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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必守，有弊必除。
——（唐）刘禹锡

《红楼梦》家族规范中的
“男女有别”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
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
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
道 也 。” 产 生 于 两 千 多 年 前 的 《礼
记》，作为国人第一本系统性的人际交
往指南，对男女交往有着一套近乎苛
刻的规定。我们看到，红楼世界里的
人和事，尽可能地体现了“男女有
别”这一原则、精神，也大致反映了
那个时代人们基本的生活风貌。具体
地，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活动场所回避。传统社会
里，男子和女子有各自不同的生活场
所，男外而女内，彼此之间不能随便
出入。例如，第 3 回，写荣府的正室：
“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进
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
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
大字，是‘荣禧堂’”。
那么，它是不是女主人王夫人的
活动场所呢？非也。
“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
在这正室，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
房内。
”
荣府的正室，是贾政待客的地
方，而作为女主人，王夫人绝少在这
里出现。这即体现了“男女有别”的
要求。当然，最典型的是大观园，它
由专人把守，发挥着重要的隔离功
能，除了贾宝玉，没有特殊事由，那
些“泥做的、浊气逼人的”男子一律
不能入内，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女儿主
导的自由天地。这些贵族少女平日里
在此游玩嬉戏、作诗抒怀，貌似风花
雪月、五彩缤纷，可细究起来，她们
所有的活动都被限定在指定区域，过
着 “ 贾 母 处 —— 王 夫 人 处 —— 大 观
园”这样“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 。
第 56 回，平儿笑道：
“这有个原故：姑娘们所用的这些
东西， 自然是该有分例。 每月买办

炽烈的爱情从来只属凡夫俗子，僧
侣们似乎生活在清心寡欲的另一个世
界。不过，这两个世界也并非截然分离
全无交集。虽然热恋中的人们都祈愿
长相厮守，但终究会有“累觉不爱”想抽
身逃离的那一天吗？若然，则舍弃红尘
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吗？或者，如有僧人
不守清规，利用捉刀之便，助人横刀夺
爱，搅乱世间浑水，让这本不平静的情
天 恨 海 更 添 波 谲 云 诡 ，又 当 如 何 处
置？……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要想进退
从容，
谈何容易！
清 官 难 断 家 务 事 ，是 非 功 过 任 评
说。本文现从中世纪欧洲某些法庭的
判例中选取两则在入世和出世之间的
爱情故事，
以飨读者。
故事一：负情债遁入空门，问可否
回头转身？
原告是一位女子，她与被告缔结了
爱情契约。他们已献身于彼此，并按当
时通行的仪式在见证人面前立下海誓
山盟：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应互相忠
诚。但此后不久，两人发生了争吵。尽
管据原告称，只是因为鸡毛蒜皮引起的
口角。一怒之下，年轻人拂袖而去。他
在冲动中加入了一个修道会。
原告想要的是一个了断。她特别
请求判令被告离开修道院，要么再续前

