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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正义的光芒普照人间

———读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有感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

不论哪个时代， 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进行的各种阐释理论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太大， 那么
法律就会失去力量。 ———德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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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明卓
法人茶语

经典赏析

□

孔令奎

疑难案件与法官的创造性思维

三国时期， 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诫
子书》 曾有这样一句名言： “夫君子之
行，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
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该文虽名为诫子， 但另有深意，

同样亦是在告诫他人当时刻以静思
反省来使自己尽善尽美， 以俭朴节
约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 始终保
持清心寡欲， 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
定， 始终保持安定清静， 为理想长
期刻苦努力。 虽寥寥数语， 但含义
隽永， 个中之意境， 令人感触良多，

回味悠长。

古人曾以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
下作为毕生之追求， 并持之以恒地朝着
目标努力迈进。 然而修身、 齐家、 治
国、 平天下乃循序渐进之过程， 其基点
在修身塑德， 其重点亦在此。 俯仰天地
间， 当塑为人之德、 修处事之道。 子
曰：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修身不足， 难以齐家， 更
遑论治国和平天下。

在大千世界， 有这么一个群体， 他
们以人民满意为基、 以定纷止争为责、

以司法服务为业， 尽心尽力为民排忧解
难， 这个光荣的群体就是人民法官。 面
对时下民众越来越高之要求， 法官作为
社会中人， 理当在修身塑德上率先垂
范， 培养自身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崇高的
道德情操， 成为修身之楷模、 道德之典
范， 时刻以优质高效之服务造福四方。

法官当以静为重。 “静乃明几。”

法官肩负化解矛盾纠纷之神圣职责， 在
日渐纷繁复杂的纠纷面前， 在与日俱增
的案件面前， 必须时刻保持内心之淡
泊， 时刻保持灵台之清明， 时刻保持服
务之公正， 始终冷静、 客观、 中立地处
理案件， 公开公平地调处纠纷， 及时有
效地维护民利。 此乃人民群众之要求所
在， 亦是司法服务之宗旨所指。

《诗经》 有云： “静言思之， 寤
辟有 。” 法官是人， 在周而复始的司
法服务当中， 遗漏与疏忽在所难免，

但关键在于法官对待疏漏所秉承的态
度。 对此， 法官当时刻以人民法院司
法服务事业为重， 以“吾日三省吾身”

之态度不断正己言行， 对公众舆论正
确对待， 泰然处之， 有则改之， 无则
加勉， 做人民群众的孺子牛和司法服
务的领头雁。

法官当以俭为美。 晚唐诗人李商隐
曾赋诗慨叹：“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
俭败由奢。 ” 以此说明艰苦奋斗必得善
果，骄奢淫逸必遭祸端。 古往今来，先贤
名人无不信奉“以俭得之，以奢失之”思
想，崇尚节俭，力戒奢侈。 人民法官作为
司法服务之主体， 自当适度控制自身之
欲望，保持良好之心态，不追名逐利，而
是全心全意投入到司法服务中去。

“俭， 德之共也； 侈， 恶之大也。”

对法官而言， 勤俭是必备之品格， 也是
司法文明的内在诉求。 勤俭， 是一种操
守， 是一种品行， 是一种素养， 是一种
美德。 勤俭之美德如甘霖， 能让法官始
终谨守公正之位置； 勤俭之美德似雨
露， 能让司法服务保持良好之效果； 勤
俭之美德像灯塔， 能照亮法官司法服务
之方向。

不难想象， 恬静平和、 勤俭文明、

一心为民之风盛行于人民法院， 并成为
广大法官持之以恒信奉之思想信念， 将
是法官之美、 国家之幸、 民众之福。

（作者单位：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人民法院）

立法制作正义，司法运送正义。司法
是个性化的作业，偏爱个案正义，充满着
不确定性；法律是普适性的规则，关注普
遍正义，追求确定性、一致性和连续性。

如何通过个案裁判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
正义性， 消弭法律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
的冲突，如何通过司法程序诠释法律、彰
显正义， 从而达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统一， 让法律宣示的正义普照
人间，考验着法官的司法智慧，历练着法
官的司法艺术。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
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就像屹立在充满激
流和暗礁的司法航道上的一座明亮的灯
塔，给我们指明了航向。 在拉伦茨看来，

