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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路心语

法官的内心素养

□

刘建国

社会正义的实现往往依赖于法律人
对于内心法律信仰孜孜不倦的追求。 但
凡为法官者， 无不将自己内心对于法律
公平正义的希冀作为法律思维进程的最
终归宿。 空洞的理论和抽象的法律教条
不可能带来公平正义的完美结合， 而法
官内心所追求的终极目的恰恰决定了社
会正义的价值走向。

法官的内心应当“清”。 “问渠哪
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真正的
司法正义源于法官内心清澈见底的心灵
源泉。 法官只有将自己对于法律深邃的
洞察力与感知力不断的运作在法律思维
过程中， 才能确保案件得到良好的考量
与审视。 法官内心的“清” 源自其自身
对于生活的感悟， 对于人生的思量， 对
于案件的斟酌。 “法官的良心是社会正
义的最终保障”， 而法官内心的“清”

恰恰是法官良心的启迪。 法官需要将自
己内心对“清” 的感知融合进自己的办
案理念中， 让司法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
得到实现。 法官的内心亦应如水一般清
澈， 不掺杂任何杂质， 没有丁点浑浊。

培根在《论司法》 中说过： “一次不公
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
尤烈。 不法行为弄脏的是水流， 而不公
的判决则将水源污染了。” 《左传》 云：

“慎始而敬终， 终以不困。” 法官只有在
内心征途的起点上保持“清”， 才能斩
断外在世俗与诱惑的羁绊。

法官的内心应当“静”。 “法者，

平直如水”， 法官作为法律的最终诠释
者和矛盾的最终裁决者， 承担了沉甸甸
的社会使命和责任。 因此法官应当时刻
自我反省， 守住内心通向良知的那扇正
义之门。 法官的“静” 需要自身良好的
修养， 对于外界的一切“动感” 要做到
视而不见、 心无杂念。 法官自身需要
静，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外部环境的干
扰， 抵御潜在威胁的袭击。 古代公堂之
上悬挂着大大的“静” 字， 亦是有其价
值作用。 在当今这个充满诱惑力的社
会， 法官似乎更应该在自己的心底深深
烙上一个“静” 字， 并借以时刻反省自
我， 感知内心良知带给自己的静谧与恬
然。 法官内心的“静” 可以帮助其汲取
更多的法律素养， 从心底窥探社会的纷
争与纠葛， 进而站在中立者的角度去探
究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之道， 实现息事
宁人、 定纷止争的司法能动价值。

法官的内心应当“韧”。 法官是以
公平正义的法的精神作为自己内心的最
终归宿。 在追求法的精神的同时， 法
官也在将内心的法律思维进行着不断
的锤炼与升华。 在追求自身对法的信
仰的征程中， 困难与挫折似乎总是伴
随左右， 但是真正的法律使者从未惧
怕过磨难， 不管它来自何方， 去往何
处。 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并
在孜孜不倦地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 开
辟属于自己的那片心灵净土。 古罗马有
谚语说得好： “为实现正义， 哪怕天崩
地裂。” 毋庸置疑， 法官的角色及地位
决定了自身的韧性与刚性， 只有持之以
恒、 不畏艰险， 才能抵达内心司法良知
的圣地， 实现自身理想向现实的完美
“蜕化”。

法治理念的良性运转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法官内心素养的优劣。 只有塑造
好法官的内心世界， 才能让司法更具公
信力， 更具感召力。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
人民法院）

极端的正义，即极端的不正义。

———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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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录

司法管理属于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
部分， 虽然它相对于司法本体制度而言
具有附属性， 但同时也具有不可分割
性。 一个好的司法管理制度可以更有效
率地促进司法达成自己的目标， 甚至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司法公正本身起
到积极作用。 反之则减损司法效率乃至
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种种原
因， 理论界对司法本体制度的研究特别
是司法程序的研究较为繁荣， 成果很
多， 但对司法管理的研究成果则少之又
少。 在司法管理的研究成果中， 有关法
院管理的成果虽然占了主要部分， 但关
注法院管理模式的成果则微乎其微， 而
把法院管理模式作为一本专著来写其难
度之大更是不言而喻了， 可以说把谭世
贵、 梁三利等所著《法院管理模式研
究》 看作是一个总体性的创新性选题并
不过分。

