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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给共青团思想
教育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团组织要不断增强
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实效
性，在传统思想教育内容的基础上，不断更新
和拓宽领域，积极寻求适应青年发展需求的
思想教育新视点。

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加强青年理想
信念教育。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教
育培养，要求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团的
思想教育建设必须把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作
为一项基础工程和重点工作，作为共青团思想
教育工作内容的核心和灵魂。要注意把握青
年政治和精神追求的主导方向，切实加强团的
思想教育，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教育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历史使
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

把青年塑造成为科学理论的坚定追随者和共
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大力弘扬者。

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加强青年道德教育。青少年道德教育是社会
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也
是共青团思想教育建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
分。新形势下，青年道德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是
多方面的，途径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具体
而言，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的基本要求，注重对青年人格的塑造，
引导青年以德修身；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
念，提高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法律意识，培养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倡树诚实守信的
文明新风；广泛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把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
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内化为青年一代基本
的行为准则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坚持用先进的文化影响青年，加强青年
文化建设。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
健康有益、充满活力的青年文化是共青团思
想教育建设的重要内容。新的形势要求青年
文化建设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武装青年，把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对青
年一代的必然要求；紧紧把握青年文化作为
以主流文化为指导的亚文化这一特征，立足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
学文化发展前沿，坚持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
化成果熏陶影响青年，引导青年借鉴西方有
益的文化成果；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广泛开展
丰富生动的群众性青年文化活动，大力创建
青年文化阵地，不断发展和创造具有共青团
特色的青年文化，以文化的渗透力促进不同
层次青年的思想进步，不断增强青年文化的
吸引力和感召力。

新形势下共青团思想教育建设的主要内容
○ 贵州振华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张 清

数学是一门和人们生活特别贴近的学科，生活中
的很多知识都离不开数学。“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
他任何地方得来的，而是从现实世界上得来的。”在日
新月异、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数学广泛的应用性愈
加显示其独特的魅力。因此，初中数学教师在教学中
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将知识性、应用性、趣味性和
谐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
着手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

一、培养初中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必要性
我们的生活与数学息息相关，平时买菜时计算价

格需要数学计算，计算成本和收益时需要数学等等。
现在很多的学生，只知道学习书上的知识，却不知道
如何应用。一个满意的分数，也许暂时能让你收获一
点虚荣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知道自
己家的纯净水桶是多少毫升的，可以换成多少立方厘
米，不知道一件衣服打几折该多少钱……脱离与生活
的教育，对于孩子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老师
在教学中更应该注重实用性和应用性，让学生在接受
知识的同时，把数学知识应用于生活，这样也利于学
生思维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进而体会到数学应
用的重要性。

二、初中数学应用在课堂学习之中，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

面向全体的初中数学教育应当是学生未来需要
的，是具有现实背景的，具有趣味性和富于挑战性
的。初中数学教学的内容应当是源于学生的生活，适
应未来社会需要和学生进一步发展需要的，应当摒弃
那些脱离实际、枯燥无味的内容，因而强化学生对初
中数学的认识和应用，切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如在教学《利息》时，不是让学生单纯地在课上进
行利息的计算，而是先让学生在课前到银行进行实地
调查活动，了解利息方面的知识，课上进行交流汇报，
开放了教材的空间，使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到学习数学
活动之中，真切感到生活中到处有数学，学生进行了自

主、合作探究性的学习。到期利息的计算比较简单，放
手让学生独立计算，对延后支取和提前支取两种复杂
的情况，则组织学生小组里交流、辩论、探索，得出正确
的计算方法，使学生充分体验再创造过程，能主动地将
初中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真
正理解初中数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使学生
获得成功感而激发了学生学习初中数学的兴趣。

三、精心编写习题和实例，感知数学的“工具性”
在课堂教学中，可编写一些习题或实例，让全体

学生解答，逐步形成学数学、用数学的意识。如在学
习不等式时，编写习题引导学生解决有关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物价的上涨与下跌等应用问题：