法学方法的任务在于为人们寻找法律答
案提供一种思考的路径，“将隐含在法律
中的正义思想、目的考量付诸实现，并据
之为裁判”， 借此可以引导法官正确理
解、解释和适用法律，借以寻求正当的个
案裁判， 并为法官在个案裁判中所作的
价值判断提供事后审查的标准。

一
作为一种规范科学， 法学有着特殊

的思考形式： 既是价值导向的思考， 也
是体系性的思考。 拉伦茨认为， 立法者
借规范来规整特定生活领域时， 通常受
规整的企图、 正义或合目的性的考量，

它们最终又以评价为基础， 因此， 要理

解法规范就必须发掘其中所包含的评价
及该评价的作用范围。 因此， 不管是在
法律适用的领域， 还是在法教义学的范
围， 法学涉及的主要是“价值导向的”

思考方式。

同时，拉伦茨认为，发现个别法规范、

规整之间， 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
义脉络， 并以体系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乃
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依形式逻辑规则
建构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式的体系，是许多
法律的体系基础，拉伦茨将其称为“外部的
体系”。 在此体系内， 法律问题仅借逻辑推
理即可解决。 这种体系逻辑上的封闭性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而且在此等体
系界限内， 法律适用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被逻辑涵摄问题所排斥， 将切断规范前
后的评价关联， 不适应法学的“价值导
向的” 思考方式。 据此， 拉伦茨提出了
须具体化的法律原则及规定功能的概念
所构成的“内部的体系”。 法律原则构成
了“内部的体系” 的基石， 法律原则并
非案件事实可以涵摄其下的一般规则，

其毋宁须被具体化， 与规则的适用不同，

原则只能以或多或少的程度被实现。 规
定功能的法概念是原则与抽象概念的媒
介者，在内容上比抽象概念丰盈。 有些“内
部的体系”贯彻了“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

成为一种“开放”的体系，只有“开放”的体
系，才能清楚指出法秩序“内在的理性”、其
主导性的价值及原则。

二
法律的生命在于理解、 解释和适

用， 解释不仅是法官社会生存的唯一方
式， 而且是法律获得生命的唯一方式。

拉伦茨将诠释学的思考方式引入法学，

认为“作为理解之学问的法学” 必须进
入复杂的“诠释学上的循环” 才能被透
彻理解。 理解的程序不是以一种“直
线”、 单向的方式进行， 而是以对向交
流的步骤来开展， 开展程序则以各步骤
的相互解明为目标。 从个别到整体、 从
整体到个别的这种理解的循环运动并非
单纯地返回原来的出发点， 而是将整个
文字的理解提升到新的层次。

拉伦茨还将哲学解释的立场运用于
法学， 在理解程序中引入“先前理解”，

将“先前理解” 作为适切理解的前提要
件。 先前理解涉及文字拟处理的事物以
及用文字言说事物时所应用的语言。 法
律家所需要的先前理解， 不仅与“法这
个事物”、 提及前者的语言、 法律文字、

法院裁判及传统脉络有关。 然而， “先
前理解” 不同于并排斥法官的“先入之
见”， 法官必须先取向于法秩序的准则。

也即法官必须在自己的先前理解与法秩
序准则之间， 反复进行对向交流的“理
解循环”， 不断修正自己的先前理解，

直至获取正当的个案裁判。

各种解释标准并非可由解释者任意
选择的不同解释方法。 拉伦茨还将法的
解释与法的续造看成同一思考过程的两
个不同阶段。 认为法官造法可以在三个
不同层面上依次展开： 首先当法律规则
出现模糊或矛盾的时候， 需要立足于法
的本意进行法的解释； 其次当出现法律
漏洞但仍在立法者原本的计划、 目的范
围之内， 需要法官根据立法目的， 创造
出一个法律规则， 此乃法律内的法的续
造； 最后， 当所面临的案件类型超越了

