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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德治和法治的倡导者实践者（中）

□记者 马国福

创设最早的刑法

制定我国第一部《狱典》

“原始社会晚期，旷日持久的部落战争，带来战
争动员、俘虏处置等一系列问题。”河南科技大学人文
学院历史系博士、副教授王云红告诉记者，“在治水的
过程中，工程的安排、劳工的管理等问题，也是部落联盟
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管理
者的智慧，也需要相对稳定的制度。奉帝舜之命，皋陶
成为制定这些制度的官员，历史上称这个职务为士师，
主要职能是理民，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最高司法长官。”

根据战争需要，结合部落管理的实际，皋陶制定了“五
刑”，即“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
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系军内之刑，属军法；刀锯，系
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薄刑。

“五刑”最早应用于大禹治水期间。史料记载，在治
水过程中，皋陶“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以

“刑”为手段来保证参与治水的民众服从领导者大禹。
以“刑”为手段来贯彻统治者的意志，是国家机器的早期
形式。“五刑”的制定和使用，为阶级的产生揭开了序
幕。“五刑”是中国最早系统和制度化的刑法，夏代的

“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
是从皋陶之刑发展而来。

“五刑”的出现比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
还要早上三四百年，只是相对于后者而言，前者还
不是成文的法典。尽管如此，它在中国法律史
上的开端意义是不可抹杀的，皋陶也因此被后
世人尊为中国司法鼻祖。

皋陶主张“慎刑”“轻刑”。为防止
“五刑”被滥用，皋陶还特别强调“五
刑五用”，明确五种刑罚分别对应
于五种程度不同的罪行，要证
据确凿，量刑适当，遵循
用刑从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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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神化的青面法官

皋 陶 不 仅 是 法 律
制定者，还是审理案件

的法官。相传他秉持公
正，断案如神。从而使得

“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
狱”。
由于皋陶的执法水平深得

百姓认可，其形象也因此得到神
化。《淮南子·修勿训》中描绘“皋

陶鸟喙，是谓至信”，说他长着一张
尖尖的鸟嘴。古人认为这样的嘴是至

诚的象征。《荀子·非相篇》中又说：“皋陶
之状，色如削瓜。”意思是，皋陶的脸色呈
青绿色，就像一个削了皮的瓜。这位执法
如山的大法官被描绘成“青面无私”的样
子。在皋陶生活的年代，青铜器是最硬的
金属了，皋陶的“青面”无疑是来自于青铜
器的颜色。之所以赋予皋陶一张“青面”，
除了把法官神圣化之外，还反映了青铜器
时代人们对法官品德的追求。比青铜器
更为坚硬的铁器出现后，人们悄然用“铁”
来取代了“青”，从而有了流传至今的“铁

面无私”一词。
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对

皋陶言行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皋陶讲道
德、勇于担当、公正无私的政治形象；从

《尚书·皋陶谟》中，可看到皋陶谦和、正直
的个人形象；从《荀子》《淮南子》《牟子理
惑论》等，又可以见到皋陶铁面无私、不怒
自威的理性法官形象；从《后汉书》《提牢
备考》中，亦可见皋陶作为狱神存在的形
象。在各类史料记载中，可见到人们对皋
陶的崇敬和怀念。

皋陶的司法思想具有如下四个
特点：一是强调司法公正；二是强调
“慎刑”，要求司法审慎，不可大意；三

是“恤刑”，即用宽和的态度对待刑
罚；四是代天行罚，即统治者是代替
上天行使司法权，对犯罪者进行惩
罚。《皋陶谟》讲“天讨有罪”就是此
意。另外，该篇讲“天明威，自我
民明威”——顺应民意的司法，如
同上天的司法一样严明有威，这
就给司法权赋予了民意基础。
尽管从形式上看还是天意作为
司法权的根据，但由于民意决
定天意，故司法权的基础发生
了“位移”，由天意转换为民
意。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原
始的“司法民主”精神。

