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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纪实］

伤痛纠结就这么撕心
2 欺骗背叛就这么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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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刘建章 吕晓燕 李元明

“喂，110吗？俺弟在靶场游泳池被人杀死了！身上都是伤！你们快来！”2014年7月30日，河南省修武县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接到一位叫罡英英的女士的报案。接到报警后，修武县公安局立刻派警察赶往案发现场。警察经过现场勘验、侦查，根据

现场调查取证，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并于当天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令人震惊的是，这两名犯罪嫌疑人竟然是死

者的妻子和儿子！经过法院的审理，2016年8月，这对母子因犯故意杀人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五年。

俗语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在这个平凡之家，是什么让共同生活了将近30年的妻子对丈夫挥刀痛下杀手？又是什么让养

育了20多年的儿子帮母亲杀死了亲生父亲？

1 幸福家庭就这么简单

图为被告人（左）在指认现场。 刘建章 摄

“刚结婚那几年，他对俺、对孩子
都很好。俺当时就想，咱不要大富大
贵，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俺就很知足
了。”李月桂说。

李月桂，1964 年出生在修武县吴
村镇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在兄弟姐妹
众多的农村家庭中，她不是挑大梁的长
姐，也不是可以随意撒娇的幺妹，所
以，李月桂自幼就内向不爱说话，总是
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心里，不吵不闹，安
静听话。在家人和邻居的眼中，她虽然
不够开朗活泼，但依然是个乖巧懂事的
孩子。

1978 年，李月桂上初二，在学校
她并不是特别优秀，不管是学习成绩
还是与同学老师的关系，都差强人
意。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在家中需要
一个孩子放弃学业照顾家庭时，父母
选择了她。“一个女孩上太多的学也没
啥用，能认识字，不是睁眼瞎就行
了，现在回家帮帮家里，过两年找个
好男人结婚生娃，一家人好好过日
子。”父母对李月桂说。于是，李月桂
退学回家帮父母料理家庭琐事。只
是，从那以后，李月桂的话更少了。

1987 年，23 岁的李月桂经人介绍
认识了同村小她三岁的罡子健，两人都
性格内向、不爱吵闹，相处起来颇为自
在，于是，顺理成章地恋爱、结婚。婚

后的生活对于李月桂来说是一种全新的
体验，罡子健踏实肯干，不仅将家中的
几亩地打理的妥妥当当，还在外面打了
不少零工，生活虽谈不上多富裕，但也
算衣食无忧。生活中的罡子健偶尔也会
发脾气，但是对李月桂很好。两年后，
女儿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新的生
机，李月桂因为早年照顾过弟妹，现在
照顾起女儿得心应手。看着李月桂在照
顾好女儿的同时，把家里也收拾得井井
有条，罡子健觉得这个媳妇真是娶对
了！在女儿两岁的时候，家里迎来了另
一位新成员，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叫罡
双伟。抱着胖嘟嘟的儿子，罡子健脸上
都乐开了花，“你放心，俺以后一定会
好好干活，也会对你好的。”罡子健看
着躺在床上的李月桂认真地说。

2004 年，小有积蓄的夫妻俩决定
建个游泳池对外经营，但真正修起来才
发现钱不太够。“要不，让俺爸妈、大
哥、二哥也一起干吧，都是自家亲
戚。”李月桂提议说。罡子健想想觉得
媳妇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

在四家人的努力下，游泳池很快就
修好了，并开始营业，生意很是不错。
生意好了，人手就不足了，李月桂的二
嫂冯夏秀经常来帮忙。那时李月桂还不
知道，就是这个女人改变了她的后半
生。

“俺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啥会看
上比他大那么多的老女人？！”回忆起当
初的情景，李月桂还是痛哭流涕。

自从办了游泳池后，李月桂明显感
觉到了丈夫的变化，不再把精力放在
家里，更多的是放在了游泳池方面。开
始时，李月桂还以为是游泳池刚开始经
营，所以丈夫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游泳
池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泳池的
经营已经进入正轨，丈夫还是把所有的
时间都放在游泳池上，有时甚至彻夜不
归。如果她追问，罡子健还会对她发脾
气，大吼：“这是弄啥，扯我后腿？！咱
家的钱都在这游泳池上押着呢，不上心
咋成？！” 对于罡子健的变化，李月桂
感到莫名的恐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于是李月桂将家搬到了游泳池大院，想
两人离得近了，应该就没有这么多矛
盾。