原来立法者的考量， 未被原立法目的涵
盖时， 法官需要在整体法秩序的基本原
则内创制法律， 此为超越法律的法的续
造。 法律续造的方法包括： 类推适用、

目的论限缩、 法益衡量、 依事物的本
质、 依法伦理性原则等， 这些方法均需
运用“价值导向的” 思考方式。

三
传统事实与法律二分思维模式下，

法律适用被看做简单的逻辑涵摄过程。

这一逻辑涵摄过程被拉伦茨称为“确定
法效果的三段论法”： 以法律规范为大
前提， 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 结论则
是： 对此案件事实赋予该法条所规定的
法效果。 拉伦茨对传统涵摄推理模型进
行了反思， 认为法律适用的重心不在最
终的涵摄， 而在于“就案件事实的个别
部分， 判断其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各种
要素”。 司法裁判的关键在于案件事实
如何形成、 裁判规范如何建构、 事实与
规范如何对应。 对此， 拉伦茨提出的评
价模式是一种取代传统涵摄推理的法律
适用模式： “取涵摄而代之者乃是： 以
比较、 含有评价性质的衡量为基础之归
类。”

在案件事实的形成、 裁判规范的建
构、 事实与规范的对应等法律适用的各
个环节， 拉伦茨将其“价值导向的” 思
考方式和“诠释学循环” 之法学方法贯
彻其中。 在无限多姿多彩， 始终变动不
居的事件之流中， 为了形成作为陈述的
案件事实， 总是要先做选择， 选择之
时， 判断着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
性。 因此， 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并非自

始“既存地” 显现给判断者， 毋宁必须
一方面考量已知的事实， 另一方面考虑
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 以此二者
为基础， 才能形成案件事实。 案件事实
与法律规范之间往返返流的过程， 是判
断者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对向交流、 相互
解明的思想过程， 一种“诠释学意义上
的循环。”

法官适用法律亦是一个“目光之
交互流转” 于规范之构成要件与案件
事实之间的过程。 “于此未经加工的
案件事实， 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
陈述的） 案件事实， 而（未经加工的）

规范条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
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 法官在适用
法律时， 必须从需要裁判的具体案情
及该案情所提出的特殊问题出发， 不
断地对法律中包含的判断标准进行明
确化、 具体化。

四
司法是一门关涉价值判断的实践科

学， 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必须诉诸一个
确定或相对确定的价值等级体系， 而问
题在于， 我们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由价值
及法益构成的确定阶层秩序， 由此可以
像读图表一样获得结论。 因此， 方法上
的提示仅提供方向上的协助， 可以审查
思考过程中是否遗漏重要的观点， 可以
强制解释者说明解释过程。 但仅此并不
足以保障价值判断的客观性， 这也是法
学方法论的局限。 正如拉伦茨所说法学
方法论既非“法学的形式逻辑”， 亦非
“解题技巧的提示”。

一位哲人说过： “地球是圆的， 但
建筑师并不能放弃在地球上划直线的努
力。” 同样， 尽管法学方法不能完全保
障司法裁判的正当性， 但法官却不能放
弃对裁判正当性的追求和对法学方法的
探索。 这就是卡尔·拉伦茨的《法学方
法论》 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单位：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
人民法院）

疑难案件是指因为案件中的“疑
难”， 致使法官在处理纠纷过程中面临
诸多棘手问题的案件。 然而， 并非包
含疑难问题的案件都是疑难案件。

逻辑地看， 案件中的疑难只有可能
存在于事实、 法律或运用法律于案件事
实之中三个方面。 就事实上的疑难而
论， 撇开类似于“事实怀疑论” 的法律
现实主义者那样的学术考量， 从常识的
角度看， “事实” 自生发时起， 其中蕴
含的各种信息就天然地趋向消逝。 随着
时间的推移， “事实” 自然且必然地会
变得越来越难以证明。 虽说自然因素确
实增加了处理案件的难度， 但对这种
“难” 我们却无法“疑”， 而只能接受或
运用各种科技手段予以破解。 因此， 事
实中存在疑难的案件， 不应算作严格意
义的疑难案件。

