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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女 有 别 ”与 传 统 家 庭 法
□
苏力教授在其新著 《大国宪
制》 中，专门用一章讨论历史中国
的两性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历史中
国通过“男女有别”的制度设计对
两性关系进行“风险防范”，以避
免两性之间的乱伦行为，尤其通
过“同姓不婚”防范生物性乱
伦，通过“授受不亲”阻止社会
性和政治性乱伦，借助“夫为妻
纲”对违反伦常者进行规训和制
裁。然而，这些制度设计并非独
立发挥作用，而是以维护家庭秩
序为根本归依。

传统家庭秩序的构建
历史中国的家庭多为同居共爨
的大家庭，人数众多且关系复杂，
因而形成一种确立家庭秩序的独特
制度，也有效地规制了两性关系。
例如从高祖辈到曾孙辈之间相隔八
代，再加上嫁出的与娶进的，家庭
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往往难以确
认，可能导致家庭秩序陷入混乱之
中。
为了形成稳定的家庭秩序，
人们通过长期的实践构建了以
“辈分和排行”确定家庭秩序的制
度设计：一方面通过家庭男性成
员的名字来确定辈分，例如同辈
的男性成员会共用一个字；另一
方面，对同辈男性家庭成员再按
照年龄进行排序，通常有伯仲叔
季的称谓，由此每个成员在家庭
中的身份通过辈分与排行就可以
轻松地得到确认，于是产生了稳
定的家庭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不以女性而以
男性作为确立家庭秩序的标准，并
非歧视女性而是因为她要么外嫁要
么娶进，身份往往变动不居。正是
因为女性的身份会变化会影响家庭
秩序，所以对其改变身份就有严格
的制度约束，特别体现在女性的婚
姻上，下面以戏曲 《梁山伯与祝英
台》 中的梁祝婚姻作为分析对象。

传统婚姻的礼法约束
在梁祝的故事中，梁山伯、祝
英台及马文才都为了家庭秩序的确
立而必须满足相应的制度要求。祝
英台无论嫁给梁山伯还是马文才，
都是加入到一个新家庭，并且通
过婚姻制度获得新身份，即“梁
夫人或马夫人”。梁山伯和马文才
都必须通过正当途径给她新身
份，毕竟身份在家庭秩序中意味
着一个人的权利义务，没有身份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不同的人
为了满足家庭秩序的制度要求付
出了不同的代价。
当马文才和梁山伯前来提亲的
时候，祝父必然会认真地考虑：
马提亲在先，梁提亲在后；梁与
女儿虽有感情基础，但马有地理
优势。最终他答应了马文才的提
亲，并没觉得愧对女儿，其他人
也均表示接受这个决定，其道理又
何在？
抛开现代社会对马文才和梁山
伯的意识形态塑造，假如两人家境
都富裕，均属于“优秀青年”之
列，软硬件可谓各有千秋，唯有地
域上的区别：马文才来自上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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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有同乡之谊；梁山伯来自会稽，
与祝属同学之情。古语说，“十里
不同俗”，地理上的差别自然会产
生文化上的不同。
对马文才而言，同乡的地缘优
势必定会导致文化上的优势。文化
上的优势则表现为风俗习惯大同小
异，容易形成共同话语，人的脾性
也大致相同，所以在祝父看来，女
儿将来嫁到马家不会出现“水土不
服”的情形；即使出嫁了仍然离父
母很近，归宁省亲都比较方便，相
互照顾也容易。地理和文化上的优
势更容易建立熟人社会中的认同，
所以祝父才觉得马文才比较“顺
眼”，进而接受了他的提亲，这是
马文才为祝英台获取新身份的比较
优势。
梁山伯远在会稽，在通讯、交
通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远距离的交
易成本较高。即使忽略了地理上的
不利，文化上的差异也非常关键
的。在祝父看来，梁山伯无论如何
都是外地人，没有亲近感，也不知
道是否靠得住；将来女儿嫁到会
稽，风俗习惯大不相同，女儿能否
适应也很难说；而且相隔千里，不
止难得见面，更无法预期女儿未来
的生活，“看得见的幸福”——家
庭富裕、门当户对才是幸福生活的
根本保证，即使在现代社会，父母
往往也会考虑这些问题的。因此，
祝父接受了马的提亲。又由于梁山
伯提亲晚于马文才，不能一女许两
家，所以祝父“正当”地拒绝了梁
山伯。
无论梁山伯还是马文才，都接
受了建构家庭秩序的制度规训。梁
山伯提亲失败之后只表示了遗憾，
并没有带着祝英台“私奔”，原因
在于他希望通过正当途径与祝缔
结婚姻，进而希望祝英台变成
“梁家人”，否则缔结了婚姻契约
之后，选好日期把新娘顺利接到
男方家就万事大吉了，为何还要
大费周章地通知亲朋好友，大张
旗鼓地操办婚礼，似乎非常的
“不理性”。
抛开亲情友情、婚姻大事要慎
重等的因素，结婚的意义更强调向
亲朋好友的“公示”作用，是家庭
秩序形成的制度要求，尤其在古
代农耕社会，这是新娘获得新身
份的必要步骤。众所周知，古代
女子出嫁，都是离开自己生活的
社区而进入到丈夫所在的社区。
对女方而言，她对自己从小生活
的社区非常熟悉，与人交往也极
为自然，出入社区也都毫无障
碍，所以女子出嫁时娘家一般不
需要特别的“公示”，因为她在娘
家社区的身份因出生成长而自然
获得。
可结婚之后女方要进入丈夫所
在家庭，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
界，特别是在流动性非常小的古代
农耕社会，她的突然到来似乎成了
“闯入”的陌生人，整个家庭乃是
整个社区会非常意外且极不适应，
所以才需要通过结婚的方式进行
“公示”
，女方不但可以获得新的身
份，还让家庭乃至家族成员有所知
晓，进而形成认同并接受她作为家
庭中的一员。
梁山伯想要让祝英台成为合法

伊卫风
的家庭成员，拥有“梁夫人”的身
份，也必须接受相应的制度规训，
以便这个“熟人社会”知晓她的新
身份。这个“熟人社会”不会关心
也无法关心她以前的旧身份，只会
在乎她的新身份，这是她在此处的
通行证，所以古代社会中男方大张
旗鼓地操办婚礼，固然显示其慎重
对待婚姻大事，但根本目的在于向
亲朋好友“公示”，让这种身份信
息能在“熟人社会”中有效的传
递，这种做法在现代社会中也依然
被接受和继承。
如果梁祝“私奔”，那么她日
后的生活必将步履维艰，而且还
会有一系列的麻烦。私奔至梁家
的祝英台，几乎什么人都不认
识，别人往往也难以“正当”地
知晓她在整个家庭中的身份和角
色。只因缺少了“公示”的程
序，即使她是名副其实的梁夫
人，却并不会赢得整个家庭及家
