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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证明死刑会
错杀无辜， 否则说什么
都是空谈”

《大卫·戈尔的一生》 是一部震撼
人心的悬疑片，由美国导演艾伦·帕克
执导。 影片的主题是片提醒人们不要
轻易判处死刑。

故事发生在美国执行死刑最多的

一个州———德州，作为奥斯丁大学教
授和废除死刑组织骨干的大卫·戈尔
与女同事康斯坦斯·哈洛维等人 ，为
废止死刑而辛劳奔波，但一直收效甚
微。 在电视节目上，戈尔与州长就此
问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尽管戈
尔妙语连珠占了上风，但当州长让他
“举出一个发生在德州、 我任期内遭
误判被处死的例子 ”时 ，戈尔却无言
以对。

无论辩论得多么有说服力， 终究
比不上一个实例更能说服人心。 这显
然成了反对死刑组织事业上的一个

“瓶颈”：必须证明死刑会错杀无辜，否
则都是空谈。

戈尔的学生波琳， 一名个性不羁
而经常旷课的女生， 试图以性贿赂作
为考试通过的交换条件来找戈尔，被
戈尔断然拒绝， 最后终因不及格被学
校开除。波琳在被开除之后，借一个派

对的机会诱惑戈尔并与之发生了关

系。 然而事后，波琳状告戈尔强奸，法
院判戈尔强奸罪名成立， 戈尔锒铛入
狱，并被学校开除，他的妻子也提出离
婚并携带儿子离他而去。

戈尔出狱之后，名利俱损，妻离子
散，只好酗酒度日。哈洛维鼓励并收留
了他，两人并肩作战，但是，随着一个
个他们为之奔走申请“免死”的死刑犯
被如期处决， 戈尔和哈洛维悲愤不已
却无能为力。 哈洛维早就知道自己身
患血癌并时日不长，在一个夜晚，她与
“同命相怜” 的戈尔互相吐露心声，并
发生了关系。

然而，就在第二天，哈洛维被发现
赤身裸体地惨死家中。 她头上套着塑
料袋，嘴巴被胶带封住，手被反铐住。
更令人发指的是，尸检发现，手铐的钥
匙“被人强迫”吞入胃里，而她的体内
残留着戈尔的体液。 诸多证据都指向
戈尔，戈尔被视为“变态杀人恶魔”，被
判处死刑。

牺牲自己的生命 ，
来向社会证明死刑会冤

枉好人

监禁六年， 延期执行死刑的申请
被拒绝后， 戈尔的辩护律师突然提出
戈尔愿意接受采访， 并指明只能由一
名曾因“公然蔑视法庭”而有过牢狱经
历的女记者贝茜来采访。 接受采访任
务后 ， 女记者贝茜开始认为戈尔是
“杀人恶魔” 并罪有应得， 后逐渐发
现一切并非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 她
决定用仅剩的三天开始寻找真相。

在和助理一起调查时， 贝茜在所

住的汽车旅馆中发现了一盒神秘的录像

带， 显示的正是哈洛维死前挣扎的一段
画面。 贝茜反复研究录像带， 并多次到
现场冒死亲身试验， 最终断定哈洛维并
非死于谋杀， 而是自杀。

从贝茜插手该案调查后， 就有一个
神秘的人暗中跟踪她， 这个人就是哈洛
维的前男友达斯丁·莱特。 戈尔行刑当
天， 贝茜费尽周折从莱特家中偷到了录
像带， 录像带完整地显示了哈洛维自杀
至死亡的全过程， 而莱特正是负责为其
录像的人。

原来， 这出 “谋杀案” 是哈洛维一
手导演的。 她原本计划由莱特在戈尔被

执行死刑之前公布录像带， 作为 “现行
制度枉杀无辜的铁证”， 从而激发起民
众对死刑的反对之情。 怎料莱特一直未
如期公布这唯一能证明戈尔清白的 “救
命的” 录像带。

贝茜带着录像带驱车狂奔， 想要把
录像带公之于众 ， 从而挽救戈尔的生
命。 但是， “刀下留人” 的一幕没能发
生， 因为汽车发生故障， 当贝茜最终赶
到行刑地点时， 戈尔已经被执行死刑。
贝茜失声痛哭。

