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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扶贫路长草缘于监管荒芜

“刚修的水泥路，居然长出了杂草！”
在国家级贫困村——重庆市万州区长滩
镇红石村，一条长有杂草的水泥路使调
查组大吃一惊。收到问题线索后，万州区
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一条耗资80万元修建的道路，刚修
好就长出了杂草，问题出在哪里？除了一
些基层蛀虫的啃食，还与相关监管的缺失
有着巨大的关系。

要想富，先修路。道路对于农村发展
和群众脱贫致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很多地方都十分注重农村道路建
设，拿出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农村道路建
设，这也给一些人提供可乘之机，想尽千方
百计侵蚀修路资金，不是在过程预算中弄虚
作假，虚报预算，骗取资金，就是在施工用料
中投机取巧，以次充好，以权谋私等等。这条
道路修建时，就出现了类似问题。

照理说，80 万元的工程不是小数
目，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工程和资金使
用的监管，比如可以对道路的修建进行详
细的规划和预算，对工程的承建方和材料
采购应该进行公开招标，确保工程质量，
这样才能确保工程建设在规范安全和廉
洁的情况下进行，可是事实上，这条道路
的修建，既没有经过任何的招投标，也没
有相关的监管，一切都是由村主任说了
算，这样的建设行为，出现贪污腐败就不
难理解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条道路竟然通
过镇上和区里两级检查验收，没有按照要
求进行现场测量，而只是在验收意见书上
签名同意，这样的验收无异于文字游戏，
错失了原本可能发现问题的机会。

一条乡村道路，暴露出一些基层干
部党性素养和廉洁意志的缺失，也暴露
出在工程建设中相关监管的缺失，我们
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在工程建设中加强
对权力的监管和约束，建立完善严格的
监管制度，不给贪腐者以可乘之机。

——刘剑飞

“地多种出米来，人多说出理来”，
诉讼是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重要的
说理方法，是芸芸众生们围绕法理、事
理、情理进行说理的方法，方法都是具
体而有特点的。通过诉讼，经过法庭的
释法说理最终必会以文字、文章表达
为裁判文书。的确，当我们把文章理解
为产生社会预期行为效果和意义的构
建活动，旨在要求它促成和创造一定
的生活样式和秩序时，我们就会意识
到裁判文书的机制或目的即在于释法
说理。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过程
中，在依法司法时，阐明事理、释明法
理、讲明情理都离不开讲究文理的释
法说理的裁判文书，人民群众，企事业
法人打官司讨说法的结果常见于人民
法院审判人员根据审理结果而撰写的
释法说理的裁判文书，裁判文书是人
民群众、法人等其他组织在一场官司
过后最想读到的文章，阅读最细心的
文章，因为这文章有其最关心的最实
际、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也是他们感受
公平正义的最常见的方式与途径。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
国风”，所以裁判文书的文风十分重
要。不久前，为提高释法说理水平和裁
判文书质量，结合审判工作实际，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
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规
范、准确、清楚、朴实、庄重、凝练等关
涉文风的具体要求，其间既有继承，也
蕴创新。文风一般指使用语言文字的
作风和社会流行的文章现象，好的文
风有助于写好、实现好裁判文书的目
的。笔者以为，指导意见的要求可以从
两个层次来学研和把握。

规范、庄重、凝练：规是画圆的工
具，范指铸造器具的模子，规范指合乎
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而非无
序、没个章法样子。“辞尚体要”“言有
序”即文章规范，就是讲裁判文书要遵
循法院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样式等规
定的标准，但也可根据社会影响、审判
程序、诉讼阶段等不同情况调整事实
认定和说理部分的体例结构，进行繁
简适度的说理。庄重就是端庄、稳重、
不随便、不轻浮，法治是社会建设的重
器，释法说理的裁判文书是关乎自然
人、法人的权利义务的大文章，经法定
严肃、规范的程序制作而关乎公平正

义，庄重属其应有品性；凝练指紧凑简
练，不是冗长、累赘。“言及者无繁词，
理至者多短调。”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
一人林则徐曾云“本司所颁状式，只许
据事直书……，于民既便，官又不烦，
于澄清讼源之道，良有裨益。”美国联
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10 条关于诉答文
书的一般规则规定“诉答应当简明、直
接；前后一致。”这个层次的文风即规
范是庄重和凝练的保障，无规矩不成
方圆；庄重、凝练是规范的内在质感表
现和精神升华。当然，为了庄重、凝练，
就得简案略说，繁案精说，略说精说必
须字斟句酌，善于推敲，避免使用主观
臆断的表达方式、不恰当的修辞方法
和学术化的写作风格，不使用贬损人
格尊严、具有强烈感情色彩、明显有违
常识常理常情的用语。学会使用“奥卡
姆剃刀”——思维经济术，即“能以较
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做即是
徒劳”。未经分析论证的“没有事实及
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之类的论
断，不是凝练而是不善用文字分析和
论理的表现。

