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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论
正义论》
》对法官公正审判的启示
□ 牟治伟

法官被称为正义的守护者，其
职责是实现人间的公平正义。然
而，自古以来，关于正义是什么，却
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当代著
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
义论》一书中，对正义进行了深入
而细致的探讨，对法官理解正义具
有启示意义。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
价值，
具有不可侵犯性
罗 尔 斯 在《正 义 论》中 写 道 ：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
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
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
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可
逾越。”正义之所以具有不可侵犯
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也
不得逾越正义的边界，乃是因为正
义本身就是社会的最高利益。人
类社会之所以共存共荣，相互之间
不发生倾轧，正是因为有正义的社
会制度存在。
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
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正义不受
制于各种交易和利益的衡量。对不
正义的容忍，只有在用它来避免另
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
能被容许。
“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
误的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
好的理论，
同样，
使我们忍受一种不
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
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
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
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
”

罗尔斯将正义作为社会制度
的最高美德，这正好与法官的价值
追求相一致。法官是正义的守护
者，其职责是实践法律，对寻求正
义之人使正义实现。对正义的追
求，不仅是法官的法律义务，而且
是其最高的职业操守。
在法官眼中，正义是法律的首
要价值，法律即为具体化的正义，
法官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所作出的
判决，即为正义的判决。法官对法
律 尊 严 的 维 护 ，对 法 律 权 威 的 维
护，就是对正义律令的维护。因为
正义正是立基于法律的权威与尊
严之上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
时时刻刻将正义作为自己最高的
价值追求。因为正义不仅是法律
的美德，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首要
价值。

方能做出公正的选择。法官在审理案件
时，
不可能在思想真空中进行，
摒弃了自
己先前存在的个人经历、
知识背景、
价值
倾向。
对于法官来说，不可能在无知之
幕下进行判决。但是法官在审理案
件时，却应当力戒自身的偏见，努力
做到不偏不倚，
客观公正
问题的关键不是消除偏见，而是
坦白地承认偏见的存在，并力求克服
偏见对法官的影响。法官并不是一穿
上法袍，
就具有了神性，
就摆脱了自身
的偏见，变成一台毫无感情的思维机
器。法官也是人，也具有普通人所具
有的与生俱来的偏见。坦白地承认法
官身上所具有的偏见，努力通过制度
与纪律的约束去克服法官身上的偏
见，才能使法官的判决不受自身偏见
的影响。正如正义原则产生于没有偏
见，公正的判决也需要法官不受自身
主观感情和个人偏见的影响。

正义产生于没有偏见的判
断，
法官应力求做到不偏不倚

程序正义与司法公正

罗尔斯在选择正义原则时，为
了避免人们因为自身的偏见而损
坏正义，假设了一种“无知之幕”。
在无知之幕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
在社会中的地位甚至不知道他特
定的善的观念或他特殊的心理倾
向。无知之幕避免了任何人在正
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中因自然的机
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而获
益的可能性。
正义原则是在没有个人偏见的
无知之幕下被选择出来的。没有偏
见，
方能做出理性的判断；
没有偏见，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列举了一
个分蛋糕的例子来阐述纯粹的程序正
义。一些人要分一个蛋糕，假定公平
的划分是人人平等的分得一份，正确
的做法只要求分切蛋糕的那个人得最
后一份即可。他将平等地划分这蛋
糕，因为这样他才能确保自己得到可
能有的最大一份。这一程序之所以能
说是纯粹的程序正义，是因为它总能
产生一种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平结
果：
平等分配。
在纯粹程序正义中，不存在对正

当结果的任何独立评价标准，而是存
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
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
是正确的或公平的。与纯粹程序正
义相对的是不完全正义，不完全正义
是指依据事先的程序规则所作出的
决定并非必然得出正义的结果，正义
只具有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刑事诉讼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正
义。无论法律对审判程序的安排多么
公正和有效，
即其取证规则、
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都有合乎理性的规定，
审判程
序都不能确保可以在被告已经犯罪的
情况下，
宣判每一个被告有罪。严格依
据刑事诉讼程序得出的结果也可能是
不正义的，
即真正有罪的人可能会逃脱
法律的惩罚。
作为一种不完全的正义，
刑事诉讼
的正当性也许不在于它必须保障每个
案件都必然会得出公正的结果，
而在于
通过严格的程序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
对无辜者的追究。正如罗尔斯在《政治
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说的，
“一些错误在
所难免的，
这部分是由于我们设定了一
个很高的判决标准，并力求不冤枉无
辜；
部分也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人类可错
性和在取证过程中靠不住的偶然性。
然而，
这些错误不能太多、
太经常，
否则
该审判程序就不再公正”
。
司法公正是法官的永恒追求，然
而必须看到的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
的有限性，由立法者所制定出来的法
律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法官在适
用法律时，即使严格依据法定程序，
遵循了所有的诉讼程序，所作出的裁
判也不能保证一定是结果公正的。