就法律上的疑难而言， 法官在处理
案件过程中可能面临如下情形： 第一，

没有法律规则可以适用于待决案件； 第
二， 有一个法律规则可适用于待决案件，

但适用该法律规则将导致与法律精神
（主要是“公正”） 相悖的判决结果； 第
三， 同时有若干可供适用的法律规则，

且适用不同规则会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

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会令法官为寻找作
出适当判决的法律根据绞尽脑汁、 费尽
周折。 这种因人为因素所致， 同时又必
须以人为因素排除的法律“疑难” 案件，

才是典型的疑难案件。

在适用法律于案件事实的过程
中， 法官所面临的“疑难” 往往是
如何运用特定的技术， 令人信服地
实现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的对接。

此间， 法官可以用习惯、 政策、 判
例、 外国法、 法学家的观点等材料
作为黏合剂将法律与事实粘连起来，

以证明待决案件中的特定“事实”

就是法律规则所谓的“事实” ， 而被
遴选出来用以处理纠纷的法律规则
也恰恰规定了待决案件中的“事
实” 。 法官在此活动中遇到的“疑
难” 确实会给审判工作带来困难， 但
这种困难从属性上看更像“事实” 与

“法律” 疑难的衍生品。 这种通过提
高法官的业务能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的“疑难”， 也非真正意义上
的疑难； 而包括这种疑难的案件， 亦
非典型意义的疑难案件。

概言之， 疑难案件主要是指法官在
司法过程中面临的、 法律规则方面存在
“疑难” 的案件。

现实生活中， 无论案件多么“疑
难”， 法官都不得以没有或没有合适的
法律根据为由拒绝审理案件； 法官因之
必须直面并恰当地处理疑难案件。 疑难
案件与立法的敏感关系及其可能引发的
广泛社会影响， 决定了法院与法官必须
以临渊履冰般的态度处理他们； 而弄清
疑难案件的处理目标并充分理解疑难案
件的重要意义， 则有助于我们把握解决
疑难案件的整体思路。

不可否认， 获得一个于法有据、

于理合情的判决结果是解决包括疑难
案件在内的所有法律纠纷的目标。 既
然疑难案件主要是指遭遇了“法律” 难
题的案件， 那么法官为了得到合法、 合
理的判决结果就必须在法律规则方面做
文章。 无论遇到前述法律规则可能出现

的三种“疑难” 中的哪一个， 一个秉承
严格法律条文主义（

Hypetextualism

）

的法官， 都无从获得一个判决， 也就更
遑论合法、 合理的判决。 从这个角度
说， 疑难案件的审理在最低限度上拒绝
法官僵化地适用法律！ 据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

2010

年
7

月报道， 某省会城
市的基层法院法官在处理火车撞死一
名下班回家的女职工时， 根据法律规
定认为火车不属于“机动车辆” 的做
法就是法官僵化地适用法律的典型例
证。 女职工已达耄耋之年的母亲为此
案判决多年持续上访并终致该省高级
人民法院改判的事实表明， 该案的判
决结果于法无据、 于理不通。 疑难案
件的处理更清楚地表明： 法官并不是
机械的、 在一端注入法律与事实的原
料， 就能在另一端加工出判决结果的、

适用法律的机器； 他更是一个需要运
用创造性思维的人！ 当然， 这并不是
说法官可以恣意地对案件进行自由裁
量， 法官必须在法律原则乃至更宽松
的法律精神（公正） 的范围内， 寻求
公正地解决疑难案件的方案。

恰当地处理疑难案件， 对审理将

来可能出现的类似案件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这也决定了疑难案件的处理应
当具有前瞻性。 这种思考自然会让人
们想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
弗·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

1903~1932

年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任
职）。 当这位

1841

年出生的年迈大法
官

90

多岁从联邦最高法院退休时，

有人却笑称他是联邦最高法院“最年
轻” 的老头。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
“最年轻” 的评价并未指向霍姆斯的
年龄， 而是指他提出的很多司法意见
（甚至包括反对意见） 像年轻人一样
充满了激情与热望！ 这些远见卓识，

