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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
—— （东汉） 班固

明代司法官如何认定事实
——品读《柏桦讲明代奇案》中的裁判方法
□ 睢晓鹏
事实认定为什么难？

有明一代，各府州县官平均年结案
2000 多件，全国有府州县 2000 余个，
一年案件近 400 万件。浩如烟海的司法
案件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司法智慧。
《柏桦讲明代奇案》 即是这些案件的撷
英，它选取的 56 则案件，或事奇，或
人 （裁判者） 奇，或审理过程奇。该书
是柏桦教授于中央电视台 《法律讲堂
（文史版）》 节目中讲稿的整理，作者
著书的目的是“分享其中蕴含着的深厚
法律文化，为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
化而尽微薄之力。”不过，“有一千个
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著作的
出版，即意味着接受不同的读者站在
不同的立场所作的不同的理解。将本
书作为了解明代司法故事的案例选当
然无可厚非，同样，将本书作为观察
明代司法官事实认定之方法的素材
库，想来也并未过于悖离作者讲座与
撰述的初衷。

的是依赖人证，但在有些案件中，并无
人证可资拷问。比如成化年间，山东滕
县有一沈姓富户之子沈时彦，有人半夜
发现他被人用斧子劈死于半山亭。尸体
周边有血脚印，
顺血迹寻找，
找到木匠徐
荣的家，
徐荣仍穿着带血的鞋，
在徐荣家
未查获凶器。此案中，证人是事后到达
现场，
没有目击杀人，
只是由血迹推测是
徐荣杀人；
而若徐荣乃杀人者，
则应该注
意到脚上的血迹，不会明目张胆的穿着
带血的鞋子回到家中，甚至连带血的鞋
子都不换，
这些显不合常理。因此，
这个
案件是一个证据缺失的无头案。
另一方面，证据模棱两可。有些证
据，
既可以得出此结论，
也不能否定彼结
论。比如嘉靖末年，福建崇安县财主叶
毓因无子招游吉为赘婿，孰料六十岁时
与其妾月梅生下一子自芳。四年后，叶
毓病重，
为避免儿婿相争，
留下遗嘱。因
明代并无标点符号，
断句不同，
意思就可
能相异。对于遗嘱的最后一句，女婿游
吉认为遗嘱所写为“已拨家财，婿自收
执，
全与幼子无干，
女婿之事悉遵前约为
照”
；
儿子自芳认为所写为
“已拨家财，
婿
自收执，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悉遵
前约为照”
。可以说都有道理，
这无疑增
加了认定事实的难度。

听讼断狱，既有一目了然的简案，
当然也不会缺少辗转纠结的“难办的案
子”（苏力语）。案子之所以难办，或是
因为事实认定之难，或是因为法律适用
之难。本书所提到的案件多属于前者。
每一个案件都是对历史事件的法律重
构，
裁判者既未亲历，
便只能依靠当事人
的陈述和证据。然而，当事人的陈述并
不可靠，而证据又时有获取困难或模棱
两可的情形。这些因素构成了事实认定
的困境。可试举本书中的例子以作说
明。
其一，当事人陈述。两造争讼，或
凶嫌受审，事关当事人利益甚巨，因而
为多获利益，或少受损失，或逃避责
任，当事人会有意无意地尽量陈述有利
于己的事实，回避于己不利的事实，甚
至捏造事实、掩藏真相。举书中一例：
嘉靖七年，四川广元府裁缝华成状告本
府富豪安其昌强奸其妻并将之杀死。事
实上，出于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华成
隐瞒了其纵妻卖奸的事实。事实是：安
其昌垂涎华妻绰约窈窕，与华成协商达
成出银五两与其妻巫山一度的意向，孰
料华成之妻在约定的卖奸之夜被杀身
死。华成隐瞒这一事实，对案件的处理
厘清疑点：大胆设问
颇有影响，盖富豪安其昌既愿意出钱买
春，钱货两讫，何必要动手杀人？既无
每一个案件都是一个历史事件，倘
杀人的动机，则基本上可排除安其昌杀
若当事人都各守其本分，又无外力的介
人的嫌疑。
入，则自然相安无事，诉讼无所生焉。
其二，证据。当事人的陈述既然并
不过，社会生活这件“织物”，并不总
不可靠，当然要参酌证据材料予以甄别
是“丝般顺滑”，它不时地会产生诉讼
采认，问题是证据材料常有缺失，也有
纠纷等“皱折”（借用丹宁勋爵的著名
模棱两可的情形。
比喻）。案件审理的过程，就是法官熨
一方面，证据材料时有缺失。明代
平这些“皱折”的过程。当然要知道
尚未形成现代成体系的证据规则，更多
“皱折”产生的原因，以确定审理的方

