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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
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 （美国） 霍姆斯

宗教文化、宗教权利、宗教法
宗教文化
这些年在研究法律文化问题的时
候，经常会涉及宗教文化和宗教权利
问题。从广义上讲，宗教文化也属于
法律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当然宗教文
化有它独特的地方，并且宗教文化历
史悠久，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文化
要比法律文化的历史还要久远。有人
类以来就有了宗教，宗教与人类的发
展是相伴随的。同时，宗教文化同信
仰体系密切相关，因此，它所覆盖的
人群是非常广泛的。据研究，现在地
球上约有 70 多亿人口，信仰宗教的人
群占 60%以上，比例是相当大的。所
以，我们不能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
类型漠视，因为它是一个客观且广泛
存在的现象。

宗教权利
研究宗教文化，不能不关注有关
宗教权利问题。宗教权利是和宗教文
化密切相关联的。近些年我在研究权
利冲突问题时，收集了一些国内外有
关宗教权利方面的案例，我发现权利
冲突中有一种类型即法定权利与宗教
权利的冲突。在十多年前，我对权利
冲突有个界定，把它界定为法定权利
与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冲突双方所
拥有的都是法定权利。但是经过十多
年不断对国内外案例的涉猎，我发现
以前对权利冲突的界定是狭窄的。因
为权利冲突是多样化的，所以提出一
个“权利冲突多样化形态”的观点，
这个多样化形态中一个很重要的类型
就是法定权利和宗教权利的冲突。有
很多典型的案例：
2012 年 8 月，德国科隆地方法院裁
定了一个案件，案情为：一名 4 岁的穆
斯林男孩在割除包皮手术后出现并发
症，主刀医师被告上德国科隆地方法

在中国，爱情文化一直源远流
长，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孕育谱写
了多少关于爱情的荡气回肠、可歌可
泣的动人故事。不过，在这些动人的
爱情故事背后，法律的文化气脉也依
然强烈，毫不逊色于故事本身。
《孔雀东南飞》取材于汉代末年一
桩真实的婚姻悲剧。凄美的爱情，不仅
使很多人为刘兰芝与焦仲卿的遭遇所
惋惜，更为焦母的蛮横所动怒。故事中
兰芝为焦母所不容而被遣送回家，本已
决心不再嫁人，但又被自己的家人逼
婚，以至于投河自尽。仲卿听闻消息也
上吊自尽，夫妻双双殉情。我们在扼腕
叹息的同时，也来寻觅一下故事中的法
律气脉。在汉代，婚姻制度是较为开明
的，女性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而且明
显高于后代妇女的权利和自由。在离
婚的问题上，汉代的女性可以主动提出
离婚，如汉代的平阳公主因丈夫患有恶
疾而与之离婚，赵幽王的妃子（吕氏女
子）因不满其宠爱别的妃子而“怒去”等
等。当然，离婚的自主权不仅在皇室贵
族中享有，而且也存在于普通民众中。
据《史记》记载：
“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
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

法治视野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刘作翔
庭。法庭裁定：儿童保持身体完整的权
利高于父母执行宗教礼仪的权利，这种
宗教割礼行为等同于攻击和殴打，是非
法行为。消息传出，引起在德国生活的
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两大宗教
的信徒均强调，为男孩施行割礼是他们
与上帝或真主盟约的记号，割礼相当于
天主教、基督教的洗礼。因此，在任何
情况下禁止对男性儿童实施割礼都是对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侮辱。而德国一些
法律界人士认为，割礼不仅仅是一个涉
及宗教传统的问题，而且还涉及人权。
实施宗教割礼应该首先考虑孩子们的感
受，割礼给幼童造成的巨大痛苦必须引
起注意。德国有 300 多万穆斯林，割礼
是穆斯林男孩人生之途上必不可少的
“圣行”之一。孩子的家人要为割礼举
行隆重的仪式，割礼由有经验的宗教人
士主持，进行庄严的祈祷，履行一整套
严格的程序。割礼后表示男孩已成人
了，要开始承担宗教义务。因此宣布割
礼为非法行为，是穆斯林人绝对不能接
受的。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默克尔总
理也表态说：“我不希望德国变成全世
界唯一一个犹太人和穆斯林人无法执行
其宗教仪式的国家，否则我们会成为人
家的笑柄。”她敦促联邦议会尽快通过
一项关于男孩割礼合法的法律，以向国
际社会表明，德国是个开放和尊重不同
宗教的国家。那么，对幼男实施割礼，
又给人体造成伤害，这种违背人权的问
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德国议员们在议会
表决时势必无所适从。
还有一则报道：在南非东开普省一

