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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
则把水源败坏了。 ———（英）培根《论司法》

●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 ———（荷兰） 斯宾诺莎

法人茶语

####$

%
&

%%%%&

%
&

格言录

为了那过去的美好事业
□

滑璇
书海遴品

蒙眼闭目的正义女神
□

李少葵

法律与文学
□

刘仁文
一家之见

在法学家鲁道夫·安林《罗马法的
精神》 里有这样一段话： “罗马曾经三
次征服世界及与各个民族结缘。 第一次
是通过武力， 第二次是通过宗教， 而第
三次是通过它的法律。” 正如犹太人善
于在上帝的启发下思考正直的品行， 希
腊人醉心于民主政治的激情， 而罗马人
则在于创建务实的法律制度。

台伯河水不舍昼夜地从罗马城中穿
流而过， 它也目睹了罗马帝国的兴衰。

在罗马法院的广场上， 矗立着一座正义
女神的雕像。 她神情肃穆， 一手执宝
剑， 一手持天平， 双眼被布紧紧蒙着。

雕像的背后， 有一句简洁的古罗马法律
格言： “为了正义， 哪怕它天崩地裂。”

初看到这座正义女神雕像时我大惑
不解， 这正义女神的双眼为什么要用布
紧紧蒙上？ 中国有句古语， “一叶障
目， 不见泰山”， 正义女神这样子岂不
是“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大有遗人
笑柄之虞。 早在我国的西周时代， 审理
案件过程中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时， 都
要采用“五听” 制度， 其中的色听和目
听都须凭借眼睛方能完成， 要是他们也
学正义女神， 那差不多也是“葫芦僧判
葫芦案” 了。

最近通过对古罗马与我国的司法观
念、 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之间进行对比
分析， 更多的是从对罗马法深有研究的
中国法学家著述里， 了解到了事情的缘
由和真相。 罗马人赋予正义女神的内涵
是： 天平代表“公平”， 宝剑代表“正
义”， 前额垂直的秀发代表“诚实” 亦
即“真相”， 蒙眼闭目则表示审判要
“用心灵来观察”。 从正义女神的蒙眼闭
目， 到我国独角神兽的瞪眼怒目， 殊途
同归， 都折射出普通民众对生命和生活
的希望， 以及对法律成熟稳重、 公平正
义的期盼。

盛起于汉武帝时代的“春秋决狱”

制度， 曾强调“论心定罪”。 如董仲舒
的《春秋繁露·精华》 言道： “《春秋》

之听狱也， 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
不待成， 首恶者罪特重， 本直者其论
轻”， 对此， 《盐铁论》 中又载： “故
《春秋》 之治狱， 论心定罪， 志善而违
于法者免， 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具体
来说， “春秋决狱” 必须根据犯罪事实
来判断犯罪人的主观动机、 目的等； 如
果动机邪恶， 即使其犯罪行为没有完成
或者还没有犯罪行为， 也要给予惩罚；

而动机善良者， 即使其行为违法造成了
严重的危害后果， 也可以给予减轻处罚
或者免除处罚。 可见， “春秋决狱” 制
度其实更加侧重于人的主观动机， 而不
在于其客观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权
利。 这更多的是反映了儒家教义， 是引
礼入法的一种必然表现。 细细揣摩一下
女神的“心灵审判” 与我国的“论心定
罪”， 其实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司
法理念。

我国古代的法官包括包青天在内，

其本质，首先是一位行政官员，司法只是
一种兼职，即使在司法的时候，其形象，

也都是众人敬仰的父母官， 一位殚精竭
虑、搜寻罪证的福尔摩斯式神探，是一位
决断一切的独裁者，一上公堂，就先把惊
堂木一拍，然后大喝一声：“从实招来！ ”

与气定神闲、蒙眼闭目，可以“有话好好
说”的正义女神相比，这种司法理念的巨
大反差，让我们掩卷沉思。

“法，就是公平正义。 ”今时今日，正
义女神和“独角兽”都曾穿越了时空，成
为人们心目中法律的化身和象征。

（作者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
院）

“法律与文学运动” 的启示
古今中外， 有许多文学名著都是

取材于法制题材， 如《罪与罚》 、

《窦娥冤》 等， 事实上， 美国学者波
斯纳就曾指出： “法律作为文学的主
题无所不在。” 正因此， 一些优秀的
法律学者在研究法制史、 法律文化
时， 往往不满足于对某个朝代法典条
文的研究， 而是挖掘利用文学作品中
的有关材料， 正如法国学者布律尔所
说： “类似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可
以为我们提供在法典中所不能找到的
法律现实的某些情况。” 在我国， 法
制史学者徐忠明也独辟蹊径， 通过古
典文学来揭示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

