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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萧瑟，霜花遍地
在这个天地呜咽山河情殇的冬日里
儿子身披红羽
伴着那清脆而又熟悉的礼炮声
又踏上征程，这一次却是遥无归期

儿子啊，儿子……
娃子听到了您那撕心裂肺的唤儿声
妈妈，对不起！这次走得有点急
没顾得上吃一口
您每次为我离家归队时亲手包的送行饺子
也没有来得及还爸爸一个亲情拥抱
就这样匆匆启程了

妈妈，您就再抚摸一下儿子吧
您每一次深情抚摸
儿子都能感触到您日子里的喜怒哀乐
就如同您哭着说的
我的傻儿子，我知道
再有这样的事情，他还会这么做

妈妈，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您
作为党员，我履行了应尽的职责与担当
祖国和人民给予了无上的荣誉
战友们以最高的礼节为我送行
作为儿子，我愧对父母养育之恩
您的呵护，今生已难回报
更遗憾的是，人生五味未曾尝尽
就这样恋恋不舍独自离去

妈妈，儿子真心祈求您和爸爸
最后一次抱抱我吧
在您的怀抱里
再闻一闻家的味道
儿子怕忘记了来世回家的路
（作者单位：洛阳市公安局）

妈妈
儿子这次走得有点急

□李秀森

一枚一枚树叶
经历了雨露的浸染
曾经挂在枝头的信念
风度翩翩
叫醒了冬天

雪花喊着雪花
北风牵扯着北风
让北国白桦林的精气神
一点一点
漫过黄河的堤岸
偎依在锦绣的江南

冬天，是父亲的节日
是父亲的道场
粗犷 奔放
像稻谷一样饱满
裸露的黄皮肤
赓续民族的血脉和独有的剽悍

让母亲揉搓的日子化成阳光
让母亲浣洗的阳光照耀月亮
阳光，月亮
承载不了过多的期盼
躲躲藏藏

夏与秋的温暖
也是醉了
在父亲的酒杯里蹒跚

又见冬天
想你踏雪而来
共济时艰
想你迎风而来
衣裙翻卷
手持一枚落叶
寻觅春天
（作者单位：民权县法院）

我骄傲，我是
□肖贵宁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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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李宁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新安县鹰嘴山商贸有限公司、洛阳食为天面业有限公司、
洛阳鹏云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韩巧利、王信伟、龚春
红、王建功、王占胜、王鹏云、王占奇、姜红梅：本院受理原
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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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金丽娟、张炎伟：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河南省银兴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洛阳市日吉物资有限公司、王沫、金
丽娟、张伟、张炎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 民辖终 570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
定。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策立：本院受理原告李晓文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判决：一、准许原告李晓文与被告郭策立离婚。
二、婚生女儿郭烨青和儿子郭铭恩由原告李晓文抚养；被
告郭策立于每个月第一个双休日可以去探望女儿郭烨青
一次，于每个月最后一个双休日可以去探望儿子郭铭恩一
次，在子女的自愿的情况下并可以带回家生活一日或两
日。三、驳回原告李晓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300 元，由原告李晓文和被告郭策立各负担 150 元。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11 民初 5830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龙门法庭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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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份，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俊飞、张鑫龙、曾凯旋：本院受理原告唐亚英诉你们为侵
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一、被告田俊飞、被告
张鑫龙和被告曾凯旋共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唐
亚英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和交通费共
计9338.8元。二、驳回原告唐亚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550 元，由原告唐亚英负担 380 元，由被告田俊飞、
被告张鑫龙和被告曾凯旋共同负担 170 元。原告唐亚英
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11 民初
3103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和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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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恢401号

