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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袭人和平儿身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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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诗人法官陈陟云

□

张清华

《红楼梦》 塑造了很多美妙多
姿的婢女形象，她们美丽聪慧、有才
干、 有识见， 也承载了作者更多的
“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人
们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的观点，

其中有两个重要角色， 一个温柔和
顺，一个周全厚道，她们还常代主子
行事， 在大观园中有着不一般的地
位。 她们就是袭人和平儿。

袭人和平儿的婢妾角色
读《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袭人

由王夫人指给宝玉， 负责照顾宝玉
的起居生活，她对宝玉忠心不二。平
儿是凤姐的陪房贴身丫头， 处境尴
尬，但她仍能处理好自己与凤姐、贾
琏三者之间的关系，取信于凤姐，成
为凤姐的得力助手。

《红楼梦》第二十一回“贤袭人
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中，描写了袭人与宝玉、平儿与贾琏
的两件小事。

一天，宝玉因为在外面受了气，

回来时狠踢了开门人一脚， 却想不
到开门人是袭人。 袭人虽然嘴上说
没事，却很伤心。袭人平日待宝玉不
仅是主人，还是兄弟，而更深一层，

是夫君。宝玉这用力一脚，也确实让
人伤心。可袭人却做不了什么，因为
宝玉是主人，她是丫头。

同一回中， 平儿也遇到一件让
她周旋于贾琏和王熙凤之间的事。

平儿看到贾琏衣服上有其他女人的
头发，第一反应是把头发藏起来，而
不是告诉凤姐。 如果平儿直接告诉
凤姐， 便能在凤姐那里领功并得到

凤姐更深厚的信任。 可平儿没有这
样做，原因在于平儿不仅是贾琏和
凤姐的丫头，也是贾琏的妾。 平儿
是凤姐带来的，自然处处应为凤姐
尽心尽力； 而她也是贾琏的妾，

在某些时候要保护贾琏， 为贾琏着
想。

这两件事反映出了袭人与平儿
的身份地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她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婢妾。

《红楼梦》 中婢妾的等级序列
在男主人众多的妾中， 各自地

位也不尽平等。 在妾的统称之下，

妾可以根据地位的不同分成几个等
阶。 《红楼梦》 中就提到了二房、

姨娘和通房丫头即婢妾三个等阶。

在妾的共名下， 最高的一等是
二房。她和已婚男子结婚时，同娶嫡
妻的仪式大致类似。 二房和丈夫的
关系， 处于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之
间， 表面上她与正妻的关系是平等
的，在正式的场合中，她们都可以以
姐妹相称。但这只是表象，实质上由
于二房的家世、 经济后盾远不如正
妻，因此从家世利益、政治联姻方面
考虑，二房仍是嫡妻的奴隶。

姨娘是第二等妾， 靠的是以色
悦夫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最低阶的妾是婢妾， 她们本来
就是嫡妻的陪嫁品或是服侍主子的
奴婢。她们卑下的地位决定了她们同
家庭男子的同居关系带有极大的随
意性、突发性。 他们的结合不需要任
何仪式， 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保证。

袭人和平儿都有指挥下人的权
利， 袭人可以说是宝玉众丫头的头
儿， 她对其他丫头能调遣能任免；

平儿因是凤姐的心腹， 平时又宽待
下人， 所以贾府的下人对平儿没有
不尊敬的。

袭人和平儿在贾府地位特殊：

相对于宝钗和王熙凤， 她们是婢
女； 而与其他普通婢女又有很大不
同， 每月领的赏钱同赵姨娘一样；

可支使其他婢女； 男主人是她们的
丈夫。

清代婢妾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由于婢妾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主

人家里， 不会到社会去任职， 与社
会的接触不大， 因此婢妾的社会地
位主要体现在家庭中。

婢女在主家只是个奴才， 而婢
妾在家庭中可勉强算是半个主子。

婢妾比经过三媒六聘娶来的妾地位
低一个等级， 而比普通婢女高半个
等级。 但婢妾的身份不能与正式的
妾相比， 仍不能摆脱婢女的身份特
征。

首先， 家谱中对于妾的规定不
完整。 有些家谱在子女的记载中出
现妾的姓氏， 至于未列入妾的婢
女， 连姓氏也没有； 生有男儿的婢
妾， 可在子传中出现姓氏， 但不能
被列入家长名下。

