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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认识了家全兄，虽然我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但
是我们一见如故，很聊得来。他性格内向，平时少言寡语，但
若谈起书画艺术便高谈阔论，滔滔不绝。

家全兄为人直率，交友真诚，搞艺术更是勤奋执着。九岁
习书，三十七岁书画兼修。这些年来虽以画画为主，但每天都
要拿出一些时间来研究书法，遍临古代法帖。他多次说要想
画好画必须练好书法。近代书画大师黄宾虹先生说，画从书
法中来，画是写出来的。以书法入画，骨法用笔，用线条的功
力体现画面的气韵和气势，提升画的格调和内涵。

他擅作巨幅长卷，曾用两年的时间创作一幅120米的梅花
百米长卷。在此之前他为画好梅花种养三千多棵梅花以服务
于创作。

画山水先学董其昌，后又学沈周、元四家以及清四王。仅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就临了十几幅。自2010年开始学习黄宾
虹。黄宾虹山水用笔用墨丰富多变，浑厚华滋，层次分明，堪
称中国山水画的一座巅峰。他逐渐向高度，难度探索深入。

家全兄画花鸟喜欢大写意，用笔大胆，用墨豪放。造型高
度概括，笔法简约酣畅。似乎有些禅意，也彰显他与众不同的
格调。特别是每画小品，稍加思考后寥寥几笔却气象万千，空
灵飘逸，疏朗大方，画虽简而趣无穷。

每画完一幅画，都要悬起来看看，斟酌一下落款的位置，
内容多少以及所采用的字体，以迎合画面的整体格调。他说
落款是一幅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高度重视。

他对艺术既严谨认真，又放浪洒脱，既重视传承，又力求
出新。“师古人，师造化”是他一直不变的理念。“路慢慢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他不懈努力的精神追求。
希望家全兄书画并进，艺术之树长青。 （永 彬）

师古人 师造化
——访书画家杨家全

杨家全简介:
杨家全，河南郸城人。早年从事美术设计兼习书法。自1998年起，专职从

事书画临摹和创作。2007年考入中国书法院，2014年考入中国国家画院。工
笔、写意皆能，主攻山水、花鸟，擅作巨幅长卷。河南省书协会员、河南省美协会
员、河南省慈善书画院书画家、国家画院范扬导师工作室书画家。大中华书画
网、博宝艺术网收录书画家。河南省大观美术馆、中国淘艺商城签约书画家。

法院公告栏
南京永吉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华信博伟（安徽）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与你对
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因你公司地址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
你司支付借款 449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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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 8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特此公告。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杭州益维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华信
博伟（安徽）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与你对外追
收债权纠纷一案，因你公司地址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你司支
付借款 1316835.15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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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14 时 5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特此公告。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安庆天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华信
博伟（安徽）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与你对外追
收债权纠纷一案，因你公司地址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
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你
司支付借款 210837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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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特此公告。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伍亚丽：本院受理申请人徐华申请宣告伍亚
丽失踪一案，经查：伍亚丽(女，汉族，住大冶
市金牛镇水碓村水碓湾 29 号，公民身份号
码：420281198709105728。)下落不明已满两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个月。伍
亚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应
当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伍亚丽失踪。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由国伟：本院受理原告张喜玲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豫0221民初240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于镇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王会敏：本院受理原告叶青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豫0221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于镇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刘永前、刘红西、范爱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8时
4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石卫星：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金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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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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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川汇区人
民法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唐国生：本院受理原告谢建然诉被告你们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
出具（2020）黔 2328 民初 3642 号民事判决
书，因被告黔西南州鑫海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民
初 3642 号民事上诉状状，限你在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上诉状，
逾期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宋贤峰：本院受理原告民权德商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1421
民初 15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5日之内向河南省商丘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石焕娣、张金娥：本院受理原告民权德商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1421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之内
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民权星迈置业有限公司、徐正孝：本院受理
原告民权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豫1421民初155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5日之内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常双锁、韩占苗：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市分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法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第 2 日上午九点（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官道口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河南省卢氏县人民法院
刘双梅：本院受理原告牛恩民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2021)黔 0581民初 3814号】,因你
外出多年，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十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贵州省黔西市人民法院
赵发彬：本院受理原告牛恩民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2021)黔 0581民初 3810号】,因你
外出务工，现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贵州省黔西市人民法院
崔刚：本院受理原告冠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贵 州 分 公 司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2021)黔 0581 民初 3840 号】,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九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特此公告。

贵州省黔西市人民法院
李光强：本院受理的（2021）川 1725 民初
1535号原告周晓渠、胡小兵与被告李光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光强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周 晓 渠 、胡 小 兵 货 款
44100。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杨小春：本院受理（2021）川 1725 民初 3404
号原告杨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1年 11月 8日 9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河北同和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张欣丰：本院
已受理原告广平县盛瑞通物资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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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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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广平县
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杨帅：本院受理的(2021)川0781民初2408号
原告汤飞凡与被告杨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限被告杨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
汤飞凡偿还借款本金23000.00元、并支付利
息(截止 2020 年 8 月 19 日的利息为 2070.00
元；以本金 23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8
月 20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进行
计算）；二、驳回原告汤飞凡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507.00 元，公告费 400.00 元，由被告杨帅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
陈龙：本院受理(2021)黔2731民初2866号原
告胡超柏、陈德帮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如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屈建国：本院受理原告郭利君与被告屈建国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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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王兆春：本院受理原告苏宝合、苏敏与被告
苏晓东、王兆春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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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判决。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伍亚丽：本院受理原告徐华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鄂0281民初130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