回，言及香菱学诗：
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
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
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
□ 张未然
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
买了，令女人们各房交与我们收
心叹服。 他们都抄了刻去了。
”探春黛
管……没有一个我们天天各人拿钱找人
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
买头油又是脂粉去的理。
”
“说谎的是那架上的鹦哥。
”黛玉探春听
由此，我们明白，因为不能随便走
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
出家门，即便女孩子日用的化妆品，她
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
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挑选，而是由他人代
到外头去。
”
为采买。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许多人常常利
其次，日常交往回避。就日常生活
用炒作手段，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
而言，贾府里的人们时刻注意男女之间
扩散、传播，以求获得广泛的关注。然
的性别回避。用第 65 回中贾琏的小厮
而，探春、黛玉的年代，她们的智力成
兴儿的话说，这些事项叫做“正经大
果只能限定在内部交流的层面。如果流
礼”
。例如，第 13 回，写秦可卿之丧：
传到外面，且不论诗歌的创作水平，她
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 亲友来的
们很可能面临“闺门不谨”的负面评
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 价，因此，探春、黛玉都极力向宝玉强
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闻
调，她们写的诗是不能拿到外面去的。
人报：
“大爷进来了。
”唬的众婆娘唿的
正是严格的信息隔离，限制了女性的视
一声，往后藏之不迭 ，独凤姐款款站
界，禁锢了她们的思想和观念，也极大
了起来。
地影响了她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在这
第 48 回，写薛蟠远行：
方面，我们看到，探春、湘云、黛玉等
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 在书
人都表现出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及匮乏，
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 自己在后廊
而宝钗则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如第 56
下，隔着窗子，向里千言万语嘱托张德
回，探春说了“外行话”：
辉照管薛蟠。张德辉满口应承，吃过饭
“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
告辞……
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宝钗笑
像上述描述，在我们今天，这几乎
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
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然而，它却是那
姐，原不知这事……”
个时代人们真切的生活，非但不违
第 57 回，
湘云、黛玉不认识“当票”：
“礼”
，恰是合乎“礼”的。
一语未了，
忽见湘云走来，
手里拿着
再次，隔绝内外信息。《礼记·内
一张当票，口内笑道：
“这是个账篇子？”
则》 云：“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
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
言不出，外言不入”，“外言不入于梱， 道：
“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
内言不出于梱。”所有这些，都意在强
教人的。
”
宝钗忙一把接了，
看时，
就是岫
调，男人谈的事情不得让女人知道，女
烟才说的当票，
忙折了起来。
人谈论的事情也不可让男人知道。街谈
这里，宝钗之所以在社会知识方面
巷议不得带入闺房；妇女在闺房所讲的
具有比较优势，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家庭
话也不得拿到外边宣扬。例如，第 48
环境（薛家属于皇商）使她有机会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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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实践之中，从而较少地受到男女
之间信息隔离的影响。由此，当探春说
“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
草根子，都是值钱的”时，这表明了她对
闺阁之外的知识的敏感，
是其精细、聪明
之处。她虽然终日被封闭在闺阁之中，
但这并没有使她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能力。
第四，
禁止情感沟通。准确地说，
传
统社会里，并不是要禁止男女之间沟通
情感，而是禁止他（她）们私下里进行沟
通，
要沟通的话，
就须符合礼法规定的样
式。这就是所谓“发乎情而止于礼”
。除
了无休止地试探，
惴惴不安地担心未来，
即便彼此深爱，
宝、黛两个人始终没有勇
气再向前跨出一步，
甚至，
他（她）们连向
贾 母、贾 政 夫 妇 袒 露 心迹的勇气都没
有。因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即便内
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都是逾礼的。此外，
透过薛蝌与邢岫烟、宝钗与宝玉婚事的
描写，我们看到，即便定亲之后，这种禁
止也丝毫没有松懈。第 57 回，
写道：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合
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贾
母因说：
“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
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
姑，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儿，正好亲香
呢。
”
邢夫人方罢。
这里，
薛蝌和邢岫烟的婚事一定，
邢
夫人马上就要把后者接出大观园，为的
是避免两人可能的私下碰面和接触。只
是由于贾母根据实际情况，认为即便住
在大观园里，
两个人也没有见面机会，
邢
夫人才打消了起初的想法。第 90 回，为
了排遣心中的苦闷及感慨命运对未婚妻
的不公，薛蝌还写了一首诗：
“蛟龙失水
似枯鱼，两地情怀感索居。同在泥涂多
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虚。
”
其实，
这首诗的
字里行间很值得推敲，薛蝌和邢岫烟同
住在荣府之中，
怎么能算作“两地情怀感
索居”
呢？两人根本就是在“一地”，
这样

说来，薛蝌错了。然而，如上分析，即
便他（她）们两人同住在荣国府，可是
从订婚至结婚这段时间，两人也根本
没有见面的机会，
这么说来，
真的可以
算作“两地”了，薛蝌又是正确的了。
一向知书达理、模范地遵守传统礼法
秩序的薛宝钗，当然在这方面不会降
低自己的行为标准。第 95 回：
宝钗也知失玉。因薛姨妈那日应
了 宝 玉 的 亲 事 ，回 去 便 告 诉 了 宝
钗……宝钗自从听此一说，把“宝玉”
两个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虽然听
见失了玉，心里也甚惊疑，倒不好问，
只得听旁人说去，竟象不与自己相干
的。
按照礼法，
经过订婚程序，
两个人
就成了未婚的夫妻关系。按理说，关
系得到了认可和确定后，男女双方之
间的情感交流会变得更频繁、密切，
然
而，我们看到，事实恰恰相反，订婚后
的两个人更要注意回避。这里，当薛
宝钗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贾家的媳妇
后，
对贾府的事务事事回避，
即便宝玉
生病也不过来探望，甚至连宝玉的名
字也不提及，
硬是装出一副素不相识、
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
综上，结合文本，笔者归纳了传
统社会里“男女有别”原则在生活中
的一些具体表现。阅读 《红楼梦》，
如果我们不留意这些制度，就很难理
解其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如果对这些
制度缺乏基本的认知，我们也很难理
解文本所反映的社会风貌。那么，我
们怎么看待和评价这些制度呢？
对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总是
习惯 “标签化”地解读，认为这是
传统社会里的“糟粕”
。 事实上，如
果立足当时的语境加以审视，我们也
应该看到，这些制度的被“发现”以
及在这片土地上的长期实践，表明其
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古人在

