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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伊川县平等村,以厚重历史文
化古村落优势开启乡村振兴新篇章。
平等村地处秦楚古道与嵩洛大道交汇
处，自古为主粮产区和通衢重镇，也是
夏代有莘国的故地。留存下来历史遗
址与文化遗迹，较为丰厚，包括伊尹
祠、伊尹墓、安乐书院、邵雍墓(位于平
等乡西村、紧邻平等村)、翟氏宗祠、李
氏宗祠、董氏宗祠及李自成住处、平等
县旧址等。

平等村支部书记李占卫向笔者介
绍了平等村的基本情况。平等村位于
伊川县城南 7公里处，洛栾公路横穿而
过，村东有洛栾快道，地理位置优越，
历史文化底蕴厚重。伊尹祠坐落村西，
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邵雍之墓坐落
村北坡。全村 2664 户，11167 人，48 个
生产小组，9个联合组，有党员 191名。

平等村最早见于宋史记载，属伊阳
县，名为凤牛寨。元明时期，为嵩县神
荫乡莘庄里。清代为莘店乡、大莘店
镇。1927年划洛阳、宜阳、嵩县各一部
设立平等县，县址在大莘店镇。1932
年，撤县为平等镇。解放后，又定名为
平等村。

商初的伊尹、北宋的邵雍、南宋的

“二翟”、明代的李兴等圣贤名士，平等
村或为其家乡故里，或是其长眠之地。

乡村治理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第一年，根据
《伊川县乡村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要求，为夯实乡村治理专项行动村党组
织的主体责任，推动乡村治理专项行动
深入开展，结合平等村的现实情况，在
伊川县工作组和乡领导指导下，先后召
开了乡村治理专项行动支部会议、两委
会议、党员大会和群众代表大会。首先
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一
是做好宣传工作。用大喇叭、宣传车进
行广泛宣传，并要求自纠自查。二是发
动群众参与。发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检举揭发，深度广泛的对集体的资源资
产进行不谎报、不瞒报、不漏报、干净
彻底的搞好这次乡村治理专项行动。

村两委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由村
书记兼主任李占卫同志担任，副组长由
支部委员监委主任王曙光同志担任，三
委成员为领导小组成员，下设排查组、
走访组、协调组、登记组四个组，有力
的推动了这次乡村治理专项行动的蓬

勃整洁公开公正开展，对排查情况公告
公示人人皆知，家喻户晓。

通过专项行动，目前收回集体土地
四十余亩、厂房一处、一条荒沟等，其
他正在清理清查中。治理行动开展 3
个月，盘清了多年盘不清的帐，理清了

多年理不清的路，治理了多年治理不了
的乱，解开了多年解不开的结，为乡村
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干部群众一
致认为“这个事抓得准，能干成真提
气！”

新班子，新气象，新征程

新的“两委”班子精诚团结，步调一
致，已满怀信心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为
了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以乡村振兴为
目标，积极探索新的农村发展方向，村

“两委”班子结合实际，制定 2021 年至
2025年的五年任期目标和发展规划。

一是搞好以党总支部为核心的村
级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党总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村

“两委”干部实施考核管理。实行工作
明确、责任分工、管理到人，建立完善
村务机制、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为重点
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实行。

二是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
管理工作，严格实行“三会一课”制度，
认真开展每月的“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使全体党员干部的素质得到进一步
提高。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彻
底改变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工
作作风，加强“三严三实”教育，使党员
干部廉洁自律不断提高，把党风廉政建
设不断推向深入。

三是切实做好党员的培养发展工
作，把年轻有能力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
员，计划用 5 年时间培养成熟 8 名党
员，帮助村民发展经济，增加党组织的
战斗力、凝聚力和创先力，充分发挥党
员在群众的模范带头作用，并且加强乡
土人才作用的发挥和村级后备干部的
培养和教育工作。