“某工厂计划用甲乙两种原料生产A、B两种产品
60件，每生产一件A需甲种原料9千克和乙种原料3
千克；每生产一件B需甲种原料4千克和乙种原料10
千克，现甲、乙两原料只有400千克和390千克，请你
设计出生产A、B两种产品的所有方案。”

可见，该题没有诸多限制，充分体现学生学习个
性的开放性的数学学习中，培养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和发散性，陶冶了学生的情感，使学生体验到数学带
给他们的成功。

四、逐个击破教学重难点，展示数学的趣味性
在教学中要紧扣教材，多设计或引用与教学内容

有关的新颖有趣而富于思考的问题，把教学重、难点
用通俗的语言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使课堂教学生动活
泼、富有吸引力。

如学习“镶嵌”课题时，课后一些美丽图案利用几
何画板制作成动画，让学生直观地看到图案的画法，
学生会惊奇地发现：多边形地砖的不同几何图案沿直
线平铺，可产生各种各样效果奇特的图案；在美的熏
陶中，学生会感到几何图形变换无穷，妙不可言，在生
活中应用广泛，从而对几何产生浓厚的兴趣。

总之，坚持数学教学对学生应用意识的培养，能
让每一个学生学有所得，使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
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

试论初中数学教学中学生应用意识的培养
○ 从江县第三民族中学 朱守花

农村地区的初中生朗读能力出现怪状，
越到高年级，朗读能力越差。语文水平的提
高依赖于学生的朗读，朗读可以培养学生的
语感，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理解能力、审美
能力、写作能力。所以，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势在必行。

当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张志公指出，朗
读是阅读教学中永远不变的一剂良方。目
前，农村地区朗读面临哪些现状呢？

1、受方言影响
受本地方言的影响，农村学生从小就生

活在苗语和汉语的环境中，交流常用方言或
苗语。所以，用普通话表达的能力差。

2、课堂朗读的时间不充分，朗读目的不明确
在课堂中，学生读书的时间很少，朗读往

往只是课堂的一种点缀，而且朗读目的不明
确，学生是为应付老师而朗读，这样的朗读没
有效果。课上少读，课下就更不读了。一个
学期下来，朗读能力就越来越差。

3、朗读的对象不广
在朗读教学中，为节约时间，完成教学任

务，老师只让几个尖子生或者朗读好的同学
朗读，大部分学生只能规规矩矩当听众。

4、只求形式不求实效
在课堂中，朗读形式单一，老师不是采用

集体朗读，就是个人朗读、分组朗读，学生读
几节课下来对朗读就索然无味了。

如何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呢，可以从以
下几点入手：

1、推广普通话，创造良好氛围，激发学
生朗读兴趣

推广普通话，使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
对学生的朗读水平、发展起到奠基的作用。
在方言环境里使用普通话是非常困难的，所
以学校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激发学
生大胆说。

2、创设多种形式，锻炼学生朗读能力
（1）落实朗读课，指导朗读技巧。开设朗

读课，并做好朗读指导和朗读激励工作，指导
学生不但要读准字音、字义，更要读出文内美
和文内情，提高朗读的质量。

（2）强化课前三分钟。各老师利用课前
三分钟，坚持为学生提供锻炼与展示机会，培

养学生说的兴趣，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这对培
养学生朗读能力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并增
强学生的自信心。

3、形式多样化
在朗读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朗读兴趣，

可采用多种朗读形式。
4、听读训练
行之有效地在培训学生的听读训练：如

成立学校广播站等；组织学生观看《新闻联
播》、教材朗读视频等

5、经常进行朗读活动
每学期举办国学经典朗诵、演讲比赛、辩

论赛、话剧表演、相声小品等系列活动，用以
增强学生朗读兴趣，锻炼朗读能力。

总之，学生朗读能力的提升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
只要有耐心、恒心，采取有效的朗读方法，提
升朗读能力就不难实现了。

浅谈如何提高农村地区语文朗读能力
——以台江县初中生为例

○ 台江县第三中学 杨 雨

一、单亲家庭儿童的心理特点
父母离异是单亲儿童最主要的成因。父

母离异对儿童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十分严
重的。当代儿童心理学家李·索克甚至说：

