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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中旬的海南， 全无寒风凛
冽，依然暖意融融。记者一行来到万
宁市一座小院，探访一位老人。这位
老人早年参加革命， 解放后投身万
宁的司法建设事业，如今已经102岁
高龄。他，就是曾任万宁法院第六任
院长的蒋伯山。如今虽已行动不便，
但老人的精神依然矍铄， 也多了一
份风雨过后的恬然。 在家人的帮助
下，记者和蒋老拉起了家常，一起回
望这位老党员、老院长走过的路。

早年投身革命 奉献司法建设

蒋伯山，原名蒋应会，1912年出
生于万宁县乐来镇， 少年时期便参
加国民大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多次
搜捕蒋伯山，其父母、妻子和3个孩
子都牺牲在日本人的枪口下。 在艰
苦卓绝的战争年代， 蒋伯山以坚定
的革命信仰挺过了解放前最黑暗的

岁月， 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
自己的青春热血。

1950年8月， 海南刚刚解放，蒋
伯山便被任命为万宁县人民法院的

审判员。当时万宁法院和万宁市委、
市政府、检察院、公安局等机关全都
挤在一栋二层的红砖小楼内办公，
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全院总
共20余人， 承担着法院机关和乡镇
近十个派出法庭的工作，责任很大，
压力很重。“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干
部不懂法律”，蒋伯山说，“为了尽快
开展工作， 我们不得不延用一些原

国民政府的司法人员， 其中甚至还
有国民党员。 ”

从那时起， 仅念过私塾的蒋伯
山便刻苦钻研法律知识， 利用工作
之余的一切时间加紧学习， 后来基
础并不突出的他率先在院里办起了

法律讲习班。 “就是赶鸭子上架，也
一定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蒋伯
山的语气中透出一股不服输的倔强

劲儿。

贯彻群众路线 赢得百姓支持

当时的老百姓普遍对人民法院

的工作不了解， 为了打消群众的疑
虑， 法官们必须挨家挨户上门开展
工作。万宁法院第十一任院长、曾与
蒋伯山共事三年的翁育飞说：“当事
人花8分钱买张邮票寄诉状到法院，
我们立案、调查、开展审判等一系列
工作就要跑半年。 蒋伯山既当官又
当兵，什么工作都得亲力亲为。很多
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自
行车过不去，蒋伯山就带着我们走
路穿山过山林，下乡办案。 ”

就这样，法官们凭着自己的双
脚 ， 背着国徽和案卷在田野乡间
一走就是十几里 、 几十里 。 渐渐
地 ， 走得多了 ， 办案的路也就宽
了 。 群众眼见法官下乡帮自己解
决困难 ，也就打消顾虑 ，对法院的
态度从畏惧变成欢迎，谁家在生产
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都会主动找

法官解决。
“我们走的是群众路线， 深入

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是我们特有

的，国民党就没有这个做法。 ”蒋伯
山说，“老百姓拥护我们的法律，许
多干部群众学习法律热情高涨，生
产工作之余主动担任起人民陪审员

的职责， 极大地缓解了法院的工作
压力。 ”

群众看到法官下乡办案辛苦

了， 有时会主动递上椰子甘蔗等物
品。 “下乡办案后，喝的椰子汁肯定
特别甜，”记者笑着说。 没想到蒋老
一下急了：“那可不敢收， 拿了群众
的东西就是犯错误！ ”他坚决地说，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们党的纪
律， 从事司法工作更要讲纪律讲原
则，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信任我们、
拥护我们。 ”

普及法律知识 根除封建陋习

建国初期万宁法院的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宣传、推广新中国的第
一部法律———婚姻法 。 当时的海
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思
想观念落后 ， 不少做父母的认为
“养猪养鸡有收入， 养大女儿能要
身价钱”，万宁不少乡镇包办、买卖
婚姻 ，早婚逼婚 、重婚纳妾等现象
大量存在。

