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宽严相济 严格执法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夏朝（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约公元前
16世纪）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王朝。夏启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凌驾于全社会之
上 的 世 袭 专 制 帝
王。夏朝已开始按
地 域 划 分 统 治 区
域。夏启在夺取政
权以后，进行了一系
列征伐战争，并把所
征服的地域划为九
州，设九牧为九州的
地方长官，开始形成
新 的 国 家 行 政 区
划。夏朝已建立了
完备的国家机器，包
括军队、职官、监狱，
夏朝还形成了以国
家强制力为直接后
盾的法律制度。夏
朝宽严相济，严格执
法，打击精准为特征
的法治精神成为后
世楷模，把法治与德
治有机结合起来，正
是夏人留给后世的
宝贵财富。

夏朝法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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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
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
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这是夏
王朝的开端。大禹死后，其子启篡位，
宣告我国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和
封建世袭制的开始。

然而夏的统治并不巩固，启在位
的时代战事连绵。武观之乱，使夏王
朝国力大为削弱。不久后，夏启忧郁
而死，其子太康继位。太康在洛水之
滨建立新的都城，即夏都斟鄩（zhēn
xún）。这座都城已经考古所证实，在
今偃师市二里头村。

近日，河南法制报记者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队员王
振祥的带领下来到这里。“这里环境优
越，交通方便，既有舟楫之利，又易于供
水排水，况且周围形势险固。新都的选
址显然是太康经过周密考虑而定的。”王
振祥环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说，“夏朝初
期都城迁徙不定。夏禹始都阳城，后迁
阳翟。阳城在登封，阳翟在禹县，均离洛
阳不远。夏王朝的第三代帝王太康都斟
鄩。此后，仲康、后羿，直到夏桀均以斟
鄩为都。 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
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
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并初步被确认为夏
代中晚期都城斟鄩的遗址。”

为了建设新都，太康役使大量民
力，在城内建宏大的宫殿、宗庙和完善
的服务设施。作为一个守成之君，太康
承袭了其父、其祖的王位，但是他不具
备大禹、夏启的雄才大略，却继承了夏
启晚年的腐化生活方式。对未尝过创
业之苦的太康来说，他可能想建设一个
规模庞大的都城，使群臣万民敬畏。

新都建成后，太康带着自己的后宫、百官连同
腐化之风一起来到这里。太康对这里的环境很满
意，他不再过问朝政，每日游乐不止。当新都在他
眼中不再新鲜之时，他带领自己的卫队开始频繁出
外打猎游玩。

“民众对太康甚为不满，他们对自己荒淫的君
主失去忠心。而夏王朝的敌人正伺机而动，这就是
以善于射箭闻名的有穷部族的首领后羿。”中国古
都学会副会长喻清录说，“这个后羿并非是家喻户
晓的那个嫦娥的丈夫、射下九日的旷世英雄。英雄
后羿是五帝时期人物，帝尧的射师。由于夏代有穷
国君主也叫后羿，且也善射，所以后人容易将二人
混淆。”

又是一个狩猎的季节，太康带领着自己的一批
亲信、卫队，驾起战车离开都城而去。浩浩荡荡的队
伍沿着洛河走到很远的地方，三个多月没有回朝。
当他带着猎物心满意足地转回都城时，却惊愕地发
现，他已是一个被放逐的国王。

后羿在太康狩猎之际，兵不血刃进入斟鄩，夏朝
的王族仓皇出逃。后羿闻太康欲归来，整师而出。
太康知道大势已去，带着少数部众开始漫长的流亡。

太康把流亡的方向选择在东方，那里是太阳升
起的地方。经过漫长的跋涉，高高低低的山峰不见
了，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他在一条无名河流
之滨停下，扎下自己的营地，并将这里取名阳夏。
这个名字，寄托了太康复国的希望，在“夏”之上增
加“阳”字，正预示着将来仍是明亮美好的。但是，
太康，这个失去王国的国王，再也没能回到他的故
国，带着无法洗去的耻辱，最后死在这条无名的河
流边。许多年后，他死去的地方出现了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县城——太康县，在县城东南一片荒原之上
有一座孤零零的墓冢，这就是太康最后的归宿。连
日来，河南法制报记者沿着太康曾走过的路来到太
康县，太康县法院政治处主任张长征带领记者来到
太康冢前，只见太康陵冢高4米，周长84米，冢前原
有石碑，近些年重修了碑楼……如今，宏大的墓冢
留下的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

太康治国无方，被东夷的后羿夺取了统治权，史称太
康失国，也称后羿代夏。之后，后羿立太康的弟弟仲康为
王。后羿当起了仲康的相，夏王朝的朝政大权尽归后羿掌
控。然而，后羿终日沉溺于游猎之中，将政事完全交到下
属寒浞手中。寒浞掌权后，密谋杀死后羿而代之，篡夺了
统治权。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太康弟仲康之孙少康与夏朝遗臣
伯靡联手，起兵打败寒浞，恢复夏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
康中兴”。此后，夏朝的统治这才得以巩固，进入了国势向
上的相对稳定时期。自少康以后的杼、槐、芒、泄、不降、扃、
胤甲等八代的统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到夏代的第十三个国王孔甲执政时，夏朝开始走向了
衰亡。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引起人民的不满和诸侯
的叛乱，夏朝的统治从此出现危机。