《说文解字》 将“恤”解释为“忧
也。收也。”是指人们产生恻隐之心的
时候，就能感同身受去怜悯他人。
“恤”与“刑”连用，即为对罪犯施以
刑罚时，要存有悯恤之意。恤刑最早见
于 《尚书·舜典》：
“钦哉，钦哉，惟刑
之恤哉！
”唐代孔颖达疏注曰：“忧念此
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此即审
判要公正谨慎，用刑要悯恤不滥。明代
丘浚的 《慎刑宪》 系统地阐发了古代慎
刑、恤刑的思想，其目有“申冤狱之
情”、“慎青灾之赦”、“存钦恤之心”、
“戒滥纵之失”等。

等；刑之减免，如恩赦及因其他事由的
减免，存留养亲和留养承嗣制度。

恤刑的范围

中国传统道德观

恤刑体现为对老幼妇疾、狱囚的怜
恤，并且从广义上体现在刑典的从轻、
刑罚的延缓执行和各种赦宥的规定等方
方面。如死刑的恤刑是指我国古代起到
慎杀作用的死刑复奏制度；对议、请、
减、赎者，老小疾病、妇女等的恤刑；
从轻法，如法令变更时，恒从轻法；赦
前断罪不当者，亦从轻法；数罪的恤
刑，如数罪俱发，只从一重或一等科；
更犯时，累役不过四年，加杖不过二百

“道”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道的基本构成是“阳”与“阴”，阳在
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形成“阳主阴
从”的结构。由于阳代表德性，
阳主意味
着属性依德。古人认为，万物的原理是
道，属性是德。张中秋先生指出
“传统中
国法的道德原理表现到法律原则与规范
上，可以简单地用‘三纲五常’来概括”。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

欺凌外乡人，因此断定汪元所称属
实，并将范达押入大狱。王知县在断
此案时，就带有“天下缺少好心人，
捡拾到银两焉能归还”的偏见。多亏
建宁府知府邵廉，他听取申控后，认
为范达是开豆腐店的小户人家，上有
老母，下有娇妻，不太可能抢夺人
财；况且，邻居都作证见到汪元诬
赖，王知县却不提讯相关人证，故此
案原审存疑。以此为线索，邵知府最
终审得范达归还拾银，反遭失主汪元
诬赖的事实。

还原事实：小心求证
厘清疑点是一种大胆设问，其目
的是确定案件审理的方向。但是，更
重要的是查明案件的事实，也即对设
问的小心求证。明代司法官还原事实
的步骤，一是探求真相，二是获取招
供。
首先，探求真相。明代没有明确
的侦查和审判的区分，司法官同时也
兼负侦查职责，故其探求事实的理念
和方法与现代审判颇有不同之处。从
本书中，我们看到司法官穷尽了各种
方法探求真相，比如微服私访、安插
卧底、钓鱼执法、装神弄鬼等等。试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微服私访的例
子。洪武十一年，在一件有关“贞洁
烈妇”的命案中，婆婆声称儿媳为夫
殉节，申请旌表。陕西延安府知府与
同知 （副知府） 分别装扮成贩枣客商
和货郎，深入男方和女方所住的村子
调查，最终查知寡妇周氏与人通奸，
在其子死后，儿媳守孝期间，协助奸
夫强奸儿媳，儿媳受辱后自缢身亡，
并非婆婆所称为夫殉节。二是安插卧
底。万历二十三年，福建南平府永安

