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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万宁名扬汽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
户行：中国银行万宁支行，账号：267518731096，声明作废。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8）琼 9003 民初 857 号

符先华（460003197503055414）：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家幸诉你及王瑞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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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七法庭

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儋州市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幸福在哪里？虽然只有五个字，却意蕴
深厚。有人于平凡平静中就找到了答案，但
有人已在其中却仍然不知，甚至一生难觅答
案。我曾千万次地问，也曾久久思索，幸福
到底在哪里？

我曾用心来感受，陶渊明的“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
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清照的“常记溪
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那是一种多么
透彻人生、追求浪漫、豁达释然的幸福啊！
当然，幸福没有固定模式，每个人因各自的
经历、生活的积累、人生的感悟而不同。我
想说：

幸福就在无限柔情、多姿多彩、让人心
动的春天里。你看，有轻轻柔柔的春风，有
润物如酥的春雨，有被风吹皱的春水，有随
风摇曳的柳枝，有千树万树的梨花，有嫣红
娇羞的桃朵，有天空飞翔的风筝，有自由奔
跑的孩童……看着这一切，融入这春风春光
春色中，很容易就陶醉了。

幸福就在其乐融融、温暖温馨如港湾般
的家庭里。品着佳肴的鲜香甜美，听着父母
的唠叨叮咛，看着儿女懂事长大，伴着爱人
一起散步，彼此依偎依靠，诉说一天的辛劳，
憧憬明天的美好，感受浓浓的情意，一天一
天，一年一年……

幸福就在充实忙碌、互帮互助、激情燃
烧的单位里。特别是有好领导，有好风气，
有好氛围，只要努力工作、勇于担当、严于律
己，组织的关心和同事的关爱将时常伴随。
在这种“绿色生态”里，我们满怀激情地工作
着，孜孜不倦地实践着理想价值，心情舒畅
地收获着人生幸福……

其实，如果用内心的宁静与清澈感悟幸
福，就会发现幸福就是在家有好爱人，毋须
多言，无需担心，家里总是一尘不染，井井有
条，温暖舒适。幸福就是在外有好朋友，当
遇到困难需要相助的时候，总会有人挺身而
出，雪中送炭，解危济困，永远有感动着你的
感动，幸福着你的幸福……

幸福也是在你疲惫忧伤、心有烦恼，感
叹岁月易逝，青春不再，旅途艰辛，前路漫
漫的时候，让自己迎在金色朝阳里，或置身
灿烂夕阳下，听一首或悠扬或舒缓或低婉
的歌，任思绪飞扬，忆难忘岁月，让烦忧飘
散……

幸福也是在假期周末陪着家人，邀着
朋友，远离都市喧嚣，走进世外桃源，去看
山青水碧，去望层峦叠嶂，去数彩云朵朵。
你看：山路弯弯，山花遍野；你听：山鸟啾
啾，溪水潺潺。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

幸福也是在暗夜里高举一盏明灯，为他
人照亮前行的道路。路被照亮，他人易走，
自己好行。多做善事，多施善行，多说好话，
内心安宁，他人快乐，正气弘扬。只要尽自
己最大努力给他人带来快乐安慰，那么我们
也会被他人温暖幸福！

其实，毋须刻意，无需茫然，幸福正静静
地，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

上小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的路途有一
条宽敞的马路。因为家里大人都要上班，是
奶奶陪我经过那条马路去上学，下午又经过
这条马路接我回家。但是极其不合理的是这
条宽大的马路留给行人们通过的时间只有短
短的十三秒。所以她一般是牵着我的手，把
我护在身旁，一边警惕四周的车辆，一边赶着
步伐争取在这十几秒内通过这条马路。