录像带公之于众， 立刻激起了民众
对戈尔的同情， 也引发了全社会新一轮
反对死刑的热潮。 戈尔蒙冤而死， 一切
看似盖棺定论。 然而， 一盒录像带再次
寄送到贝茜面前， 她打开后， 却惊讶地
发现戈尔也出现在哈洛维自杀的现场。
原来， 这一切， 戈尔也是导演之一。 他
故意用这场冤案来牺牲自己的生命，从
而向社会证明死刑是会冤枉好人的，是
不人道的。

“衡量我们生平轻重
的唯一标准， 取决你如何
看待他人的生命！ ”

影片中的主人公制造“犯罪”是为了
最终证明死刑制度会制造冤案、 枉杀无
辜。所有的犯罪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人生
下来就注定要成为罪犯的，虽然“天生犯
罪人”理论曾经风靡一时，但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 该理论受到彻底批判，“犯罪原
因综合论”逐渐被认可。

的确，一个人犯罪，从表面上看是其
自身人格歪曲或变态使然，是“自由意志
选择”的结果，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就
可以发现社会形态、 社会意识和社会财

富的分配形式等对社会个体人的制约，
也可以成为“迫使”其犯罪的重要动因。

例如，1971 年，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
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做了一个著名的
“斯坦福监狱试验”：在实验中，“狱卒”和
“囚犯”原本都是阳光、善良、健康的大学
生，随着强加给他们的角色、规范及去人
性化的过程、 服从命令的压力等许多因
素，使他们逐渐呈现出“性格转变”的惊
人事实———曾经的好人会突然变身成像

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 或如囚犯般病态
的消极被害者。

可见， 不管人的本性是善是恶， 环
境的力量对人的影响的确非常大。 当一
个人深陷于 “大染缸” 中的时候， 很难
保留原来的性格和善恶标准， 进而受到
强烈的渗透影响。 换言之， 犯罪的原因
有时不能完全归咎于犯罪人本身 ， 那
么， 在责任的承担上也不能超出应有的
范围。

影片中大卫·戈尔在课堂上曾这样
对学生说： “衡量我们生平轻重的唯一
标准 ， 取决你如何看待他人的生命 ！”
死刑作为对生命的绝对否定， 也完全排
除了实现 “更理想的” 正义的可能性：
让有罪的生命重新变得有价值 （悔过自
新）。

理想的正义，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对
否定的否定”，而是对否定的纠正，乃至
对所有生命的同等尊重。或许，我们只有
摒弃一些功利，试着换个角度，才可以更
理性的看待他人的生命， 真正明白生命
的价值和尊严所在。因此，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犯罪发生以前，防患于未然，或许才
能防止更多的悲剧重现。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
法院）

法官职业，是用既
定的法律规范来处理

变化万千的案件。 这一
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
需要一定的思想。

作为基层法院的

法官 ， 面临大量的案
件，尽快把自己承办的
案件办结，可能是我们
最直接的目标。 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工
作 ， 在积累经验的同
时 ，也会让人成为 “办
案机器 ”。 我们常说 ：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
验，而非逻辑。 ”但我们
绝不能把办理案件的

多少、从业时间的长短
直接作为衡量经验的

标准。
记得刚任助理审

判员时，我对能否胜任
这一职务心里没底。 为
了尽快了解他人的办

案思路，掌握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我对
全庭前一年度审结的近千件案件制作了

统计表格，逐案记录基本案情，对影响定
罪量刑的基本因素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
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析，形成了一份1.4万余
字的分析报告。 这样一个实证研究，需要
投入大量的精力，但这一过程，让我缩短
了适应期，尽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后来，据
此统计结果，我发表了《罪刑相当原则的
司法实现》和《缓刑适用现状的统计与分
析》两篇论文，且有一篇在北京市高级人
民院的评比中获奖。

法官应当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 才
能驾驭复杂的法律关系。 随着经济的高
速发展， 法律事件中的法律关系也日益
复杂， 仅仅靠审判经验， 已经很难应对
一些疑难、 复杂以及新类型案件的审判
需求。 当前， 我国的法学研究空前繁荣，
作为一名法官应当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
了解学术前沿的问题， 积极参与学术活
动。 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永远是相辅相
成的 ， 通过对司法实务的思考与提炼 ，
能够推动法学研究的深入； 法学研究的
深入， 能够指导司法实践活动。

作为一名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
我始终坚持“感化挽救被告人，关怀保护
被害人，启示教育社会人”的工作方法，全
方位开展工作。