“父母离异给子女带来的创伤仅次于死亡。”
那么，父母离异会给儿童带来哪些心理变化
和问题行为呢？

（一）容易情绪不稳
部分单亲家长长时间沉浸在自己的情感

破碎的伤痛中，忽略了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导
致部分年幼的单亲儿童产生爱哭、情绪低落、
易烦躁、好发怒、常发呆、惧怕某些动物和某
些人等问题行为。

（二）性格变得异常
很多单亲儿童把没有了爸爸或妈妈当作

见不得人的事，以至于性格发生扭曲。他们当
中有的突然变得放荡不羁；有的变得过分胆小
焦虑；有的变得冷漠；有的变得固执、闷闷不
乐；有的变得自卑，觉得没脸见人；有的变得孤
僻；有的不愿与人交谈；有的做事有始无终。

（三）问题行为发生率高
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儿童，由于家庭破裂

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了阴影，导致他们丧失了
生活的乐趣和学习的信心，在行为上表现出
与社会和周围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比如表
情冷漠、行为粗鲁、上课不专心、逃课等问题
行为发生率比较高。

二、单亲家庭儿童的教育方法
（一）重视情感交流和家庭教育
1、情感交流
离异父母首先要提高自身素质，不在儿

童面前诋毁和抱怨对方，不将自身经历扩大
化、概括化。应多抽时间陪伴孩子，多了解孩
子的思想感情，关注孩子的人际交往和成绩

动态，鼓励孩子多参加社交活动，培养孩子的
各种兴趣爱好。夫妻双方应该共同参与孩子
的教育活动，让儿童充分感觉“即使父母离
异，但对自己的关爱不会因此减半”，共同帮
助孩子走出阴霾。

2、家庭教育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家庭教育是儿童成长经历重中
之重的一部分。父母双方应该不断加强自身
道德、文化素养，为孩子树立正确榜样，引领
正确价值观念。同时应该加强对子女的学业
关怀，以鼓励、表扬等方式替代漠不关心、责
备、谩骂等不良行为。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
协助孩子在学业、兴趣、人际交往等领域克服
困难，更进一步。

（二）加强学校教育和特殊群体关照
1、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对家庭离

异儿童的保护。教育者要恪守职业道德，对
待家庭离异儿童要一视同仁，不能戴着有色
眼镜。对待离异家庭子女既要注重其个人隐
私，对其加以保护，不以“离异”作为评判学生
好坏的指标，在与学生沟通交流过程中，避免

“贴标签”行为；又要在其学习和生活上多加
鼓励，帮助其建立信心。不仅关注学业成绩，
更关注其身心健康，帮助学生走出离异家庭
的消极情绪。

2、加强关怀，重点帮扶
对于离异家庭儿童不仅要平等对待，还

要加强人文关怀。建立专项帮扶小组，开展
“一帮一”活动。部分离异家庭的子女，在父
母离异后心存委屈和不解，作为老师，应该多
开展谈心谈话，倾听孩子的心声，多多陪伴他
们。例如一起读书，辅导他们学习，组织学生

过集体生日，陪他们一起游戏、一起活动等，
多给他们陪伴，给他们关爱和温暖，消除他们
孤独、孤立的心理。不断增强其自信心和社
交能力，帮助其营造互帮互助、团结融洽的成
长环境，让孩子感受到集体活动的快乐和集
体环境带来的温暖。

3、加强教育，正确引导
部分离异家庭子女会出现自卑、逆反、孤

僻、抑郁、嫉妒等不良心态，学校及老师应该针
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自
信自爱”“理想信念”“宽容理解”“勤劳好学”等
方面的传统美德专项教育，帮助学生早日摆脱
自我封闭，更好地融入集体、拥抱未来。

而有些家庭离异子女在面对父母离异事
实时会有“天塌了”的感觉，认为自己的美好人
生就此破裂，未来不再有希望等。学校应该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积极的自我防御机制，教育他
们以正确的观念、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中的
挫折，树立正确人生理想，鼓励学生化挫折为
动力，不断实现人生梦想，不断升华自我。