族的普遍认可，当然也就谈不上
接受她了，反而还会对她有各种
负面的社会评价，她甚至会成为
这个“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
生活在这里反而会极为不便，甚
至是尴尬的，因为她是个没有合
法身份的人。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她的到来只会
令人鄙视。即使经过数年之后，这
个“熟人社会”慢慢默认了她，仍
然避免不了遭人诟病和耻笑，毕竟
“私奔”作为一种“伤风败俗”的
行为让普通青年男女都望而却步，
更何况是梁祝这样受过“高等教
育”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无法选
择“私奔”的方式。梁山伯坦然接
受失败的结果，这就预示着他显然
承认家庭制度规训的后果，这也或
许是梁祝悲剧的关键所在——祝英
台渴望获得“梁夫人”的身份，却
又无法获得。
相较而言，马文才同样要接受
家庭制度的规训。只要遵守这种
制度，他就会顺利地娶到祝英
台，即使令现代读者难以接受的
“坟前祭友”也得到了马文才的同
意，因为只要程序履行完毕，也
就是作了“公示”，祝英台就毫无
悬念地成为“马夫人”，这是整个
家庭成员认可“马夫人”身份的
根本方式。
即使“坟前祭友”，对她在这
个“熟人社会”的新身份形成不会
构成任何威胁，所以马家才“慷
慨”地许诺，也显示出马家的“仁
义和宽容”。因为马家坚信，只要
花轿进了马家的门，不管祝英台作
何感想，都算是“公示”了，“马
夫人”也就成了她今后唯一合法的
身份，全体家庭成员从此认可和接
受她的这一身份，这是毋庸置疑
的。
在这些人当中，祝英台对家庭
制度的认同可以说是最为彻底
的。因为无论结果如何，她都不
会反抗家庭秩序的制度规训而是
选择接受，这从毕业时要梁山伯
前来提亲的举动中就能看出来。
尽管最终无法与梁山伯结成秦晋
之好，但在大婚当天却要“坟前
祭友”，这则进一步说明了她对该
制度的认同。

她想要获得“梁夫人”的身份，
可是现实令人大失所望：只要完成最
后一道程序，不管她否认接受，她都
成了名副其实的“马夫人”。想要的
“梁夫人”身份和不想要的“马夫
人”身份，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个清
楚的了断，以便她能够开始新的生
活。此时此刻还未过门，她就仍然是
自由之身，祝家的女公子，她的言行
举止所产生的后果也归属于祝家，所
以就提出了“坟前祭友”的举动，
既是对“梁夫人”身份的彻底抛
弃，也算是对已故恋人的纪念。因
为获得“马夫人”身份之后，从此
“生是马家人，死是马家鬼”，无论
自己内心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身份，
它都将伴随她一生 （如果不出现休
妻的情况），因为三从四德、恪守妇
道对她而言不是只说说而已！

“男女有别”的家庭法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家庭秩序的
规训适用于所有家庭成员，尤其是外
来的女性必须经过相应的规训才会被
接受，否则将会成为这个“熟人社
会”中的“陌生人”，这也是对女性
家庭成员的有效保护，毕竟在传统社
会中两性禁忌是“男女授受不亲”，
这一点在苏力教授的大作中已经得到
非常详细充分的讨论。然而，两性之
间“授受不亲”的禁忌在传统家庭中
却并非如此。
关于传统社会中的两性关系，学
者们总是会追溯到 《孟子·离娄上》
中“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
与？’孟子曰：
‘礼也’
。
”这个说法固
然没错，但这只是孟子表达两性关系
的部分观点，而非他的完整观点。以
此为依据讨论两性关系必然是断章取
义，因为在 《孟子·离娄上》 中还说
“ 淳 于 髡 曰 ：‘ 嫂 溺 ， 则 援 之 以 手
乎？’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
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权也’
。
”显而易见，孟子在讨论
两性关系时进行了区分，陌生人之间
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两性关系在应对机
制上完全不同。前者要遵循“授受不
亲”的制度规训，而后者却不需要接
受这样的规训。
类似的，苏力教授主张“夫为妻
纲”是为了防范两性之间的乱伦风
险，但从家庭秩序的构建来看，“夫
为妻纲”的用意并不在于此。
传统家庭秩序的构建通常是以男
性而非女性作为参照系，因为家庭成
员中的女性身份并非一成不变，例如
女儿要外嫁而进入丈夫的家庭秩序之
中，媳妇则娶进门而加入到儿子的家
庭秩序之中。
质言之，历史中国的家庭秩序的
构建，早已注意到“两性关系”的差
别，所以形成以男性家庭成员为坐
标构建整个家庭秩序，旨在保证家
庭秩序的稳定和延续。“男女有别”
作为规范陌生人之间的两性关系可
以说是完全适用的，如果将其用于
家庭两性成员之间，母子父女等两
性关系似乎就完全违背伦常了。在
这个意义上，家庭秩序的构建以男
性作为基础和参照，并非歧视或轻
视女性，而是前者更有助于家庭秩
序的确立。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院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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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文豪雨果以问答的方式说：
“谁是法官的法官？”
“法官自己。”
“是法
官对自己的良知期许与道德要求。
”
良知是法官之上的法官，法官在审
判他人的同时也受到自己良知的审
判。康德指出：
“ 良知是自己对自己作
出裁决的判断力，在人身上，一个内在
审判（在它面前，人的思想彼此起诉或
者辩护）的意识就是良知。”良知是人与
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每个人的行
动都会受到自己良知的审判。
人永远无法逃避对良知所发出声音
的倾听，即使他在最严重的堕落中。当
他打算逃脱时，良知就如影随形地跟随
着他。人虽然可能通过种种方式麻醉自
己，
或者让自己进入梦乡，
但却无法避免
时时回归自我或者醒悟，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听见良知可怕的声音。
良知是人心中的那个公正的旁观
者，它监视着人的一切行动。良知的审
判，就是人内心中那个理想的道德人格
对现实中的人的行动进行的审判。对
法官来说，当他在作出判决时，良知会