其次， 据《四库全书》 中的一
些记载， 在家礼范畴内的丧葬、 祭
祀等方面， 婢妾死后服制、 丧祭有

相应的限定细则。 婢妾的亲生儿子
不能着三年凶服； 婢妾不得接受尊
贵之人的吊唁； 嫡子致哀方式上也
有限定。 此外， 婢妾也是附属埋葬
法。 因此， 婢妾在家中的地位是十
分低下的。

再次， 婢妾对于嫡妻来说， 仍
为婢女。 在日常的起居生活中， 婢
妾要对嫡妻行礼。 而事实上， 婢妾
为了在家庭中生存下来， 往往都讨
好嫡妻， 迎合家人。 婢妾如果能恭
谦， 就能成为家族内妇女间关系和
睦的重要因素。

最后， 婢妾所生子女在家中的
地位也与婢妾的身份相联系。 母凭
子贵，若婢妾所生为儿子，那么婢妾
的地位会有所稳固。 当时法律规定
“婢妾不受封”， 尽管社会上也有批
判这一规定的， 但这不能改变婢人
妾所生之子与嫡妻所生之子有差
别，差别主要体现在宗祧继承上。根
据当时的社会资料记载， 很多婢妾
之子遭到嫡妻的遗弃而命途多舛。

在家产继承方面， 也会受到排挤而
分得较少财产或分不到财产。

清代对婢妾的法律歧视
大清律对男子蓄婢妾有规定。

清代男子置妾的数量没有严格的限
制， 纳妾的目的也随着历史的演进
而不再局限于初始的延嗣， 而是扩
大为炫耀身份地位， 或为协助处理
家庭事务， 或为贪恋美色等。 清代
以前， 国家法律虽然允许置妾， 但
是有许多限制， 如《大清律·户律》

对纳妾的条件规定为“民年四十以
上无子者， 听娶妾。” 为了限制置
妾， 清律规定“庶民之家不准存养
良家男女为奴婢”。 但是这样的限
制并不是针对低层民众的， 因为事
实表明， 与历代相似， 清代拥有大
量妻妾的人， 往往是现职官员， 或

是富商大地主， 至于一般有能力纳妾
的人， 至少也是生活过得去的小康之
家。 贫苦百姓即使出于生子目的， 也
常常因为家贫而无力纳妾。

清律按传统礼制的丧服将人们纳
入五个亲等， 以卑犯尊， 处罚加重，

以尊犯卑， 处罚减轻， 亲等越近增减
幅度越大。 故《大清律例》 列有丧服
诸图， 以备官吏检索， 而又单列妾为
家长族服之图一表， 可见妾是亲属系
列中的另类。

其次， 社会上妻妾有主奴之分，

而在法条或案牍上常见妻妾并称， 有
时被处刑罚亦大体相同， 这类案例大
多为因通奸而起命案。 这时妻妾被视
为一类， 夫皆称为亲夫， 犯奸妇女无
论妻妾所受刑罚完全一样。 国家法律
对于妻妾在刑罚上的规定一致， 这并
非认为婢妾与嫡妻地位一致， 只是对
于家族成员的规定， 国家法律让给家
族内部统治。

最后， 夫妾之间主要还是主奴关
系， 因而法律等差更为悬殊。 立法者
对于婢妾的规定， 并非要故意歧视某
一群体， 而法律规范的形成是对当时
社会的一种反映。 这种法律规定维护
了男子在家族中的至高地位， 而妻妾
之间地位， 交给家族自治。

婢妾作为第三等妾， 完全没有独
立的人格和丝毫人身自由， 她们随时
都有可能被主子打杀卖掉， 或被当做
礼品进行交易。 作为家庭中夫妻的奴
隶， 她们的命运可能是悲惨的。 当
然， 因为她们毕竟有机会较合法地接
近男性主子， 并且有希望替他生下少
爷、 小姐， 因此， 她们还残存着一线
“扶为正室”、 “子贵母荣” 的幻想，