准确、清楚、朴实：准确指行动结
果完全符合实际的预期，不是大致、约
略和偏差，就是释法说理的裁判文书
要以准确的事实为依据，以准确的法
律为准绳，言之有物，而且所言之物与
证据、事实相符；清楚则指对事物了解
很透彻，释法说理涉及的事物容易让
人了解、辨认，而非含混、模糊和隐约；
朴的原意是未经加工的木材，“无刀斧
之断者谓之朴”，朴实是朴素、质朴、诚
实、不浮夸、雕琢的意思。经典作家向
来注重文章的朴实，恩格斯曾在《英国
工人阶级现状》一书的标题下还特地
加了一句“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
料”。这个层次的文风点明了文章内容
与表达形式的关系，“物相杂故曰文。”

“言贵于有物，无物，非言也。”经过陈
述与倾听，举证与质证，证据认定成为
释法说理的“发生处、生长点”，裁判文
书必须把事实证据的指向，纠纷原因
的所在，法律责任的归属用准确而非

似是而非，清楚而非字、词、句、段、层
次混乱不清，朴实而非花里胡哨的字、
词、句、段给予规范、庄重、凝练的叙
明。为此，指导意见指出裁判文书应结
合庭审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调查
核实证据等情况，重点针对裁判认定
的事实争点进行释法说理，其中对证
据的认定，应据诉讼各方举证、质证以
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依证据
规则，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必要
时使用推定和司法认知等方法，围绕
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
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查判断，阐明
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依据间接
证据认定事实时，应围绕间接证据
之间是否存在印证关系、能否形成
完整的证明体系等进行说理；而用
推定方法认定事实时，应说明推定
启动的原因、反驳的事实和理由，围
绕证据审查判断、事实认定、法律适
用进行层次分明的说理，从而反映、阐
释推理过程和裁断的形成。可以说，服
务于释法说理的规范、庄重、凝练是准
确、清楚、朴实的载体与形式和理性善
与美的表达与升华；准确、清楚、朴实
是规范、庄重、凝练的内容与实质及内
核与真值，也可以说考据准确、朴实是
辞章规范、庄重和凝练的基础，也是裁
判文书申明义理的前提，事实不清，就
遑论求是了。

“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裁判文书
中摆事实是为了讲道理，讲道理是为
了以理服人，定分止争，遵从法治。“法
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
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英国学者认
为“案件的理由应从该案事实，法院作
出判决的依据和判决本身推断出来”，
美国学者认为“判决理由是解决法律
问题的核心建议，它是判决中不可忽
视的核心。”无论是关于人的裁决还
是关于物的裁决，裁决理由都弥足珍
贵、不可或缺，主持庭审等裁决程序时
能把道理讲出来，说进去，庭审结束后
又能静下心来，善把道理写出来，是司
法者在经倾听、审视、询问、辩论等程

序后结案了事的主要工作。“文以载道”，
意见强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针对诉讼
主张和争点、结合庭审情况进行说理，通
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
由，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做到有的放
矢，要立场正确、内容合法、程序正当，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和要求，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为此，指导意见指出法官可以依据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指导性案例，非司法解释类审判
业务规范性文件，公理、情理、经验法
则、交易惯例、民间规约、职业伦理，立法
说明等立法材料和历史、体系、比较等法
律解释材料，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与
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相
冲突的其他论据。进而“增强裁判行为
公正度、透明度，规范审判权行使，提
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发挥裁判
的定分止争和价值引领作用，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切实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我国历来看重文章的社会治理功
用，如今裁判文书网已有过 150 亿的阅
读量。文风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密
切相关，与撰写裁判文书者的世界观及
道德、学问“涵养蓄积之素”密切相关。
古文论以为“文如其人”，马、恩也在不
同场合引用法国作家布封关于“风格即
人”的论断。好的文风离不开好的语言
文字，“修辞立其诚”，“辞至于能达，则
文章不可胜用矣”。李卜克内西回忆马
克思“对于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是一丝不
苟的”。威尔金在《法律职业的精神》中
说“律师的培训始于对文字的掌握，随后
再延伸至对生活基本原则的思考”，司
法、执法等公务人员怕莫能外。主张文章
和文件应具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毛
泽东曾说“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
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
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的很，那
是难怪的……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
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所以，
为实现敢说理、善说理、说好理，提高释
法说理的裁判文书的写作水平，实现司
法活动旨关宏远的释法说理的目的，我
们必须努力学习语言文字和辨识、学习
良好的文风。