在游泳池住下后，李月桂经常发现
罡子健和冯夏秀在无人处说话，神态举
止很是暧昧，他们的相处方式让李月桂
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在又一次发现二人
在偏僻地方说话，看到罡子健的手搭到
冯夏秀的肩膀上时，李月桂冲上去把罡
子健拉回屋，质问道：“你为啥总是和

冯夏秀拉拉扯扯的？！”听到李月桂的质
问，罡子健大怒，上去就扇了李月桂一
巴掌，指着她说：“胡说啥？！俺啥时候
和她拉扯了？就是她肩膀上有个虫，俺
帮她弄掉！天天就知道神神叨叨，想这
个想那个，她是你二嫂，俺能和她有
啥？！”罡子健的一巴掌打傻了李月桂，
李月桂愣愣地看着丈夫，一句话都说不
出来。

这次争吵就像根钉子，深深钉在了
夫妻之间。自那以后，罡子健对李月桂
的态度越来越差，连女儿和儿子的生活
也不再过问。

如果说之前李月桂还能自己说服自
己，罡子健和冯夏秀之间是清白的，那
么 2012 年 1 月 15 日晚上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击垮了李月桂，成了她噩梦的开
始。

2012年1月15日晚上8点多，李月
桂从老家回到游泳池，看见紧锁的大门
后，心底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罡子健
在看到李月桂后并没有直接给她开门，
而是说：“你先在外面等着，俺刚才出
来忘拿钥匙了。”

这时，李月桂隔着大门栏杆，看到
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匆匆忙忙从他们

住的屋子里出来向东跑去，随后，罡子
健才拿着钥匙出来打开大门。李月桂一
进门就推开罡子健，跑着去找那个女
人，最后在男厕所找到了正在低头整理
衣服的女人。李月桂一把抓住她的头
发，看到那个女人的脸时，李月桂傻
了，竟然真的是二嫂冯夏秀！

李月桂气得浑身发抖地问冯夏秀：
“这么晚了，你在游泳池干啥？”冯夏秀
强装镇定地说：“在散步。”李月桂听到
回答后，上去就打了冯夏秀两巴掌：

“你散步散到俺屋里？要不要脸？”李月
桂边打边骂。“这到底是咋回事？”李月
桂拉着罡子健问道。罡子健若无其事地

说：“就是你想的那样！俺和冯夏秀好
了，刚才在约会。”这对李月桂来说就是
晴天霹雳！

李月桂连夜将自己的公婆叫到家
里，将罡子健和冯夏秀的事情一五一十
地告诉了老人。公公大发雷霆，将罡子
健大骂一顿，让罡子健发誓以后不再和
冯夏秀联系，婆婆也劝李月桂：“想想孩
子们，这事闹出去以后让孩子们怎么见
人？为了孩子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听
到罡子健保证会和冯夏秀断了关系，再
想想孩子，李月桂咬牙忍下了这份屈
辱，可这件事就像李月桂眼里的沙子，
眨眼都是疼。

3
日子并没有因为李月桂的原谅而好

起来，而是更糟了。李月桂只要看到罡
子健就会想到他的背叛，走到外面似乎
都能感觉到别人对她的指指点点，这股
怨气怒气怎么也忍不住，于是家里吵架
声不断，孩子们每次回来看到的都是父
母争执的场面。

磕磕绊绊、吵吵闹闹到了 2013
年，虽然罡子健答应和冯夏秀断绝关
系，可是李月桂总觉得他们之间还有联
系。就在4月的一天,她让娘家侄子帮她
调出了罡子健的通话清单，那一条条罡
子健和冯夏秀的通话记录都像是嘲笑着
她的无知，更像是对她的羞辱。