着眼于被告人的改造。 通过案件的处
理，促使被告人真心悔罪，积极接受改造，
从内心产生重塑人生的愿望，并让其对法
律产生敬畏之心。 我们所面对的被告人，
实施的犯罪是形形色色的，走上犯罪道路
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法官应该给予被告
人充分的尊重，不应有任何的偏见。 在审
判的过程中， 要把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
不能一味地严刑重惩。

着眼于被害人的保护。 受害人一方
直接遭受犯罪的侵害， 对一个犯罪行为
的认识和理解也更为深刻， 法律应当给
予其必要的尊重和关怀。 如果被害人在
遭到犯罪的侵害后， 又遭到法律的二次
侵害， 那么他对社会、 对司法将会很失
望， 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作为法官， 必
须设身处地地为被害人着想， 理解他们
的心情， 感受他们的痛苦。

在办案过程中， 发挥个案的指引作
用，通过个案的审理，传递一种正确的行
为规则和价值取向，使社会一般人从中受
到启示、教育，从而增强法制观念，避免违
法犯罪，避免受到犯罪的侵犯。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大法官为何能说了算
———读《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

□ 王 聪

（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来被视为神圣

的殿堂， 而备受各国研究者关注。 人们
常常陷入疑惑， 在美国， 为何九个大法
官能拥有说了算的权力： 这种疑惑有时
甚至会演变为羡慕， 以至于法国政治家
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后， 留下的
那句话至今让人不忘： 在美国， 几乎所
有政治问题迟早都会变成司法问题而得

到解决。
这当然不是托克维尔的夸张之词，

2000 年， 美国总统大选就证明此言非
虚。 在总统选举陷入计票争议时， 一个
由人民选举总统的政治问题， 最终竟然
转化为平等保护的宪法问题， 最高法院
的大法官们在布什诉戈尔一案中， 以五
比四的合议裁决， 将布什送上了总统宝
座 ， 而中间派大法官肯尼迪的关键一
票， 甚至被人们称为是 “一个法官挑选
了总统”。

对于域外观察者而言， 人们常常迷
惑，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何拥有如此权
威， 最高法院的权力究竟是谁给的？ 偌
大的一个国家为何在关键问题上， 却能
由九人说了算？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的力作 《大
法官说了算： 美国司法观察笔记》 以一
种轻松、 优美的笔调为我们回答了这个
问题。 作者没有宏大叙事， 也没有空发
议论， 而是从具体案件事实甚至从大法
官很多不为人知的生活与工作细节上来

阐述他的观点。 在案例的选取上， 作者
也独具匠心， 选取诸如校园安全、 法官
伦理、 司法公开、 网络言论、 自由死刑
裁判中的民意因素等与中国当下现实隐

约对应的方面， 流露出作者对中国司法
现实的关怀和对司法未来的期许。

（二）
事实上， 在 1803 年马伯里诉麦迪

逊一案之前乃至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

内， 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十分弱小，
以至于最初的最高法院只能在国会一

个阴暗狭小的地下室里办公 ， 在其开
张 3 年多的时间里 ， 几乎无案可审 ，
而首任首席大法官自己都承认那是一

个 “缺乏活力、 价值与尊严” 的地方，
联邦最高法院也历来被人称之为是

“最不危险的部门 ”， 如 《联邦党人文
集 》 所言 ： “司法部门既无强制 、 又
无意志 ， 而只有判断 ； 而且为实施其
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
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 。 司法部门绝对
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 ； 故应
要求使它能以自保 ， 免受其他两方面
的侵犯。”

现实就是如此， 在最初的日子里，
几乎一切都是空白。 联邦最高法院的组
成、 运作、 权限， 制宪先贤们都没有说
清楚， 那又该如何履行职责呢？ 对此，

作者在书中说得很清楚 “规矩没有自己
定”、 “权力不足自己争”。

在之后 200 多年的岁月里， 凭借大
法官们的卓越智慧， 在遵循先例的司法
传统下， 终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
则与惯例， 使得最高法院终于成为众人
仰慕的有价值、 有尊严的地方。 当自由
陷入冲突时， 当民主陷入僵局时， 当民
意难以衡量时 ， 在这些重大争议问题
上， 大法官们表现出了果敢而独立地判
断。

然而，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大法官
说了算， 并不代表大法官说的就正确。
大法官自己也承认， “世道变了， 大家
的想法也在更新。 我们明白， 我们有时
是在错误中吸取教训”。 世事变迁之后，
昨日正确之事在今天看来或许也就变得