法律的缺陷是自始存在的，然而，正是
法律的缺陷，促进了法律自身的进步
与完善。法律的缺陷不是人们不遵守
法律的理由，人们应当努力在法律之
下去促进法律自身的进步与完善。
对法官来说，正义是其最高的价值
追求。法官应矢志不移地追求正义，严
格遵循法定程序，努力使正义的判决在
法律之下实现。但是，由于人类认识能
力的有限性、人类自身的可错性以及人
类身上存在的各种缺陷，使得我们无论
如何都不可能制定出一部完全符合纯粹
程序正义的法律。不完全正义是永远存
在的，在纯粹程序正义与不完全正义之
间永远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
司法公正需要努力向纯粹程序正
义靠近，努力实现纯粹程序正义与结
果正义的统一。我们不能因为人类理
性能力的有限性和法律的不完美性，
就放弃对完美正义的追求。纯粹程序
正义作为一种理想的正义状态，是我
们的永恒追求。利用纯粹程序正义这
一更高的评价标准，可以使我们以批
判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制
度，并在否定与修正中不断向着纯粹
程序正义的理想迈进。我们应当在人
力所及的最大限度内，尽可能多地实
现司法公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金庸武侠中的法律学之四

激愤失手：铁胆庄主周仲英丧独子
□

【情节】
《书剑恩仇录》第 3 回“避祸英雄
悲失路 寻仇好汉误交兵”中，记录了
一场非常凄惨的家庭悲剧。故事背景
如下：红花会的四当家文泰来被清朝
捕快追赶，躲入西北著名的豪杰周仲
英家中地窖，清朝禁卫军统领张召重
通过言语刺激，诱使周仲英年仅十余
岁的儿子周英杰说出了文泰来藏身之
所，从而顺利将文泰来抓走。周仲英
回家后追查事情的前因后果：
周仲英心中打了个突，
对儿子道：
“你过来。”周英杰畏畏缩缩地走到父
亲跟前。周仲英道：
“那三个客人藏在
花园的地窖，是你跟公差说的？”周英
杰在父亲面前素来不敢说谎，却也不
敢直承其事。……
孟健雄眼见瞒不过了，便道：
“师
父，
张召重那狗贼好生奸猾，
一再以言
语相激，
说道小师弟若是不说出来，
便
是小……小混蛋、小狗熊。”周仲英知
道儿子脾气，
年纪小小，
便爱逞英雄好
汉，喝道：
“小混蛋，你要做英雄，便说
了出来，是不是？”周英杰一张小脸上
已全无血色，
低声道：
“是，
爹爹！”
周仲英怒气不可抑制，喝道：
“英
雄好汉是这样做的么？”
右手一挥，
两枚铁胆向对面墙上掷

去。岂知周英杰便在这时冲将上来，
要
扑在父亲的怀里求饶，
脑袋正好撞在一
枚铁胆之上。周仲英投掷铁胆之时，
满
腔愤怒全发泄在这一掷之中，
力道何等
强劲，
噗噗两响，
一枚铁胆嵌入了对面
墙壁，
另一枚正中周英杰的脑袋，
登时
鲜血四溅。
周仲英大惊，
忙抢上抱住儿子。周
英杰道：
“爹，
我……我再也不敢了……
你别打我……”话未说完，已然气绝，
一霎时间，
厅上人人惊得呆了。

【问题】
1.铁胆庄主周仲英是否构成犯罪？
2.是否需追究周仲英的刑事责任？

【解读】
金庸小说的这一段，似乎参照了
近 代 西 洋 文 学 中 ，法 国 作 家 梅 里 美
（1803-1870 年）的短篇小说《马铁奥·
法尔哥尼》的故事情节。梅里美在写
这篇小说时，极有可能想到过亚伯拉
罕杀子这段圣经故事。本案中，如何
界定铁胆庄主周仲英的行为呢？刑法
学理论上，主要存在（间接）故意杀人
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过失致人
死亡罪和意外事件四种争议结果。
故意杀人，
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
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

