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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女婴偶染恙
私人诊所寻医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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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病打针出状况
女婴中毒不幸夭折

2

□ 徐 丹

无资质执业：“白衣天使”变“杀手”
8个月大的孩子闹肚子、呕吐本是寻常小病，在医院诊断治疗并不难。 可谁曾想偏偏就是治疗这样的小病，却生生要了一个孩子的性命。
医生，护士，谁之过？ 调查发现，医生开的药方没有问题，是护士配错药导致悲剧的发生。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配错药的“护士”居然没有护士从业资质，却先后在医院和私人诊所从事护士工作长达五年之久，且没有被查处。

在医疗行业加强对医生监管的同时，护士往往处于“被监管”遗忘的角落。

2011 年 10 月， 家住江西省黎川县
栗原村的黄老太这两天有点闹心， 才 8
个月大的孙女小雨在闹肚子， 虽然这不
是什么大病， 可孩子毕竟太小， 怕经不
起折腾。 况且， 小雨的爸爸又常年在外
地打工， 黄老太越发觉得照顾小雨的责
任重大。 这天， 小雨妈正抱着女儿与婆
婆黄老太商量带孩子看病的事。

“我听隔壁的邻居说街上黄氏诊所
的黄医生治小孩子的病不错， 好多小孩
子都在他那里看好了， 你也带小雨去那
里看看。” 黄老太说。

“好， 我明天就抱小雨去那个诊所
看看。” 小雨妈答应着， 她也认为小孩
子闹肚子是平常小病， 看完医生打个针
就会没事， 谁知后来竟在小雨身上发生

灭顶之灾。
10 月 12 日一大早， 小雨妈就抱着

小雨坐车来到县城， 按着隔壁邻居提
供的地址 ， 她很快找到了那家诊所 。
诊所门面不算大 ， 但里面看病的人却
不少 ， 而且多半是大人抱着小孩子在
这里看病打针 ， 小雨妈心想 ， 看来邻
居说的还真没错 ， 果真有好多小孩子
在这里看病， 估计这个医生的技术也不
错。 于是， 她抱着小雨坐到了黄医生面
前。

“小孩子哪里不舒服啊？ 她几个月
大了？” 诊所的黄医生像接待任何一个
普通病人一样询问着。

“我女儿 8 个月大了， 这两天拉肚
子， 看要吃什么药治一下。” 小雨妈一

边手轻轻拍着怀中的小雨一边回答。
小孩子拉肚子是再寻常不过的小

病， 黄医生看了小雨的症状后， 诊断为
胃肠性感冒， 立即开出了药方。

“好了 ， 去护士那里拿药打针 。”
黄医生随手把药方递给了小雨妈， 开始
接待下一个病人。

小雨妈接过药方到护士那里拿药给

小雨打吊针。 除了扎针的时候因疼痛小
雨哭闹了一会儿， 整个过程倒也安静。
打完吊针， 小雨妈抱着小雨坐车赶回了
家。

打了吊针之后， 当天小雨妈感觉小
雨拉肚子的症状缓解了一点， 心里不由
暗暗轻松了一点儿， 想着过两天孩子的
病就能好了。

第二天早上， 小雨妈在给小雨喂稀
饭的时候发现小雨有点儿吐， 她感觉不
对劲， 又匆匆抱起小雨和黄老太一起来
到了昨天看病的诊所。 见到黄医生的时
候， 小雨妈把小雨的症状跟医生说了。

“不要紧， 我再给她加点药， 打几
针就会好。” 黄医生拿出药方单开了处
方， 5 支 10 毫升的 5%碳酸氢钠配一瓶
100 毫升的 5%葡萄糖注射液。

听了医生的话， 小雨妈和黄老太稍
稍有了些宽慰。

小雨妈拿着药方单递给了配药护士

王玉 ， 王玉接过配药单快速地扫了一
眼， 看到了碳酸氢钠几个字眼， 她脑海
里马上浮现出一个蓝色包装的药盒子，
于是拉开药箱抽屉， 看到一个方形的蓝
色药盒就拿了出来， 抽出 5 支玻璃小药
瓶， 快速地配入了葡萄糖注射液中。

很快， 小雨就挂上了吊瓶， 小雨妈
像昨天一样轻轻拍打着她 。 可是没多
久 ， 小雨妈就发现怀中的小雨有点异
常 。 当天打针的小雨不像上次那么安
静， 插针后没多久就开始哭。 小雨妈见
孩子哭就轻轻哄着， 可发现怎么哄也哄
不住， 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小雨妈一时
急了， 赶紧让婆婆叫医生过来。