在当时常受诟病， 但因其鲜明的前瞻
性不仅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当时的司
法意见中显得鹤立鸡群， 也给霍姆斯
法官带来了巨大的声望。

疑难案件的恰当处理是衡量一个国
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尺； 对疑难案件的
处理既需审慎， 更要创新！ 对正处在转
型时期而且每天都发生着重大变化的当
代中国而言， 对疑难案件的恰当处理具
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法治视野

□

孙文恺

孙连富：本院受理原告孙福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

2011

）宝民初字第
573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刘诗瑶：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正诉你、李文政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被告李文政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申
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俊梅：本院受理原告李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整
(

遇法定假日顺延
)

在本院汉沽审判区
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法院
海南金环工贸实业联合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南金榕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你方及第三人海口市房屋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

海南
]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刘兆素：本院受理原告李明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

海南
]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邵明生： 本院受理原告张火清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

黑龙江
]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王民：本院受理张伟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兴化市元祥不锈钢丝网厂、宫元祥：本院受理原告袁贤华

与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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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1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1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

江苏
]

兴化市人民法院
蔺吉福：本院受理高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应诉通知书、告离婚案件当事人权
利义务书、举证通知书、组成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田家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辽宁
]

大洼县人民法院

代付平： 本院受理原告孙玉兰与你、 高春明、 黄秋英、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健康权纠纷一
案

[

案号（

2011

） 莫民初字第
7

号
]

已审理终结。 高春明、 黄
秋英就本院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

黄伟山、 陈春云： 本院受理原告陈火旺诉你们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

2011

） 浦民初字第
848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 上诉于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福建
]

漳浦县人民法院
林国富： 本院爱理侯年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韶始法民一初字第
68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始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受理了申请人东莞市厚街宇兴
木业经营部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票据的票据号码为
03721533

，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20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出票人为佛山市禅城区榕森装饰材料经营部，收款人
为东莞市厚街宇兴木业经营部，付款银行为佛山市禅城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河东分社的银行支票无效，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
作出了（

2011

）佛城法民催字第
150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东莞市厚街宇兴木业经营
部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广东
]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杨军：本院受理张玉英诉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秦郡民
初字第

178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甘肃省天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陕西
]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
高景和：本院受理原告马志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判决准予原告马志霞与被高景和离婚。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吴民初字第
00240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陕西
]

吴起县人民法院
李金寿：原告颜凤林诉你、段连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瑞民一初字第
0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云南
]

瑞丽市人民法院

景文胜：本院已执行张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张静
向本院申请对你名下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利德
公寓

2-1-101

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特向你公告送达确定评
估、拍卖有关事宜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
于公告届满起

3

日内到我院审判楼
510

室联系相关事宜。 逾期
不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办理确定评估、拍卖机构及其他相关事
宜。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务人四川聚之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破产申请，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立案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破产法》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地址：成都市二环路西
一段

90

号“四川高速”大厦
A

区
0315

室或四川聚之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办公楼，联系电话：

13683437111

、

13438966660

）书面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审判庭召开。

[

四川
]

安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受理的上海梅正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作出（

2011

）静民二
(

商
)

破字第
4-4

号民事裁定书，

宣告上海梅正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保靖县民族织布厂的申请， 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裁定受理了保靖县民族织布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保
靖县民族织布厂破产清算组为保靖县民族织布厂企业破产管
理人（管理人地址：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政兴路老政府院内；联
系人：麻克华，电话：

13574312578

）。 保靖县民族织布厂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
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逾
期申报者，则依法处理。 保靖县民族织布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会议室召开， 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会。 届时各债权人应提交身份证件，委托人应提交身
份证件、授权委托书。

[

湖南
]

保靖县人民法院
2011

年
7

月
7

日， 本院根据保靖县医药总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保靖县医药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 该公司总资产为
286.09

万元，公司总负债
953.51

万元。 本院认为，保靖县医药总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已资不抵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裁定
宣告保靖县医药总公司破产。

[

湖南
]

保靖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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