEN（黎氏清泉）离婚。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狄
晓伟负担。你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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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3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关缉私分局公告 “BAOHANG”号轮船所有权人：请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所有权证明文件至我局办理“BAOHANG”号船舶
发还手续。逾期无人认领的，将按无主财物处理、登记后上缴国库。

2020年3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关缉私分局公告 “BINTANG”号轮船所有权人：请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所有权证明文件至我局办理“BINTANG”号船舶发
还手续。逾期无人认领的，将按无主财物处理、登记后上缴国库。

2020年3月19日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 0302民初 1577号 陈丽丽：本院
受理原告孙克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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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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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三十日内和三十日内。本
院定于2020年8月5日下午15时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兰盈、赵桂清：原告孟秀珍与被告赵兰盈、赵桂
清赡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京 0102 民初
184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2019年3月11日起，赵兰盈、赵桂清每月各
支付孟秀珍赡养费1500元；二、驳回孟秀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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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孟秀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70元，由赵兰盈、赵桂清各负担35元(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国内公告费
(以实际发生为准)由赵兰盈负担，涉外公告费(以实际发生为准)由赵桂清负担(均
于本判决生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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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