微言大义 法治教育关乎民族未来
骆惠华

观点 释法说理话文风
魏 涛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提出规范、准确、清楚、朴实、庄重、凝练等关涉文风的具体要求，其间既有继
承，也蕴创新，对于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开学第一课》为何广告惹“吐槽”
杨朝清

短评

法治时评 ▷▷

青少年的法律素质如何，直
接关系到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系
到法治建设的未来。对青少年的
法治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今年的开学第一天，对于北京市
第二中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一个值得骄傲和载入校史的日子；对
于法治中国建设来说，也是一个意义
重大、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
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受聘为该
校法治副校长，并以法治为内容为该
校千余名师生讲了开学第一课。

就在几天前，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更好发
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
障作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要求，坚持把全民普法和
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
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同时强
调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
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
课程。此次首席大检察官亲自担任法
治副校长，可谓是以实际行动落实中
央要求。张军检察长的亲力亲为，为
全国检察机关普法打了个样，也为其
他国家机关开展普法工作打了个样，
必将推动普法工作进一步深入发展，
上台阶、见实效。

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
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
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
里。小到文明行走，大到依法治国，
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
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
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
素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生力军，
也是普法宣传的重要对象和群体。青
少年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
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谆谆告诫
全党全国要引导广大青少年“系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青少年的法律素质
如何，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健康成长，
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未来。对青少年的
法治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谁执法谁普法”，是新时代全民
普法的重要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新
时代全民普法要有新作为、实现新发
展，就要牢牢抓住“谁执法谁普法”
这个“牛鼻子”，以问题为导向，变
普法、执法“两张皮”为普法与执法
的有机融合，增强普法实效。执法过
程中的普法是最有效、最具针对性的
普法。实行“谁执法谁普法”，要求
国家机关要切实扛起法治宣传教育主
体责任，切实转变普法的理念和方
式，把执法的过程变成普法的过程，
哪个机关、哪个工作人员执法，就由
哪个机关、哪个工作人员普法，在哪
里执法就在哪里普法，使单纯、静态
普法变成综合、动态普法，把宣传册
上写着的“死法”变成嘴上说的“活
法”。要把普法融入执法的全过程、
各环节，执法机关、执法人员不仅严
格执法，还要让人民群众知道为什么
这样执法，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
的效果，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征
程。首席大检察官还会走进北京二
中、普法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期待更
多的执法、司法人员快速跟上来，加
入普法队伍，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愿此次“广告第一课”事件，
也能成为相关广告经营者的“法
治第一课”。

9月1日晚8点，是教育部办公厅
之前发文通知观看《开学第一课》的时
间。然而作为今年开学季“头道菜”，由
于节目前一段十几分钟广告，在朋友
圈被刷屏“吐槽”，甚至被戏称成了“广
告第一课”。对此，9月2日，央视广告
中心表示，谨向家长和同学们表示诚
挚歉意！

如果只是普通的商业性电视节
目，“广告多”原本并不是什么值得大
惊小怪的新鲜事，但像《开学第一课》
这样的由教育部和央视联合制作的

“大型公益电视节目”，在教育部专门
发文“要求学校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及
其家长，让其在家与家长共同观看”的

背景下，也出现大量密集冗长的广告，显
然就很不应该了。

《开学第一课》播出前的广告中，
还充斥着许多“在线辅导”之类教辅
机构商业广告，无疑显得非常不合乎
时宜。不仅与《开学第一课》的公益性
质定位，显得格格不入，也与此前教育
部门要求的“整顿规范校外培训，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存在明显的抵
牾。

如果进一步严格深究，此次“《开学
第一课》广告太多”之所以会引发许多
家长孩子的不满，不仅仅在于，在道德
观感层面，这种“广告太多”现象与教
育公益节目，在画风上显得很不和谐，

更在于，进一步从法律角度看，其中的
广告问题还涉嫌违法。因为针对涉及未
成年人的广告，我国相关法规事实上是
有许多明确禁令的。如广告法中：“广告
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在针
对未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介上不得发
布……药品、保健食品……酒类广告”；