不断地审示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公
正的准则。法官的良知要求法官以最
公正的心和最真诚的意来作出判决；法
官的良知要求法官始终秉持一颗公正
之心，始终确保法官的公正形象不被质
疑。
当法官徇私或者徇情而作出貌似
公正实则违反正义原则的判决时，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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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对自己判决的正义性进行评价
时，
应当倾听内心的良知发出的声音。根据
外在的法律标准来评价自己判决的正确性，
法官很容易感到满足。如果一个法官只是
因为自己的判决符合了法律的规定而感到
满意，
那么他永远无法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
法官。
在大多数情况下，
法官严格依法判决即
可得到正义的结果。正义即是合法条性，
法
律即为判断行为是否正义的标准，
这是实证
主义法学派的教条。一个好的法官就是一
个严格依法裁判的法官，
一个严格依法裁判
的法官就是一个公正的法官。
拉德布鲁赫早期的法哲学信条因为使
整个德国的法律家阶层丧失了抵御不法行
为的能力而遭到唾弃。当面对法律空白、
法
律的不公或者法伦理上的疑难案件时，
一个
只知道教条地固守法律字面含义的法官，
往
往会因为失去了定位的方向而感到手足无
措。
法官的良知是一种比法律的评价标准
更高的标准，这是一种完全合宜、
绝对正义
的标准。当法官以这种更高的标准来审视
自己的行为时，即便是最优秀和最有智慧
的法官，所能见到的也只是自己判决中的
缺点和不足。他们在面对判决中的缺陷和
不足时，除了表示谦卑、遗憾和悔悟外，找
不出任何可以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理
由。
正是因为良知所要求的这种的标准，
使
得法官竭尽全力按照那个完美的标准来塑

法官的良知
□ 牟治伟
的声音就会在法官内心深处响起。此
时，一个比现实中的法官人格更加高尚
的道德人格就会对法官违反良知的行
为作出强烈的谴责和批判。法官的良
知会对现实中的法官说：
“ 作为公正的
化身，为了追求尘世的利益而不顾永恒
的正义的要求，你难道不为自己的行为
感到羞愧和耻辱吗？”这种由良知发出
的无声无息、无形无影的谴责，会使法
官的一生都遭受煎熬。对不公正的判
决，法官也许可以逃脱法律的审判，但
永远无法逃脱自己良知的审判。
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良知会
提醒他，除了关注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
外，还需深入探究法律背后的目的与精
神，以开阔的视野，遍览法律的体系与
结构、局部与整体。当固守法律条文的
字面含义会导致明显不公正的结果时，
法官的良知会提醒他，通过适当的法律
解释方法，在符契法律秩序的精神与目
的的前提下，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
法。
阿克顿勋爵指出：
“ 良知是人类必
须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垒，……良知的
至高无上性否认那种固定僵化的标
准。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他自己的标
准去判断事物。”法官的良知要求法官
的判决必须在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与生
活事实的多样性之间妥帖调和，以实现
情理法的融洽与和谐。
黎巴嫩大文豪纪伯伦说：
“ 把手指
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碰触上帝的
袍服。”法官就属于这种能够触碰到上
帝袍服的人。法官的眼光，常常徘徊在
善恶交界之处。法官在进行判决时，必
须谨慎戒惧。法官的良知不断地在法
官的内心深处对法官的判决进行监视
和审查。法官在审判他人的同时，也在
接受自己内心的那个良知法庭的审
判。这个法庭更高级、更睿智、更正义；
这个法庭促使法官的判决更加公正、更
加人性、
更加慈悲。

本院在执行曲家仪与张楠、
马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对被执行
人张楠名下的位于大连市西岗区不老街12号1单元1层2号房屋进行第
本院在履职中发现，
高建康在重庆市长寿区龙瑞化工厂内将超标电镀废
一次拍卖，
评估价人民币叁佰壹拾玖万柒仟柒佰元整(319.77万元)其他
水直接排放到外环境，
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有关事宜，
请登录京东网查看公告及须知(网址：
http://sifa.jd.com)。
联系
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
人：
毕法官，
电话：
04ll一82793319。[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益诉讼。
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关运科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12日（总第7492期）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
发出民事公益诉讼公告，
请符合条件
123号502室房产
（第一次拍卖）
的公告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拟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
拍卖公告
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30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
（网址http://www.jd.com/机构名称：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活
关优先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
逾期不主张者视为放弃权利，
并 上
院。
邮寄地址：
