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付志：本院受理原告宋鹏飞诉你房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严顺）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成：本院受理上诉人刘秋红与被上诉人张建成、河南金
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16民终2221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我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扶沟县新远蔬菜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周菊英、张
崇立、潘琦、杨中华、李春霞与被上诉人扶沟县包屯镇谭岗
村民委员会，原审被告扶沟县新远蔬菜有限责任公司，原审
第三人张玉英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6民终596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钟鑫：本院受理董文娟上诉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刘文霞房屋
行政登记一案，本院已经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2020）豫
16行终8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为刘文霞颁发的房屋
所有权证。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
述判决，逾期视为送达。联系电话：0394-8158806。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玉、郑桂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沁阳支行与被告王振玉、郑桂英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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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卫华：本院受理原告赵明、李兵诉你为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当事人须知、（2020）豫0882民初1929号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聚才、高新玲：本院受理原告白梦云、乔磊诉你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白梦云、乔磊对河南
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0811民初5992号民事判
决书不服，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长乐：本院受理原告白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804民初25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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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同亮：本院受理原告张大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526 民初
3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
次性偿还原告张大国欠款525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希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526 民初
84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一
次性支付拖欠原告陈希云劳务款1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营、闫俊甫：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及长葛市鑫瑞达商贸有限公司、陈保强、王
建辉、河南旌翔置业有限公司、方延敏、肖金祥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 1082 民初 185 号民事判决书，子本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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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缴纳上诉费，上诉于河南省许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爱利：本院受理原告洛阳众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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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长
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松亮：本院受理原告薛银安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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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林颖：本院受理原告马许丹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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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宏阳：本院受理原告魏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及开
庭传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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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第310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学辉：本院受理原告樊妞诉你、张淑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82民
初7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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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丽丽、刘赛赛：本院受理原告刘增伟诉你们赡养费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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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俊锋：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 0411 民初 12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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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9月14日10时
至2020年9月1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开封市顺
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
//sf. taobao. com.户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开拍
卖位于开封市富辰小区3号楼1-2层从东第8间营业房(建
筑面积:112.11 平方米)，起拍价: 1300000 元。保证金 10 万
元，增价幅度5000元。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 //sf. taobao. com )。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连婷婷、高双喜：本院受理的原告晏章林与被告连婷婷、高
双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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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少娟、王少宁、王少龙：本院受理原告任增根、杨丰举、高
爱民与被告任少娟、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濮阳分
公司继承纠纷一案，根据原告任增根、杨丰举、高爱民的申
请，本院已依法追加王少宁、王少龙为共同原告。现依法向
被告任少娟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向原告王少宁、王少龙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追加共同原告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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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孟轲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钤国利：本院受理原告李挺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2民初111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马村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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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国清：本院受理原告林州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与崔勇、河南共襄康养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原河南盛和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6898号民事判决书和
上诉状。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镇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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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楼贵：本院受理原告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581 民初
1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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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宁月波：本院受理冯银秋诉张新亭、河南省广宇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杨海丰（又名杨海峰）及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6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宁月波：本院受理冯银秋诉朱新岭、河南省广宇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杨海丰（又名杨海峰）及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志强：本院受理郝瑞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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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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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9月3日10时至2020年9月4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纵四路与横六路交叉口东南角磴
槽锦园16号楼2单元11层1101号的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
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9月3日10时至2020年9月4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少林大道中段南侧尚城国际1号楼
3单元22层2203的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
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9月3日10时至2020年9月4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新密市城区兴文巷5号楼4层东户进行首
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
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9月3日10时至2020年9月4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河南省登封市阳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河南登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232万的股权进行首
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
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8月20日10时至2020年8月21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洛阳丰泰铝业有限公司仓库内的铝型材进
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
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邢小凤申请执行郭艳红、丁文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郭艳红名下房产进
行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该房屋。现将
有关拍卖适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
路2号院1号楼27层2713号（不动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
1401307628）房。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
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在拍卖日之前五日向本院提交相
关凭证；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向本院申请的，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
的拍卖底价、拍卖标的物状况、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
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联系本院执行
人员。联系人：张丙江（17803833129）。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振龙：本院受理郑州市嘉盛商贸有限公司诉郑振龙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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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4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玉霞：本院受理陈芬诉陈玉霞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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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登山则情满于山奶奶的“耳巴子”
□刘剑朝 □俊杰

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譬如爬
山，往往开始劲头总是很足，因为大家都

有达到山顶这个明确的目标，而且坚信，到
山顶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个过程

中的付出，是一种享受。一路上谈笑风生，大
家都能感觉到每个人的喜悦心情，共同享受这种

快乐的氛围。
不约而同地转身时，路程已将半。刚刚经过山

角的大片杏树，花开如雪，铺盖地面，装扮着绿色麦
田，与之相间翡翠般的镶嵌在层次感极强的山坡上。
粉红的杏花、青青的麦田，与土灰色的大地、深褐色的
石头、金黄色的杂草交相辉映成一幅诗情画意的春景
美图，这也应该是中原地区较普遍的春景代表。