中世纪欧洲判决的两则爱情故事
法人茶语
□ 谢可训
缘，要么让她从誓言中彻底解脱。她希
望全心去爱，或者重新再爱——如有必
要的话。即便情况确实如此，她也想亲
口听他说他新的精神之爱已经永远取代
了他对她的情欲。正所谓新欢驱旧爱。
修道会代替年轻人进行了答辩。他
们说他的入会仪式业已完成，他已发誓
遁入空门，现在他最不需要的是被他过
去的错误、曾经的爱人及其他荒唐的情
事所袭扰。特别是，这个新入会者宣誓
的誓词之一便是不再与任何女性来往。
他已发誓不再和女人见面或说话，现在
想要打破誓言为时已晚。毫无疑问，根
据誓言他也彻底断绝了与原告的关系。
这一清楚而无可辩驳的结论无需重复。
被告割舍了生活也割舍了爱，他摒弃了
世界也摒弃了女人。
原告的答复首先是，
根据她的经验，

送达执行文书
张明权：本院受理惠州市大亚湾丰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与张明权、张中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委托惠州市博
邦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位于惠州市惠阳区经济开
发区一环路恒和苑 3#楼 707 号房产（所有权证号：1110003955，
建筑面积 72.16 平方米）进行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博邦房估字
AH[2018]第 050047 号评估报告及执行裁定书（内容为拍卖该评
估报告书中的房地产），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本院将依法公
开拍卖，并不再另行公告通知拍卖机构名称及拍卖其他相关事
宜，直至拍卖或变卖结束。本案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担保物权人、
优先购买权人等，有意参加竞买者，届时请注意查看当地报纸的
拍卖公告。 [广东]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包洪波、廊坊市凝达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于
艳红与你们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现向你们送达(2017)冀
1003 执 2176 号执行通知书、
（2017）冀 1003 执 2176 号报告财产
令、督促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
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沈艳宝、沈圣钧、王秀芳：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黑龙江龙
信典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沈艳宝、沈圣钧、王秀芳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特发布本公告，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黑 0102 执 2589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拍卖孙占凤名下位于
哈尔滨市道里区松滨里小区 11 栋 20 单元 2-3 层 1 号房产），限
你们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司法文件，逾
期未领取视为送达。进入拍卖程序后向你公告通知如下法律程
序：1、到本院领取参与第一次拍卖通知书，具体时间以哈尔滨市
道里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
bao.com/0451/07；户名：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公布的时间
为准。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到本院领取参与第二次拍卖通知书，
具体时间以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451/07；户名：哈尔滨市道里区人
民法院）公布的时间为准。3、如第二次拍卖流拍，到本院领取变卖
裁定书或抵债裁定书。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刘宏彦、黑龙江省天诚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黑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把被告的誓言看得太重是危险的——不
管是对她的还是对修道会的誓言。他易
于冲动行事，
此前他也已自食其言。
其次，
她只想让他面对她，
告诉她一
切都已结束，
他说的话也不算数，
这样她
就能从誓言中解脱出来。他应当亲自出
庭，
按照绝交的适当礼仪，
撕毁他们之间
的情书并解除誓言。
判决如下：修道会须将被告本人带
至法庭。他们可以蒙住他的眼睛，这样
他就无需面对自己的旧情人，但仅此而
已。此后修道会的人应离开法庭，让年
轻人自己向原告陈词。此判。
感情的事勉强不了，
法律也不能强人
所难。情海风波恶，
人间行路难。人们应
做能做的仅仅是，
忠于自己的内心。而这
样做的前提又是，
要清楚自己的内心究竟
想要什么。所以，
请不要忘了希腊人的古
老教诲：
认识你自己。有道是：
若然不胜世间烦，
山盟海誓为哪般？
一朝情海风波起，
欲弃红尘也万难。