“不仅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干
部的思想观念也要转变。 ” 蒋伯山
说。 当时有一个富农家的闺女嫁了
贫农，因与丈夫没有感情要求离婚。
法院劝解不成准备下判时， 很多干
部群众不服，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嫁
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封建思想在作
怪，认为女人离婚是“造反”。另一方
面则上升到富农歧视贫农， 扩大到
阶级斗争的高度。蒋老说，那次思想
工作做得最困难， 连着几天把大家
聚在一起上思想课， 讲政策、 讲法
律、讲道理、讲原则，好不容易才平
息了这场事端。

为了推行贯彻婚姻法， 落实社
会主义婚姻制度， 当时的万宁法院
同县妇委会、团县委、民政局等部门
联合掀起了贯彻婚姻法 “运动”，着
重提高民政干部的业务政策水平、
建立健全各个公社的婚姻登记制

度，并通过就地公开庭审、集市宣传
等方式推广法律法规。 据翁育文回
忆，蒋伯山带他下乡开展普法宣传，
在农村一待就是一个月。 在法院的
宣传下许多群众自发到法院来进行

调解，众多的婚姻关系得到了改善。
蒋老家中至今保存着一封当时的群

众来信，表扬法院干警的调解工作：
“夫妻不和难幸福， 经多劝解仍是
闹。独有法院好家翁，劝人夫妻归和
睦”！

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实事求是

1957年， 蒋伯山被正式任命为
万宁县委委员、万宁法院院长。 “五
十年代，人民政权还不牢固，美国发
动了朝鲜战争， 东欧发生了匈牙利
事件，国际形势恶化，内外反动分子
认为反攻复辟的时候到了， 一度十
分猖獗。 ”蒋老回忆道，美蒋势力以
台湾为据点， 不断对包括海南在内
的沿海地区进行渗透和破坏， 妄图
反攻倒算。

当时县里有人公开造谣恐吓

“蒋介石要回来了”， 导致少数思想
不坚定的干部辞职放弃领导， 甚至
有干部群众有意拖欠国家公贮粮。
针对这种情况， 蒋伯山带领万宁法
院干警及时开展公判活动， 批驳敌
人的谣言，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使得
拖欠的粮食三天内就完成了交付。
蒋伯山说， 有一次敌人的特务空投
到万宁境内， 全县几万名干部群众
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大搜捕，“直赶
得敌特在田里乱窜”， 这充分说明，
绝大部分干部群众都是拥护党和政

府、理解和支持革命的。
“只要人民群众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共产党人就什么都不怕！”蒋老
坚定地说， 饱经沧桑的脸上浮现出
自信的笑容。

1958年， 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跃
进运动， 当时不少法院干部下乡开
展运动， 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司法工
作。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党内逐渐
兴起一股浮夸之风。 蒋伯山曾公开
反对这股风气。 “作为共产党员，我
们必须实事求是，讲真话。我就说当
时的一些做法不仅违背了客观规

律 ， 也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生产秩
序。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蒋伯山仍
然很激动。

但是，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
代， 与中心运动不一致的声音往往
被压制。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蒋伯
山被错误地定性为右倾分子，1958
年5月，被下放至万宁县干部农场劳
动锻炼。反右斗争结束后，蒋老被平
反，1962年，重回司法岗位。“我们党
是有自我批判 、 改正错误的能力
的。”蒋伯山说，“我回法院后第一件
事就是改正了一批错案， 给不少被
错误斗争的人平反。 ”

1966年，56岁的蒋伯山从领导
岗位上退休， 并于1979年办理了离
休。虽然离开了法院，蒋伯山却一刻
也没有离开过党组织。 他时刻关注
着党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对不良
倾向及时提意见，做到了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受到了干部群众的好评。

万宁法院继任的每一位院长逢

年过节都会专程上门看望慰问，关
心蒋伯山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情况，
向他介绍法院工作的近况， 聆听他
的教诲。

去年重阳节， 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董治良在看望蒋伯山时

说：“蒋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也是新中国法治建设发
展的参与者、见证人，一定要解决好
老人的生活难题， 让老人安度幸福
晚年。 ”

简单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
重复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一件
事情能够连续十八年不间断地重复

