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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礼仪之邦奠基夏礼： （下）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礼之“俭”者，“简”也。夏人生活中爱
惜财力、物力，礼仪当然就一切从简了。孔
子的学生林放问老师，礼的根本是什么。
孔子回答说，这在现在是个大问题，在我看
来，礼与其铺陈奢华，不如简朴些好；丧事，
与其仪式搞得那样隆重倒不如真正悲伤点
好。“这里，孔子批评的是铺陈奢华的礼仪，
表彰的当然是简朴的夏礼了。”洛阳市地方
志协会副会长马正标告诉河南法制报记
者。

“简”在哪里呢？《史记》等文献中对简
朴夏礼作了明确的记载。 商周以后，被称
为“礼之本也”的婚娶之礼是最繁复的。
可是，夏代的婚礼就绝不会如此，它多少
还有着原始社会的遗风，禹与涂山女娇的
婚配就是一个明证。30 岁未娶的禹带领
治水大军来到涂山地区，见到了年轻美貌
的涂山女娇，不久就喜结连理。婚后第四
天禹带着治水大军走了，女娇 10个月后生
下了启。他们的婚姻自由、美好、简约，而
且天长地久。

与婚礼相对应的所谓“世之大礼”是丧
礼。“禹是我国历史上实行殡葬改革的第一
人，他的卓识远见，至今仍大放异彩。禹强
调，父母死后，丧葬之礼，不妨从俭。”河南
科技大学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王云红说，

“《墨子》一书中记述了禹死后的丧礼，这也
可以作为夏礼‘简廉’的一个有力佐证。”

禹临终，他对身边的人说，丧事要尽量
办得简朴些，死后就穿平时穿的衣服，里外
三套衣衫就够了。交代有一口三寸厚的棺
材就可以了，外头不用打棺椁，免得浪费钱
财。棺材掩埋要有一定深度，免得上头的
人会闻到臭味，但也不要太深，太深了地下
的黄泉水就会淹进棺材内。最重要的是

“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把土壤再覆
盖在棺材上面，好在上面种上庄稼。

“由此可见，禹俭朴的丧葬之礼是那样
的实用，这些礼最终考虑的还是民生。”王
云红分析说，“古人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
人更应以古为镜，谨防铺张浪费，奢靡腐
化，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

“圆通”者，处世灵活也。在夏人
看来，礼为生活所用。生活本身是最
权威的，夏礼因生活而“圆通”。

历来有所谓的“夏夷之辨”，夏与
夷之间民风民俗也有不小差异。可是
夏人走出去与各方夷人能打成一片，
做到入乡随俗。“禹祖入裸国”就充分
说明夏礼的圆通性。而夷人到夏地
来，也很少有隔阂，更没有受歧视的现
象。

“夏王朝建立以后，成为夏官的不
少就是夷人，这说明是夏礼宽松的一
个明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向河南法
制报记者介绍，“在考古发掘中，南方
的吴越文化、西部的巴蜀文化与中原
的二里头夏文化十分相似，甚至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这样的礼
仪之邦，没有宽松的礼文化，不同地域
之间的交往是不可能如此之好的。”

夏人在对夏礼解释和应用时，往
往力求“圆通”，并不死抠条文。众所
周知，“三年之丧”是夏丧礼的主要部
分之一。父母亡故了，做子女的要为
父母守丧三年，就是当官的也要回到
家中为父母守丧，不然就是“不肖子
孙”。可是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也可
以灵活变通，此说有文献依据。比如
国家的公职人员，三年居丧期间，如果
恰逢国有大事，那么“夏后氏三年之
丧，既殡而致事”（《礼记·曾子问》）。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办完逝去父母的
出殡事宜，当子女的就可以为国“致
事”了。还有一种情况，刚巧“家丧”与

“国丧”碰在一起了，那“三年之丧”怎么
体现呢？夏代在这方面又作了变通：
平时，三年时间要守在家中为父母尽
孝，可是国君出殡的那几天一定得去，
这样一来，家与国两头也都顾及了。

夏礼的“圆通”表现了礼的高度生
活化和高度人文化。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
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
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
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
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
远古的原始崇拜。传说中的五帝时
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
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
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
亲”，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
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