四是加强村集体经济的谋划，充分
利用村集体资源，拓宽发展思路，使村
集体净收入逐年增加。

有目标，有规划，有担当

村两委 2021 年任期目标和规划
是：进一步夯实基础，巩固脱贫成果，
认真开展“回头看”工作，着眼乡村振
兴。加强村风民风治理，及时解决群众
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化解各类矛盾，
确保任期内无越级上访事件发生，无传
销活动，无邪教组织，无重大治安事
件。严格实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机
制，切实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努力将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2022 年任期目标和规划是：公路
沿线及村道路内安装太阳能路灯 396
盏以上，达到全村美化亮化。结合实
际，进一步搞好产业结构调整，种植种
类和种植模式应改尽改，特别加大经济
作物规模的种植，让农民稳定增收。

2023 年任期目标和规划是：全村
沿公路和有条件的农户院内门前，科学

规划种花种树，达到美化、绿化，清洁
舒适。对断头路路进行硬化，坚持标
准、量力而行、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2024年任期目标和规划是：争取上
级资金和部门支持，搞好村内排污管道
和农田水沟的整治，确保农民群众健康
生活和有效保护基本农田。

2025年任期目标和规划是：充分利
用本村资源，引进有实力的能人、经商
户、老板投资开发旅游、农家乐、游乐
场，使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平等村支部书记李占卫表示：“村
中无小事，事事谋发展；村民无小事，
事事想致富。在今后的五年任职期间，
我们要创抓机遇，寻求支持，重点做好
关注民情、顺应民心、切合实际的实
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

（施 文）

从《千年上津》《四库全书中的郧西》
《四库全书 均州武当山沧浪文献辑录》
到《福地马安》，郧西县青年作家陈新闻
潜心史志研究，十年时间出版341万字4
本著作，被国内外近 40家图书馆馆藏，
既助推了文旅融合发展，又为乡村文化
振兴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20年研究成果得到认可

提起“天子渡口”，许多人就想到天
津。其实远在西周初年，秦岭南麓、汉江
北岸就有一个天子渡口，即今郧西县上
津镇，该“天子渡口”史早天津处 2500
多年。

上津的天子渡口虽历史悠久，但自
清朝初年《上津县志》失传后，上津的历
史只有星星点点的记录。“天子渡口”从
何而来，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郧西县历代史志部
门专家到北京、西安、武汉等各大图书馆
搜集资料，均无功而返。历代《郧西县
志》对上津历史源流介绍也一笔带过。

2010年，上津争创国家AAAA级文
化旅游区，按评审要求，必须要厘清历史
脉络，要有已出版的文史类专著。经县
史志办、上津镇推荐，县内青年作家陈新
闻负责编著《千年上津》。
1974年生于郧西县的陈新闻，酷爱文史，
痴迷上津文史研究。2002年下海开办文
化传播公司，专事研究上津历史长达
20年。

2006年，陈新闻的电脑装了一部《文
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通过查询，他发

现有关上津的文献达 500多条。解读这
些价值连城的史料他发现，上津的历史
很辉煌：上津渡口与天子的关系很紧密，
故称“天子渡口”。经严密论证，从西周
初年至今，上津曾23次建县、7次设郡、4
次置州。从此，上津找回了失去几百年
的记忆。

自 2009年起，陈新闻先后在报刊发
表了《上津古商国、古鄀国及历代建制详
考》《历史新发现：57位上津令》《上津古

城考》等 40多篇文史考证类文章，各级
领导及史志专家表示了肯定鼓励。

接到县政府安排的编纂任务后，为
确保铁证如山，陈新闻又引进了高清扫
描版《文渊阁四库全书》，配合使用，提高
效率。

有《四库全书》的推动，加上多年的
研究，《千年上津》近三年顺利成书，总字
数103万字，2013年5月参与评审。湖北
人民出版社研究后认为，包括《四库全
书》，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两套《四库全
书》内容完全一样，可以引用。于是，历
经磨难的《千年上津》顺利出版发行。