送达破产文书
申请人河北信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瑞得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已依法裁定受理。
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
确定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为本案瑞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管
理人。
瑞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0日前，
向瑞
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
西路66号中国技术交易大厦A座16层；
联系人：
尹正友、
牛艳飞；
联系电
话：
13311123132、
13366953309；
邮编：
100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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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瑞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瑞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办公区
第2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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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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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015年7月20日，
本院根据北京怡和康健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北京怡和康健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查明，北京
怡和康健商贸有限公司的财产变价款为7000元，
已不足以清偿管理人
执行职务的费用。本院认为，截止2016年12月10日，北京怡和康健商
贸有限公司资产总额347129.84元，
负债总额12245018.04元，
所有者
权益为-11897888.20元，北京怡和康健商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的
条件。北京怡和康健商贸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应当
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5）朝民（商）破字第
37262号民事裁定书，
宣告北京怡和康健商贸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北京
怡和康健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市精益华精密模具厂的申请，
于2018年07月19日裁定
受理深圳市钧达安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万商天勤（深圳）律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 豹
权利罪的一种，
是我国刑法中性质最恶
劣的少数犯罪之一。间接故意指行为
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
的结果，
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
态度。所谓放任，
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
结果的发生，
虽然没有希望、积极地追
求，但也没有阻止、反对，而是放任自
流、
听之任之，
任凭、
同意它的发生。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属于故意伤害
罪的结果加重犯，
它是指行为人明知自
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
结
果却出乎意料的造成了死亡。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由
于自己的过失而导致他人死亡的行
为。所谓过失，在理论上分为过于自
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
信的过失是指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
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
避免；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
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意外事件，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
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行为
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
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件是由于
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认为是
犯罪，这种情况就是刑法理论中所说
的无罪过的意外事件。意外条件虽然

师事务所为深圳市钧达安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市钧达安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2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
田区荣超经贸中心45楼；
负责人：
张志；
联系人：
花季、
殷学胜；
联系电话：
13714977597、
18719051822；
传真：
8302682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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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
深圳市钧达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
钧达安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因债权债务简单，
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重庆事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柳州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裁定受理柳州市骏信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西景耀律师事务为柳州市骏信金属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柳州市骏信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2018年11月9日前，向柳州市骏信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人（通信地址：柳州市柳南区飞鹅路 264 号柳铁文化宫二楼；邮
政编码：545007；联系电话：18177228595；联系人：徐崴）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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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柳州市骏信金属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柳州市骏信金属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
11月23日9时在本院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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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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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淮安市地质矿产勘查院的申请，已于 2018 年 8 月 3
日裁定受理了江苏省新世纪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
并指定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潘建国，联系电话：051184490122、18952801192，联系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正东路 37 号尚

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行为人
对于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在主
观上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损害结果的
发生是由于不可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
原因引起的。
铁胆庄主周仲英向对面墙上掷铁
胆的行为，显然并无杀人或者伤害的
故意，不宜确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
或者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但如何界定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
事件呢？依概念和特点很容易找到两
者的相同点，即客观上均存在死亡的
结果。不同点在于主观方面，过失致
人死亡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过
失，要么是虽然认识到危害后果有可
能发生，
但轻信它不会发生，
即过于自
信的过失，要么就是因为疏忽大意没
有认识到危害结果会发生，即疏忽大
意的过失；
而意外事件，
当事人在当时
的心智状态下，不可能预见到危害结
果会发生，这种危害结果要么是不能
抗拒的外力造成的，要么是极端的偶
然因素强力介入引起的。区分两者的
关键点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应当预见
到死亡结果的发生，即对于死亡结果
有无预见能力和义务。
行为人主观对于死亡结果有无预
见能力和义务以何为据呢？在现实
中，只能以主客观相统一的方法进行