“医生， 医生， 我这孩子怎么哭不
停啊？” 黄老太焦急地问道。

正在忙碌着的黄医生过来看了一

眼小雨 ， 没发现什么不对劲 ， 再说 ，
作为医生 ， 他已经看惯了小孩子打针
怕痛哭闹不止的场面 ， 只随口说了
句： “打针打痛了就会哭。” 又转身忙

其他的事去了。
黄老太听这么说也有些道理 ， 哪

个小孩子打针不哭闹的 ， 可能今天小
雨被打痛了吧 。 虽然看着哭闹的小雨
有些担心 ， 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
尽量哄着孩子。

小雨在妈妈怀中一直不安分的哭闹

着， 哭得小雨妈和黄老太都有些揪心。
黄老太又试着倒水给小雨喝， 希望小雨
能不再哭闹， 可小雨就是闹来闹去， 怎
么喂她都不肯喝， 而且哭得更厉害， 还
出了一身汗。 黄老太就纳闷了， 这水也
不烫啊， 孩子又没喝， 怎么就出一身汗
呢？ 怎么回事啊？ 这时， 黄老太发现小
雨的哭声渐渐小了， 但脸面和嘴唇都有
些发紫， 她和小雨妈都感觉不对劲， 于
是， 赶紧叫医生过来看。

黄医生来到小雨面前， 一看就发现
孩子脸色不对。 他赶紧拿出听诊器往孩
子身上一听， 脸色就变了。 这时过来一
个护士赶忙把小雨身上的头皮针给拔掉

了， 低声对黄医生说道： “可能是打错
了药。”

黄医生一听大惊， 立即转身去问配
药的护士王玉： “我拿给你的单子呢？”

“单子， 单子……” 护士王玉在配
药处有些慌乱地翻找着配药单。

“我单子上开的药你拿了什么 ？”
黄医生的话语中有些焦急。

王玉看看旁边的药， 有些慌乱地答
道： “我， 我可能拿错药了， 好像拿了
氯化钾。”

“那完了。” 黄医生被王玉的回答

着实吓坏了。
医生和护士的慌乱， 还有孩子的异

常反应， 让小雨妈和黄老太有了不祥的
预感， 当黄老太听到医生和护士对话中
“拿错药” 三个字更是让她犹如晴天霹
雳， 尽管她一个农村老太太没有医学常
识， 但她也知道用错药肯定会有不好的
结果。

此时， 小雨妈发现小雨的眼睛有些
往上翻， 顿时急了： “医生， 赶快带我
女儿到大医院去。”

黄医生赶紧带着小雨妈、 黄老太和
护士王玉一起打车把孩子送到了县医

院。 儿科门诊医生用听诊器在小雨胸前
听了一下说： “心跳已经停止了。” 听
了医生的话， 小雨妈紧紧抱着尚有体温
的女儿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残酷的事

实， 撕心裂肺般地哭喊着， 她要唤醒怀
中的女儿。

站在旁边的黄医生和护士王玉沉默

不语。

迷糊护士配错药
护理行业鱼龙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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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的死因就在10月13日那张诊所
的配药单上。 小雨在诊所看病打针的第
二天， 诊所黄医生因为小雨妈说小雨有
呕吐迹象， 于是在前一天的药方基础上
多加了碳酸氢钠，并写明了用量50毫升，
药方是没有问题的， 可问题就出在了护
士王玉的配药上。

诊所虽小，但每天的客流量可不小，
诊所医生、护士每天的工作量都非常大，
开单、配药、挂水在这诊所里已经成为一
个流水线，为了应付后面的患者，护士们
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来完成的。 而当天为
小雨配药的护士王玉也是用极快的速度

配完药。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配药单
上的碳酸氢钠竟被自己误拿成了氯化

钾， 而这一药物的错用正是致死小雨的
最终原因。据医生解释，氯化钾也可用于
治疗腹泻，但成年人输液时500毫升液体
量只配8至10毫升氯化钾，小孩子一次输
液也只是用5毫升，而这次总共配了50毫
升，严重超量，所以导致小雨中毒致心脏
骤停死亡。

2011年10月13日，小雨的家属向黎川
县公安局报警。 王玉在接受询问时供述其
配错药的事实经过，同时交代其无护理专
业技术资格而在黄氏诊所从事护理工作。
而公安机关在调查中还发现，黄氏诊所聘
用的另外两名护士同样无护理资质。

2012年3月22日，黎川县人民检察院
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王玉提起公诉。 检
方认为，被告人王玉无护理资质，过失配
错药后对被害人进行静脉滴注， 导致被

害人死亡， 应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2012年4月17日，黎川县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站在被告人席
上的王玉悔恨不已， 在回答法官的询问
时数度落泪，哽噎不已。

“我上班实在是太忙了，那么多的病
人，可能是疏忽大意看错了。氯化钾这个
药是危险药品， 一直以来都是红色包装
的，从来都没有换过蓝色包装，而碳酸氢
钠一直是蓝色包装。配错药的那一天，黄
医生进的那个氯化钾是蓝色包装的，可
能当时是太忙了，没有注意看名字，看到
颜色对了就拿了。再说，诊所里药品的摆
放也比较乱，氯化钾没有单独搁放，是和
碳酸氢钠一起堆放在药架下面的柜子

