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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
—— （战国） 管子

《儒林外史》中的请托现象
清代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 以写
实辛辣的笔法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荒唐
和官场的黑暗给予了无情的揭露、批
判，被誉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巅峰之
作。该书除了巨大的文学价值之外 ，
还真切保存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生
活百态，特别是书中对司法案件的描
写，将冰冷的法律条文还原为具体生
动的人的意识与实践，更为我们提供
了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绝佳样本。
今天笔者结合 《儒林外史》 中的
几则案例，谈一谈古代司法实践中的
请托现象。

案件请托 所在多有
请托干预析产继承案件。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
中，严致和之妾赵氏在正妻王氏病故
前，由严致和主持、在亲族见证下被
立为正室。后王氏、严致和相继病
故。赵氏的大伯子严贡生主张赵氏存
在妾身、无子、非家主等资格瑕疵 ，
否认其掌管财产、立嗣的权利，意欲
霸占赵氏的家产。双方协商未果而呈
讼，知县一审以“律设大法，理顺人
情 ”，判决支持赵氏 （听赵氏自行拣
择，立贤立爱可也），知府以事实不清
发回重审 （仰高要县查案），知县重审
后做出同样的判决，知府则予以维持
（如详缴）。严贡生不服，赴省会申请
再审，遭到按察司的拒绝 （细故赴府
县控理）。严贡生又进京上访，同样吃
了闭门羹。走笔至此，作者便翻过这
一页，开始讲述其他人的各种荒诞故
事，又是“范学道视学报师恩”，又是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又是“王观察
穷途逢世好”，拉拉杂杂，好不热闹，
就是不提赵氏与严贡生一案。读者心

法治视野
□ 刘 锟
想，这个案子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怕是已经办成铁案。哪知道一路
行至第十八回“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
朋友书店会潘三”，突然峰回路转。借
着胡三公子不经意的一句话，我们才知
道严贡生“到处乱跑”之下，最终案子
被再审改判为赵氏分得三成家产，严贡
生的二儿子被立嗣并得到其余七成。请
托之力，由此可见一斑。
请托免除债务责任。第九回“娄公
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中，盐店管事杨执中经营不善，致盐店
亏本七百余两而无以赔偿，被店主控告
后拘禁在监。两个娄姓公子哥路见不
平，让管家递去一份禀帖，先说愿给杨
执中作保，次则断言知县拘押违法 （盐
店的银子非赃非帑，何以便行监禁？
），
让知县看着办。这个请托，更准确地
说，其实是用权势压人。要知道这两个
请托者的令尊大人可是前内阁大学士，
根本不是一个小小知县所能得罪的起
的，他只好乖乖放人，自己还要想办法
筹钱补上盐店的亏空。
请托影响婚姻案件。第四十回“萧
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中，沈琼枝嫁与宋盐商，后者却只给了
她妾的名分。沈父气愤不过，一纸诉状
告到县衙。知县阅卷后的初步印象是
“盐商豪横一至于此！
”最后的判决则是
“ （沈琼枝） 显系做妾可知。”之所以
发生如此变化，还在于宋家“打通了关
节”。
请托了结人命官司。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
事”中，在一起涉及人命的案件上，知
府主动要求其友余有达充当司法掮客，
安排余有达主持被告人与被害人家属
“私了”
，然后再向知府开展关说，最终
实现“案结事了”，知府和余有达也各
得银子百余两。
请托排除“高考移民”审查。第三
十二回“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
遗言”中，科考在即，张俊民的儿子是
个“冒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
移民”，本身没有应试资格，只因公子
杜少卿给打了一声招呼，又出了一笔捐
修学宫的赞助费，“高考移民”的资格
障碍便不存在了。
请托解决
“公务员编制”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万
里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
为了告别“喝风
痾烟”的苦日子，便假扮“在京保举中
书”，
到处招摇撞骗。结果不慎卷入一件
刑事案件中，
后经友人凤鸣岐多方运作，
居然弄假成真，
变身为真的中书，
并借此
身份逃出了刑罚牢笼。
以上案例所揭示的司法请托现象之
猖獗，令人不禁怀疑 《大明律》（作者
假托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到底对请托
有没有规制？这些规定在现实中有没有
得到执行？

惩治请托 有法可依
请托，指的是请托者以人情为据或
以权势威胁，要求掌握公权力的受托者
通过曲枉法律来实现请托者的不法利
益。这种以言辞干预司法或行政活动的
行为，也可称其为说情、嘱托、听请、
说请、请谒、关说等等，不一而足。其
词虽异，其义实一，以请托一词最为常
见。