故而， 这种卑下的地位、 屈辱的精神
生活还被一些穷苦人家的闺女、 未能
近身的丫头们企羡。 看来婢妾在当时
的处境也不能算是悲惨的， 大概是如
人饮水， 冷暖自知吧。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作为一名法官，我十分欣
赏荷花那“出淤泥而不染”的
品格，并以此为座右铭，激励
自己一生要两袖清风，秉公执
法，让法台成为惩恶扬善的一
块净土。

可是对于残荷，我却不屑
一顾。 你想，秋风瑟瑟，水瘦山
寒， 几枝残荷潦倒在水塘里，

令人多了几分悲凉和凄苦。

但是，自从我参加了老年
大学摄影班的学习，看了老师
和同学们拍摄残荷的许多作
品，特别是自己也到荷塘边亲
自拍摄的时候，才彻底改变了
我对残荷的看法，竟然对它肃
然起敬起来。

在秋去冬来的时节里，往
日荷塘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
景早已无影无踪，只见凋零的枯叶垂挂在折弯的茎
秆上。 经历了风吹雨打，冰雪严寒，残叶却变得叶脉
清晰，色彩凝重。 枯茎有的高高地耸立，有的则已折
断插入水中或冻结在坚冰里， 但仍然显得那样挺
拔，那样从容淡定，仍然展现出它生命最后的凄美。

残荷的这种“临寒冬而傲然”的风骨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此时，我不禁想起两位可亲可敬的老法官……

一位有着诗人情怀的老院长， 在告别人世的时
候， 把他的一本诗集奉献给全院的每一位干警。 并留
下遗言， 让干警把他的骨灰撒在家乡的土地上和滚滚
东去的长江里， 为的是回到养育他的大地母亲的怀
抱。

一位两袖清风、 秉公执法的老法官， 在他弥
留之际， 就办好了捐献遗体、 角膜的有关手续。

遗体供医学院做科学研究； 角膜移植给需要的人，

让他重见光明。

他们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表现出了何等博大的
胸怀！ 何等崇高的品格！ 他们实现了自己“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这不正是残荷精神的体现吗？ 他们虽死犹生，

永远闪烁着生命的光辉！

我从沉思中醒来，再一次仔细观看荷塘里壮美
的残荷，令我震撼！ 令我感慨万千！ 我连忙举起相
机， 迅速地把这独特的美景摄入镜头， 同时在我
的心中吟唱着一首残荷的颂歌……

（作者系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

“一些事物入梦
一些事物醒来”

操着浓重的南国口音， 却寄身于一
副十足北方的伟岸高大的身躯。 诗人陈
陟云来到我们面前时总是微笑着， 沉
静、 安详， 仿佛一棵旅行的热带椰树，

令人感到亲切而又惊异。 在灯下展读他
的诗歌， 我听见他那些诗句正飘出独自
亮灯的房间， 在南国的雨夜里回荡。

他没有像他大学时代的同窗诗人海
子那样， 用同一个身体去生活和写作，

去“扑向” 自己的语言和命运， 而是如
此从容地穿行于河汉两界， 从容地走到
了中年， 从容地出入他的黑夜和白
天———他的法官生涯属于白昼， 那是法
律的世界， 为一手拿天平、 一手拿宝剑
的朱斯提提亚

(Justitia)

所掌管； 而他
的夜晚则属于缪斯， 属于他常常无眠的
自己， 还有一支鹅翎妙笔。

这次， 我们读到的是他的《梦呓：

难以言达之岸》。

这有无端的意味了。 缘何一个人有
了一种生活， 还要有另一种？ 而且这两
种生活和它所寄身的语言是如此的不
同。 对此， 我只能用“无端” 来解释，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这

是南国雨夜中一段飘荡的旋律， 一堆有
湿度的词语， 剪不断， 理还乱， 和这个
人的生命有关。 维特根斯坦说， 想象一
种语言便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反
之亦然。 诗歌虽不能成为安身立命的依
傍， 但注定是安放心灵的一种语言。

想到这里， 我几乎明白了什么叫做
“一些事物入梦， 一些事物醒来” 了。

这个《清明即景》 中的句子， 隐约指向
的是两个世界的人， 唤起我们生与死的
分界， 也隐喻着黑夜与白昼、 梦境与现
实的不同。

那是从容的穿越和穿梭， 是一种坚
定而富有节奏的转换。

“当是某生某世。

一个春意酣然的下午……”