里，里面还堆放了许多其他药品。 ”在做
着法庭陈述的王玉已是泣不成声， 泪水
涟涟，“我当时就是脑袋有些不清楚，因
为前天晚上我小孩发烧生病， 我因为照
顾小孩基本上一夜没有睡觉， 第二天上
班精神不太好。医生问我的时候，我自己
都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拿错药， 我真的不
知道 。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 我也很后
悔。 ”

案发后， 王玉积极地和被害人家属
进行沟通协商，向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
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

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玉在明知自己
未取得护士资格的情况下仍长期非法从

事护士工作， 且在为本案被害人配药过
程中存在严重疏忽， 未认真核对处方单

和药品名称导致配药错误， 造成一名患
者输液后死亡的后果， 其行为已构成过
失致人死亡罪。 王玉在被害人家属报警
后，能不离开现场等待公安机关的处理，
并在被带至公安机关后如实供述自己所

犯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王
玉在事发后积极协助抢救被害人， 在被
害人死亡后又积极、 主动地向被害人家
属作出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平
时在家表现良好，是初犯，依法还可酌情
从轻处罚。王玉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
较轻，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
现。经社区调查，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
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依法可以对王玉适
用缓刑。 鉴于被告人长期无证从事护士
工作，且发生致人死亡的事故，为保障广
大患者的生命安全， 应当对被告人王玉
宣告禁止令。

综上， 一审判决被告人王玉犯过失
致人死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刑
三年；缓刑考验期间，禁止王玉在医疗机
构从事护士工作。

宣判后，王玉未提出上诉。
本案结案后， 黎川县人民法院针对

黄氏诊所长期聘请无护士资质的人员从

事护士工作这一情况向当地卫生局发出

了一份司法建议书，重点建议内容为：一
是及时清理该县医疗行业中无护士从业

资质的人员； 二是实施护士备案管理制
度； 三是加强对护士的业务培训和职业
道德建设，提高护士行业准入门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在私人诊所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

城市的大街小巷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踏进私人诊所就医， 因此， 对
私人诊所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 当有关部门对私人诊所进
行监管的时候， 目光大多都集中在医

生是否有行医资格， 却往往忽略了医
生旁边不起眼的护士。 而事实上， 现
在许多私人诊所、 乡镇卫生院甚至正
规大医院为节约成本等原因， 招用没
有护士资质的人员从事护士工作。 这
值得人们警惕。 本案就是个典型， 被

告人从卫校毕业后未取得护士从业资

质， 却在医院和私人诊所从事护士工作
长达五年之久而没有被查处。 须知， 护
士虽然不直接参与诊断开方， 但与病人
的诊疗过程却是息息相关的， 本案也正
是因护士的过失才导致惨剧的发生。

本案虽看似偶然， 但在这偶然的背
后， 人们可以清醒地看到， 有些私人诊
所长期这种混乱的管理， 必然会导致一
些事故的发生。 而无护士资质的人员从
事护士工作则会给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

严重威胁。 因此， 提高护士从业人员的
入行门槛并加强行业管理， 不仅是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也是对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负责的必然选择。

护士行业准入门槛须提高案后余思

本院受理肇冰杰申请宣告郑强死亡一案，经查：郑强，男，1966
年 4月 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 110105660418041，于 1989年
6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
望郑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天君申请宣告王天敏失踪一案，经查：王天敏，
女，1984年 9月 18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太和县倪邱镇大
杨村委会前王村 82号。身份证号码 341222198409183020。该人
于 2007年 3月份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为 3个月。 希王天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民一庭（电话：0558-8620744）联系。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安徽]太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德荣申请宣告叶瑞兴死亡一案，经查叶
瑞兴，女，1950 年 8 月 2 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大沥镇教育路沥城新村 20 座 202 房 ， 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440622195008024361，于 2008年 9月起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望叶瑞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龙花珍申请宣告龙亮英失踪一案， 经查龙亮英，