请托正是为着干扰公权力而产生
的。陕西扶风曾出土过一件名为“琱生
簋”的青铜器，其上铭文记载，公元前
873 年，触犯法律的被告人琱生通过向
主审法官召伯虎请托而顺利逃脱了罪
责。
古人云：“请托一事，伤人害物，
长刁纵恶，莫此为甚。”请托不仅会严
重腐蚀公权力，危害社会公正，快速消
解政府公信力，更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
的重要源头。因此，我国历朝历代的法
律对于请托之禁堪称严格、完备至极。
以明代为例，《大明律·刑律·杂
犯》 的“嘱托公事”条规定：
凡官吏诸色人等，曲法嘱托公事
者，笞五十。但嘱即坐。当该官吏听从
者，与同罪。不从者不坐。若事已施行
者，杖一百。所枉罪重者，官吏以故出
入人罪论。若为他人及亲属嘱托者，减
官吏罪三等。自嘱托已事者，加本罪一
等。若监临势要，为人嘱托者，杖一
百。所枉重者，与官吏同罪。至死者，
减一等。若受赃者，并计赃以枉法论。
若官吏不避监临势要，嘱托公事实迹赴
上司首告者，升一等。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条文对请托的
基本类型、定罪标准、量刑幅度、举报
奖励等事项都做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其
一，本条特指纯粹的人情请托，当与伴
有财物往还的贿赂罪相区别；其二，请
托者不能免于处罚，如本身有公职，要
加重处罚，概因其知法犯法之故；其
三，请托系行为犯，受托者一旦口头应
允所托之事便属既遂，若已施行则加重
处罚；其四，分别就为他人亲属请托、
为自己请托、以权势相压请托几种类型
列明不同的处罚标准；其五，受托者举
报有奖。清承明制，请托的法条一体沿

袭下来。
不难想象，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已
将请托视为影响司法官员正常办案的
绝对障碍，惩处力度不可谓不大，规
范程度不可谓不细，假如能得到有效
认真执行，则请托之风必息，司法必
归于清明。然而，事实上从 《儒林外
史》 中的描述来看，惩治请托的法律
并未得到有效贯彻，个中原因耐人寻
味。

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最终事实上搁
置了请托之法。
于是我们会看到，在 《儒林外
史》 中，不仅没有哪个官员在受到请
托时去积极举报，也未见到哪一个请
托者因请托而受责罚，反而是所有的
案件都可以通过请托来化解，请托者
与受托者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心安理
得、行事自如，请托之法竟好似不存
在一般。唯一的亮点，也仅见于梨园
出身的小吏鲍文卿在面对请托时，用
律法俱备 缘何未行
“公门里好修行”来加以婉拒。饱读
明代大学士张居正有一句名言： 诗书的儒生们与目不识丁的戏子在请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
托问题上的表现相形比较，便高下立
之必行。
”
判，一种莫名的讽刺感也油然而生。
中国古代社会以人情礼义为构成
《儒林外史》 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此。
基础，请托现象普遍存在，三个影响
即便在今天，请托现象仍不鲜
因素亦贯穿其中：其一，经济利益的
见。
诱惑——接受请托，就可以权力寻
前车可鉴，殷鉴不远。正是鉴于
租；其二，客观环境的限制——不接
个别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司法、插手
受请托，无法在当时的官场上立足； 具体案件审判给司法公信力和社会
其三，官员自身的修为——是否秉持
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损害，党的十
不畏权势、不顾私情的理念。因此， 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
对一般官员而言，如何既能做到清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
廉，不受请托的干扰，又能遂顺人
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
情，协调情与法、情与偏的矛盾，始
制度。此后，中央深改组和中办、
终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国办分别印发了相关规定，明确过
有 一 个 解 决 方 案 颇 具 代 表 性 ， 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即“如法不违也，做人情不妨。如
建立了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
违 法 ， 虽 权 贵 亦 不 可 听 也 。” 或 者
架起过问案件的“高压线”，为司法
“若有至情相托，须委曲处之，但不
人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了制
可病民。”很明显，这种做法极容易
度保障。
混淆私情与公义，常常只管情感而
有道是，人生多歧路，请托者勿
不 问 曲 直 ， 只 顾 私 谊 而 不 计 公 利 ， 玩火自焚；公门好修行，受托人当三
然而它却是一种普遍心态。当大多
思 而 为 。《儒 林 外 史》 中 的 请 托 故
数的官员在请托问题上保持拒大放
事，至今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小这一看似符合儒家中庸思想的态
（作者单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度时，本质上是当时整个官场用一
民法院）