就本书的研究水平而言， 我们首先
注意到作者的研究思路是十分清晰的：

在上篇中， 作者从法院管理的概念解读
中提出法院管理模式的概念； 在中篇中
通过对外国法院现有管理模式的详细比
较中展示了法院管理模式的具体内容，

使法院管理模式的基本构成和不同模式
的区别和优劣更具体展现在人们的面
前， 并自然而然地突显出自治型法院管
理模式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在下篇中，

作者以全面的研究成果为参照， 分析了
我国现有法院管理制度的现状、 缺陷及

成因， 并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我国法院管
理基本模式和内部模式的一系列改革设
想。 其次， 作者的研究方法是多样性
的。 对基本概念的解读以逻辑推理为
主， 对制度优劣的分析以比较研究为
主， 部分内容则更多地借助了历史线索
的探索， 比如对美国法院管理模式历史
演进的细致分析就给人以深刻启示， 对
我国现状与对策的分析则使用了包括实
证分析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的多样性对于提升论证质量起了关键作
用。

当然， 体现该著作研究水平的上述
特征还是表面化的， 更主要的体现在论
证的深度上。 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
以说明：

第一， 论证深刻说服力强。 比如，

作者在论证我国法院外部管理体制改革
应采用垂直管理制度设计时， 针对反对
者提出的“垂直管理说将监督关系变为
一种领导关系会助长法院管理上的行政
化倾向， 违背了法院体制改革的非行政
化趋势， 抹杀了法院与一般行政机构性
质上的差别” 的观点， 作者指出， 法院
组织由审判系统和管理系统构成， 二者
履行不同的职能。 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法
院上下级之间是监督关系， 但这一规定
是针对法院审判工作而言的， 而无论是
宪法还是法律对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管理
关系均无明确规定。 因此我国上下级法
院管理工作之间的科层隶属关系仅适用
于管理系统和管理事务， 并不涵盖审判
组织和司法审判活动。 一些学者以中央
财政无力负担全部法院经费为由反对法
院实行垂直管理， 这是不能成立的。 就
连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宪法规定
了法院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 俄罗斯也
逐渐实现了联邦法院对全国法院的统一
管理， 为什么我国的中央财政就不能负
担全国法院的经费开支？ 又如， 作者在

论述我国现行法院管理体制不科学的体
现之一即现行法院管理与确保法官的中
心地位不协调时指出： 法院管理应当以
审判工作为中心， 法官与司法行政人员
不同， 他们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背景，

在法律素养、 实践能力、 人文精神和人
格品质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卓越性， 并因
此获得社会的高度评价与尊重， 具有法
律保障下的优厚地位。 但是目前法院的
人事管理体制对审判人员和司法行政人
员基本上都采用行政人事管理的方式进
行管理， 都套用行政级别， 没有突显法
官的职业化和专门化， 甚至有些法官为
了晋升行政级别， 想方设法从审判岗位
调往司法政务岗位， 从而影响了审判队
伍的稳定。

第二， 创新性突出。 作者的创新性
观点和论述较多， 除了选题的创新性比
较突出外， 具体创新内容较多。 归纳起
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
法院管理模式的划分。 作者以法院与其
他公共机关的法院行政事务管理的供给
和决策作为划分法院管理理想类型的工

具和标准， 将法院管理模式的类型划分
为行政型、 司法自治型和司法委员会型
三种模式。 二是关于外国法院管理模式
发展趋势的分析。 作者认为， 当今世界
法院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是强化法院管
理自治性以保障在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法院的效率。