没有身份的挣扎是不可能的。 因此
我常常又看见夜不能寐的词句， 历经白
夜的恍惚， 在寻找属于它的栖息之所。

就像帕斯所说， 再有一个音节就成了，

但是那个夜晚却最终阻隔了这令人欢喜
的一刻。 因此， 陟云将自己的处境和状
态定格为“难以言达之岸” —————也就
是在生命深海中的一种缠绕和困顿的
“梦呓”。

我意识到， 这是一种永恒的困顿。

在“人世的中年” 出现了这样的景
致———但丁是在他“人生旅程的中途”

开始了三界的漫游的， “我在一座昏暗
的森林之中醒来， 因为我迷失了道路”。

人生的中途， 显然有使某些问题变得更
加严峻起来的可能， 这里有世俗的百感
交集， 更有生命中形而上学的哀伤， 有
不可自决的哲学烦忧。

但陟云的特点， 是将时间的交替性
做了更加广远的设定， 或者轮回式的处
理。 一切都似有了佛家的宽容， 不只是
“前世今生”， 更是“某生某世” 的境
遇， 这使一切佛说的“因缘” 都变得令
人着迷。 他用了一个博尔赫斯式的意
象： “松间竹影， 一幢回形的房子， 庭
榭环绕。” “回形的房子” 不就是老博
尔赫斯“命运的迷宫” 吗？ 两个博尔赫
斯沿着迷宫的两端互相寻找， 当他们最
终重合， 命运在迷宫的尽头显现。

而陟云的意境明显是东方的： “仿

佛一晃万年”， 这位“镜像” 中的相遇
者， 有仙人般的美丽与魅惑。 我不想狭
义地将这理解为是一种具体的相会， 而
是一个形而上的幻影———彼岸的幻影，

“某生某世” 的镜像， 直如《红楼梦》

中的一节———比如“警幻仙曲演红楼
梦” 式的场景罢。 “你我之间， 水面辽
阔， 安静而透明……”

“疼痛像一朵寂静的花
开在石头的内部……”

无可避免地要触及到黑夜中最残酷
的部分———陟云的诗大都写于夜晚，有
一些是在深夜或是黎明。 我不能说出这
种“难眠”或“深度无眠”的夜晚究竟来自
何样的牵挂，或是具体的创伤，但我知道
这是一种无名的惦念，往大处说，它是一
种有关时代的忧虑；往小处说，也许只是
一些来自词语的纷扰。这样的无眠之夜，

凌晨三点， 诗人还在辗转反侧中倾听，

“倾听那些伤口的声音
/

比目睹一把剑的
寒冷还要确切

/

活着， 永远是一滴泪
/

死
亡， 无非是一摊血”

这样的时代还有什么骨头
可以雕刻自己的塑像？

在夜里， 给语词涂一点颜色
不过陟云并非一个逃避的弱者， 他

是一个黑夜的潜入者， 并非只有纯然的
挣扎， 这是我所坚信的。 读他的《深夜
醒来独观黑暗》， 可以有这种胜利者的
欣慰， 这是精神和信念的胜利： “最亮
的光来自最黑的暗

/

我看见一种光， 从
体内最暗的夜晚透出……一束闪电掠过
长空

/

灿若生之开， 死之合” ———

由此我相信， 他黑夜的生活是一种
肉体安睡、 精神醒来的体验， 这体验让
他有一份安宁， 并且孕育着一种穿透的
意志。 我不由想到了奥克塔维奥·帕斯
《河流》 中的句子： “我止步， 我沉默，

我瞑目， 直到眼睫中抽出
/

一支麦穗，

喷出一股太阳的喷泉
/

……直到诗歌成
为首尾相接的词语之林”。

这种期待， 正是黑夜之思的慰藉，

不眠者壮丽的清晨。

（陈陟云
198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法律系，

2008

年就任广东省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唐山海港河经纬船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建信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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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

遇法定假日顺延
)

在本院二楼第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海事法院

福建中经纬船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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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

遇法定假日顺延
)

在本院二楼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海事法院
林圣生：本院受理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船舶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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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

遇法定假日
顺延

)

在本院二楼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海事法院
林圣强：本院受理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船舶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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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

遇法定假日
顺延

)

在本院二楼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海事法院
佳木斯金源船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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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