写出了《法学与文学之间》 这样令人
耳目一新的著作。

以上说的是文学中的法律， 再来
看法律中的文学。 实际上， 我注意到
美国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在
近百年前的一个题为“法律与文学”

的演讲中， 他是将“法律中的文学”

触角伸到法官判决书的写作风格上面

去的， 例如， 他说： “判决应当具有
说服力， 或者具有真挚和热情这样感
人至深的长处， 或者带着头韵和对偶
这样有助记忆的力量， 或者需要谚
语、 格言这样凝练独特的风格。 忽视
使用这些方法， 判决将无法达到目
的。” 还可作进一步分析， 如在美国
的“法律与文学运动” 学者视野里，

他们还广泛关注法律对文学的规制，

如版权的保护、 小说的诽谤、 色情文
学的界定等。

“法律与文学运动” 和“法律经
济学运动” 是在上个世纪

７０

年代几
乎同时崛起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者之
间有一定的矛盾： 前者是要把法律往

“人文学科” 上拉， 后者是要把法律往
“社会科学” 上拉， 不过结果却不是谁
吃掉谁， 而是二者均获得长足的发展，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法律的双重性：

它既具有科学性， 又具有人文性。 虽
然现在“法律经济学运动” 的影响要
更大些， 但“法律与文学运动” 的影
响也不可低估。 据我国学者朱苏力介
绍： 现在， 美国一些主要的法学院都
开设了法律与文学的课程； 一批重要
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相继面世， 包括
波斯纳这样的“法律经济学运动” 鼻
祖也加入了“法律与文学运动”， 写出
了《法律与文学》 专著； “法律与文学
运动” 已经形成了法律中（

ｉｎ

） 的文

学、 作为（

ａｓ

） 文学的法律、 通过
（

ｔｈｒｏｕｇｈ

） 文学的法律以及有关（

ｏｆ

）

文学的法律四个分支。

虽然我国现在已有少数学者对法律
与文学的关系表示出了兴趣， 但作为一
个系统化的学派却远没有形成， 我想对
此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无论是从丰富我
国的法学理论， 还是从改进法学研究的
方法来看， 都是必要的。

从法学院逃逸的诗人
我们研究法律与文学的关系， 并不

是说就只研究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研
究它们的差别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否则
就不好解释法学家和文学家是两种不同
的职业。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就说
过： “很多诗人是从法学院逃逸出来
的学生。” 历史上， 还有一些著名的作
家如雨果， 也是出身于法学院。 中国
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海子， 也是毕
业于北大法律系。 他们都基于自己的
爱好没有选择去做法学家。 当然， 也
有法学家是出身于文学系这样的例子，

像前面提到的波斯纳， 最初就是毕业
于耶鲁大学的文学系， 后来才进的哈
佛法学院。 需要说明的是， 前述“法
律与文学运动” 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
我们某些语境中所指的既从事法律研
究又从事文学创作， 而更多的是指一
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虽然说诗人
或作家是“从法学院逃逸” 出去的， 但
他的诗歌或小说文本却反过来可以从法
学的角度去研究它， 研究其中所反映出
来的法律问题。

我很喜欢刘星先生的《西窗法雨》

等著作， 他们的法学随笔在社会上产生
了很好的影响。 但现在掌握或者热衷于
这类写法的法学者还不多， 甚至与经济
学界的随笔作家比起来也还很不够。 因
此， 我希望法学研究工作者中应有更多
的人来写一些言简意赅、 通俗易懂的文
章， 以使受众面更广些。

文学家的作品在打前哨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名为《与巴丹戴

尔先生谈死刑》 的文章中介绍道， 在法
国废除死刑的过程中， 除了学者们的呼
吁， 还有作家写出死刑冤案的作品， 震
撼了社会， 后者为最后废除死刑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 其实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
法国， 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
情形。 原因很简单， 学术作品只在很小
的专业圈内有影响， 但大众化的文学作
品和影视作品影响面却要大得多。 从历
史上看， 人类社会的一些重大变革如近
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都首先是因为一
些文学家的作品在打前哨。 启蒙思想家
们的有些作品， 很难简单地将其归于哪
一类， 可能既是政治著作又是法律著
作， 还是文学著作， 但这种跨学科的著
作影响更大， 这提醒我们今天的法学
家， 如果要在时代的变革中引领潮流，

