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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擒孟获小记
———读《三国演义》有感

论 法 律 与 音 乐

法无不改， 势无不识； 事例无不变迁， 风气无不移易。
———龚自珍

————#—$%%%%$—
$ 格言录

□ 乔 畅

音乐是心灵的阳光， 其魅力能抚慰
残暴之心灵。法治是社会的阳光，能整治
人性之恶而引之向善。法律与音乐，两者
貌似辽远却不乏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和互

补之处。

法律与音乐的相通之处

（一）两者都具有实践性。所谓“操千
曲而后晓声，操千剑而后识器”，音乐是
一种后天习得的品味， 无论是音乐的欣
赏还是实践，都要经过“拳不离手，曲不
离口”的反复练习，才能形成深入骨髓的
肌肉记忆， 打造出灵敏的耳朵与灵巧的
手指。 俗话说：“十个指头弹钢琴”，弹好
钢琴必须训练手指的柔韧性， 使十根手
指既能独立作用又能协同运作， 经由身
心互动而臻随心所欲之境。“经验是法律
的生命”，法律是人类基于社会生活的需
要而发展起来的实践理性， 司法智慧要
从长期反复的法律实践中来，权利、规则
及程序意识的养成也非朝夕之功。 只有
经过从个体到群体的反复实践和互动，
法治精神才能逐渐深入人心， 纸上的法
律才能默化为内心的自律， 进而渗入民
族的集体潜意识。同样，法治的践行也讲
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音乐需要技巧但不唯技巧是尚，音
乐背后有灵魂在。面对同样的乐谱，普通
乐工和音乐大师会演绎出完全不同的境

界，除演奏技巧存在高下之分，演奏者的
胸襟气韵无疑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 ，因为“风格即人 ”，闻其声如见其人
也。 法律是一项技能但又岂止是一项技
能？法律背后有良心在。虽然不好的法律
背后未必是没有良心的立法者， 但好的
法律背后必然是有良心的立法者。 面对
同样的法律条文， 不同的司法者也可能
运用出完全迥异的效果， 除司法技能强
弱有别之外，心术正与不正，恐怕也在其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良法在坏人手里
可以被用成恶法， 恶法在好人手里也能
被用成良法。法律条文是抽象僵化的，社
会现实是丰富鲜活的， 故法律非经解释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如何解释就要在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解释者的良心了。

（二）两者都具有抽象性。 音乐是以
声音为媒介的表音符号体系， 法律是以
语言为载体的表意符号体系， 两者都是
对生活的抽象表现， 都要以有限的形式
来表达无限的内容，故音乐有弦外之音，
法律有言外之意。 朱光潜说：“语言所不
能传达的，音乐往往能曲尽其蕴。 ”历史
上“高山流水”和“琴心相挑”等故事中，
主人公都是透过琴音来传递心声互通款

曲，千载之下仍使人思之悠然。作为一种
最纯粹的艺术， 音乐的抽象程度远高于

法律， 她可以摆脱语言的束缚而取得一
般性，从而超脱于特殊的对象和事件。唯
其如此，音乐才能超越国界、人种、性别
和语言等诸多障碍而激起普遍的心灵共

鸣。
相比之下， 法律通过对语言的使用

而取得了相对的确定性， 但因语言远远
不能对应于多种多样的自然面貌， 所以
法律的表达仍然是言不能尽意的。 法律
是在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抽象之后的一

种制度化表述，唯其抽象，法律才能更有
效地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社会现实千
变万化，“规约总不能概括世事的万变”，
故有亚里士多德所谓“法治之不及”。 法
治既有不足， 也就不能不借助于抽象的
法律原则以及执法者的自由裁量， 但必
要的“人治”并不是脱离法治框架的恣意
妄为， 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也应与良心的
多少成正比。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已呈现一定的趋同

