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朝：本院受理原告宋伟锋与李文朝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行政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正杰：本院受理原告高显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04民初2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不领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辉：本院受理原告党卫国诉被告闫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所欠
货款5715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5499.9
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9月13日上午10时30分在
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唐惠霞：本院受理原告李现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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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蒋永山：平顶山市新华区平安大道向辉建筑设备租赁站诉
你与平顶山市中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平顶山市中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不服平顶山市新
华区人民法院（2017）豫 0402 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提起上
诉。本院受理后，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八审判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汪军舰、汪国胜：本院受理上诉人夏威、陈东俊，上诉人信阳
市浉河区房产管理中心与被上诉人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及
原审第三人汪军舰、汪国胜房屋登记及赔偿行政争议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5行终50号
行政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震：本院受理原告罗山县万客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你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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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蔡德国：本院受理原告钱金玲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婚姻

关系，大女儿与小女儿由被告抚养，二女儿由原告抚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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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二日在潢川县人民法院 6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石伟：本院受理原告杨重会诉你及刘国芳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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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席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孙涛诉你及田月侠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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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1546号

董亚飞：本院受理洛阳市远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董亚飞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人民法院（2017）豫0305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申请执行人洛阳市远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
年5月18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依法
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05执1546号执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丛丛：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张
智旺申请被执行人曹丛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
查封被执行人曹丛丛位于洛阳新区泉舜财富中心14-2地块
5幢1004号房产（证号：洛房权证市第00329996）房产的市场
价值及变卖价值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鉴定风险提示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于2018年6月1日（已
发公告并届满）组织当事人现场抽签选定的鉴定评估机构
为河南远志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案现场勘验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涉案标的物
处进行。如逾期不到场，本院将按有关规定进行，由此造成
的法律后果由你方承担。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改姣：本院受理原告杨建明诉被告刘国伟、第三人杨玉
站、第三人申改姣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02民初1432号民事判决书
及原告杨建明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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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祺鑫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上诉人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就（2017）豫0305民初635号民事判决
书向本院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2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关玉枝、叶现伟、河南昌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
南昌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上诉周玉洛、关玉枝及叶现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
豫03民终644号、（2018）豫03民终64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金保：原告济源市思礼镇涧南庄村民委员会诉你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9001民初70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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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 7
份，并预交上诉费721元，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前、济源市天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李迩燕：原告常直文
与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73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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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更欣：本院受理原告余向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 10 时至

2018年7月1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所有
的位于临颍县纬一路南侧银河家园4幢4单元307号房的一
处房产和位于临颍县南大街中段东侧的四处房产。详情请
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网址 https://sf.taobao.com/
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淑静：本院受理上诉人陈红伟与被上诉人袁美与你之间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4民终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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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岳永涛（又名岳涛）：上诉人党海亮与被上诉人党华伟、岳永
涛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4民终1445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内容：一、撤销河
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2017）豫1425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党海亮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13日10

时至2018年7月1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
执行人张义名下位于许昌市建安大道未来东岸华城2号楼
东 2 单元 24 层东的房产（证号 10045811）。网址:http://sf.
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8日10

时至2018年7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
执行人于润华名下位于许昌市怡景花城Y18号楼东起3单
元5-6层东户的房产（房权证号10017066）。网址:http://sf.
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9日10

时至2018年7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
执行人翟志超名下位于许昌市东城区空港新城第10幢东1
单元1层东户的房产（合同证号201205489）。网址:http://sf.
taobao.com 。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11日10

时至2018年7月1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
执行人杨晓华名下位于许昌市一品蓝湾7号楼西单元16楼
东户的房产。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
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雯敬：本院受理原告姜伟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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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则顺
延）在本院B30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文博：本院受理原告王春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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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B2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长明：本院受理原告杜焕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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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则
顺延）在本院B30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五星：本院受理张秀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1003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盛武彬、张利鹏、蔡留义、孙莉红、王洪亮、王菊、张战营、丁
丽娟：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盛武彬、张利鹏、蔡留义、孙莉红、王洪亮、王菊、周亚鹏、王
会芳：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闫明义：本院受理原告杨培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1082民初233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商事一审判团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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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邱增文：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孙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628民再1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本院（2018）豫1628民初158号民
事判决；二、原审被告邱增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审原告孙建军借款本金187000元、利息7480元，2017年
12 月 7 日以后利息按月利率 2%计算至履行还款完毕之日
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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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法 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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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
德治和法治的倡导者实践者（上） □记者 马国福

皋陶，又称皋繇（ɡāo yáo），出生于公元前21世纪。他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学界
和司法界公认为华夏司法鼻祖、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有文献将他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以皋陶思想形成的皋
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源头。

皋陶生活的时代，中华大地部落林
立，号称“万国”。这些部落为争夺生存
空间和维护部落的利益，进行了次数不
详、规模不等的战争。在这些部落战争
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华夏部落联盟与三
苗族之间的战争。