马正标进一步解释说：“礼应该
解释为：合乎道德礼仪的。礼在中国
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
范。儒家宣传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
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
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
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
礼。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
的缺乏，已难知其详。”

“礼以乐成。在夏代，礼的进行
过程中，往往有乐的陪伴，礼和乐是
同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马正标分
析说，“在孔子看来，韶乐是尽善尽
美的。韶乐一般指的是舜乐，是虞
舜时代的音乐。但是因为舜代与禹
代是交错和连接着的，因此韶乐又
往往是与禹的政治生命连接在一起
的。”

夏王朝建立后，在众多礼仪场合
奏的也是韶乐。夏代具有朴、俭、圆
通特质的礼仪，再配上“尽美矣，又
尽善也”的韶乐，使夏代的礼仪大为
增色。同时，夏人结合夏的特点，在
韶乐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为所谓的

“禹乐”或“夏乐”，被夏人和后代人
普遍接受，这样在文化领域“韶夏”
就成了优雅古乐的代名词，夏礼也
更趋完美了。

夏礼在践行过程中，往往以歌
舞助兴，用来渲染气氛，激荡情绪，
引导礼仪程序。夏代的礼、乐、舞自
成特色。

禹在治水过程中积劳成疾，“手
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
过，人曰禹步”（《尸子·君治》）。后
来，不少巫师道士将“禹步”神圣化、
程序化为“三步式”的巫术禹步，再后
来有不少民众又让驱术禹步回归世
俗，形成“巫俗多效禹步”的局面，这
样禹步成了夏代世俗社会的一道特
殊的风景线。人们在举办婚礼、成年
礼、祭祀礼时、一方面是夏礼格局，

“韶乐”和“夏乐”交替伴奏；另一方面
是人们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跳起

“禹步舞”来。此情此景,我们完全可
以像孔子般地赞上一句：“尽美矣，又
尽善也。”

“夏礼不仅为商、周二代的礼乐
文化奠基，也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
礼仪文化奠基。”王云红说，“这种礼
仪文化是原始公社制社会向私有制
社会转化的产物，它既留存了原始
公社制社会的精彩内涵，又新进了
社会特有的某些要素，因此它的生
命力是强盛的。而具有原始社会‘最
后一人’和私有制社会‘第一人’特殊
身份的禹，成为人们心目中永不陨落
的‘偶像’，给予我们这个民族无穷的
精神力量。”

孔颖达在为《左传·定公十年》作
疏时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无
怪乎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中有那么多
的礼器了。这些礼器实际上在向世
人说明：夏代是开礼仪之邦先河的了
不起的时代，夏礼不是简单的条条框
框，它深刻具体地作用于国家的建
设，作用于人的品格养成。

俭省之礼 最重民生
“圆通”之礼 礼仪之邦 “禹乐”“夏乐”趋向完美 永恒之礼“尽善”“尽美”

●范县赋宝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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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易源隆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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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23日出生的杨宜
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95895，声明作废。
●2014年5月23日出生的梁少
瑾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64636，声明作废。
●2010 年 10 月 27 日出生的赵
静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166202，声明作废。
●鄢陵县彭店乡赵俊生道路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丢 失 ，（证 号
411024006876）声明作废。
●2018 年 7 月 4 日出生的焦一
航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906821，声明作废。
●项城市顺兴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681MA3X9QEE6C，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中赢置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722580349814T，声明作废。
●漯河昊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车辆道路运输证丢失，声
明作废。车牌号、证号分别为：
豫 LM9036、411102010845，豫
LL5389、411102010536，豫LN3
596、411102010912，豫 LL1306、
411102010652，豫LV898挂、411
102010908。

●谷新春不慎将河南华西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盖有财务专用章
的空白收件丢失，票号：341706
1，声明作废。
●刘轩，警官证不慎遗失，警官
证号：116966，声明作废。
●三门峡市兴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公 告
以下车辆严重违反三门峡市