我总是在路上跟她聊天，不仅是学校当
天发生的趣事，甚至在学校学了什么课我也
要说。我经常是一边有规律地踩着脚下排列
的方形砖：有时踩黄色，有时踩红色，有时沿
着马路牙子——像走平衡木一样；一边跟她
摇头晃脑、滔滔不绝——我甚至还制定了每
天教她一个英语单词的计划。她的那口“混
方言”的英语口音至今还在我的耳畔回响。

但是，人们不论怎么努力，时光总是在
不经意间一点一点慢慢流逝；苍老总是趁人
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找上来，拖慢他们的步
伐，压驼他们的背。这无人能够改变，难道
不是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是四年级？还是
五年级？记不清了。一旦她稍微走得快了就
会开始剧烈地喘气；爬楼梯每爬一层就要用

一只手扶着栏杆停下来休息，另一只手撑着
腰，弓着背，气喘吁吁，颤颤巍巍——而我呢，
开始长身体了，步伐逐渐加快，一口气跑几层
楼是不成问题的。我开始跟她进行“角色”交
换：我逐渐习惯过马路时搂着她的胳膊，把苍
老的她拉近自己的身旁，领着她走路。

可是到了后来，红绿灯给行人过马路的
时间仍然是那么短，我的步伐又不得已为了
她要放慢。每次甚至到了时间几乎所剩无
几、那个绿色的行走的人开始闪烁的时候，
我俩还在马路中央赶着路，望着遥不可及的
马路对面干着急——该怎么办呢？于是两
人做了一个约定：她不再跟着我到学校了。
也就是说，她每天早上送我到马路边，目送
我离开；放学时，我独自一人步行到马路对
面，她在另一边等待着我，之后再一起回家。

现在我回想起来，仍旧有那种被焦急等
待灼热的目光注视的感觉——那是她每天
在马路那头焦急地踱来踱去等我的身影；那
是每当我跨越马路向她走去时她的热切期
盼的目光……

这条马路啊，这条宽大的汹涌的长河
啊。我们虽被远远隔开，在两岸相望，但是
我们的心已经融化在这条长河里——相偎。

那年，我最好朋友的妹妹要参加自
学考试。我是中文系毕业，自然担当起
她的辅导老师。我把课本找出来，重新
温习。很多知识和文学作品，学生时代
只是蜻蜓点水般学过，多年后回头再学
习，颇有点“反刍”的意味，常会让我有
不同感受。

这个过程，带给我意料不到的惊
喜，我很认真地把学过的知识都温习了
一遍，本来是为了更好地辅导朋友的妹
妹，没想到却带给我自己深远而有意义
的影响。当我重新提笔写作时，觉得那
一遍温习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古代
文学部分，我刻意通读了很多文学作品，积累了比较好的语
言功底。有读者说我的散文很适合朗读，朗朗上口，很有韵
律感，我觉得这完全得益于我那一遍的温习。

生活就是这样有意思，你做某件事，可能最初的目的很
简单，就如同要去寻找一杯解渴的水，可是你走着走着，忽
然间就发现了一湾清泉，带给你源源不断的惊喜。

一位文友，文章写得很好。谈起他写作的缘起，竟然是
因为陪刚上初中的儿子写同题作文。儿子不喜欢写作文，他
尝试着跟他一起写。儿子对这种方式很感兴趣，渐渐地爱上
写作文。而他体验到用笔表达的自由和畅快，也渐渐爱上了
写作，还写出了成绩。如今，他出了几本书，还计划写长篇
小说。

我一个同学，在她上高中时父亲得了一种慢性病。她为
了照顾父亲，经常看有关的医学书籍，慢慢地对医学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萌生了做医生的想法。后来她报考了医科大
学，毕业后如愿以偿做了医生。如今，她成了当地的名医。

平日里，我们总抱怨生活太吝啬，我们想要的太多，可
生活赐予我们的太少，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愿望。可是，别
忘了，生活还会赐给我们那么多当初没有索要过的惊喜。