龙江昆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黑龙江省天诚农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富裕县海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刘宏彦合同纠
纷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胡纯来：本院在执行本院在执行刘正国与胡纯来、胡纯友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作出（2017）鄂 0111 执 626 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胡纯来名下位于黄石市黄石港
区天瞬金港明珠 8 幢 1 单元 25 层 133 号（黄石大道 1341-8-1133 号）的房产。并委托湖北永信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
限 公 司 对 上 述 房 产 进 行 评 估 ，现 作 出 永 信 行 估 房（2017）第
00180 号估价报告书，评估总价人民币 54.65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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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执行
裁定书及估价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
定书及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如对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薛维强：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未履行本院（2014）
中民初字第80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现已报请辽宁省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华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你
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先进街道自然天城B3号1单元24层1号房屋进
行评估，评估结果为市场价值人民币56.13万元。现向你送达本院
（2014）中执字第1566号执行通知书（附风险提示书）、辽宁华鼎房
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华鼎房地估字【2018】第HD169号房地产估
价报告、
（2014）中执字第1566号民事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薛维强
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先进街道自然天城B3号1单元24层1号房屋）。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自送达之日
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异议，本院将依法对上
述房屋强制执行。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张韶东：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大连
分中心诉被告张韶东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大连分中心申请执行(2017)辽0202民初4928号民事
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辽0202执2437号执行通知书、风
险提示、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失信决定书、限制消费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现责令你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逾

故事二：
深套路偷心窃爱，
假传书拆
散鸳鸯
原告是一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被
告是他的一个密友，原告和被告分享了
很多秘密。两人形影不离，原告对被告
百分百信任，
向他诉说内心的秘密，
包括
讲述自己的感情生活，被告则专心倾听
并抚慰这位因陷入与一位绝色女子的异
地恋而饱受煎熬的朋友。被告对朋友的
痛苦和渴望似乎感同身受，为他提供一
切可能的帮助。被告终于从朋友口中探
知了那位女子的芳名。他于是利用已掌
握的有关她的一切信息去引诱、
追求她。
给予致命一击的是一封假书信。被告
瞒着原告，
找到一个欠他人情的僧人，
并说
服这个僧人伪造了一封冠以原告之名的盖
印信函。在这封假信中，
原告告诉女子说
他们的感情已经结束。当然，
这些全不是
他的初衷，
他根本不可能说这些话。
信由僧人送给了女子。女子读信之
后 一 度 昏 厥 ，并 在 一 段 时间内卧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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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未履行义务的，应如实向本院
报告近1年的财产情况，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
报告的，本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罗培华：本院依据已生效的(2014)成民初字第2533 号民事判
决，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张辉申请执行你民间借款纠纷一
案，立案执行标的3041600元、执行费32816元。执行中作出(2016)
川01执1432号裁定，查封被执行人你（按份50%共有人杨香华）名
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茶花街488号7栋2单元28楼2802号的房产。
经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成都兴良信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
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成兴房评(2018)第01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17440元，评估总价为193.13万元。执行中依
申请作出(2016)川01执1432号之三执行裁定，拍卖上述房产。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评估报告及拍卖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本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房产，拍
卖裁定即发生效力。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严超元、曾祥红：本院受理宋利刚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权文
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川 0114 执恢 78 号案评估
报告，被执行人严超元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黄金东二路1栋
1 单元 9 层 904 号房产（合同签约备案号：729594)评估价为 121.84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若对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新都龙虎电器设备厂、王英武：本院在执行成都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龙虎分理处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案号(2018)川 0114 执恢 64 号]。依法查封了王英武所有的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福音巷 27 号房屋。经委托四川通和土地与
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该查封物进行评估，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作出评估报告书，评估价为 105.84 万元。现依法向你们送

起。她无从得知此信系伪造，她对之
深信不疑，以致痛苦不堪。被告去看
护病中的女子，并借此逐渐博得了她
的好感。在女子健康恢复之际，她和
被告已经成为情侣。
原告对这些假信一无所知，事实
上他也想象不到他的爱人经历的这一
切，
所以下次见面时，
他仍像往常一样
接近她，但她却不理不睬冷若冰霜。
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她回答说自己宁
愿置身火海也不愿再对他说一句甜言
蜜语。之后每次再碰到原告，她就和
被告一起对他公开嘲讽，并在他离开
时对他大肆辱骂。他无法理解她的行
为，便最终走上法庭去讨个说法。为
了解释自己愤怒的缘由，女子拿出了
假情书，
这便是本案的由来。
被告被责令出庭，但他却逃往修
道院寻求庇护。法庭进行了缺席审
理。在听取申诉并审查证据之后，法
庭判原告胜诉。信件被象征性地拿到