法院运行机制不管是内部分离还是外部
分离， 法院的司法行政和审判都应当遵
循分离的原则。 法院外部分离必然会影
响到法院内部结构关系， 主要是法院行
政权和审判权的关系。 三是关于我国法
院管理模式的选择问题。 作者认为， 我
国具备选择自治型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必要性主要基于我国司法权中
央化的客观需要， 可行性主要基于符合
我国渐进式改革思路、 有多年实践基础
和中央决策层的政策依据。 四是关于我
国法院自治型管理模式的构建。 作者主
张构建一个外部垂直管理， 内部矩阵型
管理的完整系统。 关于前者， 作者提出
了垂直管理的具体方案， 主要是成立全
国司法管理委员会作为法院最高管理决
策机构， 在地方层次成立相应的司法管
理委员会。 关于后者， 作者主张设立法
官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管理决策机构，

设立法院管理局作为法院内部管理的执
行机构， 并主张把法院院长设计为首席
法官， 以发挥协调法院内部审判组织之
间、 审判组织和管理系统之间的管理关
系的协作决策功能。

目前司法领域， 主要矛盾是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与司法机关司法
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 为构建一个
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

就需要有制度的建立健全， 机制的创新
完善， 而司法公开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一项制度。公开是公正的前提、公信的基
础， 很难想象不公开的司法会是一个公
正的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
法公开的六项规定》 对司法公开作了较
为完备的规定，提出了立案公开、庭审公
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和审
务公开， 是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当积极
践行的制度规范。 尽管我们已从制度上
确立了公开审判原则， 并力求将其贯彻
于法院审判活动之中， 然而这一制度并
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保障功能。

对于司法公开很多人一般仅仅理解为
低层次的初始的庭审公开、 裁判文书上网
等形式上的司法公开，但现实生活中这是
远远不够的。 各类重大案件尤其是重大刑
事案件，不但其家属朋友关心，社会民众也
很关心；不但到法庭旁听人员想了解案件
的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社会民众也一样。

实际工作中，有些法院的宣传部门和审判
部门对于司法公开的意识和思维仍然停留
在放开关门办案、闭门审判的阶段。 因此我
们有必要从制度尤其是从理念层面进一步
完善深化司法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司法公信，实
现司法公开的实质性高层次要求。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经常可以看到
这样一种现象： 发生法律效力的司法裁
判， 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适用法
律准确， 但当事人就是不认可： 不服判

决， 频频上访， 甚至不惜重信重访， 越
级上访。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 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案件的透明度不高， 案件
当事人不了解办案情况。 英国大法官丹
宁勋爵曾经说过

:

“正义不仅要实现
,

而且
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道出了司法公
开的不可或缺。 审判公开是判决公正的
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公开、透明，才能让
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真
正做到胜败皆服。 普通民众要的不仅仅
是结果，而是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

要的
不仅仅是结论， 更重要的是得出这个结
论的理由。 因此需要人民法官进行释法
阐理， 这就是司法公开的实质性高层次
要求，也是司法公开的应有境界。

释法阐理是对司法裁判所适用法
律法规、 事实理由的阐释， 在当下司
法环境中， 就彰显出其在实现司法公
开和司法透明、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
法公信力中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简
言之，释法阐理就是告诉民众为什么要
这么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对司法的不信
任大都源于司法机关没有“详尽地”以
当事人认可的方式说理。一是释法阐理
过于简单。 有些理由也不充分甚至是
“不讲理”、“糊弄”群众的。 比如判决书
像行政公文， 简单机械模块化格式化，

往往只有一两页，简单描述一下案件经
过，然后就“依据……法”判决如下。 最
为关键的，是判决书中的推理过程要么
含糊其辞以及寥寥数语，要么对于争议
问题的刻意回避极为简单甚至根本就没
有推理过程。 二是释法阐理过于专业深
奥。 比如有的裁判文书往往“辨法析理”

的专业性语言长达几千字，刻板呆滞，艰

涩难懂。老百姓能否看得懂，社会能否接
受？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把它
逆向转换“翻译”成群众易于接受的朴素
语言，完成一个从“小众”走向“大众”的
转化过程，转换成通俗易懂、形象贴切的
群众语言和平常思维， 尽可能让老百姓
听得清、看得懂。 释法阐理的时候，必须
是准确的，不能误释；要接受民俗习惯，