4、家校联动，形成合力
离异家庭子女出现问题大多是父母所

致，在了解学生、帮助学生的同时，也要加强
对家长的引导。学校及老师应定期开展家
访，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形成家校联动新合
力。一方面学校与父母双方通过谈话能更好
地相互了解儿童在家庭与学校的各种情况，
帮助双方更好地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成长环
境，有的放矢地开展帮扶活动。另一方面，在
家访过程中，应向家长申明教育是学校、父母
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父母，离婚决不可以
伤害孩子的心灵和成长，劝说夫妻双方应该
共同努力，相互合作，和学校一起共同培养孩
子健康成长。

单亲家庭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教育方法研究
○ 从江县城关第四小学 梁才智

从古到今，教育就是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但是往往
在分数面前，在升学压力面前许多老师只注重了教书
而忽视了育人，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笔者在农村小学
任教二十几年，低、中、高段都教过，正是学生从说到
写，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孩子内心真实信息的
表达，是孩子生活的点滴记录。在日记教学中，笔者通
过让学生学写“心情日记”，把德育内容作为教学内容，
既丰富了日记教学的内容，又使孩子进行了自我教育，
使道德规范深入孩子的心灵，使孩子“了解和信服”，使

“德育过程”真正达到“心灵内化”的效果。
一、将生活的接触写进“心情日记”，树立正确的

道德观念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

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
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时时
刻刻做个生活的有心人，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大事
小事，将生活的琐事引入到学生的“心情日记”中来，
在写“生活化心情日记”中，明辨是非，树立起正确的
道德观念。

校园生活是学生“心情日记”的主要素材。由于学
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大家心
愿，虽然学校也做了不少努力，但与家长要求还有一定
空间，我校门口是交通要道，为不堵塞交通，学校要求
家长能够稍微远离校门口一段路程接送等候孩子，但
是家长“候子心切”，总是喜欢挤在校门口。有位同学
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的心情真不好。放学的时候，
校门口挤了一大堆家长，有的站着，有的还骑在电瓶车
上等着，把校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我们班排着队出去，
都快要挤不出去了，队伍也被冲散了。我甚至看到，有
一个一年级小朋友被挤倒了。这样多不安全啊！各位
家长，为什么不到学校指定的区域去等孩子呢？这样
校门口就不会那么挤了，我们也就能更安全地回家
了。我们每个人应该多为别人想一想，不能只考虑自
己。”该同学的日记后来在学校的升旗仪式上进行朗
读，又附在了学校给家长的《告家长书》上，给全校孩子
和家长以启示。学生在自己的“心情日记”中，观察生
活，关心生活，不断将生活的琐事引入自己的“心情日
记”中，使自己的日记显得鲜活、有血有肉，学生也在这
样的“心情日记”中树立起了正确的是非道德观念，使
德育过程真正实现心灵的内化。

二、坚持写“心情日记”，提升自我教育的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促进学生自我教育的教

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学生在成长、学习的道路中，除
了来自教师的正面教育外，学生自我教育也是至关重
要的。在学生的“心情日记”中，让学生学会反思，在
反思中实现自我教育，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自我教育
的能力，促进德育过程心灵内化，也能为师生双方提
供一片和谐交流的空间。

有一天我从吴某同学的“心情日记”中，我看到，一
个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也是一个教育的契机。我们常
常说“廉政教育，从娃娃抓起”，如今这件事，不就是一
个最好的教育契机吗？我在班级里表扬了该同学的

“秉公执法”，也表扬了吴某某同学在日记中能够反思
自己的不良行为，能对自己进行“不能开后门搞特殊”
的自我教育。同时，我还对其他学生进行了“换位思
考”的教育，开展了一次“假如我是值日生”的大讨论，
使全体学生得到了一次心灵的触动，德育的内化。

三、借同伴的智慧装点“心情日记”，培养学生社
会公德

人们通常愿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
好相近的同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将有代表性的学
生心情日记，让其他的学生滚动阅读，写出自己的感
受和想法，让学生正确的思想得到同伴的认同，有偏
差的想法在同伴的指正下自动地修正。