法官的“细道”
——读 《奥之细道》 一书
□ 葛少帅
集。而 《奥之细道》 一书，就是此过程
中得来的缘分。
读外国文学作品，若不是读原文，
翻译很重要。再好的内容，没有合适的
表达方式，也很难赢得读者的“芳
心”。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清茂翻译此
书时“并未考虑到公诸于世的可能性，
因此才胆敢采用文言体”，反而特别贴
拿起一本书，便是缘分。与一本书
合松尾芭蕉“枯淡、闲寂、轻妙”的风
结缘，有早有晚，有深有浅。
格。
日本俳谐师松尾芭蕉所著之纪行书
《奥之细道》，实际上是作者沿奥羽
《奥之细道》，我与之相见恨晚。前些日
北路行脚所作“俳谐纪行文”，说得直
子看周作人的文集，其中一篇引用了日
白些，就是夹杂了俳句的游记。此版译
本著名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 《七番日
记》，写道：“四晴，夕小雨，夜大雨， 本之前，已有很多译本，或翻译作 《奥
州小路》《奥州小道》，再对比日文原版
处处川出水。今夜观之契下女，于草庵
题作 《奥の细道》，郑题的版本虽有点
欲为同枕，有障残书，关之归野尻而下
，但更有文学的意味。所谓
女不来。”读来言简意赅，甚有趣味。 “拿来主义”
“细道”
，即是小路、小道的意思。
大概周作人读的是日文原版，我搜罗了
据后人的分法 （原文不分篇章），
网上书店，并未找到此书译本。倒是寻
全书共有四十五篇，少则只几十字，多
到了小林一茶和松尾芭蕉的一些俳句合

送达裁判文书
东方家园太原绿缘建材家居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
公司、东方家园利泽（北京）装饰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
人北京营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家园津通（北京）装饰建材有限公
司、
北京营韵来葆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太原绿缘建材家居
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东方家园太原绿缘建材家居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东方家园利泽（北京）装饰建材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最高法民再3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烟台同诚木业有限公司、烟台咸通经贸有限公司、烟台兴源木
业有限公司：冯典娥因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胜利路支行及一审第三人烟台同诚木业有限公司、烟台咸通
经贸有限公司、烟台兴源木业有限公司存单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
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最高法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苏州安慧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娄葑支行于2018年6月29日出具的银行本票1份，
票
号为10503272／21550871，
申请人为苏州安慧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
收款人为苏州市原鑫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到日期为2018年
8月29日，
出票金额为4800元，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
现予以公告。
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2017年8月29日，本院根据陈义清的申请裁定受理中山市和合
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担任
中山市和合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经查明，中山市和合美家居
用品有限公司现已不在原址经营，
其股东、
经营管理人员无法联系，
公
司账册、
重要文件等资料也均下落不明，
无法接收并进行清算。
经申请

也不过百余字，言简意赅，有中国古诗
到极致，再删去一处即不能表达出牛这
的气质。据说作者尊崇李白，早期曾取
个事物，即成为了抽象的艺术。
俳号“桃青”
，以对“李白”
。开篇第一
我想，作者也是善于做减法的人。
句“月日者百代之过客，来往之年亦旅
他对沿途景物的描写总是惜墨如金。如
人也”，即是化用了李白的 《春夜宴桃
在描写松岛风景时，仅写了海潮、群
李园序》 中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 岛、苍松三种事物，说海潮是“自东南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文中如此化用杜
纳海入湾，湾内三里，汹涌如浙江
甫、白居易等人诗句处，比比皆是，俨
潮”，说群岛是“大岛小岛无数，耸立
然一本唐诗的杂集。
者直指天外，俯伏者匍匐波上。或二层
遥遥细道，行程六百里，历时约半
重叠，或三层堆砌；左右诸岛，或离或
年，是现实的一段路，也是人生的一段
连；有负者，有抱者，如爱儿孙然”，
路。作者的人生观、艺术观体现在这段
说苍松是“苍松郁郁，潮打风吹，枝叶
路里。但用现在的文章去衡量，文字不
虬曲，自然而然，而若矫揉之所致”，
免少了些。现在的游记，动辄洋洋洒洒
寥寥百余字，描画出各自的筋骨，“扶
几千字，事无巨细地把旅行的过程全都
桑第一”的美景跃然纸上。善于做减
记录下来，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冗余。 法，即是懂得取舍，非要有过无数次
就像是白描拍摄的美景，若不经过剪
“旅卧风云中”的经历，才能熏陶出如
裁，美则美矣，但失却了焦点，美得不
此炉火纯青的技艺。有取有舍，有舍有
够突出。当初毕加索画了十一幅牛，从
得，这是大智慧。游记是如此，人生亦
写实逐步过渡到抽象，一直做减法，减
如此。