让我们以爱之名，认真去做一件事。因为你是沿着爱的
轨迹走下去的，自然就会用心。你用心了，你所做的事的外
延就会扩展开来，把你带入更为广阔的世界，让你收获更多
意想不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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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琼州海峡
□坤明

从海口到海安
仅有一衣带水的距离
却在海上漂荡了两个多小时
浪不大，但心比浪高

叽叽喳喳的人群
老的，少的
群聊的，私聊的
有的镇定自若，有的看潮起潮落

唯有不变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
一个去向家的方向
也在内心中，一再拉近
家的距离

幸幸福在哪里福在哪里
□□宋勇军宋勇军

时时
间间
的的
长长
河河

郁金香
□丁成

她从仙国飘然而来
借三月春风
用五颜六色
将白河岸泼洒成美丽的画廊
浓郁的芳香
陶醉了熙熙攘攘的时光
妩媚的身姿
绚丽了四面八方的梦想

我漫步在这十里长堤
伴蝶飞蜂舞
沐和煦阳光
寻觅
遗落人间的神秘传说
品读
浪漫千古的爱情诗章
地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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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新华社银川 4 月 17 日电（记者张亮）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
法院获悉，备受社会关注的宁夏“12·15”
特大电信诈骗案日前一审宣判，共有 69 名
被告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7 人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2016 年 12 月初，浙江省金华市警方
向固原市公安局通报，称有人用宁夏固原
市手机号诈骗当地群众。固原市警方接
到线索后，即刻组织力量侦查。12 月 15
日，警方出动 150 名警力开展集中抓捕行
动，捣毁了 4 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
人 71 人。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4 年，被告人李
时权从贵州前往宁夏固原市进行传销违法
活动。李时权在建立起 140 余人的传销组
织后，组织传销人员进行电信诈骗，并要
求传销人员用诈骗所得购买“产品”，获取
返利。

这一诈骗团伙通过微信、QQ 及有缘
网、百合网等婚恋交友网站搜集获取全
国范围内不特定人员信息，冒充未婚、单
身女性，以找对象、谈恋爱为由，骗取被
害 人 信 任 ，诱 骗 他 人 加 入 传 销 诈 骗 组
织。对不能通过诱骗加入组织的，则以
索要见面路费、疾病救治费、财物赔偿费
等方式骗取钱财。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案发期间，该犯罪集团通过诈
骗 非 法 所 得 共 计 920 余 万 元 ，被 害 人 达
137 人。

法院审理认为，此案首要分子李时权
对整个犯罪集团起组织、领导作用，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涉
案财产一律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他 6 名

主犯分别判处 12 年至 10 年不等有期徒刑；
58 名普通成员判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另
有 4 名涉案人员，因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
事处罚。

宁夏“12·15”特大电信诈骗案一审宣判

69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山东警方破获“1·19”网
络赌博诈骗案

抓获嫌疑人14名
新华社济南4月17日电（记者滕军伟）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近日破获公
安部督办“1·19”网络赌博诈骗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14名，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1 月 17 日，烟台市民任先生到芝罘公
安分局报案称，其在一个彩票网站注册会
员后，前后投注 15000 元用于购买各种“时
时彩”，并盈利 5000 元。但除早期提现的
几百元外，他再想将本金和盈利提现时，
却被网站客服告知必须投注总额达到 5 万
元才能提现。任先生不再投注，却遭到对
方“拉黑”，不接受其任何信息。

根据这一线索，公安机关于 1 月 19 日
立案侦查。民警根据分析研判获悉，该彩
票网站组织者通过发展会员，引诱受害人
下注购买“私彩”，受害者达上千人。专案
民警多次往返湖南长沙、衡阳、娄底等地，
获取了网站设计者、维护者以及运营者的
相关信息，查清了该团伙成员的详细信息
和活动轨迹。