按照民众的思想和思绪， 以民众能听得
懂、听得进的方式来转换。借助释法阐理
之力，如果能说得听者动容，由衷信服，

深感法院公正高效， 这也是高境界实质
性的司法公开。

因为对当事人来说， 特别是对普通
民众而言，他们大都不熟悉法律，只能凭
借日常生活的常识来对司法裁判作出评
价， 所以公平和公正判断往往来自于日
常生活常识即自然法则。 而当法院的判
决与群众的感觉相违背时， 便认为法院
是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信的。因此某种
程度上他们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合理
性”期望更胜合法性要求，他们更追求符
合普遍的正义情感和道德评价， 更在乎
是否是符合在自身生活环境中能够得到
大家认同的“有理”。 所以很有必要引入
民众认同度较高的民俗习惯进行通俗的
释法阐理，答疑解惑，增加司法裁判的透
明度与可接受性。 法官的释法阐理成为
执法者和老百姓之间沟通的纽带， 成为
沟通和谐与消解不满之间的桥梁， 没有
生命的法律和活生生的当事人之间的距
离———或是千里迢迢，或是近在咫尺；当
事人对法院的工作———或是拒不接受，

或是深切认同———全在于法官的能动司
法释法阐理。

对于法官来说， 一篇很专业的司法
判决其实并不能体现司法为民的真实水
准， 法官应当把自己对案件的认识、 评
判和对法律的理解， 用通俗的语言释法
阐理， 让具有小学、 初中文化的人都能
听得懂。 把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和积累
的理论素养以及对法律精髓的感悟通过
法律文书平民化、 世俗化地表现出来，

没有深厚的法学素养和语言文字功底，

很难能做到， 这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
作。 新时期的人民法官陈燕萍的

48

字工
作法中： “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

用群众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 用群众接
受的语言诠释法理、 用群众信服的方法
化解纠纷” 这短短

48

个字诠释无不以司
法的人民性为核心。 陈燕萍之所以能取
得如此大的成功得到广大老百姓的认可，

主要得益于切合了人民群众的实际、 用
群众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 “译解法律、

类案引证、 引理入法、 以理补法”， 是陈
燕萍以群众语言释法阐理的基本方法，

体现了司法公开的实质要求。

释法阐理，首在“法”字，重在“理”

字。 简言之，就是要阐明事理、法理和情
理，最终让民众明理服法服判息诉，实现
案结事了人和。法官职业受人敬重，并非
权力象征，也非官员地位，而是作为司法
者， 法官能将抽象的法律运用于具体的
纠纷化解中， 能将纸面上的权利义务转
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权利义务， 能破常人
不能破之难题，能解常人不能解之死结，

使法律成为“活法”。 法官还应该将法律
内在的公正性宣示出来， 将法律之中蕴
涵的人情味展现出来， 通过司法中的法
理和情理的融和使法律真正成为“良

法”，这是司法公开的高层次实质性要求
也是司法公开的应有境界。 这个目标本
身就很难， 但它应成为我们每一个法官
毕生的职业追求。 因此法官不仅要有法
律人的法律思维， 还要有社会人的群众
思维。法官不仅要会说法言法语，还要会
说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言语。诚所谓法
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沉默的法官。

人民法官宋鱼水也曾说过“要让老
百姓看得见法律”。其意思是说要让老百
姓能看得见法律的公正，通过释法阐理，

司法裁判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诉讼双方
的纠葛，更重要的是架起法言法语、职业
司法与民众生活之间的桥梁， 使人们更
加了解法律、理解法律、相信法律、尊重
法律。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有一段
名言：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
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
格，收获一种命运。 我们坚信，司法公开
这种行为必将引领司法之时代潮流结出
司法公正之硕果。 当然，诚如培根所言，

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
们不应期待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 为了
使他们逐渐成熟， 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
程。 释法阐理也许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
很多沉疴痼疾， 但至少会在司法公开和
透明上迈出令人可喜的一步，而这一步，