场割包皮的医疗事故，造成了 30 多人
死亡、300 多人住院，被媒体称为“屠
杀 ”。 2013 年 5 月 ， 在 南 非 姆 普 马 兰
加、林波波两省，已有 50 人因割礼死
亡。
还 有 一 个 案 例 ： 2004 年 2 月 10
日，法国国民大会以 494 票赞成、36 票
反对、31 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一
读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一个在国内引起广
泛争论甚至也引起国际争议的法案。该
法案严禁在公共场所佩戴明显的宗教标
志，包括穆斯林头巾、犹太教小帽、基
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公立学校学生违
反此法者，可能被学校开除。该法案涉
及宗教信仰自由和平等权的冲突问题，
涉及宗教标志饰物所包含的政治含义，
更大的问题是政教分离问题。法国很早
就有法令禁止公立学校布道。法国人崇
尚自由和平等，将平等、自由放在根本
位置。他们认为，如果允许佩带宗教标
识的饰物，会对其他人的宗教平等权造
成侵害。这个法案通过的前后，都引起
了强烈的反响，反对抗议活动持续了很
长时间。
宗教权利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个人权
利。法律承认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也
确认和承认公民不信仰宗教的权利。真
正的宗教信仰是你有你的信仰，但是你
要尊重别人不信仰的权利，这个权利是
对等的，你不能强加给别人。我以前还
思考过一个问题，在家庭里面存在不存
在强迫信仰宗教的问题？权利是个体化
的。在家庭里面，在小孩子很小、什么
都不懂的时候接受洗礼，这是基督教的
传统。传统就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
之下，让小孩子从小就接受一种信仰，
等他长大以后，懂得自己权利的时候，
再来纠正或改变这样一种生来就传下来
的宗教习俗，也是很难的。国外也有很
多关于宗教的研究，他们也在关心真正
的信仰和信众到底有多少？虽然从人数

上看很大，去教堂做礼拜的很多，但真
正信仰的有多少？这是值得论证的。在
西方文化里面，参加宗教活动，比如做
礼拜或者到教堂去做一些宗教活动，在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交活动，通过这样
一些活动来增进大家之间的互相联系。
西方信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此文
化基础上成长起来，不像中国是以家
族、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传
统。同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日常性的社
交活动较少，宗教活动就成为他们社交
活动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骨子
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有多少，这是值得
考证的。
法国的头巾法案颁布以后，也出现
了一些实际的案例。2004 年 10 月，法
国两名十二三岁的女孩由于佩戴穆斯林
头巾而被学校开除。据报道，这是
2004 年 9 月法国通过禁止人们在学校佩
戴具有宗教象征的装饰物法令后第一起
学生被学校开除事件。据报道，学校领
导层在与学生及家长几次见面劝说她们
遵守新法令无果后做出了这一决定。据
悉 ， 伊 斯 兰 教 的 斋 月 于 10 月 14 日 开
始，这期间所有穆斯林妇女应该佩戴有
伊斯兰宗教象征的头巾，两名女学生被
学校开除正好赶上斋月期间，一方面是
法国政府展示其推行头巾法案立场的坚
决，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激化该国穆斯林
民众的矛盾。
土 耳 其 也 有 一 个 案 例 ： 2004 年 6
月 29 日，欧洲人权法院作出了一个裁
决，该裁决涉及了宗教信仰自由问
题。案情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
有一个学医学的女生，叫莱拉·沙
欣。她戴着面纱，用长袍包裹自己的
身体去上课。但是学校校长决定，如
果她不按照自己的职业要求着装，即
如果她不把头巾、长袍去掉，就不许
她上课。沙欣认为校方的这种要求不
仅违反她的信念，而且违反土耳其宪