化倾向。
（三）两者都具有艺术性。 艺术源于

生活而高于生活，是对现实的超越。艺术
的意义何在？黑格尔认为，对艺术的向往
是对平庸乏味的平淡现实的辩证之否

定。音乐和法律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均
为超越现实而追求真善美的艺术。 一方
面，艺术源于生活。 《乐记》云：“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可
见音乐联结外物与人心，是人心有感于外
物并将之转化或升华的结果。艺术唯有贴
近生活才能激起广泛的情感共鸣。音乐虽
是一种离现实距离最远的艺术形式，但音
乐人也通过采风来体验生活，并在汲取生
活之源的基础上进行审美的再创造，以获
得作品的持久生命力。法律当然也不是构
筑于流沙之上的空中楼阁，其生成运作必
须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 与社会现实
及民族精神相脱节的法律必然是苍白无

力的。所以，法律人要善于倾听民众的心
声， 包括通过民歌民谣在内的音乐作品
来了解社情民意。

另一方面，艺术高于生活。如果说艺

术源于生活是艺术对生活的模仿， 那么
高于生活的艺术必然也会成为生活模仿

的对象。 王尔德甚至说：“生活模仿艺术
要远多于艺术模仿生活。”艺术揭示事物
的本质规律和内在联系， 因而比历史或
现实更加真实。 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机械
模仿，而是在个殊之中观照普遍，于一瞬
之间窥见永恒。 音乐通过激发情感和想
象引人进入超越时空的胜境， 并通过表
现瞬间和个体内部所蕴含的永恒和普遍

来减轻人生的痛苦。 法律承载着社会文
明进步的梦想， 也必然会包含对不完美
的社会现实的否定。 如果不能超越现实
生活， 法律又怎能发挥其对社会的规范
和引领作用呢？ 法律追求安定并在稳中
求变， 在给予公众稳定预期的同时也小
心翼翼地引领社会与时俱进。

（四）两者都具有人本性。 音乐与法
律均贴近人性，满足人的特定需求。音乐
“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 而主要以满足
个人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荀子·乐论》
云：“夫乐者，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 乐必发于声音……使其
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辩而不■，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
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可
见，音乐能通过调节情绪而使人快乐，音
乐的乐也是快乐的乐。而且，音乐通过身
体的感官去影响心灵， 使人心灵柔软性
情柔和，从而远离野蛮和暴力。孟德斯鸠
在《论法的精神》中也说：“身体的锻炼使
人冷酷， 推理的科学使人孤僻……在所
有感官娱乐之中， 音乐是最不会败坏人
的心灵的。 ”诚然，“谁能思不歌？ 谁能饥
不食？ ”而音乐之曼妙竟能使人“三月不
知肉味”，足见音乐所给予人的是一种高
于物质层次的精神满足。孔子所谓“成于
乐”，也是在说，只有借助音乐才能真正
形成健全和成熟的人格。

法律旨在通过构建制度信任而使个

体能在群体中安放一己之身心， 不仅群
体能通过个体的自由联合而获得更大的

力量， 个体也能通过群体内部的守望相
助而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 从而实现社
会的整体和谐与发展。 如果说音乐是一
种人生的艺术， 可以调和情志而提高个
人修养；法律则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艺术，
可以调节社会关系而提升社会的品格。
究其实质，法律和音乐都关注人的自由、

幸福与和谐。
不过， 法律和音乐都不是包治百病

的万灵药，而是须用之得当的双刃剑。法
有良恶，声有“雅郑”，其中分别，不可不
察。恶法徒具法律之外表，但却违背正义
这一最高社会准则， 故终不免为历史所
唾弃。 音乐中的“雅声”是发乎情而止乎
礼义，可使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而“郑声”
则是发乎情而涉乎猥亵， 如同西方的塞
壬歌 （siren song）， 具有乱人心智的作
用。所以，好的社会治理不仅应用良法而
存雅声，也须远恶法而“放郑声”。