去做，用心去做，接力去做，这又体
现了怎样一种精神？

前不久， 记者在福建省闽北山
区的政和法院， 就被一群执行法官
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他们为了一
个当事人的执行案件， 持续了十八
年的接力，法官们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大家不断地努力， 终于有了一个
圆满的结局。

2013年12月13日， 当申请执行
人陈老伯从政和法院执行法官手中

接过了11万余元的工程余款时，老
人家流下了热泪。

（一）
陈老伯是浙江人，早在1991年，

便踌躇满志地来到福建省政和县，
希望在这里打开一片新天地 。 当
然，那时的他还不是老伯。 正当年
的他，承包了政和某乡老区农场的
公路建设项目，即便是举债垫付工
程款，他还是让项目按时竣工交付
使用。

正当他憧憬着自己的另一片

天空时，却想不到，这个工程让他走
上了十八年的艰辛讨债历程。 不过
让他庆幸的是，他并不孤单。陈老伯
说，最让他感动的是，十八年一批又
一批法官陪伴着他， 而且队伍不断

壮大。
1995年， 陈老伯将拖欠其建设

公路款的某乡老区农场告上法庭，
政和法院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由于
当时该乡老区农场未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 陈老伯向政和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法院立案执行后，经深入调查，
发现执行的困难有很多：首先，该农
场已经改制， 即便有陈老伯所说的
山场可执行， 但很大部分已经划分
给村民；其二，改制后的村账户基本
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这让案件陷入
了僵局。 陈老伯因垫付工程款而负
债累累， 不得不与家人一起常年漂
泊在外，打工还债。

难道案件就这样了？ 纠结———
成为当时政和法院执行局法官们最

真实的心理写照。 而对于闽北经济
不发达山区的乡镇来说， 这笔巨款
的执行必然是持久战， 但当时的执
行局已达成共识———“无论前方的
路有多难， 我们都必须陪着当事人
走下去。 ”当时的执行局局长，现任
政和法院副院长的黄子兴回忆说。

十八年的执行接力就这样开始了。

（二）
当时的承办法官采取了最简单

直接也是最原始的方法， 便是拿着
该村所属山场的图纸、 划分山场的
资料，与林业专家一起，用脚去“丈
量”、“分辨” 出属于村集体的财产。
而该村为高山区， 林场地处山高坡
陡之处， 工作量和危险系数可想而
知。就这样，他们将属于村民个人的
山场厘清和确定。为了避免纠纷，法
院还对相关山林进行了三次公告，
直至村民无异议后， 他们再邀请专
家对确定山场林木进行估价， 以山
木折价抵扣一部分执行款。

从1996年开始， 法官们便不断
向有关部门申请将该村辖区内的几

片山林拍卖。1996年7月25日、1998年
9月18日、2001年8月24日、2003年8月
11日……这一连串在外人看来是普
普通通的日子，对于政和法院的法官
们来说， 却是一次次的徒步丈量、认
真筛选、广泛公告和苦口婆心的协调
案件的重要日子。特别是山林权变更

阻力重重， 多次在县相关部门的协调
下， 才办理了林木所有权登记确权。
2005年， 拍卖的950亩林木更是在县人
大的参与督办下变更所有权。即便是这
样，执行款还是有一部分缺口。

当然， 他们所做的不仅仅只有这
些，从2000年开始，法院便采取提取被
执行人收入偿还执行款的措施， 十八
年来从未间断。

一位新到政和法院执行局的干

警，在工作交接时，看着发黄的卷宗，
不免说：“时间如此久远的案件，我们
尽全力了 ， 既然已经无财产可供执
行，终结不就行吗！ ”看着一张张稚嫩
的脸上流露出的不解，：“你们要学会
拉近与当事人心的距离，使法院执行
更具人性化和亲和力。”已经是受理该
案第五任执行局局长的杨建明说。 的
确，他们已尽己所能，但毕竟执行款还
是没完全到位。 为了实现当事人合法
权益， 执行法官们只能顶住各界的压
力，继续着，努力着，协调着……