三苗族是对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南
方众多少数民族部落的泛称，是我国最
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三苗族以蛇为图
腾，奉共工为首领。华夏部落联盟与三
苗族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一百
多年，在这场战争中，华夏部落联盟和
三苗族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因此皋陶

向舜帝进言：“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百
姓过上好日子，征服的目的是为了加强
大家的力量。要统治天下，仅靠强大的
军力是不够的，‘强而义’方可替天行
道；南蛮三苗是好胜之族，不能武力强
取，而要对其进行恩威并施的分化，‘柔
而立’乃成功之途；华夏部落联盟在文
化和生产方面有自己的优势，与其靠武
力征服三苗，倒不如利用华夏民族的优
势，协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让他们心
悦诚服，‘愿而恭’才是真正的归顺。”

皋陶的建议高屋建瓴，得到了华夏
部落联盟领导核心的一致认同。舜帝

遂派遣皋陶协助大禹，前往中原和三苗
族各地治水，以此改善华夏族与三苗族
的关系。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皋陶深
入三苗族，宣讲华夏族的文化，带去中
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从而赢得了三苗族
的尊敬，一部分三苗族部落逐步与华夏
部落联盟融合。在与华夏部落联盟融合
的过程中，三苗族人也把种植水稻和冶
铜的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疆域面积的
大幅度扩充，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加强
了华夏部落联盟的力量，作为一个统一
的大民族，华夏民族的雏形逐步形成，从
而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马正标带领记者来到皋陶故里——
山西省洪洞县甘亭镇皋陶村。“皋陶村又
名士师村，就是以皋陶的官称和名字同
时命名的村子，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
极为少见。”马正标说，“华夏司法博物馆
在这里建成，填补了我国法律博物馆的
空白。”

关于皋陶的身世，各种古籍史书上
的说法不一，但其创法造狱的记载基本
统一。据史料记载，皋陶，名庭坚，在舜、
禹时期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
刑罚等，即司法长官。我国现存的唯一
一座明代形制的监狱——洪洞苏三监
狱，里面供奉皋陶为“狱神”。之所以东

汉的《论衡》将皋陶列为十大圣人之一，
并位居孔子之前，不仅因为皋陶的制律
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德主刑辅”“德先
刑后”“明刑弼教”等主张，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政治思想主线的首倡者。

皋陶村往南四公里的羊獬村，在“生
獬滩遗址”上有一座最高人民法院铸造
的独角兽像，怒目圆睁，昂首阔步，威风
凛凛，是中国司法图腾——獬豸。“这一
司法图腾的来源，也与皋陶有关。”马正
标说，“传说皋陶使用一种叫獬豸的独角
兽来决狱。据说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
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
便将它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会

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
天下无虐刑、无冤狱。这一传说无法考
证真假，但獬豸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
征受到历朝的推崇。史载春秋战国时
期，獬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
史也戴着这种帽子。到了东汉时期，皋
陶像与獬豸图成了衙门中不可缺少的饰
品，而獬豸冠则被冠以法冠之名，执法官
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
下来。清朝时，监察御史和按察使等司
法官员一律戴獬豸冠，穿前后皆绣有獬
豸图样的补服。所以，一直以来，独角兽
都被当作历代王朝刑法和监察机构的标
识。”

东夷部落首领 民族融合先驱

皋陶故里寻源

连日来，洛阳市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洛阳理
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兼职教授马正标带
领记者奔走在河洛大地上，试图追寻皋陶的法制
踪迹。路上，他向记者介绍了皋陶的生平事迹：“相
传皋陶是黄帝之子少昊的血脉后裔，上古的圣贤。
据史料记载，他还是东夷部落的首领。皋陶生于尧
帝时期，主要活动的年代大约是舜统治时期和夏朝
早期，在舜帝时期被任命为管理刑法牢狱的理官，他
以贤明多才而著称。皋陶的一生为上古华夏文明的
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是先秦历史中一位影
响深远的人物，而后的儒家推崇上古圣贤教化，更是
把皋陶追封为‘上古四圣’。皋陶创造刑法、建造监
狱，并以教化万民的思想理念为4000多年来我国封
建刑法律例制定、充实、改善各项法律制度树立了依
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历史上有名的圣臣。在舜
禹统治时期皋陶出任士师、大理官，负责部落政权
的刑法、刑罚，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长官。历史记载，
皋陶是最早的法律创造者和执法者，被史学界公
称为华夏司法鼻祖、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皋陶为东夷部落的首领，所谓东夷，是生活
在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联盟对东部地区早期
先民的统称。父系氏族社会晚期，东夷部落
逐步意识到狩猎的局限性，他们开始有意识
地向华夏部落联盟学习农作物种植。农
业的进步，为改善东夷部落的生存状况
提供了有力保证，也加快了东夷部落
与华夏部落联盟之间融合的步伐。
到了尧舜时代，部落之间的联盟进
入鼎盛时期，各部落首领共同组
成联盟的领导集体，皋陶也是
这个集体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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