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学键：本院受理原告牛朝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28 民初 180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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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继梅、徐留義：本院受理原告曹文峰诉被告张继梅、徐留
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 0928 民初 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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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建操、何坤：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旗
路信用社诉被告武建操、李子伟、王雷、何坤、卢威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928民初4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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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震濮、王东胜、丰光辉：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红旗路信用社诉被告马震濮、王东胜、丰光辉、宁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豫 0928 民初 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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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振坤：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旗路信
用社诉被告徐利娜、赵丹、吕申、刘振坤、吴占朋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928民初4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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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杰锋：本院受理原告郭利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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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6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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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阳、荣金刚、陈洁：本院受理的原告濮阳市市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们及赵培林、张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902民初
7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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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筱良：本院受理原告安青素诉被告王筱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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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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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方强、陈青林：本院受理原告王凤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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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第
89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原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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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廷军：本院受理原告姚广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21民初193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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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 年12月10日10时至2018 年12月11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建业
西城森林半岛18号楼102房的房产一套（合同备案证号为：
411100201504130057，面积 258.11㎡）的房产。有意竞买者
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0395，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
源汇区人民法院。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霞：本院受理原告李博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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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民初3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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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勇、李继红:本院受理上诉人卫海龙与被上诉人高峰以
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及副本，并定于答
辩期满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付艳平、张红山：本院受理上诉人王俊波与被上诉人安阳市
北关区彰东街道西见山村村民委员会、刘菊花、张要龙、康
桂生、张启龙、康永红、康利兵、康利永、张伏只、郑冬枝、韩
秀花诉你们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八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 05 民终 2569、2570、2669、2597、2538、
2598、2567、25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则视
为送达。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颖、申晓笛：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本院（2018）豫0503民初1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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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汇鑫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申福顺诉你委托
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502民初1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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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献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前财产保全
申请书副本、民事裁定书(2018)豫0502财保193号、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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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玉枝:本院受理原告王洁洁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02民初
1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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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喜田：本院受理原告王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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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点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金学、侯绍珍:本院受理原告刘大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
初64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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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蔡新中、陈桂梅：本院受理河南中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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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芦月：本院受理滑县金秋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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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吕红梅：本院受理滑县金秋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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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江杨：本院受理滑县金秋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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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仝伟江：本院受理滑县金秋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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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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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

我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为“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举

行了轰轰烈烈的首次全路大罢工。经过激烈斗争，罢工最后以实现罢工委员会提出的经济要求和
撤换外国总管等条件而获得了圆满胜利。这次罢工斗争，不仅推动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也
标志着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人运动。

11 月 23 日清晨，罗章龙、王符圣赶到
开封，传达了洛阳罢工委员会决议，说明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全力支持陇海
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要大家团结一致，坚
持到底，争取胜利。接着，在开封老君会总
干事魏荣珊的主持下，在开封南关“老君
会”前广场召开全体工人大会，贯彻洛阳罢
工委员会决议。罗章龙号召工人阶级内部
应不分彼此，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大会当
即决议从即日起把开封“老君会”改成开封
工会，同洛阳工人一道加入劳动组合书记
部，请书记部派专人驻汴指导工作；并成立
以开封老君会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的 11 人
罢工委员会，领导指挥罢工。罢工委员会
议定“以开封为罢工中心，没有开封厂密号
通知，各厂绝不能私自开工”。开封成为陇
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中心。

开封、郑州形势非常紧急，当罢工进行
到第四日还没有解决问题时，沿路积压客
货车辆极多，特别是郑州车站旅客众多，一
片混乱，秩序很难维持，但罢工阵容坚强如
铁，敌方气焰一落千丈，并损失惨重。

“此时正值全国金融风潮，北洋政府
深恐罢工风潮蔓延开去，造成更大的危
机，急令交通部派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赴
洛阳处理。”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科科
长张雪治说，“由于罢工使陇海路局损失
重大，平均每天损失 7 万元，交通堵塞，邮
电不通，一片混乱。因此，施肇曾对工人
代表所提的经济要求件件答应。强令若
里两个月后辞职。同时，撤销狄孟的副厂
首职务。至此，陇海铁路首次全路大罢工
胜利结束。”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推动了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到来，在
中国现代工运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
页。”张守四说，“沿路各大站开始建党建团
活动，中共北京区委不久开始在沿路各站
建立党组织。”

陇海铁路始建于 1905 年 ,东起海州
（连云港）西至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观
音堂，经苏、皖、豫等省，是当时中国横贯东
西的唯一铁路干线，是清政府向法国和比
利时借款修建的，铁路的行政大权为法、比
两国操纵。

“在1921年，陇海铁路在政治、经济、交
通运输乃至军事诸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
位置。”省委党史研究室秘书处处长、副研究
员张守四在接受采访时说，“直系军阀吴佩
孚坐镇洛阳，在铁路沿线的洛阳、郑州、开
封、商丘等地驻有重兵。当时，陇海铁路工
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
的人间地狱生活。”