（三）
由于乡镇收入微薄， 又无更多的

可供执行的财产，单靠乡财政，欠款执
行到位实属不易。

于是， 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执行
攻坚战，当然这次需要的是另辟蹊径。

这条路，不是法院职权范围能解
决的。 为此，政和法院领导多次向县
委 、县政府汇报 ，并与该村 、乡镇积
极协调 ， 希望能够通过多方筹款的
方式，将剩下的执行款全数付清。 就
这样 ，由村自筹 、乡政府暂垫 、法院
司法救助金及由信访局联席办公室

申请县政府支持， 最终将余款全部筹
齐。

2013年12月13日， 已年迈的陈老
伯接过执行余款的一刻， 双手禁不住
颤抖， 言语哽咽:“感谢十八年法官们
的执行接力和一路陪伴! ”

十八年， 一任一任的执行法官在
传递着执行接力棒，始终没有放弃，杨
建明说：“当我还是一个书记员时，就
已经认识陈老伯。 而我与陈老伯的不
解之缘也许就要在今天终结， 但我却
不觉得遗憾。 ”

也许， 陈老伯的这起案件不需要
再接力下去， 但坚守公平正义仍需要
我们用情去传递、用心去坚守！

我出生于安徽农村， 在那里生活、 工作了 20 多
年， 对底层群众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 早
在 1993 年， 18 岁的我就在当地当上了一名小学老
师。 记得身为农民的父母曾经常跟我说： 小学生不
懂事， 你当老师要讲良心。 几年的教师经历， 让我
保持一颗童心的同时， 也培养了一种凭良心办事的
职业精神。

研究生毕业后， 我在北京当上了法官， 父母内
心充满了自豪， 这倒不是因为儿子有了体面的工作，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法官能够主持公道 。 十几年来 ，
每次回家探亲时， 年迈的父母都不忘叮嘱： 老百姓
不容易， 你当法官更要讲良心。 我的父母都不识字，
他们没有过多的道理， 只有一种朴素的情怀。 当法
官的这些年， 我一直记着父母的这句话。 当法官要
讲良心， 这既是父母对儿子的要求， 我想， 同时也
是普通群众对法官的期待。

在我看来， 办案具有 “办对” 和 “办好” 两个
层次。 能否把案件 “办对 ”， 取决于法官的职业技
能， 这是个技术活； 而能否在 “办对” 的基础上把
案件 “办好”， 则取决于法官的职业良知， 这是个良
心活。

带着良心办案， 能使我们审慎行使裁量权。 国
外有句法律谚语： “与其依赖制定完美的法律， 不
如依赖品行良好的法官。” 我们作为成文法国家， 情
况更是如此。 如何解读法律规范， 如何考虑案件中
的各种因素， 如何平衡双方的利益， 如何通过案件
的审理达到最好的效果， 都需要我们审慎考量。

我曾办理一起妻子飞刀误杀丈夫的案件， 这对
来自江西农村的夫妻， 丈夫死亡， 妻子被捕。 两个
不谙世事的孩子， 一双年过七旬的父母， 我能想象到
他们期盼的眼神， 能够理解他们内心的无助和绝望。
正是职业良心的驱使， 让我在法律范围内做出的判决，
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要想把案件办好， 尤其是像
这种案件， 法官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 有了职业良心
的支撑， 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我们办好案件的信念。

带着良知办案， 能使我们保持良好的审判作风。
法官能否让群众在司法审判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很
大程度取决于法官的职业良知。 一个有良知的法官，
一定会自觉地尊重人， 主动地保护人， 设身处地地
为群众着想， 自然也能得到群众的信赖。

前年我审理了一起发生在叔嫂之间的伤害案 。
兄弟两家 6 口人共同居住一套两居室里， 一直磕磕
绊绊。 一次争执中， 嫂子用鞋盒打伤了小叔子的眼
睛， 构成轻伤。 如果简单下判， 虽然省事， 但双方
以后不知还会酿成怎样的悲剧， 我的良心放不下。