河南力源电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增涛申请执行你等为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
豫 03 民终 2595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你拒不履行还
款义务，本院将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至 21 日对你名下位于
灵宝市城东产业集聚区经一路与纬二路交叉口东北角土
地及地上附着物依法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
卖公告、拍卖须知。限公告刊登之日起五日内来本院执行
局115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鼎盛铝业有限公司：洛阳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三门峡鼎盛铝业有限公司欠款一案，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立案执行，三门峡鼎盛铝业有限公司至今未按照
调解书履行还款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公告如下：一、依法继续查封三
门峡鼎盛铝业有限公司在渑池县仰韶乡苏门村的土地、办
公室、厂房，查封期限叁年：自2019年1月11日至2022年1
月10日止。二、查封期间未经本院许可，不得转让、变卖、
过户，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社下、伊川县豫知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审理上诉人中国
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诉你们票据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4944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02办公室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一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洛阳市一建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邙山中心社区项目部、牛二国、牛运明：本院
受理原告洛阳市洛龙区阔天建材厂诉你们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一、被告牛二国和被告牛
运明共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洛阳市洛龙区阔
天建材厂支付货款 84707.84 元及利息（利息应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始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二、驳回原告洛阳市洛龙区阔天建材厂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918 元，由被告牛二国和被告牛
运明共同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11
民初 19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龙门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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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七份，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盛百祥商贸有限公司、洛阳耀佳实业有限公司、李
伟、张素琴、许小卫、李毅、李珂、袁胜利：本院受理的原告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 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市盛百祥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
还借款本金 874660.62 元及利息（利息含罚息、复利，暂计
算至 2016 年 12 月 23 日为 105821.41 元，从 2016 年 12 月 24
日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罚息利率
计收）。2.判令被告洛阳耀佳实业有限公司、李伟、张素
琴、许小卫、李毅、李珂、袁胜利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八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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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 日内。（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民一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琦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洛阳兴民机械有限公司、洛
阳茂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吕柳川、姚小卫、史朝霞、杨立
新、杨通子、史双峰、许全义、许同亮、李勉、许言午、张武：
本院受理的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求：一、依法判令第一被告洛阳琦梦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797748.00 元及利息
（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31日）为500245.32元，从2018
年 11 月 1 日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
执行;二、依法判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
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被告对于
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第一被告应当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
十四被告共同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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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 2002 审判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文：本院受理的洛阳新区人民医院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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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十时在本院 2002 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文：本院受理的阮丹妮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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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
在本院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文：本院受理的祝孟英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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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
在本院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伟民、樊孟秋、洛阳市一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张学良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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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17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时在本院 2002 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中坚渝龙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洛阳金海渝龙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波诉孟斌、代勤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限你们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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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灿乐、洛阳市美茵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段志豪、杜江
帆：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纷诉一案，原告请求：1. 判令被告李灿
乐（借款人）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80 万元及利息
77232.07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本息合计
877232.07 元。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至本息结清日按月利率
15.975‰计息；2.判令被告洛阳市美茵湖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段志豪、杜江帆对被告李灿乐上述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还款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实际
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
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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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少年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法 院 公 告

从小，爷爷就常常自豪地对
我说，这片神奇的土地是巨龙的
故乡，而我们就是龙的传人。

是啊，这里是巨龙的故乡，巨
龙的后代传颂着巨龙的故事。这
里有世上最高的山脉，这里有世
上最长的城墙。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五十六个民族如鲜花般怒放。

我骄傲，我是龙的传人。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
国之声响彻云霄。

我骄傲，我是龙的传人。四

大发明是我们的智慧，敦煌莫高
窟的飞天是我们最美的衣裳。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古往
今来，在这片流光溢彩的土地上，
无数仁人志士在抒写着中国的辉
煌。

我骄傲，我是龙的传人。还
记得，九八抗洪抢险的军民鱼水
深情，永远不忘汶川大地震，中国
人向世界展现的坚强。

是的！我骄傲，我是龙的传
人。长江黄河是我们跳动的血
脉，珠穆朗玛是我们挺直的脊梁。

我骄傲，我是龙的传人。伟
大的中国梦是我们矢志不移的理
想，和谐的赞歌是我们奏响的华
美乐章！一带一路是我们向全世
界伸出的友谊臂膀，新的中国屹
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骄傲，我是龙的传人。巨
龙的后代传递着巨龙的精神，万
众一心的中国没有什么可以阻
挡。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有希望。

我骄傲，我是龙的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