两部“四库类”地方卷接连出版

《千年上津》以《四库全书》文献说
话，2014年3月出版发行后，社会反响良
好。十堰市领导、专家建议，既然《四库
全书》能服务上津镇，为何不能服务郧西
全县？“把《四库全书》中有关“郧西”的所
有文献全部找出来，再重新汇总编注，以
原版文献服务旅游立县，助推文旅融

合！”
为慎重起见，郧西县委、县政府先咨

询出版社：辑录《四库全书》中的地方文
献，再重新编注出版，是否合适？

接到咨询后，湖北人民出版社迅速
查询新中国成立后已出版的“四库类”书
目。一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以《四库
全书》为基础选录、编辑出版的著作多达
60多种。编纂方法均是把《四库全书》已
收录的古代著作整篇、整卷、整册选录出
来，再重新编注出版。而从《四库全书》
中一条一条地辑录一个县文史资料的，
全国尚属首次。既然 200 多年前编纂

《四库全书》的时候能把全国各地的文献
化整为零、分门别类的“装进去”，那么今
天再把这些文献一条一条找出来，化零
为整“拿出来”，也是合情合理的，都是为
了传承历史、保护文化。

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鼓励下，陈新
闻在《四库全书》中反复搜索，获取古上
津、古郧西相关文献 600多段（篇）。经
过反复甄别，选定 276段（篇）编注。为
了方便读者阅读，更为了证明文献的真
实性，在编排上“左图右文”，即左页面用

《四库全书》原书、原文扫描图片，右页面
把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并加以注释。全书
43万字，书名为《四库全书中的郧西》。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四库全书中的郧西》出版后，翔实
的史料助推了郧西文旅融合发展。古商
国、古鄀国与上津的关系，夹河与甲河的
渊源，天河景区悬鼓观的古诗文等，县内
重要景点都能在书中查到原版文献。
2013年以后成功创建上津、天河、五龙
河、龙潭河等 4 个国家 AAAA 级风景
区。今年5月29日，郧西县获“中国最佳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县”荣誉称号。

2015年5月，为响应十堰市委“外修
生态、内修人文”的号召，陈新闻又花了
两年时间编注《四库全书 均州武当山沧
浪文献辑录》，全书 92万字，“汇均州文
萃、辨沧浪文化、探武当道教”，2017年5
月出版发行，为社会各界深入研究古均
州、武当山、沧浪文化提供原版文献。

编著《福地马安》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2016年6月，郧西县马安镇党委、政

府邀请陈新闻，
为马安镇乡村文
化 振 兴 编 一 本
书，助推教育小
镇。受命后，经
过慎重考虑，陈
新闻决心深入马
安，编一本专业
性强、通俗易懂、
人见人爱的地方
志书。

马安镇距县
城40公里。截止
2015 年，马安初
级中学中考成绩
连续12年全县第
一，获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2016年
3月，马安镇决定
打造教育小镇，
助推马安教育。
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把教育
小镇写入县政府
工作报告。

2016 年 10
月，陈新闻深入
邻县、邻省图书
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次年9月始，陈新
闻常驻马安镇。

书名是图书的眼睛。为使眼睛更
“亮”，新书命名为《福地马安》。“福地”指
山水福地。马安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生
态环境全县数一数二，是宜居、宜业、宜
学、宜养、宜游的“福地”。

为选好体例，《福地马安》按 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
划纲要（2015—2020年）》的要求，参照最
新出版的《中国名镇志丛书》进行编纂。
新的编排方法结构清晰，即地理卷按流
域、按村组查询，历史卷按时间先后顺序
查询。小学文化程度的老乡，也能轻松
阅读、快捷查询。

在内容表现上，《福地马安》坚持“让
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历史资料是志
书的命根子。为广泛收集资料，2016年
至2019年，陈新闻深入该镇12个村组座