李月桂强忍怒气等到晚上，看到罡
子健回来后，便质问他是否还和冯夏秀
有联系。“早就不联系了，你是不是又
想找事啊？！”听到李月桂的质问，罡子
健脸色都变了。看到罡子健不但不承认
还指责自己，李月桂火气也上来了，指
着罡子健大骂。罡子健见李月桂竟敢还
嘴骂他，上去就扇了李月桂一巴掌，把
她按到地上打了起来。两人的打架惊动

了李月桂的爸妈，在得知事情经过后，
李月桂的爸妈被气得不轻，不断指责罡
子健。罡子健一怒之下将桌子掀翻，就
要去推打李月桂，谁知竟差点把李月桂
的父亲甩倒在地。扶着差点摔倒的父
亲，李月桂心如死灰，觉得这日子真的
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

把父母送回去后，李月桂很平静地
对罡子健说：“咱俩离婚吧，这日子没
法过了。”听到李月桂说要离婚，罡子
健整个人像是被愤怒点燃一样，掐着李
月桂的脖子恶狠狠地说：“离婚？！你要
敢离婚信不信俺弄死你们娘儿仨？！”看
着罡子健凶狠的目光，李月桂吓住了，
那一刻，她相信只要去离婚，罡子健真
的会杀了她们娘儿仨。

这一桩桩、一件件就像座大山一
样，压在李月桂心间，让她辗转难眠。
自小内向的李月桂不知道该如何发泄心
中苦闷压抑，只能任由它们在心中不断
翻滚、发酵，一步步走向扭曲。

看着日渐憔悴的母亲，正在新乡
上学的儿子罡双伟心疼极了，对李月

桂说：“妈，要不你来新乡和我一起
住吧？我养你。”“不行！俺要是走
了，你爸会以为俺要和他离婚，他
会杀了咱们娘儿仨的！” 罡子健凶
狠的目光、恶毒的话语深深地印在
了李月桂的脑海里。

罡双伟知道这些年来，父母之间
的感情越来越糟。他有几次回家甚至

看到了爸动手打妈，他和姐姐都劝
过，可是没有一点效果。最近这大半
年爸爸连他和姐姐都不闻不问了。他
隐约知道爸妈会变成这样跟他二舅妈
冯夏秀有很大的关系，偶尔也会有人
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说着他爸和他二舅
妈如何如何。他心中对爸爸罡子健也
有很深的怨恨。

怨恨爆发就这么惨烈4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4 年 1 月，

李月桂的父亲被查出了癌症。在李月
桂为父亲的病情焦急难过时，丈夫罡
子健并没有安慰过她，甚至没有去医
院看望过她父亲。李月桂将几乎所有
的精力都用来照顾生病的父亲让罡子
健很是不满，每次她从医院回到家
中，罡子健总是会找各种理由和李月
桂吵架，只要李月桂还嘴，罡子健抬
手便打。即便如此，李月桂还是不敢
提离婚，因为罡子健再三说到只要她
敢离婚就杀了她和孩子。在又一次因
为照顾父亲而回家晚被罡子健打时，
看着不断对自己拳打脚踢的罡子健，
浑身疼痛的李月桂觉得，只要罡子健
活着，自己就不可能好好活着，或许
罡子健死了，自己才能解脱。此时，
杀死罡子健的想法像种子一样，在李
月桂心中生根发芽。

2014 年 7 月 29 日，罡子健再一
次因为李月桂去照顾父亲而大发脾
气，一把掀翻餐桌，毁了李月桂做
的一桌饭菜。伺候了父亲一天，身
心俱疲的李月桂回到家中，看到一
地狼藉，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上
前质问罡子健：“你到底想咋样？！”
罡子健没想到李月桂竟然还敢指责
他，顿时怒火中烧，冲过去揪住她的
头发把她按到地上，便是一阵拳打脚
踢。

“妈，你脸上咋回事？我爸又打
你了？”回到家看到母亲脸上的伤，
罡双伟拉着母亲问道。

“妈的日子真过不下去了，只要
你爸还活着，总有一天他会把俺活活
打死！他不能再活着！”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我爸？”罡
双伟不确定地问。