不那么正确了。 正如作者在书的扉页写
下的法官汉德的那句名言： “自由的精
神 ， 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
神。”

正是因为这样，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
官杰克逊才会说： “我们说了算并不是
因为我们正确， 我们正确是因为我们说
了算。” 正是因为这样， 斯卡利亚大法
官才会说： “就算我们这么判， 明天天

也不会塌下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大
法官们总是在争议中成长， 最高法院总
是在争议中缓慢地推动社会变革与进

步， 其权威也正是在这些争议判决的缓
慢叠加中潜移默化地形成。

（三）
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 大法官们为

什么能说了算， 司法权威从何而来？ 答
案就变得清晰起来。 今日， 大法官们来
之不易的司法权威首先是自己努力争取

与精心呵护的结果， 其次是高薪制、 终
身制下法官们对自身权力珍惜的结果；
但更为重要的是， 大法官的至高权威实
质上是社会公共选择的产物。

美国社会作为一个 “大熔炉”， 在
种族、 文化、 价值观、 信仰等问题上所
呈现出的观点越来越多元， 而社会分歧
也越来越大， 对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
引起人们的争议。 面对这些问题， 必须
由一个人员相对稳定、 思想与时俱进、
内部相互制衡、 不受强权干涉的机构来
作出解释和回答， 而且很多情况下， 这
一机构还必须超越现实， 以长远目光去
做审视或判断。 马伯里案之后， 人们便
逐渐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联邦最高法院的

九人。 最高法院当然不负众望， 它已经
用自身的努力， 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认
同。 正如大法官苏特所言： “无论最高
法院如何判决， 绝大多数人都会接受判
决结果。 这种信任， 建立在过去上百位
大法官孜孜努力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
我们因为继承了前人的荣誉、 正直与良
知才受到信赖。 没有美国人民的信任，
最高法院就没有权威。”

不得不承认， 正是在一个自由、 多
元的开放社会里 ， 在一个懂得服从多
数 、 尊重少数的国度里 ， 通过不同政
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传统等力量的
角力与妥协，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才真正完成了对其自身合法性的证成，
而判决本身也就是法官对各种社会价值

加以界定和权衡的社会过程。
正如欧文·费斯教授所言： “法官

的权威， 不是来自任何独特的道德和技
能知识， 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行使的权
力施加了何种限制。 我相信， 法官赢得
尊重是因为他们与政治隔离开来， 并参
与到了与公众特殊形式的对话之中。 法
官被要求倾听那些他们所可能忽视的社

会不公， 为他们自己的判断承担个人责
任， 在公众理性所接受的基础上证明判
决的正当性。”

（作者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

臧
德
胜

观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有感
□ 王学文

文艺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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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宇婷：本院在执行申请人李楠楠与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中，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限你自本
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行（2013）富民初字第 294 号民事
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被告吉宇婷给付原告李楠楠借款合计人民
币 2443434.33 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黎明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本院立案执行的新乡市天
安宜居置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南省黎明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单位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你
单位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所确定的义
务。 被执行人河南省黎明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新乡
市天安宜居置业有限公司返还工程款 680304.24 元及利息，并
支付案件受理费 10000 元、 财产保全费 4270 元、 鉴定费 7000
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夏超凡：本院立案执行的张海兵申请执行夏超凡民间借贷
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 3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所确定的义务。 被执行人夏超凡
向申请执行人张海兵返还借款 45000 元及利息，并支付案件受
理费 925 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关新富：本院立案执行的周敏申请执行关新富民间借贷一
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
日起 3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所确定的义务。 被执行人关新富向
申请执行人周敏返还借款 110000 元及利息， 并支付案件受理
费 2500元，公告费 560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朱海鸥： 本院受理张琳申请执行你公证债权借款一案，现

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13）红法执字第 525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评估、拍卖你所有的位于新乡市人民路六分区辉龙花园 4 号楼
N单元 6层东户 140.92平方米房产。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武汉全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王明辉、陈利利：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立案执行武汉市洪山天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申请
强制执行你（单位）担保合同纠纷一案[（2014）鄂武经开执字第
00056 号]。 本院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
票、限制高消费令及执行裁定书，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地址：武汉市东风大道 221 号）领取上述文书，逾
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并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朱文桂：本院受理朱葵申请执行朱文桂、李铁剑、申勤的本