法和欧洲有关人权所承认的公民信
仰自己宗教的自由。所以她向欧洲
人权法院提出起诉。2004 年 6 月 29
日，法院驳回她的请求，认为她所
在大学的校长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
做出的决定，并没有侵犯她的个人
自由，而是制止了土耳其的某些极
端组织把自己的禁令强加给大家的
做法。欧洲人权法院支持伊斯坦布
尔大学校长的决定，并建议在教会
的规定和医学 （医学要求从业人员
了解和接触人体） 之间、在幸福而
隐秘的生活与公开工作之间做出折
中选择。
这方面的案例还有很多，包括欧
洲一些国家在有关宗教服饰和宗教符
号这方面的实际案例，如德国、意大
利、比利时等。有些国家有相应的法
规，有些国家有相应的案例。这就给
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
维护公民正当的宗教权利，这个是必
须要维护的，因为宗教信仰是世界各
国都普遍确认的一项公民权利，这个
是不能动摇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
坚持政教分离。现代国家是政教分
离，但要真正坚持政教分离，也是非
常难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是指公民
有信教的权利，也要维护别人不信教
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包含着信仰自
由和不信仰自由。宪法条款虽然是一
个单向规定，但是这个单向规定包含
着两面。就同生育权一样，生育权就
包含着不生育权。所以这是非常典型
的两种权利，两面都包含。

宗教法
在现代社会，国家要保障宗教权
利的实现，同时又要对宗教活动进行
法律规制，就涉及宗教法的有关问
题。但关于何谓宗教法，目前学界还
未能达成共识。有的研究者将宗教所

涉及的规范性的、文字的或非文字的
东西都纳入宗教法范畴，好像宗教就
是宗教法，这一点还需要很好地推
敲。宗教本身是不是就等于宗教法？
我们讲宗教，是指一个信仰体系，它
是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下的规范形式，
即宗教规范。那么，宗教法加上一个
“法”
，怎么来理解它？怎么来理解宗
教规范和宗教法的关系？一般来讲，
宗教教义、教规、经文，它们都是宗
教规范，但它们是不是就是宗教法？
这个“法”在一个什么意义上去理
解？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将宗教规范与宗教法作为两个不
同范畴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两
者的关系。如上所指，所谓宗教规
范，就是指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下的各
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因宗
教信仰体系的不同，佛教有佛教的规
范，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规范，道教有
道教的规范，它们都分属于各自宗教
的宗教规范，在各自的信众中发挥着
作用。因此，宗教规范因宗教不同而
不同；而宗教法，则是指在政教分离
的政体下，国家制定和发布的有关宗
教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属于国家对
宗教问题进行规制的一种法制机制，
它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体现各种宗
教平等理念，不能区别对待。
除了国家制定的宗教法律法规
外，在宗教组织内部，还存在一种自
治意义上的管理法，如“佛教寺院行
政管理法”，这是一种自治意义上的
自我管理系统，这套管理系统所发挥
的作用可能不亚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法
规。这样一种自治意义上的宗教管理
系统，从归属上仍然属于宗教规范，
但从作用上，它区别于作为信仰体系
的宗教本身。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做出如
下分类：第一种是宗教规范，即同信
仰体系密切相关的各种成文的或不成
文的规范体系；二是宗教组织内部制
定的自治意义上的自我管理规范体
系；第三种就是宗教法，即国家对宗
教事务进行规制管理的法律法规体
系。

七夕：
寻觅中国式爱情文化的法律气脉
法路心语
□ 高

岚

乃谓女曰：
‘ 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
听，乃卒为请决，嫁之。”此外，汉代的离
婚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女性的财
产权，由丈夫提出离婚时，允许女方将
出嫁时的财产带走。在再婚上，汉代的
女性也有较大的自由。西汉孔光就曾
言：
“ 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
在皇室贵族中，汉高祖的薄姬原是他人
之妾，景帝的王皇后先嫁他人，生一女
后再嫁景帝。在民间，西汉张负的女儿
先后嫁了数次等等。在《孔雀东南飞》
中，也曾出现过刘兰芝“还家数日”，就
有媒人登门提亲的叙述。可见，不管是
在上层，还是底层，这种改嫁再婚的现
象都较为平常。而这种较为开明的制
度，主要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关，