至少要破除各部门法愈分愈细的现状，

要改变枯涩难懂的行文方式。 再优秀的
思想， 再高明的理论， 如果不能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让广大群众理解和掌握， 就
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我们把法律与文学这
两个看起来相去甚远的概
念放在一起， 讨论它们之
间的关系， 并不仅仅是因
为作为法律专业工作者和
新闻工作者需要建立这样
的交叉视角，也是因为，在
西方， 研究法律与文学的
关系， 已经成为一门系统
的学科，论著丰厚；而在国
内，也渐渐为学界所关注。

1660

年
10

月的一天， 一位律师
在伦敦查令十字街的绞刑架前献上最
后一次祷告： 我猜我是第一个因为追
求正义而被吊死的人……我的良心没
有任何不安……上帝， 请保佑英格兰
……我相信，在我死后，还会有千千万
万来自天国的殉道者为这一事业前仆
后继……上帝将赐福于他们， 使他们
不再忍受痛苦与煎熬。 他依然惦念着
“过去的美好事业”，并为即将受刑、精
神濒临崩溃的朋友求情。 他就是将查
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检察官———约
翰·库克。在遭受绞刑、开膛破肚、焚烧
内脏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酷刑后，停
止了呼吸。 他的人生因为控告国王达
到顶峰，又因此跌落谷底，命丧黄泉。

他为别人提供了公平的审判， 却无法
为自己找到一部公正的法律、 一个公
正的陪审团。 他为心中的信仰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

《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
头台的人》可谓引人入胜。英国著名律
师、人权法专家杰弗里·罗伯逊，引用
大量翔实史料，讲故事一般再现了约
翰·库克正直、执著的一生，审判国王
的来龙去脉，以及牵涉其中的众多人
物肖像。 他推翻了专家们在此问题上
一贯的谬误和成见。人们描摹事物、叙
述情节时，常常带有主观色彩，但几百

年前的书信、图片、记录等会帮我们搭
建起一个相对真实、 完整的场景。 当
然，只要角度不同、心境不同，每个人
都可能依据这些史料作出不一样的解
读。

约翰·库克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祖辈维持着清贫、平淡的基督徒生活。

祖父和父亲的名字， 恰巧与上帝的忠
仆亚伯拉罕、艾萨克（中文本《圣经》译
为“以撒”）父子相同。 这个库克家的
长子在法律界白手起家，历经坎坷走
向辉煌， 却没能像雅各一样得到善
终。 库克毕业于格雷律师公会，七年
理论课程中，前三年为神学，后四年
为普通法原理。虔诚的家族传统和正
统的神学教育对其职业生涯影响颇
深。神学给了法律凌驾于人之上的力
量， 也让法律人对自己的职业充满敬
畏。 公会里广受欢迎的传教士西比斯

博士认为，对于一个出庭律师来说，如果
顾客不能把你当作神父般看待， 那么一
切都是空谈。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王查理一世，君
权神授思想根深蒂固。 他坚信自己是上
帝派到英国的管理者， 对臣民享有至高
无上的绝对权力， 国家逐步沦为他攫取
个人利益的巨大宝库。 权力身边向来不
乏奴仆般的拥趸， 向骄纵的国王谄媚是
他们重要的生存手段。

1638

年的船舶税
案件中， 法官们公然宣称：“法律并不是
束缚国王的政策， 他是国王年老可信赖
的侍从；他是国王的工具”———法官们大
概低估了民众的智慧， 国王的胜诉反而
成为人们怀疑船舶税不合法的理由。 但
不可否认， 司法对王权的屈从已经令人
难以容忍。 正如培根所说，法官就像“王
座下的狮子”。如果对于手握权杖的主人
永远顺服驯良，那么，除了没有任何武器

自卫的百姓， 这只雄狮还能向谁怒吼咆
哮？

库克是法律圈里的异类。 他总是无
视权力、 舆论的重压， 为上帝的旨意和
法律的正义工作、 生活。 他相信君权神
授是上帝管理国王的方式， 而国王一旦
背叛国家便会招致上帝的惩罚———比
如被交在敌人手中。 不知库克如何为
“敌人” 定义， 反正几年后， 暴戾的国
王在“下议院全体成员” 和“英国全
体善良人民” 的名义下被迫受审。 实
际上， 军队考虑过用下毒、 暗杀等方
式对国王下手， 但下议院和新模范军
最终决定在全体国民面前对国王进行
公开审判。 这符合上帝“公义” 的标
准， 是正当的处理方式， 能给英国、