院（2013）岳民商初字第 382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
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对被执
行人朱文桂所有的位于攸县城关镇联西村西南组 （权证号码：
00005336，土地证号：攸国用（2009）字第 30 /B0199 号）的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的抽签，并以该拍卖所得价款抵偿债务。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杨金萍、李剑华：本院受理的高卫东诉杨金萍、李剑华财产

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需对 2006 年 3 月 30 日兴业银行广州五
羊支行提取的转账凭条上“高卫东”的签名真伪进行司法鉴定。
现通知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鉴定机构以及办理鉴定
相关的其他事宜。 逾期不到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本院将依法
确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江西]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张志中：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于长付与被执行人张志
中、沈阳鑫运防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动者受害赔偿
纠纷一案中，因你方住址不详，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4）沈铁西执字第 150 号执行案件的执行通知书，限定你方
于执行通知书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刘新、 李淑珍：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金丽娜申请执行
[2013]苏民二初字第 233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4]沈苏执字第 168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芦宇：本院执行的卢士成申请执行芦盛叶、芦宇继承纠纷
执行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立执字第 29 号
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邹吉文：张久成诉你劳务合同纠纷本院作出的（2013）敖民
初字第 43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已立案执行。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财产申报令、执行通知书、
通知评估、拍卖参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你所有的 14
眼机电井扣押。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自
公告期满后七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逾期不履
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同时通知你自公告期满后第五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不到庭
参选，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对本院已扣押的你的上
述财产依法进行评估、拍卖。 [内蒙古]敖汉旗人民法院

边燕军：本院受理的郝凤霞申请执行你与包金、刘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东执字第 137号执行通
知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415室领取执行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赵大力、克拉玛依市银祥棉麻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执
行的申请人奎屯市科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赵大力、
克拉玛依市银祥棉麻有限责任公司借贷纠纷一案，现因案件需
要，需依法对被执行人名下的位于克拉玛依市小拐油田公路 24
公里银祥棉麻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棉花加工厂内房屋、土地及相
关设备进行评估、拍卖。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评估、拍卖听证
会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
于自通知书送达期满后第 3 日下午北京时间 16 时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司法技术处召开评估、拍卖听证会。 逾期则视为放
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处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清云申请刘红梅死亡一案， 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依法
作出（2013）开民特字第 1 号判决书，宣告刘红梅死亡。 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田胜菊申请宣告覃珍双失踪一案， 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
依法作出（2014）张定民特字第 1 号判决书，宣告覃珍双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文玉波申请宣告王永俊死亡一案， 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 年 2 月 8 日依
法作出（2013）大海特字第 67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永俊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立起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肖爱俊失踪一

案，经查：肖爱俊，女，1956年 1 月 10 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
码 120102195601101084，户籍地天津市河西区紫金山西路宾水
南里 83 门 604 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 3个月。 希望肖爱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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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肖爱俊失踪。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秀兰申请宣告程海峰、程雪峰失踪一案，经查：程
海峰 （男 ，1971 年 8 月 20 日出生 ， 汉族 ， 公民身份号码 ：
22242319710820121X）、 程雪峰 （男，1979年 7月 25日出生，汉
族，公民身份号码：222423197907251217）已经离开居住地多年，
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程
海峰、程雪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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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和龙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中发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林桂玲 （身份证号
210102196309225641）失踪一案，经查：林桂玲，女，1963年 9月 22
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籍贯辽宁省瓦房店市，于
2011年 11月底因故离家出走。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
月。希望林桂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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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冬苓申请宣告孙对死亡一案，经查：孙对，男，
汉族，1964年 11月 16日出生， 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杏树屯
镇桃园村孙家咀 74 号，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起，因意外事故
下落不明， 经大连金州新区渔港监督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孙对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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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郑青山、郑桂荣、郑桂香、郑国山申请宣告郑福山
死亡一案，经查：郑福山，男，汉族，1967 年 10 月 20 日出生，住
辽宁省昌图县老城镇长山堡村民委九组 38 号，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旅顺渔
港监督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郑福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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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马秀芳申请宣告马伏孝死亡一案，经查：马伏孝，
男，1963年 6月 28日出生，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住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星光华 C3-3-101室。 公民身份
证号 640102196306281218，于 2009 年 11 月 8 日失踪，下落不
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马伏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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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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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戈尔的一生》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