判断。简而言之，即根据当时客观环
境下依行为人的心智状态是否具有预
见能力和义务。具体而言，应充分
分析以下三个方面：事发当时周围
客观存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根据
具有正常生活经验的人，在当时的
情况下应当不应当预见到可能发生
死亡的结果；依据具体行为人的心
智状态来判断。
基于以上分析，虽然周英杰突
然扑向父亲怀里的行为无法预测，但
是周仲英在屋子里有人 （很多人） 的
情况下，过于自信自己的武艺和对武
器的收发能力，将铁胆猛力掷出以实
现对他人的震慑和威吓，显然没有充
分考虑房间其他人的安全，应当承担
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责和相关刑事责
任。
但我国封建社会的定罪量刑显然
与现代略有不同，
根据《大清律例》
“戏
杀误杀失杀伤人”部分的规定，过失
杀 伤 人 的 行 为 比 相 互 斗 殴 杀 人（戏
杀）的处罚要轻，参照斗杀伤罪给付
被杀伤之家的赔偿（主要是管葬及医
药费）。而这里周仲英对周英杰的伤
害行为由于发生在同一个家庭中的
尊亲属对卑亲属身上，行为人周仲英
几乎不需要承担什么刑事责任和民事
赔偿责任。

项审计报告》1份，载明：由于申鹿公司的原始财务账册资料严重缺
失，仅依据管理人提供的从主管税务部门调取的申鹿公司2013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财务数据，显示申鹿公司资产总
额 20823211 元 ，负 债 总 额 56677614.89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为-35854403.89元，已经资不抵债；根据管理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截
止报告日债权人申报债权 75435601.73 元，管理人认定债权金额
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7日（总第7465期）
56677614.89元，公司的可分配财产主要为厂房及土地拍卖款，扣减
友大厦8楼）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 必要的执行及评估费用后金额为20823211元，公司实际负债大于公
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第一次债权人 司的可分配资产，明显已经资不抵债。管理人称，申鹿公司不能清偿
会议定于2018年12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 到期债务，且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向本院申请宣告该
法院大法庭召开（镇江新区大港街道银河路 100 号）。望债权人准 公司破产。本院认为，申鹿公司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现已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参加。
[江苏]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根据申请执行人（债权人）江苏建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8日裁定宣告
公司、徐伟中的申请，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依法裁定受理被执 苏州申鹿服饰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3日，
本院根据泰州金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行人（债务人）建湖盛达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建湖盛达
查明，
神迪机电（泰州）有
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前向 定受理神迪机电（泰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管理人核查后予
建湖盛达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盐城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限公司债权人申报的债权金额为147476355.79元，
司，地址：建湖县近湖镇新建东路 22 号，邮编：224700、电话： 以确认的债权金额为126240315.91元。目前该公司机器设备、电子设
办公设施等动产的评估价值合计1889700元，
尚在变价处置过程中，
0515-86232418、0515-86215037）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 备、
废铁等变价款48199.8元。
本院认为，
神迪机
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 另管理人处置该公司废钢、
且明显缺乏清偿
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建湖盛达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电（泰州）有限公司的现有资产不能清偿全部到期债务，
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能力，
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裁定宣告神迪机电（泰州）有限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9 时在建湖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地 百零七条之规定，
[江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址：建湖县近湖镇冠华路 586 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 公司破产。
沈阳雷记购物广场：本院受理申请人沈阳金源房屋开发
提交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提交授
有限公司申请你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破
权委托书。
[江苏]建湖县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6日，本院根据丁文宾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产清算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若对该申请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裁定受理苏州申鹿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有异议，应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7 日内向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
[辽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鹿公司”
）破产清算。本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指定了江苏新天 院提出。
2018年7月27日，
本院根据山东鲁信临光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申请裁
伦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了该
查明，
山东鲁信临光建材有
公司的债权债务，经管理人申请，经管理人申请，本院已裁定确认无 定受理山东鲁信临光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无任何财产可供分配，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依照《中华人
异议债权7位，金额共计为56677614.89元。经管理人调查，申鹿公司 限公司无账册账簿，
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
已停止经营，其名下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早在本案受理前被拍卖。管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理人委托苏州工业园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申鹿公司截 于2018年8月16日裁定宣告山东鲁信临光建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山东鲁
[山东]临沭县人民法院
至2017年11月6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2018年1月31日，苏州工 信临光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根据债权人王成河的申请，于 2018 年 7 月 29 日受理山
业园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州申鹿服饰有限公司专
东鲁顺煤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山东牡丹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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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列女传·卫灵夫人》记载，一天晚
上，
卫灵公和王妃饮酒，
忽然听到宫门外传
来马车声。马车在宫门停顿了一会后才隆
隆而去。卫灵公便问王妃，
“这是谁呢？”
王
妃认为是蘧伯玉。灵公则反问王妃为何如
此肯定。
这时，
王妃说道，
“按照国君规定，
臣子
经过宫室大门时，当行礼鞠躬，以示敬意。
现在天色已晚，
外面没人，
即使不这么做也
不会被人发现。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
臣子一般都不会下车。但蘧伯玉不同，他
一定要下车行礼。”她分析认为，蘧伯玉是
卫国的贤者，
仁而有智，
敬于事上，
“此其人
必不以暗昧废礼，
是以知之。
”
意思为，
蘧伯
玉品德高尚，他一定不肯在暗昧的地方失
了礼节。后来灵公查询，
果然如此。
由此，
演化出一个成语“不欺暗室”，
用
来赞扬那些慎独自律、光明磊落的人。
乍看来，卫国国君要求臣子行礼致敬
的规定有点繁文缛节的意味，而蘧伯玉的
行为，则给人以机械迂腐的感觉。但置于
那个“礼不下庶人”的时代，这样的规定能
明确君臣关系、维护国君权威，
可视为维系
统治秩序的“礼”的重要组成，当具备一定
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具体到蘧伯玉的“不欺”行为，他是
在“暗室”这种隐蔽的时空环境下进行
的。结合王妃对他的评价，可见，无论在