传说我国的第一部《狱典》

是由皋陶制定的。
《狱典》归纳了偷窃、抢劫、奸淫、杀

人等多项犯罪的轻重，给予不同的量
刑。皋陶所创制的法律极有逻辑，且言
简意赅 。所谓良法，不仅要有好的内
容，更要有好的逻辑；立法过程中，要注
重内在逻辑，强调其概括性，使得法律
疏而不失，简便易行。这正是皋陶在法
律上的成功之道。

“皋陶在掌管司法时，部落间常将
俘虏成批屠杀，于是皋陶便制定了‘五
刑’以惩办不同罪行的人。”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法学博士朱潇告诉记者，“以画
地为牢的方式来制止杀戮，将触犯法律
的人拘禁在特定地点，成为最初监管犯
罪之人的囚禁场所，我国从此有了监
狱。‘皋陶造狱，画地为牢’流传至今。
而造狱的先驱皋陶，则被尊为狱神。”

朱潇向记者讲了一个从远古流传
下来的故事。

有一次，皋陶带着獬豸到集市上巡
视。只见一名妇女披头散发躺在地上，
旁边一个泼皮无赖正不停叫骂。皋陶
见状，厉声呵斥，泼皮吓得浑身发抖。
他早就听说这个相貌奇特的大理官和
他的神兽的厉害，就跪在地上直呼：“大
人，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欺行霸市了。”
皋陶走上前去，扶起躺在地上的妇女，
安慰几句后，又怒目投向泼皮，义正词
严地说：“你若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行霸
市，我便饶你。”说着，他拍了拍旁边怒
目圆睁的獬豸：“该如何惩罚他？”獬豸
用蹄子在地上踏出一条圆圈。皋陶道：

“好，你就在这圆圈内跪三天三夜，这就
是你的监狱。”从此，“皋陶造狱，画地为
牢”就作为一段司法佳话流传下来。

●张石喜位于尉氏县三贤路西段
南侧的土地证（证号：2010 第
0375-3）、房产证（证号：300184
28）均遗失，声明作废。
●虞城县绿源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563747888）、
税务登记证（411425563747888）
正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武陟县鸿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0823MA3X62828U，声明作废。
●鹤壁市泽熙工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0
602MA3XJ20A3C，声明作废。
●代增杰遗失身份证（411403198
601228452）有效期为2008年6月
24-2018年6月24到期，特此声明
●南阳创富商贸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1340003192
01，账号：1714025009200052515
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安运输有限公司豫
P4H13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44457，声明作废。
●周口市惠通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豫 PB2318（411620027417）、
豫 P6U34 挂（411620027420）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惠通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豫PZ9445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61268，声明作废。
●泌阳县成泰矿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1
726MA3X5YGA6G，声明作废。
●泌阳县成泰矿业有限公司采矿
许可证正副本遗失，证号：C4117
262015127130140631声明作废。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本栏目诚招合作法律顾问 合作电话：13939003188

声明公告
●汝阳县上店镇任庄金融扶贫
服务部专用章丢失，统一代码
4103260024796，声明作废。
●2014年5月14日出生的李心
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57199，声明作废。
●2011 年 9 月 2 日出生的李佳
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358974，声明作废。
●2011年5月24日出生的郑诗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07452，声明作废。
●2014 年 9 月 1 日出生的罗雨
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58725，声明作废。
●2018 年 4 月 4 日出生的史效
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58786，声明作废。
●2015年11月6日出生的郭朵
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1073644，声明作废。
●2016年5月22日出生的孙浛
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094650，声明作废。
●2011年7月19日出生的王靖
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780313，声明作废。
●内乡县坤源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豫R49873，豫RK567挂营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325022155、
411325022156声明作废。

声 明
●河南恒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重声明:我公司从未未授权
刻过(河南恒青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郑万铁路通讯线路迁改项
目经理部)这枚印章，因这枚印
章签署的文件不代表公司意
愿，公司对此印章所产生的责
任不予负责。如出现该印章，
请相关人员尽早与我公司联
系，逾期我公司将按相关法律
规定处理。特此声明。