中国古代恤刑思想的渊源
法治视野
□ 张

泽

纲，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我国古
代的法律以人本主义和法自然作为立法
和执法的最高准则，推行伦理教化和执
行刑罚，
殊途同归，
终使人达到与天地合
一，上下同心，以期实现人人自律，备礼
守法，使刑罪不用。因此在构筑法律体
系的框架时，也充分注意了礼治与刑罚
的综合为用 ，恤刑思想 也便 应运而生
了。通过恤刑体现统治者的宽恕、仁慈
之品格有利于社会正统伦理道德的发
展。同时在原有的刑罚上给予弱势群体
宽待，
体现了法律威严中的人情，
也符合
大众对弱者同情的道德理念，减少了他
们对残酷刑罚的恐惧和厌恶之感，从思
想层面上实现统治目的，恢复良好的社
会秩序。

民本和仁孝的观念
《尚书》 有言：
“民惟邦本，本固邦

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410元，
保
全费5,000元，
公告费2,800元，
共计34,210元，
由被告大连永星五金钢材
被告大连永星五金钢材有限公司于执行时
吴吉刚、王赛群、金有绿、任志敏、田茂英、蒲清泉、彭兴萍、金异、 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给付，
被告辽宁融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贾云俊、
殷存斌、
王海蓉对
朱正军：
原告贵阳云岩富民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一并给付原告）。
公告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纷五案，
因你们无法联系，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2018）黔0103民初401、 上述案件受理费、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712、
713、
2467、
2558号送达民事判决书。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 15日内，
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
李传博：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国芹诉被告赤峰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
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原告
被告李传博、
第三人刘振东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
可在2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判令被告李传博于本
贵阳市南明区庄军商贸有限公司、贵州乾宝通汇融资担保股份 公告送达本院（2017）内0404民初5035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李传博偿还原告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属支行诉你们金融 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孙国芹人民币150000元；
其欠第三人刘振东220000元货款中的150000元即予消灭；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黔 150000元后，
案件受理费
0103民初6967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驳回原告对被告赤峰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由被告李传博负担。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如不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1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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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服本判决，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了申请人宁波丰茂远东橡胶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 上诉，
加小军、
张月娥、
加鹏、
封小娥、
郭怀雄、
封卫刚：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
请，对其遗失的票号为3130005227148310，付款行河北银行保定分
刘霞、
加小军、
张月娥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行，出票人河北宏立至信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定州宏 李海东、
原审被告加鹏、
封小娥、
郭怀雄、
封卫刚金融借款合同纠
立至信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15年12月2日，
汇票到期 司子洲县支行、
现已审理终结。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
日2016年6月1日，
票面金额106912元，
持票人为申请人的可背书转 纷一案，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
让（已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 告送达（2016）陕08民终3418号民事判决书。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8）冀0602民催 即视为送达。
2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对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新疆天山红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新疆胡杨河番
大连永星五金钢材有限公司、
辽宁融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贾云俊、
王
茄制品有限公司、
新疆柳沟红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新疆北纬阳光番茄制
海蓉、
殷存斌：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技术产
品有限公司、
新疆昊汉制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新疆天山红番茄制品有
业园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限公司、
天津天保世纪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
（2018）辽0293民初5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大连永星五金钢材有限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终617号、
（2018）最高法民终618号应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将于公
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借款本金2,351,352.61元及利息（截至2018年
告期满后的第2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2月2日利息为99,942.37元，
自2018年2月3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
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息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
被告辽宁融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贾云俊、
王海
福建邦盛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宇星实业有限公司、
杨安波、
福安市天
蓉、
殷存斌在第一项给付款项的范围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伟伦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鼎邦房地产开发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有限公司、
郑陈雄：
本院受理上诉人上海成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被上诉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送达裁判文书