法律与音乐的互补之处

（一）两者在情理上相补充。 人性包
含先天的源于动物本能的“情”和后天的
源于群体意识的“理”两部分，“情”、“理”
统一才能构成完整的人性。 音乐和法律
皆本于人性因而情理兼备， 但音乐是情
中见理，而法律是理中有情。

音乐表情而偏于感性， 但音乐之中
亦有理性表达的成分， 缺乏理性的声音
算不上是表达而是无意义的噪音。 音乐
不是情感的直接发泄， 而是有节制有选
择地借助节奏、旋律、主题等特定形式对
情感所作的艺术性表达， 乐音在一个音
调中被有秩序地排列后才成为音乐。 所
以雨果说：“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正如
法律条文之中蕴含法理， 音符的背后也
存在着乐理。

法律表意而偏于理性， 但法律中的
情感因素也必不可少， 不全面把握人性
的法律不可能是有血有肉的良法。 法律
是一门说服人心的艺术， 而有效的沟通
和说服，不但要晓之以理，还要能动之以
情。 所谓“通情达理”，即指熟知人情事
理。“达理”属于科学的范畴，科学的对象
是包括许多特殊的共性， 其方法是以偏
求全的，所谓 “理一分殊 ”，万物各有其
理，所以任何人穷其一生，也难以周知万
物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达物之理”；“通
情”近于艺术的范畴，艺术的对象是包括
共性的特殊，其路径是直指人心的，故任
何人只要肯用心体悟，都不难做到“通人
之情”。 可见，“情”与“理”两者相辅相成
而不可或缺，不受制于理的情是滥情，不
近乎人情的理是顽理， 都是有失偏颇而
难谓“通达”的。

总的来说， 法律实践注重分析判断
和逻辑推理， 总不免引起身心的紧张和
冲突； 音乐实践使人释放情绪而浑然忘
我，是以能抚慰身心而使之复归于和谐。
法律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 刻板有余而
灵动不足，音乐则与之大抵相反。理中有
情的法律与情中见理的音乐相互补充，
才能更有效地保障并实现人性的和谐统

一。
（二）两者在思维上相平衡。 法律思

维是一种诉诸理性的求异思维， 因理性
为法律之灵魂，而理性求万物之异。虽说
法律强调“相同事物同等对待，不同事物
区别对待”，但过于理性的法律人更易于
见物之异而难于见物之同，因为既然“世
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世上当然
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起案件， 加之不
同的生活经验往往导致人们相异的立场

和视角， 以致辩法析理每如盲人摸象而
莫衷一是。可见，一味求物之异而忽视异
中之同，就难免流于琐细而失其本真，导
致人心相隔膜的困局。况且，法律以语言
为载体，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其主要功
能是达意而非表情， 所以法律在情感的
表达和沟通方面先天不足。但是，所有被
侮辱和被损害者首先需要的恐怕是情感

的适度表达和宣泄， 以及对其 “精神损
害”的情感抚慰。无怪乎中国存在“歌哭”
和“歌骂”的奇特习俗，在吵架时用唱歌
来互相詈骂， 以表达对对方的不满甚或
仇恨。而世人熟知的《窦娥冤》的故事，也
是女主人公因言语不足以达其怨气而长

歌当哭骂天骂地的典型事例。
音乐是一种诉诸情感的求同思维，

因“喜怒哀惧爱恶欲”为人之常情，人皆
有情而能相互感通。情动于中而不能抑，
则形之于言，言之不足，则咏歌之。可见，
“音乐始于辞尽之处”， 音乐也能在法律
难以有效运作之处发挥作用。 声音是人
之性情的自然流露， 具有直接的情感表
现力，因此，以声音为材料的音乐比语言
更适于表达丰富的情感， 也更能激起普
遍的或非个人的情感， 进而起到陶冶性
情、塑造情感、感动人心和移风易俗的作
用。 古人就强调“制礼作乐”，指出“礼者
为异， 乐者为同”，“礼以别异， 乐以调
和”，认为礼的精神在秩序，乐的精神在
和谐，两者相辅相成，故在以“礼”维持社
会分化的同时，应兼以“乐”来维持社会