重庆市长寿区民兴路101号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
关于胡彦林与马雪亮、
娄素玲、
霍新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对被执行人关运科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23号502室房产进行第一次
有意竞买者缴纳拍卖保证金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房产拍 动，
部；
联系电话：
023-40580661。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检察院
中，
本院依法委托河南英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马雪亮所有的 卖成交后所产生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
房屋建筑面积为183.51平方米，
评估价格为人民币462.45万元，
一拍起
行政法规的规定，
由相应主体承担，
详 公开拍卖。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
犯罪嫌疑人 位于中牟县解放路西、官渡大街北 106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见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标的详情请见京东司法拍卖平台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
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 拍价格为人民币324万元。
潘春兰明知购进的
“蟲草鹿鞭丸”
系假药，
仍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
侵害社会 ZM20111942）进行评估、
变卖。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变卖标的物：
位于 sf.taobao.com，
（第一
户名：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联系电话：
0371-68325088，
孟 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关运科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23号502室房产
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法律规定的机 中牟县解放路西、
官渡大街北106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ZM20111942）1 法官，
次拍卖）的公告》
。
咨询电话：
张先生18642802881、
吴先生13842839111（每日9
梁法官。
[河南]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关和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
人民 套，
建筑面积267.95平方米，
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
变卖标的物的所有权
节假日除外）
联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关于靳小利与冯滚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
本院依法委托河南邦诚 时到15时，
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 人：
马雪亮；
变卖机构名称：
本院网络司法变卖平台。
与本案变卖财产有关的 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冯滚富名下的位于中牟县电视塔西二高东侧6层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杨兴福名下位于大连市开发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发出民事公益诉讼公告，
请符 担保物权人、
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可以参加竞买；
优先购买权人届 西户的房产1套
-5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市西岗区人
（房产证号：
牟房权证字第1201011189号）
进行评估、
拍卖。
现将有关 区旅游文化市场A区9号-4、
合条件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30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 时未参加竞买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 事宜公告如下：
大
拍卖标的物：
位于中牟县电视塔西二高东侧6层西户的房产1套
（房产证 民法院拟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www.jd.com/机构名称：
反馈本院。
邮寄地址：
重庆市璧山区双星大道51号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检察院 了解上述变卖物的变卖底价、
变卖时间、
地点、
变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变 号：
被执行人杨兴福名下位于大连市开
牟房权证字第1201011189号）
，
建筑面积137.91平方米，
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 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309室；
联系电话：
（023）41777269。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检察院