向。案件存在的疑点或争点，就是案件
审理的方向。厘清疑点是一种大胆设
问，要依赖司法官的经验、智慧，基于
常理，并剔除偏见。在本书中，我们看
到，凡是处理适宜的案件，司法者都准
确地厘清了案件的疑点所在。相反，在
仅有的几件“葫芦案”中，正是司法官
错误地确定疑点才导致了冤狱的产生。
正面而言，司法官准确地厘清疑点
可以确定审理的方向。比如，宣德七
年，温州知府何文渊遇到一件奇案，富
豪袁圣的妾及妾所生儿子与袁圣之妻于
重阳节聚餐后一同死亡，袁圣之妻声称
妾及其子系食用醉蟹过量以致腹泻不止
死亡，族长、里长翻检尸体后并没有报
官，而是同意将尸体掩埋。何知府发现
疑点：首先，袁妻称妾母子三人食用醉
蟹过量而死，但醉蟹是温州人非常喜欢
的食物，除胃寒者及孕妇不宜食用外，
其他人食用过多虽会腹泻，但不会致
命；其次，族长、里长虽然同意袁妻掩
埋尸体的要求，但族长在翻检尸体之
后，即提出告知里长，准备报官勘验，
里长则在袁妻的要求下，让族长做主埋
葬，想必族长、里长知道什么隐情。据
此，何知府开棺验尸，深追细研，最终
查明袁妻妒恨妾及其二子，以砒霜毒死
母子三人的真相。
反面而言，司法官的偏见可能导致
冤狱的产生。隆庆年间，福建建宁府建
安县豆腐店店主范达捡到 40 两的银包
一个，交还失主徽州客商汪元，汪元验
视 后 却 说 银 包 中 原 有 85 两 ， 为 此 成
讼 ， 汪 元 告 诉 称 范 达 劫 掠 其 银 两 85
两，仅夺回 40 两，请县太爷做主追回
失银。承办案件的王知县认为，到手的
银子岂有再肯归还失主的道理，范达母
亲、妻子及邻佑与其亲亲相互，肯定是

宁。”夏、商的神权法思想为统治者出
入人罪、罪行擅断主义带来了方便，将
法律推向了神秘的重刑主义。周朝统治
者在总结夏、商的亡国教训时认识到，
单靠神权已不足以维系统治，因而周公
提出了“以德配天”的主张。西周在
“敬天保民”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影
响下，制定了各项恤刑政策与措施，其
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制定了“三赦”和
“三宥”之法。
“仁”是儒家基本思想范畴的中
心，但最具代表性的解释即是“爱
人”，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和“为
政以德”的主张，治国须“宽猛相
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皆有同
情悯恤之心，统治者执行刑罚便会怜悯
罪犯，会法外行仁以减轻对罪犯的刑
罚，这种法外行仁以减轻刑罚的行为即
是恤刑思想的渊源之一。

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主
张阐明民本思想，“以礼义治之者，
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
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为政者就不能动辄施刑，且在施刑时
也要存有悯恤之心。
同时，儒家倡导以“孝”治天
下，强调“尊尊、亲亲”的纲常伦
理原则。统治者所施行的诸如矜老
恤幼、亲亲相隐、轻侮法以及复仇
得以赦免的政策体现了对孝子的尊
敬 怜 惜 ，“ 存 留 养 亲 ”“ 存 留承祀”
等孝行则直接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恤刑
思想。