团结， 这样社会才会内有人心之和谐而
外有生活之秩序。人世多纷扰，只缘人心
隔。唯有人心相通而不相隔，世间才有和
平、希望和大爱。 杜威认为，每一种艺术
由于其表现而传达， 表达打破了将人与
人隔开的障碍。 也有人说，“所有的音乐
都是情书”。 借助音乐的感染力，或可打
破“人心隔肚皮”的局限，而求其心之所
同然者吧！

（三）两者在境界上相生发。 王国维
在其《人间词话》中区分了“造境”和“写
境”即理想派和写实派，前者是一种离现
实较远的艺术境界， 后者是一种离现实
较近的艺术境界，“然二者颇难分别，因
大诗人所造之境， 必合乎自然， 所写之
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借用王氏的说
法，不妨认为法律近于“写境”而音乐近
于“造境”，两者离现实虽有远近之别，但
均介乎理想与现实之间， 亦能相互融合
和渗透。

一般来说， 法律人大多是入世者和
实干家， 像推石上山永不停歇的西西弗
斯，要脚踏实地直面人世间的纷争，披荆
斩棘构建起一个正义而有序的法治社

会。音乐人则不妨做出世者和梦想家，用
音乐打造出一个与世无争的 “桃花源”，
以对抗和缓解人世间的困厄， 让溺水者
得以挣扎着伸出头来透一口气。 如果说
法治大厦的构筑当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勇气去勉力行之， 则崇尚性灵的音乐如
生活中的忧伤和重负的避难所， 能于纷
扰的尘世中还你一片灵魂的净土。 法律
与音乐，一实一虚，亦如一“儒”一“道”，
两相生发而共同提升人生的境界。“活在
当下”与“超越当下”不正是人生不可或
缺的两大意义吗？

另一方面，虽然音乐人偏于理想，但
理想不等于理想化， 音乐的演绎离不开
人生的舞台， 音乐家亦不必是消极避世
者，相反，他的音乐可以点亮尘世的希望
和梦想。法律人注重现实，但再现实的人
也不能没有理想， 法律人必先筑起他心
目中的理想国， 并义无反顾地向这理想
国步步迈进， 才不至于沦为时时预备向
现实作无原则让步的平庸法匠。 好的音
乐无疑可以提升法律人的精神境界。 美
妙的音乐难道不能唤起最温柔的情感和

更良善的人性吗？ 弘扬法治的音乐作品
难道不能激发对正义和善的尊崇吗？ 喜
好音乐的法律人不是更悲天悯人、 更聪
明睿智、更灵动飘逸吗？而通晓法律的音
乐家也会更沉着稳健、更深刻务实、更持
重平和吧。因为当法律遇上音乐，那便是
理性碰撞激情，亦是理想照进现实，怎么
会没有———思想火花的迸发与灵魂乐章

的奏响呢？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军事文学作为一个广泛而深远的文

学概念， 具有广阔而不确定的时间范围
和地域范围。 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而深
远的意义。从狭义上来说是表现军人、军
旅、军营文化、战争等特殊文学范围的作
品，但我们不能否定的是，一些表现精神
斗争以及批评讽刺类作品不属于军事文

学的范畴。 但无论是从狭义或是广义来
说军事文学，《三国演义》 都是当之无愧
的奠基之作。

成书于明末清初的小说 《三国演义》
是一部完整的历史战争演绎小说。它的出
现是文学史上一座不可超越的里程碑，更
是后期军事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不仅完整
的演绎战争，更将政治、天文、地理、儒家
思想等各领域精华融会贯通其中。

说起三国演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
谈中”。无数鲜活的形象跃然眼前，奸绝曹
操、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无数别具