给历史一个明明白白的交待。 审判尚
未开始， 便遭遇很多法律和现实的困
难。 不少名垂青史的法学楷模纷纷卧
病不起、 离家出走以逃避起诉国王的职
责， 只有库克、 布拉德肖等不识时务之
辈接受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危险
是真实存在的， 随时可能发生， 但这项
使命如同从天而降的召唤一般。

库克成了副总检察长， 制作出一份
极具专业价值的起诉书。 查理·斯图亚
特，这个被法律赋予有限统治权力的人，

本该践行维护人民利益和自由的誓言，

却对国家挑起两次战争。他是前线的直
接领导者和指挥官，应为其间所有叛国
行为、 烧杀抢掠及其他损失承担责任。

查理很清楚，如果顺着库克的思路辩解
作答， 如山的铁证足以将其置于死地。

所以这位特殊的被告从未正面回应过
任何指控，每次审理均以他对法庭审判
权的强烈抗议告终。普通法对此的解决
方法是： 不进行实质意义的辩护即构成
“如同认罪”。 查理死前竭力装扮成一个
高贵、圣洁的殉道者，直至光明斧落下的
最后一刻。

此后风雨飘摇的日子里， 库克依旧
是个谦卑、敬虔的信徒，安静、平和地处
理着各式各样的法律事务。 他很少参与
党派斗争， 用大部分时间为芒斯特省建
立起新的司法制度， 创造出三个月判决
六百个案件的奇迹。 多数民众对此赞叹
不已， 达官显贵却不愿就此失去司法领
域的特权。 改革在外界干预下， 最终失
败。 其实， 库克为法律界做出过很多贡
献：他第一个提出了诉讼中被告的“沉默
权”， 写出了第一本法律从业者道德规
范———《为法律教授和法律职业的辩
护》，创办了第一家法律援助机构……

库克二十几岁游学瑞士时， 被塞涅
卡的一段语录深深感动： 被公众了解太
多的人总是难以了解自己。 库克正好相
反。很少有人对他投以特别关注，他却总
是深刻挖掘着自己的信念、理想和原则。

尤其在
1650

年的海难之后———库克在
海难中梦见圣子耶稣， 请求他保住了全
船人的性命———他更加相信一切都是
上帝的安排，对未来的艰难险阻无所畏
惧。 除了控告国王，库克还曾为保皇党
人斯特拉福德伯爵辩护、为爱尔兰天主
教徒平反。 他往往在漩涡中逆势而行，

而且从来不把这些行为看作政治上的
风险投资。他曾经提醒克伦威尔不要称
帝，要坚守过去的美好理想。 他是权力
冠冕下少有的清醒之人，却注定无法成
为后人铭记的英雄、领袖———一个过于
纯粹、过于节制的人，不大可能在钩心
斗角的政治道路上走好、走远。 查理二
世登基后，有一群人迫切、直白地要求
处死库克。 这是一群随波逐流、背弃良
心、善于变节的人。 只有处死库克，方可
洗刷他们曾经的罪孽， 显示自己对新政
权的效忠。这群人，在一次又一次风暴中
活了下来，继续着他们权力、财富与荣誉
的人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本院受理债务人黑河浸出油厂申请企业破产还
债一案，于

2007

年
3

月
6

日作出（

2007

）爱民破字第
1-

1

号民事裁定，宣告该厂破产。经清算，黑河浸出油厂破
产清算组于

2010

年
4

月
8

日向本院提出申请，以破产
财产分配完毕，清算工作已经结束为由，请求本院终结
破产程序。 本院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裁定终结黑河浸
出油厂破产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黑龙江
]

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9

年
12

月
21

日依法受理河南开封制
革工业联合公司申请破产一案。 经审查，申请人河南
开封制革工业联合公司资产总额为

490

万元，债务总
额为

4398.36

万元，负债率为
898%

，已属资不抵债，符
合企业法人破产条件。 本院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依法
裁定宣告该企业破产。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湖南中意冷气设备有限公司、长

沙中意进出口公司、中意集团长沙家电实业公司的申
请，已于二〇一〇年五月四日作出（

2010

）长中民破字
第

0213-1

、

0214-1

、

0215-1

号民事裁定，决定受理该
三家公司的破产清算案， 本院同时指定了长沙市企业
兼并破产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成立的长沙中意电
器集团公司清算组为该三家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

该三家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一个月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有关证据材料。 清算组办公室地址：长沙市白沙
路

232

号中意电器集团公司内，邮政编码
410002

。 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年
4

月
16

日， 本院根据江苏常瑞巨峰科技
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第三款之规
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对江苏常瑞巨峰科技有

限公司的重整程序。

[

江苏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10

年
4

月
2

日，本院根据常州常瑞天力动力机
械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第三款之
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对常州常瑞天力动力
机械有限公司的重整程序。