卖过程中变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
请在工作时间直接与承办人联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
-5号房产。
房屋建筑面积为752.26平方米，
评
冯滚富；
拍卖机构名称：
本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与本案拍卖 发区旅游文化市场A区9号-4、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李永华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造成基本农 系。
联系人：
闫鑫；
联系电话：
0371-62128020。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一拍起拍价格为人民币367万元。
标的详情请
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
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可以参加竞买；
优先购买权人 估价格为人民币459.03万元，
田和耕地的严重破坏，
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关于蔡敏与任小梅、
韩小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
本院依法委 届时未参加竞买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 见京东司法拍卖平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杨兴福名下
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 托郑州邦成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任小梅所有的位于中牟县城东 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
-5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
拍卖时间、
地点、
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 位于大连市开发区旅游文化市场A区9号-4、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现 路南段西侧1单元4层南户（产权证号：
ZM20115722）的房产进行评估、
拍卖。
现 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
咨询电话：
吴先生13842839111、
张先生18642802881（每日9时到15
请在工作时间直接与承办人联系。
联系人：
张勇军；
联系电 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物：
中牟县城东路南段西侧1单元4层南户（产权 话：
时，
节假日除外）联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0371-62128036。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发出民事公益诉讼公告，
请符合条件的法 证号：
ZM20115722）的房产1套，
建筑面积103.45平方米，
建筑结构为混合结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杨亭臣名下位于大连市西岗
靖江市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
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30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 构。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
任小梅；
拍卖机构名称：
本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与本 bao.com,户名:靖江市人民法院),对苏州市水语金成花园27幢1102室房地产 区新河街26、
28号公建房屋（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拟在
院。
邮寄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16号（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 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
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可以参加竞买；
优先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大连市西岗区
如拍卖成交或申请执行人、
其他债权人接受抵债的,则不再 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www.jd.com/机构名称：
院民行科）；
联系电话：
63426181。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
购买权人届时未参加竞买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下一步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对被执行人杨亭臣名下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新河
2018年11月1日10时至2018年11月2日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2018年1月以来，
张开木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 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
拍卖时间、