盛名的故事画面引人深思，妇孺皆知的草
船借箭、赤壁之战……但无论故事多么回
环曲折， 围绕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和平。
三国演义也无法脱离这个永恒的主题，为
实现“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
不拾遗”的大同社会而战。

三国演义涉及领域甚是广泛， 叙述
不能盖其全， 故挑选其中一回略谈读书
心得。 《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
了蜀、魏、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
军事斗争。大概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
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

公元 223年，蜀汉皇帝刘备病逝。 益州郡
大姓雍■举兵号召南中四郡反叛蜀汉。孟
获是当时南中地区的大姓豪强，深为当地
土著和汉人所信服。 受先帝托孤遗诏，为
兴复汉室，诸葛亮亲自点兵南征，平定南
中叛乱。使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
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七擒七纵孟获，
终使孟获心服口服，诚心归顺。

我们不说诸葛亮何等的料事如神，
更不对战略战术作何评价， 只说作品中
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儒家思想足以让人对

《三国演义》叹为观止。胜败乃兵家常事，

对于诸葛亮这样的军师来说更是喜怒不

行于色，任何事面前都是宠辱不惊，而面
对黎民百姓， 诸葛亮却有一颗菩萨般的
悲悯之心。“南兵顽固，非火攻不能取胜。
此计乃不得已而用之。如此酷战，烧杀生
灵，亮心中不忍。 我虽有功于社稷，然而
必损阳寿。 网开一面，一息尚存者，放他
们逃命去吧。”在孔明眼中似乎没有敌我
之分，不忍伤天下苍生分厘。战场之上死
伤在所难免， 而孔明却因为制胜的兵法
伤及叛军百姓而自责， 这不由得使我心
生敬佩， 对于一个铁血军师来说竟有这

般性情中人的柔肠和菩萨心。
“使狼烟遍燃沃土，陷夷民于水火之

中。罪孽深重，天人共怒。再不归顺，你将
有何颜面见南邦父老。 ”孟获不服孔明，
孔明的愤怒不因自己的能力不被认同，
而是对叛军战士的悲悯之心。 这不仅是
孔明的魅力，也是三国演义的魅力所在。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战争对于百
姓而言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灾难。 战士们
上战场最真实的目的是保护至亲至爱，
而战争给同一时代的人带来了家破人

亡，妻离子散的悲痛，更是在下一代的心

中留下了不可磨平的伤痛。 如果说战争
是为了和平， 也或许人命在战役中是那
么的卑微， 但每一个黎民百姓都是平等
的，都拥有获得幸福的权利。所以对于一
个有着“爱人”的悲悯情怀的军师才是智
慧的，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向来天下以得人心者得之”。 这句
话完全可以总结孔明七擒七纵孟获最终

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 这不仅是作品
中战场上的战略方式， 更是将做人和管
理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想百姓之所想，
忧百姓之所忧便是王道， 也是为人处世
之道。 水滴之所以汇成为海便是因它的
“善利万物而不争”，广交朋友，要抱有一
颗平常心、悲悯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
虑，善待身边每一个人，即使他们对你来
说微不足道又少有交集。 这便也是我读
此故事的人生启迪。

（作者单位：解放军艺术学院）

邓光莫：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英德支行与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证据材料副本等。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则依法判决。 [广东]英德市人民法院

于晓芙、于睿：本院受理原告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与被告广西古方药业有限公司、于晓芙、于睿、第三人罗豁夫等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审判委员会成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们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 本院定于
2014年 4月 21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 5号法庭开庭审理，请你们
依时出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西]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

侯铁军、侯奎宇：本院受理原告张庆元、张丽娟、侯亚军诉被
告侯铁军、侯奎宇确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克山县人民法院

余惠芳、江苏泰茂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陆剑伟诉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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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徐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凌海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诉被告重庆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凌海分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就（2013）龙北民初字第 0014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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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