“针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商品
或者服务的广告，不得劝诱其要求家
长购买”：《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
法》：“……以未成年人为主要传播对
象的频率、频道、节（栏）目中，不得播
出不适宜未成年人收听、收视的商业
广告”，“播出机构应当严格控制酒类
商业广告，不得在以未成年人为主要

传播对象的频率、频道、节（栏）目中播
出。”

而回看今年《开学第一课》前所播放
广告，不仅数量多、时间长，而且还包括
许多“未成人不宜”的违法内容，如其中
有多条酒类广告（衡水老白干、劲酒、泸
州老窖），还有药品保健食品（东阿阿
胶）；同时相关教辅广告，也不乏“劝诱要
求家长购买”成分。

因此，面对家长吐槽，我们还需进一
步追查其中可能存在的违法问题，并在
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此类现象
的再发生。

愿此次“广告第一课”事件，也能成
为相关广告经营者的“法治第一课”。

放下手机才能全心陪伴

近日，一段“宝宝在游泳馆溺水”的
视频让不少网友看得揪心。视频中，只见
宝妈转身直奔手机而去，目不转睛，甚
至大儿子发现险情后多次提醒妈妈也没
有得到回应，直到悲剧发生。

不可否认，手机作为网络信息交互
的终端，是传递信息、游戏娱乐、学习提
升的重要平台，所以，随着手机的普及，

“低头族”“游戏党”的人群也越来越壮
大，但因过多的关注手机内容而忽视了
身边的事物就着实得不偿失了。

其实，因玩手机而导致孩子受伤甚
至丧命的事件并不少见。近期，因玩手机
大意，导致孩子溺水、坠楼、烫伤、车祸的
新闻更是频频出现。看手机时，人的注意
力往往集中在所浏览信息上，手机以外
的区域就成了盲区，这也就是“眼盲症”
普遍存在的原因所在。而一次次的悲剧
事件也给父母们重重地敲响了警钟：该
放下手机，好好陪陪孩子了！

现实中，孩子的成长需要陪伴，陪伴
的关键则是用心和投入，而手机却成了
用心陪伴的“拦路虎”。在信息化、科技
化程度飞速提升的今天，狠治“看孩眼盲
症”，守护下一代健康成长已经迫在眉
睫。政府部门、各大媒体、党员群众都应
重视起来、行动起来，全力营造“放下手
机，回归家庭，相伴成长，携手共进”的良
好社会氛围，对深陷手机泥淖的群众要
做到多提醒、多监督，让人们的注意力更
多地回归到孩子本身，为确保孩子安全、
促进家庭和谐提供平台。