不欺暗室与法官慎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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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何地，蘧伯玉对制度的尊崇和规矩的
恪守均不会有丝毫改变，能够始终做到言
行一致、表里如一。“暗室不欺”是他品
行的自然流露，也是对“慎独”二字的最
佳注解。
这种“慎独”成就了制度和社会风气，
也成就了蘧伯玉。一是获取了领导的赏
识。对卫灵公而言，他治理国政需要贤
臣。蘧伯玉十几年如一日，
勤勉尽责，
自然
能够获得君主器重；二是赢得了群众的口
碑。蘧伯玉“不舍涓滴”，即便在宫门行礼
这类“小事”
上，
也不放松自我，
进而让自身
的口碑“汇聚成海”，乃至身居后宫的王妃
都对他敬佩有加；三是巩固了干事的舞
台。慎独是对自我的约束，也是对自身的
保护。蘧伯玉按章办事，会最大限度地避
免权力的脱轨偏向，从而能更好地为国家
和民众造福。
“慎独”虽好，但做起来有难度。这
是因为，在“暗室”的条件下，往往存在
着更多管理的死角和监督的盲区，一旦要
求不高，或是自甘堕落，或是难挡诱惑，
很容易在关键处、关键时坚持不住。
对于党员干部的
“慎独”
，
习近平总书记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平时不刻意‘慎
独’
，
不注意防范
‘找上门’
的错误，
老是怀着
侥幸心理去为不可为之事，
非栽跟头不可。
”
对行使司法权力的法官而言，
通过这则
典故，
我们当清醒地认识到，
制度的权威不
仅需要外部监督的强力推进，
更离不开大家
的自觉遵守；个人的声威，不仅需要“有人
时”
的规范，
更离不开
“无人时”
的自觉。
现在，
对法官的要求更严格，
监督机制
更严密，
在“暗室”
的存在越来越窄时，
自身
“不欺”
的功底务必应筑得更牢。在古代先
贤面前，
法官当见贤思齐，
不仅要习惯在
“探
照灯”
下工作生活，
更要在心中点亮一盏
“长
明灯”，
在利益抉择面前走好每一步，
让“慎
独”
成为干事创业、
过关闯隘的
“通行证”
。
（作者单位：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债务人山东鲁顺煤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
人，其处理事务的地址在山东省菏泽市长江路 999 号。自本案受
理之日起有关山东鲁顺煤业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
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
管理人接管其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山东鲁顺煤
业有限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
中止；其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处置。该企业
的所有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在本院中审判庭召开。届时所有
债权人应准时出席。
[山东]成武县人民法院
因中海油湖州新能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已完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裁定终结中海油湖州新能源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鼎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357731221X7）的申请于2018年8月27日裁定受理浙江鼎强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
为浙江鼎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鼎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29日前，
向管理人【通信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
阳区富春街道文居街226号二楼208室；
邮政编码：
311400；
联系方式：
徐波13175015913、徐华13588757371、13868183901】申报债权，
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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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鼎强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
院定于2018年9月30日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1号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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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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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系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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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