“嗯！他必须死！”李月桂看着儿
子说。

“妈！他是我爸！他再不好那也
是我爸啊！”罡双伟被母亲的话吓了
一跳。

“你爸不死，总有一天他会打死
俺的！到时候他还会杀了你和你姐，
俺不能让他伤害你俩！”李月桂哭着
对儿子说。

看着母亲脸上的伤痕、眼中的泪
水，想起了母亲这些年过的日子，想
到父亲的所作所为，想到别人对自己
家的议论，罡双伟动摇了。

次日凌晨 2 点左右，李月桂在
罡双伟的帮助下将刀子刺向了罡子
健的脖子……

2014 年 7 月 31 日，李月桂和罡
双伟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修武县公
安局逮捕。

2015年2月，焦作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李月桂犯故意杀人
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罡双伟犯故意
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李
月桂不服，上诉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2016年 8月 3日，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一审判决。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案件审结了，人间又多了一个不
该发生的悲剧，监狱里又多了一对法
盲母子，他们母子的生活还要继续。
首先，我们必须谴责丈夫的出轨行
为，他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但我
们更不支持这对母子的报复行为。可
以说，是双方的过错酿成了这个本不
该发生的悲剧，是愚昧，让一个身为
受害者的母亲变成了施害者。她不仅
毁了自己，还连累年轻无辜的儿子成

为杀父凶手，葬送青春，令人扼腕。
而愚孝，让一个大学生变成了杀人
犯，不仅没救出深陷苦海的母亲，更
赔上了自己的一生。

这场悲剧再次告诉人们：面对
出轨并实施家暴的丈夫，身为妻
子，仅有愤怒和仇恨是不够的。冲
动更是魔鬼，要学会寻求妇联、社
区等社会组织的帮助，依法解决家
庭矛盾。

案后余思

处理家庭问题也要依法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0月17日（总第68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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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争议一案，执行立案标的
11242489.84元，因你们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拍
卖）、随机选择评估机构及评估现场勘查通知书。自公告刊登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执行裁定书生效后本院将于公告期满后
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依法随机选择评估机构及现场勘查，对
被执行人安徽同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安徽省宁国市
河沥园区滨口路东侧，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宁国用（2012）第334号
的土地以及编号为房产权证宁字第 00038581 号的房产进行评
估。待评估程序结束后，本院将在淘宝网上对上述财产进行公开
拍卖。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鑫隆园家具有限公司、龙虚芳、傅美、王东遐：本院在执
行安徽省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德支行诉安徽鑫
隆园家具有限公司、龙虚芳、傅美、王东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依申请对安徽鑫隆园家具有限公司抵押的位于广德桃州
镇横山南路东 17栋A区 61－74号房产进行评估进行评估并拍
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广法技字第 109号选择评估、拍
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 7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到宣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评估拍卖中心参加随机选定评估及拍卖机构。逾期不到，视
为放弃上述权利，本院将依法委托评估及拍卖公司对上述资产
处理。 [安徽]广德县人民法院

甘肃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昊：关于兰州市七里河区
富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甘肃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田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
被执行人甘肃恒宇佳苑2号楼二层1号、2号、3号、4号、5号、6号
商铺，一单元 501 号、602 号、701 号、702 号、801 号、802 号、901
号、902号、1001号、1002号、1201号、1202号，三单元 301号、302
号、401 、501号、601号、701号、702号、801号、802号、901号、902
号、1001号、1002号、1201号、1202号，共计 33套房屋。现申请执
行人申请本院对查封的上述房产价值进行评估。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法律规定，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

内到本院 4楼 20号法庭随机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随机选择评估机构。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卢振荣、高玉珍、刘举科、高兰珍、庆阳市兴庆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庆阳市能源化工集团融兴石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依
法受理的兰州市公航旅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卢振
荣、高玉珍、刘举科、高兰珍、庆阳市兴庆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庆
阳市能源化工集团融兴石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执行依据为（2015）兰民二初字第 319号民事判决书，因你至
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甘01执30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绪明：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诉你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一案，已于 2016年 8月 16日
依法作出（2016）粤 0306财保 343号民事裁定书并实施了查封。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粤 0306财保 343号
民事裁定书和保全结果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和保全结果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伟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全球消防设施