遇法定假日顺延
)

在本院二楼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海事法院
厦门厦经纬船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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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

遇法定假日顺延
)

在本院二楼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海事法院
熊开华：本院受理张平诉你、葛志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

诉人葛志平就（

2011

）楚席民初字第
0317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余开科、余开刚、朱良术：本院受理原告西藏四丰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诉被告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拉萨电业局、西藏电力有限
公司、拉萨金秋商贸有限公司、拉萨仁益商贸有限公司、边巴、

余开科、余开刚、朱良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0

）藏法民一初字第
4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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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 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胜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苏豪船舶
重工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码头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2

）武海法商字第
0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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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

湖北
]

武汉海事法院

四川三套车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崇宾、李胜培、

汪金红、田福珊、王毅华、王云棠、王学明、李斌、刘国刚诉你运
输合同纠纷九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2011

） 大民二初字第
392

、

393

、

394

、

395

、

396

、

397

、

398

、

399

、

40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云南
]

大理市人民法院
宁杰、钟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梦娜袜业有限公司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1

）金义
商初字第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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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义乌市人民法院

福州宏洋达轮船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仪征淮宾船舶修造厂与
你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民抗
字第

19

号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应诉通
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崔各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何
各庄村民委会：我公司

2000

年与贵单位合作开发“北京兴源都
市观光旅游项目”及“两栋村民公寓楼建设项目”并已投入巨资
建设，但因贵方原因，上述两项目自

2000

年停滞至今，并给我
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公司曾多次、不间断地要求贵方就上
述两项目进行清算，移交或补偿，但贵方一直不予解决。 对此，

本公司正式函告如下；

1

、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
律规定，贵方负有及时向我公司支付价款、赔偿损失等义务。

2

、

由于贵方一直拖延与我公司进行清算、移交或补偿，依据《合同
法》对建筑工程合同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相
关法律法规，我公司在上述两项目中投资建设的所有建筑物及
村民公寓楼仍属我公司所有，贵方对上述建筑物及公寓楼的任
何私自处置行为，均是对我公司权益的严重侵犯！

3

、由于贵方
拒绝与我公司进行清算、移交或补偿，导致我公司尚拖欠数百
民工劳务费用无力偿还， 本公司不能不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

望贵方自本函件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与本公司联系进行清算、

移交。 逾期，本公司将依法处置上述建筑物及村民公寓楼，以低
偿民工劳务费用及投资损失， 由此产生的相关损失或负面影
响， 由贵方承担。 特此函告！ 联系人： 许良岩， 电话：

13311216868

北京昊源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平阳县医药药材公司破产清算全体债权人会议定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下午
2

时于平阳县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联系人周云亮，

13566208757

平阳县医药药材公司清算组
天津金燕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因经营期限届满，各方股东不

能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经股东天津商汇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申请，本院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受理天津金燕焊接材料有限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清算组对天津金燕焊接材料有限公
司进行清算。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二、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
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三、清算组办公地址：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北安道）

26

号
一楼， 邮政编码：

300010

， 联系人： 贾春慧， 联系电话：（

022

）

24450408

。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债务人：恒宝利（南京）服装有限公司；担保人：亨百利（南京）

制衣有限公司、恒宝利（南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百玛士能源科

技（南京）有限公司、芦彩华、岳欣禹。债权人郭明燕现将与债务人
恒宝利（南京）服装有限公司订立的《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借
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转让给朱一勤，请债务人恒宝利（南京）服装
有限公司直接向朱一勤偿还《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相应
利息，担保人亨百利（南京）制衣有限公司、恒宝利（南京）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百玛士能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芦彩华、岳欣禹直
接向朱一勤履行担保义务。 公告人：郭明燕、朱一勤

2012

年
3

月
26

日

申请人天津饰克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
3140005120120583

号、出票日期
2011

年
9

月
28

日、出票人天
津御河沿置业有限公司、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收款人中太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天津饰克达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付款银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特此公告。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市小店区康乐塑胶销售部因持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票据号码
31300052 20367341

，票面金额为
20

万元整，出
票人榆次新瑞设备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山西新天地发动机制
造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3

月
30

日（总第
5266

期）

我单位核准号为
J10000135773

的工商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特此声明。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工会
20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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