申请公示催告
送达破产文书
申请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因持
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10400052/27546321，出
票日期为2015年5月21日，出票人为苏州优霹耐磨合材料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常州市正阳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营业部，出票金额为人民币陆万肆仟
伍佰玖拾元零壹角，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0日。自公告之日起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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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梓源化工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内容为：票号为 3130005128783692，出票人为宿迁杰科化学有限
公司，付款银行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宿豫支行，收款人
为宿迁科思化学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3 月 18 日，到期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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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常州郑
陆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
票号为1030004220082822，
票
面金额为42800元整，
付款人为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为2012年11月27日，收款人为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北京招标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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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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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肇庆市肇达电机有限公司因持有中信银行常州分行账
务中心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3020005324155844，
票面金额为50000元整，付款人为江苏环太湖文化艺术城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13日，收款人为常州隽朗家具制造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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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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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汉代虽然提倡忠贞的观念，但并没有成
为道德的唯一准绳，仅仅将其作为一种
崇高的品质以宣扬。
嫦娥奔月的爱情故事，千古流传，
为世人所称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
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
青天夜夜心。”嫦娥深爱着后羿，对于
自己偷食灵药一直懊悔不已，自己独处
于碧海青天而黯然神伤。这是唐代诗人
李商隐对嫦娥离别爱郎后羿、进而飞升
月宫的描述。其实在唐代，有关夫妻离
婚方面的制度已相当完备 。《唐律疏
议·户婚律》 对离婚做了三种规定，一
是“出妻”、二是“义绝”、三是“和
离”。所谓“出妻”，是指丈夫强制离
婚，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七出”、“七
去”
。在 《唐律疏议·户婚律》 中，“七
出”的顺序为：“一无子，二淫佚，三
不事姑舅，四是口舌，五盗窃，六妒
忌，七恶疾。
”唐代的“七出”，实际上
是礼法从维护宗庙继嗣、家族伦理、封

申请人吴江振华特种钢铸造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常
州 分 行 营 业 部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票 号 为
3140005126789988，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整，出票人为常州市兰
陵铝合金装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13 日，收款人为
常州艾伦特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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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虞市天泰不锈钢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昆山农村商
业银行海安支行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办理的出票人为海门市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九州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金额
为 5 万元，票号为 31400051/22541689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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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春应化（常熟）有限公司因遗失招行扬州开发区科
技支行承兑汇票一份（票面金额为 32800 元，票号为 30800053
95625894，出票人为扬州国宇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春应化
（常熟）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出票行为招行扬
州开发区科技支行），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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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亚冶铁合金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该汇票记载：汇票号为 10500053/23222105，票面金额贰佰万元，
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到期日为 2015 年 11 月 11 日，出票
人：汇银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收款人：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坊子支行。申
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发出起六
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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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建等级秩序等方面设置的制度。而“义
绝”，乃是基于夫妻基本人伦的纽带，
关系由“义”相连，无“义”，夫妻关
系就失去了基础。在 《唐律疏议·户婚
律》 中 规 定，“诸 犯 义 绝者离之，违
者，徒一年。
”
“义绝”分为夫妻分别对
对方及亲属伤害的情形。此外，唐代最
有特色的离婚制度是“和离”。“和离”
也，乃双方不能安宁、和谐相处而自愿
离婚的情形。《唐律疏议·户婚律》 规
定，“若 夫 妻 不 相 和 谐而和离者，不
坐。”和离制度，是唐代离婚制度的一
个创新，不仅在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下
是难能可贵，而且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秦香莲告状》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
个故事。讲述的是，其夫陈世美赴京赶
考，并高中状元，香莲携儿女进京寻夫，
闯宫遭逐。之后，其夫陈世美欲派人杀
之。结果，香莲死里逃生，一怒之下，将
丈夫告之官府。最后，其夫判处铡刀之
刑。该故事发生在宋代，涉及有关告诉

方面的问题。其实，宋代的法律就已
经十分完备，
特别是其中的直诉制度，
更值得细细地品味。所谓直诉制度，
讲的是但凡当事人在重大冤情无处申
诉时，可以将情况直接陈述于最高统
治者或特定机构，希望最高统治者能
予以公正审判的一种非常规诉讼制
度。宋代的登闻鼓院、
登闻检院、
理检
使等就是一种直诉的受理机构。宋代
的直诉，分为民事直诉与刑事直诉。
由于社会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
展，宋代的租赁关系以及商品经济较
为发展，
社会的经济关系日益复杂，
民
事经济纠纷不断增加。因此，为进一
步加强对经济的控制，
宋代规定，
民事
纠纷亦可实行直诉。在刑事领域，直
诉就更为齐备。不仅有明确的受理机
构和受理程序，而且其自残的表现形
式也极具特色。据《宋会要辑稿》中记
载：
“ 真宗祥符七年间，某民女因其父
诉田产被杖责，为申父冤，遂钉手诉