有位同学的这一篇日记写道：我原本想绕过去，
过斑马线再走人行道去上学，可妈妈骂我“现在又没
车，跑过去就是了”，我觉得妈妈安全意识很差，是因
为长在农村，缺少安全知识。我把他的日记在班级里
滚动交流时，其他的同学这样给他写道：

我觉得你妈妈的说法不对，虽然暂时没有车子
过来，可是万一有其他车子临时冲出来怎么办啊？
好多车子都是速度很快的，一旦撞上，那可就后悔
来不及了！

过马路虽然是一件小事情，可是却反映着一个人
的文明素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文明交
通”，那我们的马上就会很有秩序了。

总之，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具有工具性和人
文性的特点，肩负了传承中华几千年灿烂文化和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任，因而作为语文教师更应该把语
文教学作为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教学过程中
自然而然地、不留痕迹地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巧用

“心情日记”，让学生在日记中感悟生活，在日记中反
思自我，在日记中互相熏陶，真正使德育过程实现在
学生心灵中的内化，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巧用日记”对小学生德育心灵的探究
○ 从江县城关第四小学 陆 敏

●不慎遗失贵州高投东南置
业有限公司《购房收据》3 张，
收据号：1461793（金额：280000
元）、收据号：7538057（金额：
20000 元）、收 据 号 ：7538093
（金额：55591元）；《凯里·未来
城房源确认单》1 张，票号：
0000206，房号：凯里·未来城
A5栋25层6号，特声明作废。

欧阳光登
2021年8月5日

●不慎遗失《贵州省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收据》
20 份，发票号码：011791121—
011791140，特声明作废。

从江县生态移民局
2021年8月5日

●不慎遗失贵州高投东南置
业有限公司《购房收据》1 张，
收据号：5270126，金额：20000
元，特声明作废。

赵栋海
2021年8月5日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开
户名：施秉县白坡种养殖基
地，核准号：J7133000098001，
开户行：施秉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 社 云 台 路 分 社 ，账 号 ：
2561010201201100021143， 账
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特声
明作废。

施秉县白坡种养殖基地
2021年8月5日

●本人雷震不慎遗失贵州凯地
置业有限公司《预告登记证》1
本，证号：黔（2016）凯里市不动
产证明第0000247号，坐落：金
山大道88号凯里恒大城10栋
3101号房，特声明作废。

2021年8月5日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5226340029221，特 声 明
作废。

雷山县薛家老字号麻辣烫
2021年8月5日

●不慎遗失贵州省冠顺置业
有限公司冠顺山江华府十六
栋一单元18-3龙安云（身份证
号：522629198802063843）《购
房收据》1 份，收据号码：凯
0001162，金额：119810元，特声
明作废。

2021年8月5日

遗 失 声 明

贵州锦彩服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赵元权、罗昌丽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

因无法联系到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凯
劳人仲案字〔2021〕第110号、凯劳人仲案字〔2021〕第114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至凯里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 室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凯
里市人民法院起诉。

特此公告
凯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5日

凯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贵州钰欣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2635MA6HPQ895M）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壹仟贰佰万元减少至

壹佰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贵州钰欣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5日

减 资 公 告

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执法公开、公正，黔东南公安交

通管理局决定于2021年8月15日起，在黔东南州境内的沿

榕高速（S25）启用移动测速设备，相关设备将对机动车超速

违法行为进行自动检测记录，并依法给予处罚。现将相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移动测速设备点位

沿榕高速（S25）381Km+800m双向。

二、抓拍主要违法行为及处罚标准

上述路段限速值为80Km/小时，对记录的机动车超速

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图像取证设备技术规范》GA/T832-2014、《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释义》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

法处罚。

三、设备启用时间

本公告设备自2021年8月15日起正式投入使用，请广

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照限速标志标明速度行驶。

特此公告

黔东南州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1年8月5日

关于黔东南州境内沿榕高速（S25）
启用移动测速设备的公告

甘定永、金辉龙：
本院已受理原告金流珍诉被告甘定永、金辉龙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联系不上你本人，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诉讼程序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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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一楼1号小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联系电话：0855—8069473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8月5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范永松：

本院受理原告刘烨诉被告范永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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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7号小法庭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8月3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