谈 40多次，跑遍了马安山山水水，几乎
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都涉足过。经
过镇里镇外、县里县外的搜寻，马安的历
史文献竟然多达 1000万字。《福地马安》
在编写、组稿的过程中，涉及古地名、古
道、古馆等历史遗迹介绍的，都说明文献
来源，特别重要的配以原始图片佐证。

今年5月，103万字的《福地马安》由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7月 25日《福地
马安》首行。正巧，马安中学获中考成绩
全县“18 连冠”喜报，教育小镇又添新
彩。发行会上，镇党委、政府赠送马安中
学 2400套新书。市史志专家说：“《福地
马安》准确完整地诠释了‘山水福地’，系
统全面地阐述了‘红色马安’，专业性强，
可读性强，教育性强，是马安镇镇村干部
的实用工具书，招商引资的投资指南，社
会各界了解马安的权威读本。”

（冰 客）

河南伊川县平等村：
以历史文化古村落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青年作家陈新闻：出版四部专著关注乡村文化振兴

法院公告栏
北京鸿远伟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王晓春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 1081
民初27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胜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桌沅
盛世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于敏
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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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1月17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张广武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在本院胜
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桌沅
盛世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建
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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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1月17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桌沅
盛世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冬
梅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桌沅
盛世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风
梧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桌沅
盛世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绥芬河中雅信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中雅信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谦保元与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12月 17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桌沅
盛世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于嘉
超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桌沅
盛世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凯
旋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杨娟：本院受理邓焕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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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届满第三日上午九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盘龙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张百分：本院受理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债券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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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于2021年12月20日9时在本院江口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钱林：本院受理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债券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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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于2021年12月20日9时在本院江口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周利芬：本院受理原告郭利清与被告周利芬
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冀0728民初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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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怀安县人民法院
陈萍：本院受理原告姜立武诉被告陈萍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于2021年9月
24日作出（2021）内0526民初312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1.准许原告姜立武与被告
陈萍离婚；2. 婚生女姜彤由姜立武负责抚
养，并自行负担抚养费。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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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
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梅花、乌力吉仓：本院受理原告胡日查（曾用
名孟和）诉被告梅花、乌力吉仓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21年 8月 6日
作出（2021）内 0526 民初 206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梅花于本判决生效后立
即偿还原告胡日查 62360元，并自 2021年 3
月 15 日起以 6236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3.2‰计算支付利息损失至清偿为止；案件
受理费1359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梅花、
乌力吉仓负担。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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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梅花、乌力吉仓：本院受理原告胡日查（曾用
名孟和）诉被告梅花、乌力吉仓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21年 8月 6日
作出（2021）内 0526 民初 2066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梅花于本判决生效后立
即偿还原告胡日查 53700元，并自 2021年 3
月 15 日起以 537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3.2‰计算支付利息损失至清偿为止；案件
受理费117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梅花、
乌力吉仓负担。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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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喻爱霞：本院已受理原告冉勇飞诉你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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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审
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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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上午9时0分
在德江县人民法院高清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李岩：本院受理原告佟宝海诉被告李岩，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 1322 民初 371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
高玉英：本院受理原告车宝成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2021）内 0526 民初 4554 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权
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21）内 0526
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22年1月4日在
本院香山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肖会芬：本院受理原告龙春武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2021）内 0526 民初 4575 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权
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22年1月4日
在本院香山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孙怀虎：本院受理赵宝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内 0526 民初 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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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至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发院
王振生、王文华：本院受理姜华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内0526民初3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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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至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发院
罗发棋：本院受理原告冯农农、冯鹏诉与被
告罗发棋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你地址
和联系方式不明，无法送达裁判文书等相关
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635
民初 341号民事判决书等相关材料，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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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翟秀坤：原告赵占强与你变更抚养权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1年9月28
日作出的（2021）冀 0430 民初 531 号民事判
决，判决：婚生儿子赵含、女儿赵子墨由被告
翟秀坤抚养，抚养费自理。案件受理费80.0
元，减半收取计 40.0 元，由原告赵占强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
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