——唐加加

本院受理张珍发申请宣告叶凤荣失踪一案，经查：叶凤荣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叶凤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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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宣告叶凤荣失踪。 [福建]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存儿申请宣告李维英死亡一案，经查：被
申请人李维英，男，1970 年 2 月 3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
620111197002030011。申请人称，李维英于1988年出走后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维英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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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石宝光申请宣告朱玲死亡一案，经查：朱玲，女，汉族，
1974年2月8日生，原兰化供销公司加工厂下岗职工，住兰州市西固区
福利西路99-1-1-203室，于2014年8月13日从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
路99-1-1-203室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一年。希望朱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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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伍群好申请宣告赵桂
琴死亡一案，申请人伍群称，其与被申请人赵桂琴为母女关系，被申
请人赵桂琴于2003年6月24日在肇庆市端州区前进南路的西江河
堤下失踪，并在端州区公安分局阅江派出所报案，至今下落不明15
年。现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赵桂琴死亡。下落不明人赵桂琴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赵桂琴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桂琴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悉的下落不明人赵桂琴
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丽霞申请宣告高利光死亡一案，申请人高丽霞
称，高利光（男，195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
210621195810080476）于2014年6月14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人
高利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高利光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高利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广西]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顺婵申请宣告蔡伟泉死亡一案，经查：蔡伟泉，
男 ，1939 年 11 月 21 日 出 生 ，汉 族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403193911210016。申请人肖顺婵称被申请人蔡伟泉于1998
年12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蔡伟泉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蔡伟泉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蔡
伟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贺锦洋、贺锦煜申请宣告信花芸失踪一案，经查：
信 花 芸 ，女 ，1987 年 10 月 24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411328198710247769），汉族，农民，河南省新野县人，住新野县
溧河铺镇江黄集村2组。于2015年12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信花芸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河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范井富、范存慧、范
翠萍申请宣告王桂芹失踪一案。申请人范井富、范存慧、范翠萍
称，被申请人王桂芹于2013年6月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去向不
明。下落不明人王桂芹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桂芹
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桂芹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桂芹情况，向本院
报告。 [黑龙江]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春英申请宣告朱庆海死亡一案，经查：朱庆海，男，
1961 年 11 月 14 日 出 生 ，汉 族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232301196111147510，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
互相村一组17号，于2013年3月15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经多方寻
找仍无音讯，下落不明已满5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朱庆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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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迟凤文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孙冬冬失踪一
案。申请人迟凤文称，孙冬冬于2008年2月30日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孙冬冬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尚志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邱光安申请宣告
廖菊香死亡一案。申请人邱光安称，其妻子廖菊香于1995年因
为家庭矛盾留下一封信后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经家人多方
寻找，迄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廖菊香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廖菊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廖菊香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廖菊香情
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吴希（身份证号码
420106198806130030）申请宣告周清梅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周清梅，女，1964年3月16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区，公民身份证号码420106196403160025。申请人称，周清梅于
2004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周清梅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周清梅将被申请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周
清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周清梅情况，向本院报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罗小云申请宣告何爱文失踪一案，经查：何爱文，
男，197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文田镇上横溪
村第一组，身份证号码 43252419750606491X。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何爱文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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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青云申请宣告吴晓群失踪一案，经查：吴晓群，
女，198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花
园 村 6 店组，住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云丰村，身份证号码：
342426198408264029，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吴晓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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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向孝忠申请宣告向劲发死亡一案，经
查：向劲发于 1992 年 8 月 20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向劲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军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李巧云失踪一案，
经查：李巧云，女，197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
320113197208186427，原住南京市栖霞区大年村地心队2号，于
2008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李巧云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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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5日受理周万富申请宣告徐粉红死亡一
案，申请人周万富称，被申请人徐粉红系其妻，女，1946年9月9
日生，汉族，籍贯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住泰州市海陵区渔行居
委会渔行砖桥河东51号，2002年2月17日独自离家至五台山敬
香后，一直未归。下落不名人徐粉红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徐粉红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名人徐粉红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徐粉红情况，
向本院报告。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周旺提出的宣
告下落不明人吴任玲死亡的申请。经查：吴任玲，女，1955年5月
12 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324195508124202，汉族，农民，
住江苏省睢宁县李集镇李潘圩村李东组。申请人周旺申请称：申
请人周旺与被申请人吴任玲系母子关系，因其2014年6月份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故申请人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宣告吴任玲死亡。下落不明人吴任玲应当在公告之日起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
落不明人吴任玲1年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名人情
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睢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怀住申请宣告李根
住失踪一案。申请人张怀住称：李根住(男，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140522195207286819)，于2014年7月1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人李根
住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根住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李根住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李根住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阳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园申请宣告丁雪艳
失踪一案。申请人王园称，其父亲王治文2012年12月11日因交通
事故死亡，其母亲丁雪艳2013年1月5日无故离家出走，经多方打
听无任何音讯，至今已下落不明5年多时间。申请人王园祖父母也

于2017年7月之后相继去世，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宣告丁雪艳失踪。下
落不明人丁雪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丁雪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丁雪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丁雪艳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城固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受理的申请人许必华申请宣告黄
世跃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13民特81号]。申请人称被申请人黄
世跃（男，196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
住 成 都 市 青 白 江 区 大 同 镇 新 峰 村 1 组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113196812185317）于1987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人黄世跃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黄世跃情况的向本院报告。[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方国元、贾艳春申请宣告方萍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29
民特36号]，经查：方萍，女，198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大邑县人，
住大邑县沙渠镇勤江5组，公民身份证号：510129198605265226。方萍于
2008年8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方萍本人
或者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大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任莲芳申请宣告刘袁波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16民
特88号]，刘袁波（曾用名：袁波，男，1986年6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
号：510122198606021915，原住四川省双流县彭镇沿河坝村4组）于
2011年向家人称其外出打工，但至今未与家人联系，已走失，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刘袁波本
人或者知道刘袁波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
明，本院将依法宣告刘袁波死亡。 [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松茂申请宣告李晓媛死亡一案，于2017年8月15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8年8月20日依法作出
（2017）甘0104民特38号判决书，宣告李晓媛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甘肃]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潘喜良申请宣告徐国红死亡一案，于2017年8月10日在人
民法院报上发出寻找徐国红的公告。法定公告期间为1年，现公告期已届
满，徐国红仍然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于2018年8月14日依法
作出（2017）黑0102民特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徐国红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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