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夏桀，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
君。他在位期间，驱使大量百姓为其建造了无数的宫室台
榭，又大肆兴兵对外征伐，使得诸侯纷纷离之而去。而这
时，黄河下游的一个夷人部落——商在其首领成汤的领导
下兴盛起来。成汤以讨伐暴君夏桀为名，发动了灭夏的战
争。夏桀兵败，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夏朝宣告灭亡。

“夏朝距今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近年来，通过对夏
都遗址的考古工作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使我们对
夏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副队长、副研究
员赵海涛分析说，“在偃师二里头村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
址正是夏朝文化的代表。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青铜
器、陶器及大面积宫殿遗址群。由此看来，夏朝已由石器
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并且掌握了冶金与铸造技术。
与石器时代相比，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农业生
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传说，酿酒业也是由夏朝开始
的。”

夏朝前后约471年 。夏王朝是一个古老的王朝，虽然
距我们已经4000年，但关于夏的传说至今还广为流传。由
此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夏作为上古三代的开始，
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夏朝
就没有此后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尤其是在政
治、经济、法治等方面，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明。随着记
者采访的深入，夏朝政治、法治文明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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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绿波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三只小熊孕婴
生活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08600410502，声明作废。
●缴款人朱清敏于2016年08月
15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2542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628903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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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佳鑫律师事务所生璞
律师执业证遗失，证号：14101
198711521508，声明作废。
●本人不慎将鹤壁市淇滨区
塞拉维啤酒行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92410611MA
40W1298M，声明作废。
●陈治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8463声明作废。
●虞城县运舟文具用品销售中
心营业执照 411425613195846
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魏子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0080119，声明作废。
●魏子尧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R410607244，声明作废。
●王雨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029431，声明作废。
●苏静涵出生医学证明丢掉，
编号O410639333，声明作废。
●张坤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39885，声明作废。
●周洪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206955，声明作废。
●张爱民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023217，声明作废。
●2018年5月11日出生的张恩
达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04314，声明作废。
●2014 年 4 月 6 日出生的席紫
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50822，声明作废。

●郑州中联包装有限 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4101002204020）
经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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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隆建设工程（集团）
裕顺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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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隆建设工程（集团）环
宇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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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新天地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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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许昌天然工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0001100096）经股东大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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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5日出生的李京
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88802，声明作废。
●虞城县首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425NA000527X，声明作废。
●任秀霞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02386，声明作废。
●陈洪波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078875，声明作废。
●杨红威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425613139828声明作废。
●伊川县文浩通讯营业部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329
630120630，声明作废。
●2012 年 2 月 1 日出生的蔡宸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913455，声明作废。
●2015年4月17日出生的钟离
子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052308，声明作废。
●王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319890905772841，声明作废。
●许昌天然工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001
100096，声明作废。
●张午花云商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注册号410327600040795声明作废
●2012 年 10 月 11 日出生的李
明夏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555422，声明作废。
●阳光财险2015A版商业险501
0946，交强险632933-27、26329
34、632946、1171480、932039，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淮阳县黄集乡王营子行政村
公章、党支部章丢失，声明作废。
●舞阳县鲜品汇生活超市公章丢
失，编号4111210021548，声明作废
●淮阳县新芯农业高新技术专
业 合 作 社 公 章 丢 失 ，编 号
4116260002779，声明作废。
●2015年5月10日出生的魏浩
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440688，声明作废。
●新乡县中泰钢结构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0721MA3X9UEG3N，声明作废。

●河南信阳微粉总公司公章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丰华运输有限公司豫
P4K53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21507，声明作废。
●周口市骏通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5Z001（411620081975）、
豫 P0C43 挂（411620081976）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安邦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D986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3821，声明作废。
●武陟县红旗路金久手机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3620266264，声明作废。
●商丘悦亚电梯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1
425MA40DKWT0E，声明作废。
●虞城县安惠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MA3X95953N，声明作废。
●周口市星海运输有限公司豫
P3Z749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34373，声明作废。
●虞城县华辰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23810，声明作废。
●虞城县红亚电脑经营部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1425613041721，声明作废。
●冯红霞营业执照正本（411425
613186054）遗失，声明作废。
●赵宝领营业执照正本（41142
5613077413）遗失，声明作废。
●黄国强营业执照正本（41142
5613080351）遗失，声明作废。
●竟金祥营业执照正本（41142
5613041877）遗失，声明作废。
●高建荣营业执照正副本（41142
5613024638）遗失，声明作废。
●刘强营业执照正副本（41142
5613132658）遗失，声明作废。
●虞城县店集供销社魏楼村运田
农资部营业执照正副本（41142
5000045011）遗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宏晟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729000003748）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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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顺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代码93411425MA3XBFBT00）
经成员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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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柘城县魏桥甲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1424NA000254X）经成
员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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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信阳微粉总公司经研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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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鑫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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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晓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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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洁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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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李大湾生态农业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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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金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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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益稳挂车配件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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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悦亚电梯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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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绿园果蔬发展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NA000012X，声明作废。
●商丘市恒锦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
4114256935167035，声明作废。
●个体户石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411425613025420声明作废
●安阳龙翼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05569837489T，声明作废。

●虞城县华辰消防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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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牧友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展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文化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大侯乡孝东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大众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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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自强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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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恩惠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佳幸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丘市恒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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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全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梨花园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宁法院于河南法制报2018
年8月9日第十五版上公告的“受
理原告董光辉诉被告刘志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8）豫
0328民初884号”更正为“原告刘
艳红诉被告石记娃追偿权纠纷一
案，案号：（2018）豫0328民初829
号”。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