前行者总是艰辛的，但艰辛也是为了更接近梦想。人
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停步交谈中，我们指点远处的高
山和山坳的春色，此刻享受春风拂面、花香四溢的同时告诉
自己，在负重前行时，只有努力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众友停下喝茶的功夫，这才注意到网友“墨尘谷
雨”虽不一起前行，但总是在大家周围寻找适宜种植
树木的地方。这次爬山，他又带来了扇子树种和枇
杷树种进行播种。他说：“我不喜欢城市的喧嚣，

特别喜欢山上的幽静和峰顶的高度。”是的，他每
次只要上山，都要带些树种四处撒种，镇平附

近的山上都有他种的树木。他总是说，这叫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是啊，如果你对自己人生有规划
的话，内心也就有追求，内心的东西全

在于自己把握。如果有梦想，那
就坚持走下去，不要活在别

人的评价中。

人，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吃过或
品尝过的东西，应该说种类很多很
多。其味道酸、甜、苦、辣，什么都
有。我孩提时代吃过的一种食物的
味道，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个极为特殊的饥荒年代里，
在我的家乡镇平县城郊的一个村庄
里，每年春天，经常会有一个年近古
稀的老婆婆，穿着又烂又旧的对襟大
布衫，踮着小脚，佝偻着腰，提着竹
篮，在离县城不远的一片稀稀拉拉的
农田里，艰难地行走着，时不时左顾
右盼，寻寻觅觅，在贫瘠的土地里寻
找着能吃的东西。和煦的春风、暖暖
的“老阳儿”（太阳）映照着老人慈祥
的面庞。

这老人，就是我的奶奶，她已经
辞世四十四载了。

在上年秋天收获的季节里，大田
里的红薯被公社的社员们刨过了，但
多少还会有一半个遗留在土里。秋
后要翻犁，这些留下的红薯就会被翻
晾在外。经过一冬的冷冻，春天来
了，晾在外面的红薯的皮与瓤便自然
剥离，露出它内在的白来。我奶奶捡
拾的就是这个俗称“坏红薯”的玩意
儿。

奶奶把这些白白的、干干的坏红
薯拿回来，一个个磕去沾在上面的土
屑，然后倒在石碾上碾碎，过罗，就成

了看着怪白的面面。
忙了碾台，又忙灶台，奶奶开始

做饼。饼的成分是刚刚磨的红薯面、
野菜，再就是生产队从县城南关酒精
厂拉回来的黑黑的浓稠的酒糟，三合
一揉和，做成巴掌样的饼，贴在铁锅
上炕熟，就成了饼。这种饼，被豫西
南一带乡下人冠名为“耳巴子”。

奶奶住的小屋床前有一泥巴糊
的土灶台，上面安的锅很小，大概三
四丈吧（编者注：旧称铁锅的直径，一
尺以外几寸就是几丈），巴掌大的“耳
巴子”一圈只贴五六个。锅上的蒸汽
尚未上圆，我们五兄弟就围在灶台前
等着。

终于等到奶奶掀开锅盖，白色的
气雾在我们面前弥漫开来，一股浓浓
的酒香也随之扑入鼻孔。我们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急不可耐。

奶奶给我们分发“耳巴子”。五
兄弟人手一饼，锅里空空如也。

“耳巴子”黑乎乎的，贴锅的一面
被炕得发黄，正面，奶奶的5个指印依
稀可见。

红薯面的味道木木的、面面的，
淡淡的香味里略微透出些坏红薯的
味道。野菜口感清香，略涩，微苦。
酒糟有酒香，很浓；有醋香，酸酸的，
也很浓。

真是好吃，味道真的好极了！我

们五兄弟谁也不说话，
都只顾大口地“吧嗒”
着。狼吞虎咽，风卷
残云。

我们兄弟谁也
不记得奶奶当时尝
没尝自己做的“耳
巴子”，但都清晰地
记得，奶奶一直都
站在灶台前，一边
用抹布不停地擦
手，一边专注地欣
赏着我们的吃相。
此时，她满脸的皱
纹里，都满满地夹
着笑意。

在此后的年月
里，每当在品尝各种
所谓美味的食物时，
我都会倏然忆起“耳巴
子”的味道。我想，如若
将当年的“耳巴子”现在
拿来食用，也许难以下咽，
也许根本找不回当年的感
觉。但我内心里仍坚定不移
地将它视为最最珍贵的美味，
因为它是我童年记忆链条里最
为耀目的一个亮点，是唯一镌刻
在我舌尖上的永不磨灭的味道。

（作者单位：镇平县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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