经查，该案主要嫌疑人以 80 后、90 后
居多，他们都曾是一起传销案件的受害
人。为尽快弥补被传销组织所欺骗的资
金，他们从受害人变成嫌疑人进行诈骗。

3 月 30 日，抓捕组兵分三路分别在长
沙、衡阳、娄底等地同时行动，在当地公安
机关协助下，将 14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
获。经查，自 2016 年初以来，该犯罪团伙
犯罪嫌疑人朱某组织吴某、曾某等人，开
设彩票网站，发展湖南、山东、上海等地上
千名会员，涉及赌博、诈骗金额达 2000 多
万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湖南常德警方侦破特大地下
“六合彩”赌博案

涉案金额逾5000万元
新华社长沙 4 月 17 日电（记者谭畅）湖南省公安厅 17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近日成功侦破
一起特大地下“六合彩”赌博案，捣毁一个以常德市城区为中
心，联结湘、桂、粤三省的特大地下“六合彩”赌博网络。13
日，首批共 33 名犯罪嫌疑人被移送起诉。

据介绍，2017 年 6 月，鼎城区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居住
在常德市江北城区的代某平有组织人员利用地下“六合彩”
进行赌博活动的犯罪嫌疑。经专案侦查，同年 12 月 9 日，鼎
城区公安局组织大批警力，在常德多个区县对这一地下“六
合彩”赌博团伙的骨干成员实施抓捕。随后，办案民警又先
后将这一团伙其他涉案成员陆续抓捕归案。

经查，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代某平伙同曹某、梁某弦、罗
某娟、罗某明等人，共同出资 100 余万元开设地下“六合彩”
赌博平台。他们以境外“六合彩”公司盘口开盘情况为基准，
雇请刘某、李某、邹某等人为“操盘手”，与深圳地下“六合
彩”公司联手接报单，在常德市鼎城、武陵、桃源、澧县、津市
等地大肆发展下线，分配网络账号，建立“买码人－收单人－
小庄家（操盘手）－大庄家（操盘手）”的层级结构，形成家族
化、集团化的犯罪团伙。据查，这一团伙共接受买码赌博报
单 200 余期，涉案金额逾 5000 万元，非法获利 600 余万元，犯
罪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极大。

截至目前，全案共有 57 名涉案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公安机关共依法扣押涉案车辆 10 台、电脑 3 台、银行
卡 200 余张、手机 60 余部，冻结涉案资金 200 万元。

以高息为诱饵
北京一公司骗取数十名聋哑老

人700余万元，3名嫌疑人被刑拘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记者卢国强）北京警方近期
破获一个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吸引“投资”的犯罪团伙，受害者
中有数十名聋哑老人，涉案金额超过 700 万元。

2 月 4 日，多名聋哑老人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警
称，他们在 2015 年至 2016 年间，通过相互介绍得知一家主要
生产富硒猪肉、富硒鸡蛋等农副产品的公司，由于产品供不
应求，公司欲扩大生产，正在以每年 22%的利息吸收投资。
亲自到公司位于包头的养殖基地参观后，这些聋哑老人打消
疑虑，先后与公司签订了合同，成为公司的投资人。然而一
年后一些聋哑老人准备将本息兑现时，公司负责人张某以

“公司处于上升期，现金取不出来”等理由拒绝兑付。2018 年
初，这些老人发现，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主要由张某等
3 人负责经营。从 2015 年到 2018 年初，这家公司涉嫌先后非
法吸收 70 多名老年人的存款。随后，警方将张某等 3 名涉案
嫌疑人抓获。目前，3 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已经被刑事拘留。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17 日电（记者刘
懿德）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获
悉，近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办理的“谭秦东损害鸿茅药酒商品
声誉案”，引起社会和媒体广泛关注。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听取了凉城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
人的汇报，查阅了案卷材料。经研究认为，
目前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指令凉城县人民检察院：
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变更强制
措施。

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令凉城县检方将“谭秦东损害鸿茅药酒商品声誉案”

退回补充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