因为有了法律的温情， 会逐渐撑起人们
内心深处法治梦想和希望的蓝天。

（作者单位：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

释法阐理：司法公开的高层次实质性要求

李晓东

书海遴品

司法管理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评谭世贵、 梁三利等著《法院管理模式研究》

□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马贵翔

刘显林：本院受理李庆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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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黑龙江
]

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法院
秦国栋、秦国龙、田建才、赵晓明、马玉兵、常志和、沈维建、

王建会、蔡雪云、沈宝国、范忠江、冯贵荣、袁志强、程万云、刘岩
梅： 本院受理宣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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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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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望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

河北
]

宣化县人民法院
乔栋：本院受理原告姚俊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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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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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河南
]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王兵之：本院受理原告陈本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湖南
]

澧县人民法院
潍坊市朝阳食品有限公司、刘伟：本院受理原告青岛泰顺

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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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
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
3

日
（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海商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岛海事法院
米淑琴、山西鸿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诉你们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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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审判监督卡。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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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潘世勇、韩拴玉、武光幸、武来娥、刘定强、张廷梅、史笑易、

史锋、刘志奇、高金星、郭永和、武柏霖：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诉你们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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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 审判监督卡。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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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侯秋明、侯永红、侯景红、侯世昌、侯爱红、赵虎钢、韩双林、

山西省太原市晋祠旅游经济综合开发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诉你们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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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审判监督卡。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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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华乐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吴祥：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支行

诉你们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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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审判监督卡。 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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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杜晶、李琳秀、魏磊、游青海、叶乐芬、王莲芬、秘智鑫、郭小

丽、山西云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支行诉你们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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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审判监督卡。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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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张永刚、太原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诉你们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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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 审判监督卡。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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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林阳建、王璐、郑孝良、林银平、黄琴琴：本院受理史财安、

王彩霞诉你们和林天行、林泽钊、洛南县天鸿实业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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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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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

和
30

日。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宋纪云：本院受理汪海燕诉你夫妻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深宝法民一初字第
1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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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翟立阶：本院受理原告周士英诉你与石家庄振华车桥厂等

五被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石家庄振华车桥厂
收到判决书后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定民
初字第

1559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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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人
民法院。

[

河北
]

定州市人民法院
王保新：本院受理刘冶锐诉你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沈民初字第
431

号民事判决书。 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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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

裴英连：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丰民初字第
120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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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内蒙古
]

丰镇市人民法院
杨静： 本院受理原告郭鹏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丰民初字第
121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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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内蒙古
]

丰镇市人民法院
薛建锋：本院受理原告王顺庆、刘银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临民初字第
2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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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临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本院移送执行刘志峰、刘磊、刘波、刘月光处罚
金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成都宏涛价格咨询有限公
司对被执行人刘磊及其女友共同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光华
大道万家湾村

7

、

8

组凯德·风尚一期
3

栋
16

楼
1610

号， 面积
84.6

平方米的房产（预售许可证号：

6151

）进行了评估，评估价为
572996

元。 后依法委托成都翰荣轩拍卖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以
评估价进行了三次拍卖均流标， 现本院决定对上述房产以评估
价进行变卖，变卖时间：

2011

年
8

月
22

日，联系人：刘慧、唐童，

联系电话：

028-82915387

。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执行申请执行人韩荔姝与被执行人林全勇、吴清

妃土地转让权合同一案过程中，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作出（

2011

）海南一中民二终字第
257-1

号民
事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林全勇名下位于琼海市潭门镇海产品
交易市场

166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原土地证号： 海国用
（

2005

）第
1392

号，现土地证号：海国用（

2010

）第
1233

号】。如对
上述土地权属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日内，持书
面证据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

海南
]

琼海市人民法院
苗习建、苗培仁：本院在执行申请人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与被执行人苗习建、苗培仁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

2010

）峰执字第
231

号执行裁定
书，冻结你们二人在银行的存款。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

河北
]

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8

月
19

日（总第
506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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