人调查，中山市和合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名下的财产仅有商标1个
（因该资产价值不明、变价成本高，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该资产
不进行变价，
交给中山市和合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股东自行处理），
此外未发现中山市和合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其他财产。
中山市和合美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没有财产用于清偿破产费用，亦无财产可供分配，
其管理人申请宣告中山市和合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因中山市和合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已不在原址
经营，
其股东、
经营管理人员亦未提供其财产、
账册、
重要文件等，
导致
无法接收并进行清算，债权人可另行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中
山市和合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
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
裁定宣告中山市和合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中山市和合美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西支行的申请于2018年8
月17日裁定受理无锡瑞年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无锡瑞
年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为无锡瑞年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无锡瑞年实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月16日前，
向无锡瑞年实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无锡市马山梅梁路68号4楼403室；联系电话：
18900637692）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无锡瑞年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无锡瑞年实业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
于2018年9月5日裁定受理山东九泰车轮科
技有限公司（下称
“九泰车轮”
）、
山东考普莱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考普莱
机械”
）、
山东泰岱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泰岱光伏”
）
【裁定书号：
（2018）鲁05
破申38号、
（2018）鲁05破申39号、
（2018）鲁05破申40号，
以下合称前述3家
公司】破产清算，
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担任前述3家公
司的管理人。
前述3家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
广饶县大王镇青垦路262号山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
中心一楼；
邮政编码：
257035；
联系电话：
15552743375）申报债权，
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前
述3家公司的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前述3家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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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永泰集团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九泰车轮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0月15日下午14时30分召开、
考普莱机械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0月16日上午9时召开、
泰岱光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将于2018年10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召开。
会议地点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广
饶县大王镇潍高路251号华泰工业园华泰大厦贵宾楼一楼报告厅。
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执业证、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温岭呼吸病医院的申请，
于2018年6月23日裁定受理温
岭呼吸病医院破产重整一案，
并于2018年8月20日确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
所、
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
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联合团队）担任温岭呼吸
病医院管理人。
温岭呼吸病医院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12日前，
向温岭呼
吸病医院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温岭呼吸病医院五楼；
邮政编码：
317500；
联系人：
蔡律师15057658566）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
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
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不得
依照《javascript:SLC(78895,0)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
温岭呼吸病医院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岭呼吸病医院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6日上午9时在温岭市人民法
院六楼西边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
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代理人参加
的，
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

人们往往将人生比作行路。蒋勋
在细说红楼梦中讲英莲的评语“有命
无运”时说，命运二字分开讲，命好
比是汽车，有些人是奔驰宝马，有些
人则是大众奥拓，这是天生的；运则
好比是道路，有些人的道路是康庄大
道，一路坦途，有些人则是泥泞小
路，崎岖不平，这是后天的造化。命
运二字，实际上就是人生。人生也是
在取舍中不断的前行。
凡事都能与法官联系起来，这大
概是职业病。看罢此书，我不由得就
想起了法官的“细道”。法官本身应
有的荣耀自不必多说，法官之路也一
定是一条令人心驰神往的光明大道。
但对每个具体的法官来说，法官之路
都是一条条的“细道”。从法官助理
成长为员额法官，要走过一条“细
道”；成为员额法官，继续走下去，
还是一条“细道”。只有无数的法官

送达执行文书
乔玉杰、庞宝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大连银港典当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8）辽
0211执2193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在公告期满后7日内履行债务，到期后
如不履行，
本院将强制执行。[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西安安盛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大同中建伟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宁、张磊、一审被告大同市益同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段方亚及你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终199号应诉通知书、上诉状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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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2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郑州）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青海天衡工贸有限公司、
王尚文：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青海省信用担
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青海省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原审被告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
廉政监督卡、
诉讼事项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前往本院第六巡回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12月1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巡回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新会区会城佳品红木家具店、邵世平、占静玲：本院受理原
告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佳友明清古典家具厂诉被告新会区会城佳
品红木家具店、邵世平、占静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粤 0705 民初 2867 号案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30 日内，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现传唤你
们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嘉润源电子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本院无法与
你公司联系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走好自己的“细道”，才能走出一条
法治的康庄大道。而其前提是能走上
来，并能走下去。这个过程中，有困
难、有诱惑、也有取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人只能同时
做一件事情。选择了一条路，其他的
路就只能远观。都说别的路更好走，
但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要把人生中
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每一次抉择，每
一次坚守，每一次取舍，都当做人生
的修行。其中给予方向指引的，是自
己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
1983 年，乔布斯为了让当时的
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卡利加入苹
果，对他说道：“你是想卖一辈子糖
水，还是跟着我们改变世界？”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问问自
己？毕竟，这个世界评价成功的标准
有很多，而月薪多少，年薪多少，只
是其中的一项。
（作者单位：上海金融法院）

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705273元，
并支付利息51158元，
合计1756431
元；
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证据材料、
转普裁定书、
应诉通知书、
举
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
并定于2018年11月28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横岗法庭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格雷斯普科技开发公司：
原告石家庄德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地址确认书（空白）、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602审判庭开
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唐宝峰：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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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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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二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肇源县人民法院
仙桃市富源商行：
本院受理原告王华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本庭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陈瑶：
本院受理原告王习英、
昌书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庭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陈瑶：本院受理原告汪德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庭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