工程有限公司、唐伟、陈纬、唐美階、陈少琴：珠海华润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5）深
罗法民二初字第7277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
人于2015年12月10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已依法委托深
圳市中项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2015）深罗法执
二字第4893号案所涉的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河东潇湘东路与
舜皇路交汇处远志新外滩 7栋 1201-1213、1801-1813共二十六
套房产、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河东潇湘东路与舜皇路交汇处
远志新外滩 7栋 1301-1313、1401-1413共二十六套房产的价值
进行评估，评估市值分别为人民币 9245937元、9243212元；另本
法院已依法委托深圳市世鹏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顾问有限
公司对本案所涉的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与府学路交汇处荟芳
园金枫阁A栋 23B房地产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市值为人民币
4457490元，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中评报字[2016]第（房）D030号、
中评报字[2016]第（房）D031号、深世鹏评字第SF20160825073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及本院（2015）深罗法执二字第4893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陈纬名下位于永州
市冷水滩区河东潇湘东路与舜皇路交汇处远志新外滩 7 栋
1201-1213、1801-1813共二十六套房产（房产证号永房权证冷
字第712005640号、永房权证冷字第712005639号）、唐伟名下位
于永州市冷水滩区河东潇湘东路与舜皇路交汇处远志新外滩 7
栋 1301-1313、1401-1413共二十六套房产（房产证号永房权证
冷字第712005642号、永房权证冷字第712005641号），陈少琴名
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与府学路交汇处荟芳园金枫阁A
栋 23B房地产（房产证号深房地证字第 4000312577号）。公告经
过60日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应在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书面提出。
逾期未提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上述房产，若拍卖未成
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另行通知。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人海南悦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厦门源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琼 01
执300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1128号富兴大厦13A、14A
室的房产（产权证号为：厦地房证第 00357004 号、第 00355567
号）。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
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波、李硕、宁学华、韩冰松、石洪艳、康晓成、康晓杰、吴佳
臣：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市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与你们借款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据以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被执
行人失信风险提示、财产申报通知书、被执行人财产报告书、被
执行人须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双城市人民法院

李波、李硕、宁学华、韩冰松、石洪艳、康晓成、康晓杰、吴
佳臣：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市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你们借款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据以发生法律效力的民
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被执行人失信风险提示、财产申报通知书、被执行人财
产报告书、被执行人须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双城市人民法院
李苗苗：本院受理柴宏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抚顺

中院委托辽宁瑞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位于抚
顺市顺城区临江东路 53号楼 1单元 602号房屋进行了评估，评
估价为 749628 元。现依法向你送达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于异议期满后 3日内到抚顺中院选择
拍卖机构。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青岛贵和福利厂、澳柯玛集团营口

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姜娜、华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异
议人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与申请执行人姜娜、被执行人青岛
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澳柯玛集团营口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
华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营执异字第 8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后十日内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志斌、胡丹丹：申请执行人范学东诉执行人于志斌、胡
丹丹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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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辽 0106执字第 206号案件的执行通知书。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5日内，你须自动履行（2015）沈铁西民三初字第 2370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訾凤友：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裴福吉与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辽0111执666号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在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2016）辽0111民初第73号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刘玉：申请执行人刘文华与被执行人顾国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辽0104执异170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你为（2016）辽0104执2637号案件的被执
行人，被执行人刘玉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2015）大东
民二初字第0205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本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 [辽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邵丽瑶：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淑贤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邵
丽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2日在我院立案执行。现向
你公告送达（2016）辽0104执2610号执行通知书及扣划裁定书，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扣划数额依据（2016）辽0104民初1137号判
决书确定的数额为259913元。 [辽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崔艳娜：本院受理马智峰申请执行崔艳娜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内0105执1363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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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谢东升、张凯丽：本院受理内蒙古西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谢东升、张凯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内 0105执 1386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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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杨春生、贾峰莉：本院受理王群申请执行杨春生、贾峰莉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内0105执1727号执行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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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朱光伟：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
支行申请执行朱光伟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内 0105执 1364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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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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