均为中国民生银行潍坊分行营业部、出票人均为临朐县鑫德铝
箔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已
受理其公示催告申请。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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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21日（总第6416期）
申请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
申请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 （30500053 23469557、 30500053 23469558、 30500053
失 （30500053 23469501、 30500053 23469502、 30500053 23469560、30500053 23469561、30500053 23469562、30500053
23469503、30500053 23469504、30500053 23469505、30500053 23469563、30500053 23469564、30500053 23469565、30500053
23469506、30500053 23469507、30500053 23469508、30500053 23469566、30500053 23469567，出票日期均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
23469509、30500053 23469510，出票日期均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 到期日均为 2015 年 12 月 10 日，票面金额均为 10000 元，付款行
到期日均为 2015 年 12 月 10 日，票面金额均为 30000 元，付款行 均为中国民生银行潍坊分行营业部、出票人均为临朐县鑫德铝
均为中国民生银行潍坊分行营业部、出票人均为临朐县鑫德铝 箔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已
箔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已 受理其公示催告申请。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30 日内，利
受理其公示催告申请。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3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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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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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
申请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 （30500053 23469588、 30500053 23469589、 30500053
失 （30500053 23469511、 30500053 23469512、 30500053 23469590、30500053 23469591、30500053 23469592、30500053
23469513、30500053 23469514、30500053 23469515、30500053 23469593、30500053 23469594、30500053 23469595、30500053
23469516、30500053 23469517、30500053 23469518、30500053 23469596、30500053 23469597，出票日期均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
23469519、30500053 23469520，出票日期均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 到期日均为 2015 年 12 月 10 日，票面金额均为 10000 元，付款行
到期日均为 2015 年 12 月 10 日，票面金额均为 30000 元，付款行 均为中国民生银行潍坊分行营业部、出票人均为临朐县鑫德铝
均为中国民生银行潍坊分行营业部、出票人均为临朐县鑫德铝 箔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已
箔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已 受理其公示催告申请。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30 日内，利
受理其公示催告申请。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3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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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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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朐君和电磁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 （30500053 23469521、 30500053 23469522、 30500053
本院根据顾劲松、陈丽萍、黄志侠、许晓梅、姚广亮、陈烨、陈辉、
23469523、30500053 23469524、30500053 23469525、30500053 陈鸿惕、吴奶祥、盐城市苏厦建设集团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7月16
23469526、30500053 23469527、30500053 23469528、30500053 日裁定受理盐城市宏润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7
23469529、30500053 23469530，出票日期均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 月29日指定盐城鑫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盐城市宏润置业有限公
到期日均为 2015 年 12 月 10 日，票面金额均为 20000 元，付款行 司管理人。盐城市宏润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12月1日

公 告

送达破产文书

田。”宋代直诉的自残方式有钉手、断
腕、钉脚、自杀等方式。之所以采取
这种极端的方式，多数情况下是因为
申诉者受了很大的冤情，而地方司法
机构又常常以各种原因拖沓，造成司
法不公。此外，宋代还有着浓厚的清
官情结，弱势群体向往为民做主的清
官。因此，为了引起上层统治者的注
意 ，迫 不 得 已 用 极 端 的 方 式 陈 述 冤
情，表达了他们受冤之深，希望以自
残的举动为决心将诉讼进行到底，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目的。
上述故事是中国爱情文化里的
典型。其实，它们传递的远不仅仅
只是爱情本身。一定的情感都是与
一定社会中经济、政治息息相关
的，通过古代爱情文化的法律审
视，相信能有助于我们很好地了解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气脉。
（作者单位：湖南省津市市人民
法院）

前，向盐城市宏润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盐城市迎宾南路
68号；联系电话：0515-88353199、88357007，13905101588，联系人：
徐海成；13505105849，联系人：徐甲成）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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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盐城市宏润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盐城市宏润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12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庭第九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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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件。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滨海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山东利生集团汶上面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裁定受理山东联迪漆业有限公司、济宁鸿业化
工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指定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
理人。山东联迪漆业有限公司、济宁鸿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 2015 年 10 月 26 日前，向山东联迪漆业有限公司、济宁鸿业
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山东联迪漆业有限公司办公室
二楼；联系电话：15965701881 朱律师、15854617902 来律师）书
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
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山东联迪漆业有限公司、济宁鸿
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支付债务或返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上午 9 时在济宁
华东国际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
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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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