达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报告
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新都区人民法院
提出异议。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杨香玲、
闫家立：
本院在执行汤金锁申请执行你们、
金牛区红尊轩
家具经营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案号(2017)川0114执3562号]。
依法
查封了被执行人你们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88号1
栋11楼层1107号房屋（权2919407）、1108号房屋（权2919412)，经委
托博文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2套房屋进行评估，于
2018年5月8日作出评估报告书，
该2套房屋评估价为387.02万元。
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评估报告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
如对
本报告弔甭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新都区人民
法院提出异议。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裕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林明刚、吴兴英、康汉川、朱鸣
德、高冬琳：本院受理彭晓猛提出的关于成都市武侯区民丰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异议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川0116执异76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
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张浩：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
请执行（2017）津 0104 民初 10356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津 0104 执 275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
高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马永山、李德芬：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7）津0104民初724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津0104执277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限制高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石磊：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执
行(2017)津 0104 民初 9593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津0104执264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构建家庭以及社会秩序方面的持续性
努力。众所周知，传统社会是熟人社
会，人们基于亲缘关系聚族而居，人
口很少流动。那么，在一个很少自然
流动的小型社区，“何为个体需要的
最基本的秩序？如何形成、维系和保
持最基本的秩序？”这个问题就变得
尤其重要，甚至，在人类社会早期，
这也是个普遍的问题。在 《纲常、礼
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
制度性理解》 一文中，苏力教授把这
一问题，称为“安提戈涅问题”。在
他看来，安提戈涅最大的痛苦不是外
部世界的：亲人 （父母兄弟） 的相继
离世，城邦政治动荡，或克里翁不让
她安葬自己的哥哥。她最大的痛苦是
内心精神世界的：俄狄浦斯王弑父娶
母的真相暴露，完全摧毁了安氏界定
自己与生活世界的坐标系、参照系。
毕竟，“没有基本的秩序，就没有社
会生活和社会制度，每个人都无法安
排自己的生活，无从理解自己生活的
意义。”而“子弑父”、
“少凌长”的社会
实践及安提戈涅寓言一再表明：血缘
的秩序维系功能不总是有效的。
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早期儒
家学者提出了“齐家”这一系统性的
方案来回应这个问题，其中，就规范
男女关系，他们倡导“男女有别”、
强调践行严格的性别回避，来“防止
性的冲动和僭越， 防止小社区内经
常交往日久生情”，从而尽可能地防
范社区中出现“安提戈涅问题”。可
以说，儒家的这种秩序建构的努力大
致上是成功的，很多时候，它只是表
现为一种家族法层面的规范，不见得
是正式的法律制度。然而，它却比正
式的制度更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
日常生活，不但反映在红楼的世界
里，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心
理，进而沉淀为一种“身体记忆”。
卢梭说，真正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
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
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在这一意
义上，它是真正的法。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文学
院）

法庭上撕碎并焚烧。该女子被判令与
被告断绝关系并向原告赔礼道歉。法
庭缺席判决，判令被告手持火把赤足
行走于女子的室外，当众宣布自己错
误、恶意且不当地欺骗并背叛了自己
的朋友。他应当认罪并寻求宽恕。此
外，
被告还被判令支付了一大笔罚款。
鉴于本案的严重性，僧人也因其
在背叛中所起的作用而被带至法庭。
法庭当着他的面宣布，凡与爱情有关
之事宜，任何人一概不得将其使命或
信函托付于僧侣办理。修道院并非传
达世俗之爱中驳杂信息的适当途径。
情侣们如果不想上当受骗，就应另觅
表意传情的更佳方式。
中世纪时的修道院是各类文书的缮
写室，
教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抄写员
的培训，
也控制了大部分文书的写作，
所
以由僧人来撰写和传递情书也就不足为
怪了。但本案中的僧人以假传书信的方
式干预并扭曲世俗之爱，
实属不守本分
的行为。另外，
从一定意义上说，
原告也
因疏于防范，
才给了他那位别有用心的
朋友可乘之机。他早该明白勿与太多密
友分享爱情的道理。有道是：
友情爱情孰更真？僧世俗世共浮沉。
爱恨由来差一线，
最怜天下有情人。
（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周文凤、
薛丛峰：
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依法委托深圳市融泽源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对薛丛峰名下所有坐落于静海县大邱庄镇黄山路30-202一套进
行评估，
现已作出粤深融资评字（2018）TJ第0502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现予公
告送达，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
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价的，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陈银苹：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执行
（2017）津0104民初1034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津0104执268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张建臣：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执行
（2017）津0104民初10404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津0104执276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张凯华：
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张凯华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
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执行（2017）津
0104民初9766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04执2315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即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
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王金国：
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王金国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
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执行（2017）津
0104民初9822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04执2314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即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
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林鹏：
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林鹏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
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执行（2017）津0104
民初9964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04执2286号执
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即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
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