[

江苏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镇江市丹盛陶艺饰材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裁定受理镇江市丹盛陶艺饰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江苏省汇典律师事务所为丹盛公司管理人。丹盛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向丹盛公司管理
人申报债权（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路

9

号江苏汇
典律师事务所， 邮编：

212001

， 联系电话：

0511-

85118065

，联系人：冯云飞）。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理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 并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

[

江苏
]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邳州市能源液化气厂的申请，已

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受理该企业破产一案，同时指定该
企业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地址：邳州市青年路
50

号农业局，电话：

0516-80162706

，联系人：董中民）。

该企业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 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该企业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0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

本院第二法庭召开。 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

江苏
]

邳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邳州市光大实业总公司的申请，

已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受理该企业破产一案，同时指
定该企业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地址：邳州市
青年路

50

号农业局，电话：

0516-80162706

，联系人：

董中民）。 该企业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
权，该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0

年
7

月
24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召开。 望债权人准时
参加。

[

江苏
]

邳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依法裁定宣告吉林省
长白山啤酒厂破产还债。 经破产清算，该厂破产财产
不足以支付所欠职工的各项费用， 已无财产可供分
配。 本院根据破产管理人的申请， 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依法裁定终结该厂破产清算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
权不再清偿。

[

吉林
]

抚松县人民法院
2010

年
1

月
6

日，本院根据滨州市蚕茧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滨州市蚕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

申请人滨州市蚕茧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注册资金
50

万元，系国有性质企业法人。 截至
2010

年
1

月
11

日，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886466.82

元， 负债总额为
1948130.16

元，所有者权益为
－61663.34

元，资产负债
率

103％

。 本院认为，申请人滨州市蚕茧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条
件。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裁定宣告滨州市蚕茧公司破产。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年
1

月
6

日， 本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裁定受理
滨州市丝绸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申请人滨州市丝
绸公司成立于

1989

年，注册资金
55

万元，系国有性质企
业法人。 截至

2010

年
1

月
11

日，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644342.44

元，负债总额为
9692520.59

元，所有者权益为
－

9048178.15

元，资产负债率
1504％

。 本院认为，申请人滨
州市丝绸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符合破产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
定，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裁定宣告滨州市丝绸公司破产。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

年
12

月
22

日本院依法宣告山东省禹城制丝厂
破产，

2007

年
1

月
9

日破产清算组开始工作，因破产财产
不足支付破产费用，清算工作全部完结。本院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以德中民破字第
1

—

3

号裁定， 宣告破产程序终
结。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不再召开。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汤旦娃申请宣告张彦顺（又名张永康）死亡
一案，经查张彦顺，男，生于

1966

年
8

月
10

日，汉族，甘
肃省通渭县人，农民，原住址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兴隆村
新庄社

3

号，于
2002

年
2

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
告， 希张彦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
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甘肃
]

通渭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丽忠申请宣告靳宝树死亡一案， 经查靳

宝树，男，

1947

年
4

月
27

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原住伊春
区红升派出所普新委

21

组。 靳宝树于
1996

年
6

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靳宝树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黑龙江
]

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二卿申请宣告丁楼失踪一案，经查：丁楼，

女，于
1957

年
7

月
29

日出生，汉族，原住巩义市涉村镇上
庄村。于

2003

年
7

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丁楼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丁楼失踪。

[

河南
]

巩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焰楚申请宣告周玉求失踪一案，经查：周玉

求，女，

1959

年
12

月
6

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两市
镇新铺台社区居委会竹岭路

80

号，于
1998

年
11

月左右离
家出走，经有关机关证明下落不明已逾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周玉求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
告周玉求失踪。

[

湖南
]

邵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爱初、蒋望黎、蒋望帮、蒋崇柱、蒋望生申请

宣告蒋军生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蒋军生（男，

1947

年
12

月
29

日出生，汉族，原住湖南省邵东县斫曹乡罗福村快
乐组

29

号）于
2004

年
7

月
19

日随他人外出务工，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蒋军生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湖南
]

邵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毕金保申请宣告毕梅生失踪一案， 经查毕梅

生、男、

1978

年
1

月
10

日生、汉族、江西省彭泽县人、住江西
省九江市彭泽县天红镇凤鸣村草塘组， 于

2008

年
2

月
26

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毕梅生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江西
]

彭泽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秉权申请宣告曹秉主死亡一案，经查：曹秉

主于
1950

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 至今没有音信，

下落不明已超
4

年以上。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曹秉主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辽宁
]

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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