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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恭王：严惩因酒耽误战事的
名将

“西周以后，中国历代都在一定程度上
有禁酒的规定。”王云红说。春秋中期，晋、
楚争霸中原，楚国国君楚恭王率军与晋国
作战，鄢陵吃了败仗。大司马子反是楚恭
王非常赏识的一名干将，在这次征战中奋
力杀敌，回营后，几碗酒下肚，便一头栽在
床上。

楚恭王召子反前来商量对策。仆人报
说子反病了，楚恭王急忙来到子反的帐中
查看病情。一进帐，看到烂醉如泥的子反，
楚恭王怒火中烧，对天长叹：“天败我也。”
事后，楚恭王将因酒误了战事的子反杀了，
班师回朝。

西汉：“禁群饮”

汉初实行“禁群饮”制度，萧何制定的
律令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
两。”（《史记·文帝本纪》文颖注）。“禁群饮”
是根据《酒诰》制定的，其精神影响远及日
本。

“历史上，禁酒除了政治原因外，更多
的还是因为粮食问题。”洛阳市地方志协会
副会长马正标说，“每当碰上天灾人祸，粮
食紧张，朝廷就会发布禁酒令。而粮食丰
收时，禁酒令就会解除。”

三国：五花八门的禁酒令

三国时期，各路势力的禁酒令五花八
门，出现了很多趣事。

曹操为防酒害，于建安十二年颁布了
禁酒令。孔融不理解曹操的良苦用心，在

一封题名为《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的信中，
他称“自古不能无酒，大汉江山靠的就是
酒。”曹操给孔融回了一封信，原信已经查
不到了。但孔融又给曹操回复了一封信，
信中说：“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
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这场禁酒与反禁
酒之争以曹操的胜利告终。

刘备刚入蜀时，为了筹措军粮，颁布了
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

吕布为防止诸将饮酒误事，颁布了禁
酒令：军中任何人不得饮酒。他手下大将
侯成等人因找到了走失的马匹，私自酿酒
并进献吕布，以示庆祝。不料吕布却将酿
酒的诸将统统责打一顿。侯成等将军因此
心怀怨念，趁吕布睡觉之时将其捆绑，然后
献城投降。

榷酒制和税酒制

我国历史上还存在着一种禁酒令，可
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最早对酒课以重税
的人是商鞅。他没有明文禁止酿酒和卖
酒，但提出政府要对酒加收十倍成本的赋
税。到了汉武帝天汉三年，汉武帝宣布施
行变相的禁酒令——榷酒制度，即酒要由
政府专卖。汉武帝依靠卖酒换来的军费南
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榷酒制度发
展到后来，又演变成税酒制度。税酒制度
下，酒由民间商家经营，政府只负责收税。

开皇三年，隋文帝废除了酒类专卖制
度，将酿酒和喝酒的权利还给了百姓。唐
朝也是一样，强大的国力给百姓提供了很
高的生活质量。安史之乱摧毁了盛唐，唐
德宗为筹措军费，于 782年重开榷酒制度，
直至唐朝灭亡。

朱元璋为禁酒不许种糯米

成吉思汗最讨厌饮酒误事，所以，元代
前期的禁酒令非常严苛。元世祖在1283年
宣布严禁私人酿酒、卖酒，“有私造者，财产
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 1290年又将处罚
变更为“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后，禁酒
令松懈，各类酒馆又开始繁盛起来。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诏书令国民
“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连酿酒的糯米
都不许种植。大将胡大海之子因触犯了禁
酒令，朱元璋不顾胡大海正领大军出征在
外，亲自手刃犯人。但随着朱元璋的离世，
酿酒、卖酒、喝酒又恢复如常。

乾隆“永禁造酒”

清代最著名的禁酒令和对禁酒的争论
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
苞向乾隆提出针对西北五省的禁酒令，理
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本来就穷，二是这五
省百姓酒后犯罪率高。

乾隆考虑了大半年后，冒失地令这五
省“永禁造酒”。

马正标说：“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嘉淦首
先表示将抗旨不遵，他的理由是，烧酒用的
是粗粮，黄酒用的是细粮，一旦禁酒，那些
粗粮无法储备，可能衍生腐败和走私。”

乾隆旋即昭告五省总督进行讨论，五
个总督都反对“一概禁止”的做法。乾隆采
纳了他们的建议，实施受灾之年之地减少
酿酒的措施。这些措施逐渐被编入清朝法
令，演变成通行全国的法律制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禁酒的步伐也
在不断加快……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谷治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平安、刘文琪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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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7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登科：本院受理宋东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27 民初 21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限被告王登科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
还原告宋东亚借款 40000 元并支付利息 25 元及以 40000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0 月 25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
利率 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宋东亚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1050 元，公告费 540 元，共计 1590 元，由
被告王登科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北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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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维涛：本院受理原告李素好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02 民初 1511 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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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康达药业有限公司、洛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责任
公司、河南省恩鼎医药有限公司、史洛银、杨成彬、杨素
粉、马青利、马育民、宋新、吕颖辉、张爱玲、马宇：本院受
理的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本院作出（2018）豫 0311 民初 1461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11 民
初 14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诉
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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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平平、任兵兵：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
诉你们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依法判决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 23600
元、代为垫付的公告费 400 元、邮寄费 120 元。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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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龙门法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刘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150000 元及利息

（利息按月息二分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暂算至
2019 年 1 月 5 日为 9000 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
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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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 3 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伟亮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旅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关海欣诉你及第三人焦文霞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签
订的《转让协议》和《转让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请求贵
院依法判令确认原告对协议中左岸温泉游泳馆、变压
器、温泉机井、水泵，十二间窑洞等所有涉及游泳馆资产
享有所有权；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公
告费、邮件费等合理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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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龙门法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范大伟：原告洛阳市鹏燕翔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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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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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7 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斤斤：原告洛阳市鹏燕翔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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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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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 11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7 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孝辉：原告洛阳市鹏燕翔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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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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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7 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志华、黄守民、陈新余、张新燕：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富宁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张铁头、宦忠平、朱美
菊、鄢丰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洛宁县支
行诉被告洛阳市富宁木业有限责任公司、鑫融基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张铁头、宦忠平、朱美菊、鄢丰强金融借款

合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 0328 民初 72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保全）。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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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 3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金珠老黄记餐饮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张海波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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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4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曙光（41022519730312493X）：本院受理原告乔家刚
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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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3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启：本院受理原告赵利娟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211 民
初 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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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全梅、刘瑛瑛：本院受理原告荆水勤诉你们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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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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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第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19 年 04 月 2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04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人民路南，玉前路东庆
都花园 20#号楼 2 单元 1 层 107、2 单元 4 层 402、1 单元 2
层 201、1 单元 3 层 301、1 单元 4 层 401 房屋【产权证号：
1301000137、 1301000141、 1301000138、 1301000139、
1301000140】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淑霞、李克彬、李克民：本院受理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 0602 民初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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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鹤壁市一百净洗涤用品有限公司、王爱琴、刘记拴：本院
受理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602 民
初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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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霍瑞芬、董运平、胡振华：本院受理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 0602 民初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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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涵：本院受理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 0602 民初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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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丽霞、张路保：本院受理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 0602 民初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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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辉（身份证号 411526198901013525）：本院受理原告
周建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原、被告离婚；
婚生子女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3 日 9
时在本院 7 号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永：本院受理原告李微、阮祥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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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7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练澐嘉：本院受理原告郝迪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转普通程序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廉政监督卡。从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 楼审判庭（审判庭
详见大屏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法 院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