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娟：本院受理原告付建国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光全、张荣琴：本院受理原告曾宪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通信地址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至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石洪霞：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杨红军与被上诉人赵红军、石洪
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5民终20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春林、王爱兵、王海增、王增缥、路玉金、路邯兵、王爱国、
王贵书、王保林、刘玉甫、李建生、王锋新、付瑞明、王海兵：
本院受理的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诉林州市
太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民终210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世艳：本院受理原告吴秋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春红：本院受理原告齐明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常顺（未长顺）：本院受理原告魏新付诉你和李保国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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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16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习昌：本院受理原告魏新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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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常顺（未长顺）：本院受理原告魏新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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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常顺（未长顺）：本院受理原告魏新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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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伦同民、邓海芳：本院受理原告滑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与你二
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526民初4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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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才：本院受理原告米守领、高东亮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民二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礼平、张平战、张元江、郝滑、张元祥、张东云：本院受理原
告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小铺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526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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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
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修、赵会娇、张彩洽、陈丽可、苏修地、徐乐：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铺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526民初418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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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占芳、尚景利：本院受理原告胡毫杰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明利、郑素伟：本院受理原告康春阳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淇嘉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冯素英、吴莹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6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淇嘉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海金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17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淇嘉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有柱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17时30分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淇嘉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继忠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15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丽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利军等120人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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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黄县人民法院公告
司敬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晓洋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27司惩625号决定书，责令你自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罚款50000元。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会超：本院受理原告杨庆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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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好利来商贸有限公司、张军会、张庆芳：本院受理原
告李卫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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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军：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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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魁红：本院受理原告高跃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81民初319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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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明叶、史小涵、刘爱菊、闫保连：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149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齐卫兵、刘玉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分行与被告齐卫兵、刘玉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11民
初4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
裁庭（308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代艳艳：本院受理原告李治平诉被告范迎顺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81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40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代艳艳：本院受理原告李治平诉被告范迎顺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11民初215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3办公
室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川：本院受理蔡河生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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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
个工作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留威、张宏杰:本院受理原告刘广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初518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判决现限你们自公告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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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培培、蔡伟：本院受理原告张含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初118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健：本院受理原告皮静阔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437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传勇、驻马店市众鑫包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孙建骐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豫1702民初2832、2834号民事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志强（公民身份号码：41152619910404071X）：本院受理
原告杨中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
26500元及利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27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法 院 公 告

法治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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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派出所开展整治行动，摧毁了
几个隐蔽的赌博窝点，收缴了一批赌博机。
机器被拖回派出所，这些赌徒眼中的“宝
贝”，在我们看来就是一堆废品，堆在那里碍
事，巴不得早点集中销毁。

赌博机的主人都受到了处罚，不过，他
们并不甘心，时不时到派出所看看他们的

“宝贝”。有时，他们还围在门口小声议论。
因为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也
没有理会。他们倒很识趣，看一看自己的

“宝贝”，相互间说几句话就走。
来的次数多了，我和同事都觉得好奇，

难道这赌博机有什么名堂？还是他们惦记
着要回去？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看来，早一
点销毁这些害人的机器，他们就没有指望
了。

这些人中有我一个熟人。同事让我去
打听一下，看他们天天来看赌博机，到底是
为了什么。一次，在他们看完赌博机散开
后，我悄悄地跟了上去。当熟人身边没有其
他人时，我赶上去拦住他。

熟人显然知道我想问什么。他有些不
好意思地搓着手说：“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
就是看看。”

我顺着他的话说：“对啊，我也没说你们
这么做有啥错。我就是好奇，这东西有什么
看头？难道你们还想再经营这东西？”

“哪能啊，我们也知道赌博机害人。”说
到这，熟人不说话了。我告诉他，赌博机害
人害己，一旦玩上瘾了，满脑子都是赌，想放
下都难。“对呀，我们就是赌习惯了，想赌一
下你们什么时候集中销毁，可惜都没猜中。”

闹了半天，他们每天去看赌博机也是
赌啊。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下陆分局）

人们往往把蓬莱称作仙境，这是有很
多历史缘由的。史书记载，海上三神山就
是蓬莱、方丈、瀛洲。古代这里产生过许
多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八仙喝醉了酒从
这儿漂洋过海；神人鞭石下海；秦方士入
海求仙寻长生不老药……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都登过“蓬莱”,
为这人间仙境挥毫咏叹。蓬莱之有名，还
在于它有一座巍峨瑰丽的蓬莱阁。