我先后走访居委会、 派出所以及双方亲属、 代
理人， 寻找突破口。 眼看着简易程序的审限就要到
期， 双方仍不相让， 连律师都劝我， 赶紧给判了得
了。 但我不能一判了之， 而是把案件转为普通程序，
争取时间。 了解到嫂子家申请到了公租房， 我动员
她们从合租房中搬出， 并帮其联系派出所解决落户
问题。 同时， 引导小叔子夫妻俩为侄女着想， 不再
做伤残评定和伤势重新鉴定 。 按照当事人的话说 ，
我比他们自己还要上心。

最终 ， 我的真诚打动了双方 ， 他们互相谅解 ，
后来， 双方生活过得都很好， 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
双双给我送来锦旗。 群众发自内心的赞誉， 让我感
到自己的付出很值。

带着良心办案 ， 还能使我们自觉地抵制干扰 ，
守住司法底线。 当前的社会环境下， 法官办案过程
中， 难免受到一些案外因素的影响。 每每遇到此类
情况， 我都时时提醒自己坚守职业良知。 无论何种
情况下， 我们都要做到无愧于心， 司法的原则不容
破坏， 司法的底线不容践踏。 有些时候， 我当不了
救世主， 但我也要当一名正义的卫士， 要在自己的
能力范围内， 保证弱势一方的利益最大化， 让他们
同样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审判是个良心活， 正是这样一种认识， 鞭策着
我努力办好每一起案件， 真诚对待接触过的每一个
群众。 我希望， 当我回顾案件的时候， 能没有遗憾；
当我想到当事人的时候 ， 能没
有不安 ； 当我总结自己的法官
生涯时 ， 能心态坦然 。 只有这
样 ， 我才真正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

（作者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感谢十八年的执行接力和一路相伴”
□ 本报记者 梅贤明 本报通讯员 叶应娇 袁玉娟

做一名讲良知的法官
□ 臧德胜

一蓑烟雨任平生
———记老党员、 万宁法院百岁老院长蒋伯山

□ 本报记者 严献文 本报通讯员 方 茜 冯泽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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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燕萍、广西金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金洲路金源·
现代城 18层 1815号房屋相关权利人：本院在执行申请人中国
农业银行南宁南湖支行与被执行人冯燕萍、广西金源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以下材
料 ：1、 广西国联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国联邕估字
20130285A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报告载明南宁市金洲路金源·
现代城第 18 层 1815 号房产市场价值评估价格为 55.80 万元。
如对评估价格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
异议。 2、（2009）青执字第 1009 号拍卖到场通知书，通知书载
明：本院依法委托广西南宁诚威拍卖有限公司对冯燕萍名下所
有的位于南宁市金洲路金源·现代城第 18 层 1815 号房定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南宁市明秀东路 238 号崇左市
驻南宁管理处政法大楼一楼拍卖厅进行拍卖；如第一次拍卖未
成交，则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安排第二次拍卖；如第二次拍卖
未成交，则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安排第三次拍卖。 申请人与被
执行人，对房屋享有担保物权，优先购买权或者其他优先权的
权利人，均可到场参加竞买。 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自公告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王福东：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榆树信用社与你金融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4）里农执字第 10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1、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
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榆树信用社支付借款本金 255
万元；2、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城
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榆树信用社支付利息自 2012 年 3 月 21
日到 2012 年 7 月 10 日借款利息 82824 元； 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夏中花：张颖申请执行马玉鑫、上地兴达（集团）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1）东民二初四字第 00194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2）东执字第 00905-3 号执行裁定书、（2012）东执字

第 00905-4号执行裁定书，追加你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冻结你名
下银行存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
在本公告送达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我院将强制执行。 [河北]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邓宸、涞源圣隆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复议人邓宸、
涞源圣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涞源县人民法院（2010）涞执
异字第 06-01-55号执行裁定申请复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保执字复字第 25 号执行裁定书。 责令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
送达。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纪欢、贾国淦：本院受理邓成刚申请执行（2013）保民再终
字第 10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3）涿民初字第 460号民事判决书
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北]涿州市人民法院