地点、
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 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一次拍卖，
28号公建房屋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房产内有占用）。
房屋建筑面积为
2018年11月22日10时至2018年11月 街26、
街道光国村张家山社非法倾倒渣土，
破坏了当地生态资源环境，
其行为已损害 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
请在工作时间直接与承办人联系。
联 2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二次拍卖。
评估价格为人民币517万元，
一拍起拍价格为人民币362万元。
根据法律规定，
法院有权在拍卖开 474.7平方米，
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法律规定 系人：
闫鑫；
联系电话：
0371-62128020。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始前、
拍卖过程中，
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
一、
竞买人条件：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 标的详情请见京东司法拍卖平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
的机关和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关于拍卖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乐龄中 为能力的公民、
28号公建房屋（第一次拍卖）的公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参加竞买。
二、
咨询、
展示看样的时间与 杨亭臣名下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新河街26、
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现公告督促、
建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权提起诉讼 州国际大饭店（原珍珠大厦）B栋A1609号等335套房产的公告（第二 方式：
咨询电话：
张先生18642802881、
吴先生13842839111（每日9时到15
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
有意者由本院确定统一安排 告》。
的有关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次）。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将于2018年11月5日上午10时至2018年 看样。
节假日除外）联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三、
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参加竞拍，
不参加竞拍的请关 时，
讼，
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
邮寄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鱼轻路23 11月6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
拍卖的详细情况请登录靖江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送达司法鉴定书
号；
联系人：
闫军令；
联系电话：
66227369。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
络平台上对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乐龄中州国际大饭店（原珍珠大厦）B栋 卖平台，
仔细阅读拍卖公告、
拍卖须知。
咨询电话：
0523-84993809，
沈法官；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李江、
胡义春于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在巴南区南泉 A1609号等335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二次）。
程秀芝：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树华与被申请人程秀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
现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
相 联系地址：
靖江市滨江新城阳光大道5号。 [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
街道光国村双龙湾社私自弃倒渣土，
破坏了当地生态资源环境，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之规定，
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
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现公告督促、
建议法律
规定的机关和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
邮寄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鱼轻路23
号；
联系人：
闫军令；
联系电话：
66227369。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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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自己的品质，