蓬莱阁高踞丹崖山巅，姿态妩媚，别
具风采。它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公元
1056-1064年）。建阁之前，这儿有一座小
海神庙，宋代郡守（一个防卫边郡的地方
官）朱处约见此处山势奇峭，风光秀丽，便
移庙于西侧，在这里建阁。后来，经明万
历十七年（1589年）扩建，清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重修，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修
缮，建筑面积达一万九千平方米。蓬莱阁
古建筑群现存有吕祖殿、三清殿、蓬莱阁、
天后宫、龙王宫等六个建筑单体，各成系
统，形式多样。东面的“望日楼”是看日出
月升的好地方。南侧有著名的“水城”（备
倭城），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基地之一。它
始建于宋庆历二年（1042 年），扩建于明。
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任登州卫佥事，在此
抗击倭寇。

蓬莱阁古建筑群分中、西、东三个院
落，楼、亭、殿、阁一百余间。其中苏公祠、
澄碧轩、普照楼、卧碑亭等众星拱月般环

绕在蓬莱阁的周围，琼楼玉宇，黄瓦朱
门。整个建筑潆回环抱，海天山水

相得益彰。尤其那翼然如飞
的蓬莱阁，凌空拔起，上

摩蓝天，下劈丹

崖千仞，气势非凡，有画龙点睛之妙。
蓬莱阁是一座双层阁楼建筑，阁上明

廊回环，阁底有朱红漆柱承托重荷。室内
设置精致，古雅入画。正厅悬挂清代书法
家铁保手书“蓬莱阁”三个斗大镏金大字
匾额，笔力遒劲。四面花窗开敞，舒朗明
快，扶窗远眺，蓬莱城尽收眼底。无怪《老
残游记》第一回就把这登州府蓬莱阁大加
赞誉一番，说“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
雨，十分壮丽。西边看城中人户，烟雨万
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万里”。

蓬莱阁后有一避风亭，它布局巧妙，
建造的角度也十分科学。避风亭坐南向
北，面对大海，亭前是悬崖绝壁，齐斩斩直
到水面。在这里敞开门扉，任凭海上狂风
大作，亭内依然安静如初。你如果取一张
纸条，在护墙外侧一撒手，纸条就会盘旋
而上，越亭而过；如在亭内擦燃一根火柴，
光焰却纹丝不动。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其实，这是由于亭前有一堵如刀劈的悬崖
绝壁，北面海风袭来，触壁直上，便形成一
道“L”状的风屏，避风亭恰置于它的背后，
被风墙遮挡得严严实实，纵是窗扉大开，
亦风不入内。

蓬莱阁附近，触目皆景，步换景移。
阁下廊壁之间，宋、明、清三代碑石林立，
镌刻满墙。厢房的十幅水墨画生动地记
述着蓬莱十大仙景：“仙阁凌空”“海市蜃
楼”“日出扶桑”“晚潮新月”“万里澄波”

“狮洞烟云”“渔梁歌钓”“万斛珠玑”“铜井
含灵”“漏天银雨”。蓬莱境内这十大景
胜，蓬莱阁就集中八景，其中最牵动人心
的是“海市蜃楼”。蓬莱被说成仙境，便是
和这里经常出现蜃景联系在一起。早
先人们在讲“海市”时，往往

掺进许多
幻想色彩，把
它 说 得 异 常 神
秘。所以，蓬莱仙境
蜚声中外，具有很大的诱
惑力。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

《梦溪笔谈》中讲得比较实在：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
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
见，谓之‘海市’。”“海市”即光线经不
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把远处
景物显示在大海或陆地上空的奇异幻
景。其实，真正的“海市”每年都有：蓬莱
地处庙岛海峡，濒临渤海、黄海，每年四
月，黄花鱼群绕过成山头，游经这里，到黄
河入海口去产卵。渔民们掌握了它的洄游
规律，届时展开紧张的捕捞作业。每逢此
时，千帆竞发，万网银鱼，成了真正的海
市。当年，董必武同志登蓬莱，曾挥笔写
下“来游此地恰当时”“没有仙人有仙景”
的七绝。1960年8月叶剑英同志来此，
也有过“蓬莱士女勤劳动，繁荣生活
即神仙”的诗句。蓬莱人民，正为了
祖国的发展辛勤劳动。如今的蓬
莱仙境，确实到处有劳动的仙
迹。

（作者单位：西华县委
政法委）

□董刚

这也能赌
□刘忠全

蓬莱话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