河南恒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2日

注销公告
●范县隆丰诚信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轩海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591100002375）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清
算组由股东张瑞海、李爱娟组成，
清算组负责人：张瑞海，请公司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张瑞海，手机：13569082226

●范县白衣甜水井远大装饰
（税号 92410926MA438J5G5K）
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
无 金 额 限 制 版）发 票 代 码
01402701和2016版增值税普通
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版）发票
代码14116660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安甲堂养生馆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505600239510，现声明作废。
●安阳市禄佳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协会信用代码：91410500MA3X
65T2XY，现声明作废。
●声明:河南语相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及刘延锋先生，我方通过
多种途径，均无法与你取得联
系，现就你方租用我组土地一
事，望你在七日内与我方联系，
办理所欠租金结算及搬离厂院
事宜，逾期未联系，我方将自行
处置厂院使用权及留置设备。
郏县黄道镇黄南村五组，联系
人：黄国和，电话13781895507
●陈镜如，助理社会工作师证
遗失，证号0066036，声明作废。
●陈宏郑房权证字第05010101
89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北京金福世纪酒店有限公
司郑州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 4100173320
号码01938729声明作废。
●郑州宽广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458601488X4，
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第四运输
公司豫PQ721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35778，声明作废。
●河南省郸城县农业综合开发
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5087000044202，声明作废。

●经金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金秋控股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
1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金秋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河南金秋
控股有限公司，金秋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存续。河南金秋控股有限公
司合并前注册资本1亿元，合并后
公司注销；金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并前注册资本3.348亿元，合并
后注册资本3.348亿元。根据《公
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
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
续的金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
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联系
电话：18837219099 联系人：张
中敏，地址：安阳市中华路80号
义务大厦18楼 1804室

金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金秋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 6 月12日

吸收合并公告

●宜阳县上观乡
好贤沟村任玉霞
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在谷楼坡捡拾
一名女弃婴，姓名
任庭忆，出生日期
2014年12月9日，
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即日起60日内持
有效证件与上观乡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0379-68939110

寻亲公告

●袁萱萱，女，生
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2015 年 11 月
新安县曹村乡前
河村茭草玉组袁
小方抚养一名满
月的女婴，该女婴
由袁小方抚养至今，请其亲生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限证件
与新安县公安局曹村派出所联
系，电话：0379-67391989。

●2015 年 8 月 9 日出生的孙忆
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179598，声明作废。
●杨浩然出生医学证明涂改无
效，编号R410889858，声明作废。
●王迎改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411328626370790，声明作废。
●2011年5月28日出生的杨梦
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11620，声明作废。
●2018年3月31日出生的杨钧
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93807，声明作废。
●项城市朝旭服饰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
1681MA3X7CB03D，声明作废。
●2013 年 9 月 6 日出生的庞诗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863495，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1日出生的刘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089996，声明作废。
●漯河市利源运输有限公司豫
LB3216、豫LV857挂车道路运输
证丢失，证号分别为4111020110
05、411102012448，声明作废。
●2016 年 12 月 14 日出生的王
佳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548965，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金灿灿百货商
行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49010032678601，法人：杨
雪勤，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互助路支行，账
号：253323750478，声明作废。
●缴款人徐广华于 2017 年 11
月02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
理费 15600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0894743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
收费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
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
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
担，特此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林威不慎将坐落
于中原区桐柏路216号院1号楼
11 号房屋产权证遗失，产权证
号：0101046350，特此声明作废。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河南众发装饰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MA3
X8PE97F）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了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张庆喜，手
机：13613720066
●安阳市东森聚龙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502030008390）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并成立了清算组。清算组由
股东杨国章、侯海平组成，清算组
负责人：杨国章，请公司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杨国章，
手机：15037200007
●洛宁县正泰牧业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410328NA000073X）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临颍敏顺饲料购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22M
A3XFCX23B）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拓新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许昌美亿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万泉合文化商贸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源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博远化工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