庞新春： 本院受理梁艳丽申请执行你一案 。 本院依据
（2013）郑执一字第 330-5 号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拍卖标的物
进行评估、拍卖。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标
的物评估、拍卖（含摇号确定机构）等执行过程中相关法律手续
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
后 7 日内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评估、拍卖（含摇号确定
机构）等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关
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峰波：本院受理赵伟娜申请
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依据（2013）郑执一字第 290-
1号、（2013）郑执一字第 290-4号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拍卖标
的物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
案标的物评估、拍卖（含摇号确定机构）等执行过程中相关法律
手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7
日内到本院办理评估、拍卖（含摇号确定机构）等执行过程中的
相关法律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我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毕建海、张巍：本院受理孙士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执行
一案，申请人孙士军申请执行（2012）长经开民初字第 1400 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长经开执字第 459
号限期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贵福：本院执行的姜彦福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白洮执字第 827 号执
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5 日
内履行已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张震：本院受理的高洪轩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人依据（2013）白洮西民初字第 85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由于你未按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3）白洮执字第 810 号执行通知书，经过 60 日视为
送达， 限你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肖玉海： 本院受理的惠长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
东辽县人民法院（2013）东辽民初字 95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东辽执字第 495
号立案、财产申报、执行通知书。 并责令你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自动履行东辽县人民法院（2013）东辽民初字第 954 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东辽县人民法院
康海： 本院受理的会贵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东

辽县人民法院（2013）东辽民初字 88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东辽执字第 449号
立案、财产申报、执行通知书。 并责令你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自动履行东辽县人民法院（2013）东辽民初字第 883 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东辽县人民法院
岳晓黎：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吉铁民初字第

123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3年 12月 24日立案受理沈阳铁道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敦化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吉铁执字第 1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吉林铁路运输法院

呼和浩特市诚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依据(2013)呼法
执字第 1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呼和浩特市诚誉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 11号
内蒙古自治区技师培训学院北楼 1层 6号（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
2011154308 号 ）； 北楼 2 层 1 号 （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
2011154306号）；2层 2号 （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 201115 4307）
的房产。 现依法公告通知你方，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
达。 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在本院技术处选取拍卖机构，
协商拍卖公告范围。于选取拍卖机构后七日内到本院技术处领取
第一次拍卖公告； 如流拍将进行第二次拍卖请于第一次流拍后
20日内领取二次拍卖公告；如再次流拍请于第二次流拍后 20日
内领取第三次拍卖公告；并根据公告内容按时参加拍卖会，逾期
不到不影响拍卖程序的进行（遇到法定假日顺延，如派员请携带
授权委托书）。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玉碧：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彬与刘玉碧和谢夕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依据（2014）达民保执字第 3 号民事裁定书，依
法查封了登记在你名下的位于达茂旗百灵庙镇步行西街恒生

达小区住宅楼一套，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达民保执
字第 3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
阳泉市源通运输服务中心：本院受理阳泉市三晋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阳泉市源通运输服务中心、盂县兆丰小岩沟铝矾土有
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郊
法执字第 139 号执行通知书、（2013）郊法执字第 139 号报告财
产令、（2013）阳郊执字第 139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山西]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

保德县恒源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王庆艾申请执行
王锦、邢勇和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08）忻中执字第 38--42 号执行裁定书。 将你公司所有
的石料提升机等流拍的财产，按照第二次拍卖保留价 95760 元
抵顶本案债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灵石兰田商用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灵石县腾速运输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山西灵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灵
石兰田商用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灵石县腾速运输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山西灵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2012）灵商初字第 144 号民事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4）灵执字第 46 号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表。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灵石县人民法院

牛振荣、刘勤、牛帆、牛佳、荣永民、秦启龙：本院受理的严
瑞申请执行牛振荣、刘勤、牛帆、牛佳、荣永民、秦启龙借款担保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西执证字第 00036—7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肖枭、郝明洁：本院执行的成都众和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你们其他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4）武侯执字第 230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按照本
院（2012）武侯民初字第 4610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
行人成都众和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履行义务。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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