天人、阴阳的世界观
我国刑罚制度是先民观察大自然
现象所呈现的自然法则而产生的。
自伏羲氏法天则地始画八卦，后

上海萨哈林进出口有限公司、东莞市中成木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敦化市金海木业有限
公司、被告吉林福斯特木业有限公司、被告大连辰熙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被告金海东、被告陈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追
加沈阳宏发企业集团家具有限公司及你们为本案第三人，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原告起诉状、原
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14日（总第7472期）
告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人福建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审被告福建邦盛集团有限公司、
达。并定于2019年1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福建宇星实业有限公司、
林彬彬、
郑月梅、
杨安波、
福安市天润房地产开
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发有限公司、
福建伟伦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
李明远、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原告谢锐韬诉你们
陈雄、
林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
名誉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终811号应诉通知书、
地址确认书、
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及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后的15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2月5日下
延）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南京）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
午15时30分在沙河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法缺席判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福建邦盛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宇星实业有限公司、
杨安波、
福安市天润房
柳州市宏柳玻璃工贸有限公司、柳州巨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伟伦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柳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胡秋生、柳秀群、胡柳涛、高雪、
郑陈雄：
本院受理上诉人上海成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福建省物资
岳学文、谢建华、蔡永标、李庭安：本院受理岳书杰诉广西柳州中小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审被告福建邦盛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宇星实业有限公
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及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司、
林彬彬、
郑月梅、
杨安波、
福安市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伟伦实业
告送达（2018）桂02民终2047号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有限公司、
福建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陈雄、
林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将于举公告满后的第3日上午9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终807号应诉通知书、
地址确认书、
廉政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监督卡、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及
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贵州佳晟贸易有限公司、许菁、贵州乾宝通汇融资担保股份有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南京）第四法庭开庭审
限公司：本院受理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属支行诉你们（2018）黔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0103民初5195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淮安利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胡兴定、
何玉书、
南京仁帆投资管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理有限公司、
淮安市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魏伟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与被申请人淮安市工人文化宫、
原审被告淮安利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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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胡兴定、
何玉书、
南京仁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淮安市专用汽车制造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
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民再321号应诉通知书、
再审申请书、
地址确认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缺席裁判。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及答辩的期限为公告
吴文斌、章永康、林明光、刘建丰、林晓明、王向平、张朝荣：本院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受理原告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贵州省朗月矿业投资
假日顺延）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南京）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有限公司金沙县化觉乡玉龙煤矿、贵州省朗月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吴文斌、章永康、林明光、刘建丰、林晓明、王向平、何远明、张朝荣租

公 告

县发生了一起妇女失踪案。巡按福建
监察御史韩邦域经过审查，怀疑该妇
女是遭到高仰寺内和尚奸拐，便派亲
信门子唐华打入高仰寺内部，剃发为
僧，暗中打探，最终查明恶僧强拐妇
女、强奸杀人的恶行。
其次，获取招供。虽然明代刑讯
是合法的，但一味刑求往往会导致当
事人不堪忍受胡乱招认，极有可能形
成冤狱。因此，优秀的、富有经验的
司法官通常会在上节所述的探明真
相、固定证据材料后，获取当事人的
口供。明代司法官之所以在探明真相
后仍要获取口供，其原因大概在于：
其一，明代官员讲求让当事人“口服
心服”，既然已经供认在案，就可以
防止当事人或其亲属事后上控，危及
“乌纱帽”
；其二，明代尚未形成现代
成体系的证据规则，而当事人是案件
所涉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其口供可以
确保案件成为“铁案”
。
当代法官，当然不可能再使用微
服私访或安插卧底等显悖于司法伦理
或超越司法权限的方法，但将明代司
法官所使用的方法换成恰当准确地适
用证据规则及法官的自由心证，则大
胆设问、小心求证或许仍不失为一种
基本的、合理的事实认定方法。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人化而为 《易经》，衍生了我国法律
思想理论。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
代，人们以蒙昧的思想体验自然
界，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角度出发，
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天道自然
观，从而演变出处世治国的人生
观，“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
主生”。统治者为政也应以德为主、
刑为辅。两者的关系犹如黄昏与早
晨、春天与秋天，只有相互结合才能
构成有机整体。它融合了儒、法、道
三家的思想。若君主滥用权力，逆天
而行，则天就会给予责罚，如星变、
地震、旱灾、水灾等异常的自然灾
害。为了避免天谴应体察民情、整肃
吏治、浚理滞狱、大赦天下等。而且
人固有“善”
、
“恶”两性，那便需对
其引导教化，只有礼仪教化，才能使
人克制物欲，走上真正的善，把德教
放在第一位，促使统治者为教化罪犯
而实行减免刑罚政策。而统治者为实
施德教，对罪犯实施减免刑罚的政策
即是恤刑思想的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所）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C101
法庭开庭审理。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周建军：本院受理陈侣帆诉内蒙古坤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陈富、
周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诉讼权
利义务表、诚信诉讼提示书、诚信诉讼保证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不能按时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海口海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中国音像著
作权管理协会与被告海口海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上
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姆格拉芙国际公司（SANGRAF INTERNATIONAL,Inc.）：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受理原告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
公司申请确认与你公司不存在仲裁协议一案，案号：
（2017）豫 02 民
初字第 189 号。本院已经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通过司法协助途径向你
公司送达诉讼文书（确认不存在仲裁协议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但是至今没
有送达回证退回，无法认定已经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述
所列所有文件。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月30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