天津金世宏丰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普莱瑞斯（天津）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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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海事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海鹏船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乾
海船务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海上拖航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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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海事法院

李礼清：本院受理郭维奎与被告唐山海港锦源海运有限公
司、李礼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 271号民事判决。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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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厦门海事法院

张银汉、陈琳：本院受理原告张掖市民生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诉被告张掖市张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孟远本、张立有、张银汉、
陈琳，第三人张掖市厚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晓斌典当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张中民初字第 27
号民事判决书。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同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张掖市张芋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张掖市厚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金水： 本院受理原告黄梅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弋民初字第 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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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弋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 受理了申请人镇江市华科电
子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
依法作出（2013）深盐法立民催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河南通顺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刘京海诉你公司及张
为青、孔德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中心支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司法鉴
定意见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到庭传票、送达地址确认书。限你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到本院高新区中心法庭领取上述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并于收到上述文书之日起七日内到庭对证据材
料进行质证。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孙明、抚顺市华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原告魏淑娟诉被告
孙明、抚顺市华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原
告魏淑娟死亡，其继承人为陈勇、陈秋影，现陈勇、陈秋影作为
诉讼主体参加诉讼，现依法通知你们进行司法鉴定抽签。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鉴定抽签的时间为公告期满后
工作日的第一个星期三（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进行
抽签鉴定。 [吉林]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重庆三峡建设工程总公司： 本院受理你方与原告西宁金大

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建新、 被告范世琴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委托青海省方正建筑建材质量司法鉴定
所对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光明小区花园住宅小区 1#、2#、3# 楼
的屋面、车库、楼梯等工程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鉴定，现已作出
青方建质司鉴所（2013）司检字第 004 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限令你公司在 7日内到本院领取鉴定报告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视为对
鉴定报告无异议。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以云申请宣告王德凤死亡一案，经查：王德凤，女，汉
族，1987年 6月 17日出生，云南省巧家县人，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
红山乡纸厂村大桥沟社 17号， 身份证号码：532123198706173141。
于2010年 7月 13日在小河镇特大洪涝泥石流灾害中被泥石流冲
走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3个
月。 希望王德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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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巧家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现贵申请宣告曾繁淇死亡一案，经查：曾繁淇，
男，汉族，2002年 4月 15日出生，云南省巧家县人，住云南省昭
通市巧家县小河镇小河村小河社 180号附 68号， 身份证号码：
532123200204152818。 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在小河镇特大洪涝
泥石流灾害中被泥石流冲走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曾繁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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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巧家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成云申请宣告李文杰死亡一案，经查，李文杰，

男，2000 年 8 月 9 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绥江县人，住云南省昭
通市绥江县中城镇后坝村民委员会后坝五组 12 号，于 2011 年
7月 22日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文杰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云南]绥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小来申请宣告周瑞宝死亡一案，经查：周瑞宝，男，
汉族，1963年 4月 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6304307717
，浙江省象山县晓塘乡做布厂村人，因精神失常于 2008年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上述情况经象山县晓塘乡人民政府及象山县晓塘乡做
布厂村村民委员会证实。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周
瑞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满后，
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象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金绍富申请宣告金云良失踪一案，经查：金云良，
男 ，1939 年 9 月 26 日 出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码

332622193909262831， 原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霓桥
村 297号，于 2010年 11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金云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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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市宇耀高压电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因丢失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汇春支行承兑汇票一张（承兑
汇票号码 10300052/20987367 号、票面金额 15 万元、出票人为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西安市宇耀高压电器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 2013 年 9 月 2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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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吉林]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辛德孝：本院受理申请人执行人武木军与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执行一案，现向你送达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 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对评估报告（征求意
见稿） 提出异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内， 逾期视为无异
议。 [吉林]磐石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格林地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中国对外建设有
限公司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执复字第 102 号执
行裁定向我院申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13）执监字第 204号执行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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