兴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兴
通运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按
协议约定从公告之日起双方所
签订的协议书终止，并解除挂靠
关系，请以下车辆实际所有人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兴
通运输公司办理车辆过户手
续。逾期不办理的，由该车辆带
来的交通事故纠纷、经济责任纠
纷、法律责任等一切后果由车辆
实际所有人承担，与兴通运输公
司无关。次序为：序号、姓名、车号：
1.曹向东豫M84168；2.郑华杰豫
M66879；3.金忠平豫M69196；4.赵
保革 豫 M66163；5.郭青云 豫
M67761；6.李瑞华豫M61383；7.
杨玉平豫M86825；8.赵隐报豫
M68508豫M8639挂；9.刘广旺豫
M67767 豫MA139挂;10.张辉豫
M62218；11.李金成豫M66800 豫
M7908挂；12.贾春友豫M68762；
13.崔群木豫M68515 豫MB178
挂；14.闫子领豫豫MB163挂；15.
张彦波豫M66922；16.郭小强豫
M62038豫MA196挂。
三门峡市兴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8年9月4日

●固始唯爱饰品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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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城县合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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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刘长伟，身份证号：411022197
606210030，2008年12月毕业于
河南财经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
业，毕业证号664110010232199
71，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
限公司涉外旅游汽车分公司不
慎遗失豫E25555道路运输证，
豫 交 运 管 安 字 410501004081
号，声明作废。
●周艺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J411042522丢失，声明作废。
●内黄县赵珂黄焖鸡米饭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105270008016，声明作废。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周口富达
运输有限公司豫PZ4199（41162
0039308）、豫P3N22挂（411620
039309）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吴学钦（身份证号码4111231
97909172015）道路货物运输从
业资格证遗失，声明作废。
●鹤壁市远方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0600729617574N，声明作废。
● 催 收 通 知
朱开红：截止目前你欠我501200
元，因无法联系你，现向你催收
以上欠款，请见报后速与杨花
婷联系。否则，将诉至法院。

通知人：杨花婷
联系人电话：18638150111

201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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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本人付朝霞，
巩义市芝田镇蔡
庄村人，于 2014
年 3 月 2 日在巩
义市嵩阴风景区
附近捡到一名女
婴，该女婴右腿有一血管瘤，由
付朝霞、张雅斌夫妇起名张钰
菲并抚养至今。请孩子的亲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即日起90日
内持有效证件与巩义市芝田镇
派 出 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0371-64133002。

●汝阳县三屯镇刘志强超市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26600161415，声明作废。
●唐河县益鑫源生活超市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13286
26379266，声明作废。
●虞城华诚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
11425590814986D声明作废。
●2012年6月10日出生的酒赞
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26273，声明作废。
●2013 年 12 月 19 日出生的酒
完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65348，声明作废。
●2018年7月31日出生的张浩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17602，声明作废。
●2018年7月31日出生的王逸
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86257，声明作废。
●夏子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011638,声明作废。
●2018年5月22日出生的纪家
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08618，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卫东区焕英筋骨养护
保健品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403608186321，声明作废。
●2012年2月15日出生的丁子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649892，声明作废。
●2013年9月21日出生的朱馥
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443900，声明作废。
●林雨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Q411951460，声明作废。

●新郑市观音寺镇秋平便民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鹿邑县润虹纺织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50860
00432701，声明作废。
●鹿邑县百货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丢失，核准号：J5086000048
801，声明作废，并由此引发的一
切由我公司负责。
●牛保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171639，特此声明。
●2012年2月25日出生的张佳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0756235，声明作废。
●平顶山文朝实业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530
00469201，声明作废。
●2012年2月25日出生的李嘉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73004，声明作废。
●漯河翱龙肥业有限公司公章丢失，
编号4111210015575，声明作废。
●2011年8月13日出生的翟晓
松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329048，声明作废。
●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经核准，下列
民办非企业单位符合要求，准予
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名称巩
义新华路街道货场路社区卫生
服务站，登记证号52410181MJF
8441033，成立时间2018年8月28
日，法人张建中，开办资金人民
币贰拾万元整，住所巩义市货场
路43号，业务主管单位巩义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减资公告
●新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87721
57649H）经全体股东决定，将本
公司注册资本由8000万元人民
币减至6000万元人民币。债权
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特此
公告。联系电话：0373-8870778，
地址：长垣县人民路8号。
●河南弘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1000万元减至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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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