女，1975年 7月 20日出生，苗族，贵州省松桃县人，原住贵州省
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乡三合村大院组， 于 2008 年 2 月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龙亮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
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为 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裴立新申请宣告朱桂清死亡一案，经审：朱桂清，女，
1942年 8月 28日出生， 居民身份证号码 231081194208280022，
无职业，户籍所在地绥芬河市绥北派出所辖区，绥芬河市大直路原
职业高中斜对面平房。 朱桂清于 2006年 6月 14日在绥芬河市大
直路平房离家未归。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朱桂
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绥芬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东阳申请宣告熊伟失踪一案， 经查： 熊伟， 女，
1988年 4月 21日出生，湖南省长沙市人。 于 2009年 10月 5日
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熊伟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薛集法庭联系。公
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刚申请宣告张俊蓉失踪一案， 经查： 张俊蓉，
女，1978年 11月 2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应城市人，农民，住湖
北省应城市陈河镇彭万村。 于 2007年 3月 3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张俊蓉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张俊蓉失踪。 [湖北]应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贺家英申请宣告梅淼死亡一案，经查：梅淼，男，
1983年 7月 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乡县人，住湖南省津市市
汪家桥派出所新村社区居委会三眼桥 13号附 404 号。 于 2000
年 11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梅淼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1年，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津市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潘佳申请宣告乐晓东失踪一案，经查：乐晓东，女，
1976年 4月 26日出生，汉族，住宁远县舜陵镇山下洞村 6组下落
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乐晓东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乐晓东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俊杰申请宣告赵西侠失踪一案，经查：赵西侠，
女，1974 年 8 月 16 日生， 住宁远县九疑山瑶族乡盘江湾村 3
组。 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赵西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
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赵西侠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盘小辉申请宣告奉小冬失踪一案，经查：奉小冬，

女，1974年 5月 9日出生，汉族，住宁远县九疑山瑶族乡盘洞口
村 11组。 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奉小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奉小冬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冯海军申请宣告盘万才失踪一案，经查：盘万才，
男，1972年 10月 18日出生，汉族，住宁远县九疑山瑶族乡三亩
田村 5组。 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盘万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盘万才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小六要求宣告谭勇死亡一案，本院已经受理。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特发出寻
找失踪人谭勇（男，1963年 1月 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阴县
人，职工，失踪前住汨罗市印刷厂宿舍）的公告。 公告期为一年，一
年期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湖南]汨罗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巧林申请宣告苟步■死亡一案，经查：苟步■，
男，汉族，1912年 6月 6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不祥，原清
江市民政局聋哑厂职工，原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闸口街道环
城社区永泉巷 43 号，于 1962 年 2 月底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苟步■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江苏]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壮申请宣告扬玉华失踪一案。经查：杨玉华，女，1963
年 8月 25日生，汉族，住吉林市船营区西安路 50-1-8号。于 2004年
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扬玉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公
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安同奎申请宣告安同祥失踪一案，经查：安同祥，
男，1960 年 5 月 12 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双辽市人，于 2000 年
走失，至今下落不明。 本院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安同祥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吉林]双辽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双英申请宣告崔占友死亡一案，经查：崔占友，
男，1975年 10月 27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
街道庙上村许屯。 其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
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崔占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宝香申请宣告马克江死亡一案，经查：马克江，

男 1962 年 1 月 18 日生，汉族，住寿光市广饶县丁庄镇马屋村
116号，农民，身份证号码：370523196201184911。 于 2012年 10
月 27 日 1 时许，乘鲁寿渔 60311 船在 56－8 海区航行时，不慎
被网具带入海中，经荣城市公安局石岛边防派出所证明已无生
还可能。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马克江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凯申请宣告刘建芬 （又名刘倩） 失踪一案，经
查：刘建芬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刘建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刘建芬失踪。

[山东]巨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彩菊宣告被申请人杨勇死亡一案， 经查：

杨勇，男，1986年 5月 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千阳县柿沟镇英
明村二组，身份证号码 610328198605243033，于 2009 年 3 月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
杨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陕西]千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振芳申请宣告许柯死亡一案，经查：许柯，男，
1977年 11月 26日出生，汉族，成都市人，住成都市青羊区梓潼
街 42 号 1 栋 2 单 元 6 号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105197711261514。于 2006年 9月 5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许柯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芬芬申请宣告周军失踪一案，案号（2013）金牛

民特字第 15号。 经查：周军，男，汉族，1961年 3月 11日出生，
住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路 20 号 3 栋 2 单元 6 号， 身份证号为
510103196103115479，于 2010年 6月 1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周军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金香宣告魏正强死亡一案，经查：魏正强，男，
1964 年 3 月 19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江安县蟠龙乡铁
坎村头坎组， 公民身份号码：512529196403193716。 魏正强于
2009年 2月 24日离开居所后失踪。 2012年 1月 31日，四川省
江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江安民特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魏正强为失踪人。 经公安机关证明至今未找到魏正强，下落
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魏正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裁判。 [四川]江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美华申请宣告赵明生失踪一案， 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依法作出（2012）弋民特字 00005 号判决书，宣告赵明生
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
田桂清：本院受理原告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职工俱乐部

游艺厅诉你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西
民三初字第 36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珠海市海鑫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舟山福瑞船务有
限责任公司诉珠海市海鑫疏浚工程有限公司海上、 通海水域拖
航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12）沪
海法商初字第 1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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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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