1921年3月，陇海路局把洋员若里派到
洛阳任机务厂总管。若里为人奸险，一味强
横虐待工人，这就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
和阶级矛盾。“这次罢工的最初发动者是洛阳
机务厂西厂的工程师游天洋。当时，游天洋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最先在洛阳建立了工
会组织。”洛阳市地方志协会副会长马正标
说。

陇海铁路最大的工厂是洛阳机务厂，
有工人1000多人，分东、西两个分厂，西厂
比东厂大，负责修车头。1921年11月17日
晨，机务厂副厂首、比利时人狄孟，无理取
闹阻拦未到进厂截止时间的工人进厂。有
一老工人气愤不过，强行进厂被狄孟打得
头破血流，其他工人见状怒不可遏，与狄孟
争辩。狄孟竟宣布将为首的 20 多名工人
开除。事发后，陇海路工联合会在游天洋
的主持下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
定，成立了由游天洋、陇海铁路工会常委兼
秘书长白眉珊、黄文渊（知识分子）、王符圣
（工人代表）等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并即
时派人到北京，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
方分部联系，请求派人指导。11 月 17 日，
洛阳机务西厂首先举行罢工，一场革命风
暴在洛阳迅即爆发了。

11 月 18 日，陇海铁路管理处
即派副总工程师葛丝禾带洋员 10
余人赴洛阳调处。洛阳铁路工人
推选出 6 名代表与管理处谈判，陈
述罢工原因和强烈要求。葛丝禾
不但不处罚打人的狄孟，反而蛮横
斥责工人，不许工人借端闹事，威
胁工人如不上工，5 日内就另派工
人前来接替。工人们据理力争，毫
不退让，要求撤换狄孟，不再有虐
待工人的事件发生，并限三日内答
复，但陇海路局无视工人要求，反
加训斥。

11月19日，洛阳东厂（铁路工
务段修理厂）工人为声援西厂工人，
毅然罢工，奋起游行。游行结束后，
罢工的领导人游天洋、白眉珊等当
即派 8 名老工人为代表分赴郑州、
开封、徐州、观音堂等各大站联络，
决定于20日实行全路总罢工。

1921 年 11 月 20 日，陇海路工
联合会宣布全路罢工，全路工人组
织纷纷致电响应。当日午后，洛
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火车头汽
笛齐鸣，东起连云港、西到观音堂
的千里铁道线上，所有客货列车全
部停驶，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工人
首次大罢工爆发了！

当日，全路工人推选11名代表
赴郑州向陇海路局提出15条要求，
等待答复。面对轰轰烈烈的大罢
工，北洋政府、陇海路局和直系军
阀惊慌失措，指令陇海铁路督办施
肇曾派人查办，并与工人代表进行
谈判交涉。

罢工实现后，陇海全路机务工
人以开封“老君会”的名义，发表了

《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
求助声援》宣言书。

“陇海铁路大罢工的消息传出，引起
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当时，中共中
央及中共北京、武汉区委派人从上海、北
京、武汉等地来到开封，领导这场斗争。”
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詹鸣燕说，“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共产党员李震瀛
得知罢工消息后，立即赶到开封，动员组
织工人参加，具体指导罢工工作。”

李大钊于11月18日下午闻讯后，当
晚在北京大学红楼召开中共北京区委紧
急会议，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
义派人前往领导罢工斗争，并下达紧急
动员令，号召全国各条铁路工人积极援
助陇海铁路大罢工。会议作出了派人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名义前往
洛阳全力帮助，北京党组织派罗章龙（时
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

11月21日晚，罗章龙抵洛阳后会见
了游天洋，11 月 22 日清晨，秘密召开紧
急会议。会上，罗章龙表示书记部誓做
陇海全路工人的后盾，正在动员各路工
人全力援助，要求全路工人团结起来，争
取斗争胜利。

这次会议的决议主要包括：成立由
七个罢工骨干组成的中心行动委员会，
统一领导罢工斗争；遵守纪律，行动一
致，经济公开，一切日常工作经过民主讨
论决定；坚持罢工条件，非达目的不止；
充实扩大工人组织，吸收全体工人加入
工会；成立工人纠察队，维持罢工秩序，
严肃罢工纪律；组织宣传队，开展罢工
的宣传活动，鼓舞斗志，揭露敌人破坏
罢工的阴谋；筹设互济机构，救助贫苦
工人家属；发表告工、商、学各界人士通
电等。

会后，罢工委员会旋即派人赴东、西
两路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游天洋留罢工
委员会指挥罢工斗争。罗章龙则由罢工
委员会成员王符圣陪同驰赴开封。

革命风暴在洛阳爆发 千里铁道全线罢工 我党领导 如火如荼 罢工胜利 党组织纷纷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