提升自己的技艺。
法官在追求正义的判决时清楚地知
道，他离那种绝对完美的标准还很远，因此
他永远不会因为自己判决的正确性而骄傲
自满，止步不前。他十分清楚地知道，
“法
典必须处理的法律关系是如此丰富、如此
多样化、
如此充满变化，以至想在一部法典
中作穷尽的表述，单单这个想法本身就是
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想把一个时代或一
个民族的全部法律都框进某个法典的法律
条文之中，其实就像欲把一条河流堵截在
池子里一样愚蠢”
（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
语）。当法律不能为法官的判决提供明确
的指引时，法官的良知就会向他指明前进
的方向。
法官的良知，
就如同一名刚正不阿的谔
谔之士，
在法官的内心深处监视着法官的一
举一动、
所思所虑。当法官的判决符合良知
的要求时，
法官就会心体安然，
神思恬静，
拥
有云淡风轻的自在。法官的良知，
更如同一
名卓尔不群的孤独智者，
在晦暗不明的法律
疑云中为法官定位光明之所在。
巴门尼德在一次雅典的群众集会上宣
读一篇哲学讲稿，看到除了柏拉图以外，其
他所有的听众都已离席而去，
他还是继续宣
读下去，
并且说，
能有柏拉图一个听众，
他就
心满意足了。法官应做巴门尼德这样孤独
而坚毅的智者，
法官的判决应当以获得像柏
拉图这样洞悉真理之所在的智者的赞美为
荣。亚当·斯密说：
“一个真正的智者，对另
外一个智者对他审慎而恰如其分的赞美，
比
对一万个人对他虽则热情然而愚蠢聒噪的
赞扬声，更感到由衷的满足。”法官的良知，
就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法官的判决应当永远
以获得良知的赞美为荣。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申请人杨树华向法院申请对程秀芝名下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甜水井街61
号房屋价值进行司法鉴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鉴定有关事宜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
并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到本院技术科参与选择司法
鉴定机构，
再经过15日后次日上午9时到鉴定标的物处勘验现场，
再经过10日次
日上午9时在本院司法技术科公开对该案标的物进行听证。
逾期则视为你放弃此
项权利，
本院将依法缺席办理评估及拍卖相关事宜（注：
本公告所确定日期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送达仲裁文书
王敏：
申请人湖南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王敏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
本会已依法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衡仲裁
字第392号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领取
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27 日
衡阳市泰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胡媛媛与被申请人衡阳市泰基
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汇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
会已依法受理。
因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8）衡仲字第242号《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
《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
《当事人、
代理人权
利义务与风险告知书》、
仲裁员选定书文本、
仲裁程序选定书文本等。
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
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
你公司若未在指定期限内
选定仲裁员，
本会将于公告期满后第18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并
于公告期满后的第28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莱芜市军英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天津易天诚
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
（2018）莱仲案字第070号】，
因采取其他方式对你无法送达，
现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受理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择仲
裁庭组成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
达。提交答辩书及选择仲裁庭组成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公告期满后第20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请你于仲裁庭组成后的5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
开庭时间为2018年
12月26日上午9时，
地点为本会第一仲裁庭。
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限你自开庭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山东省莱芜市龙潭大街001号六楼，
电话0634-5878191）。
莱芜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