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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历史

商汤开启德法治国新纪元历史上朝代新纪元的开创者，必定德才兼
备，有勇有谋，身边聚集不少才智不凡的俊杰。
作为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奴隶制
国家的开创者，商汤的作为堪称典范。他广
寻贤能人才，礼贤下士，用人不拘一格，奴
隶、罪犯、战俘等，只要有才，他都大胆
起用。他制定法律，严管官吏，把
一个泱泱大国治理得井井有
条，开启德治、法治新纪
元。

核心提示

德及万物
为了探究商代法制，近日，河南法制报记者

来到偃师市山化镇蔺窑村，这里是商汤陵的所
在地。一阵寒风迎面吹来，满地荒草窸窸窣窣，
记者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高大的商汤。

“‘ 呜呼！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
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
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这是《伊训》
中对商汤的赞誉之词。”洛阳理工大学学报编辑
部教授王治涛说，“在政治品德方面，商汤起到
了表率作用，他努力讲求做人的纲纪，听从谏
言，遵循前贤的话行事；处在上位能够明察下
情，使臣下能够尽忠尽职；与人结交不求全责
备，检点自己，唯恐不周全。这是很难做到的事
情呀！”

商汤，姓子，名天乙。《尚书》记载商汤自称为
履，因为他除暴安民，推翻夏桀的暴政，称为汤。

商汤的德行不仅施于人，还用到飞禽走兽
身上。《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外出，看见野外
有人四面张着罗网，祈祷说：“从天上地下四方
来的都进入我的罗网。”商汤说：“唉，想一网打
尽啦！”于是叫那人撤去三面罗网，并命那人祈
祷：“想往左的，往左；想往右的，往右。不听从
命令的，才进入我的罗网。”诸侯听到这件事，都
称赞商汤的德行。

礼贤下士
商代的选官制度不拘一格。那些富

有才华，出身微贱之人也能进入国家管
理层，商汤甚至还会从俘虏、罪犯、奴隶
中选取官员。从奴隶到相的伊尹说，商
汤不仅政治品德优秀，还广泛寻求贤能
人才，辅助后辈。这句话一语双关，不仅
赞扬了商汤渴慕贤能人才，也暗示自己
就是商汤请来辅佐后代君王的人才。

《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去汤適
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伊尹曾经离
开商汤到夏朝，认为夏朝腐败丑恶，然后
又重新回到亳地。之后，诸侯部族忍受
不了桀的残暴统治，纷纷叛离，使桀的力
量大为减弱。商汤和伊尹见时机成熟，
就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鸣条（今封丘
一带）一举灭了夏桀。

商汤根据仲虺的建议，施行军事打
击，即打击弱小，吞并弱小主张。当然，
也要师出有名。《史记·殷本纪》记载：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
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
伐昆吾，遂伐桀。”商汤征伐诸侯各国。
葛伯不祭祀列祖列宗，于是商汤首先攻
打他。商汤起兵，率领诸侯，伊尹跟随
着商汤，商汤亲自拿着大斧讨伐昆吾，
接着又讨伐夏桀。

商汤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再加上贤
才的辅助，最终成就伐夏大业。

制定《官刑》
商汤推翻夏朝之后，制定了完备的法

律，在干部管理上，制定《官刑》来管理百官，
这相当于现在的干部管理条例。《官刑》规
定：“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
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
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
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
于蒙士。”

王治涛解释说：“这段话的意思是，敢有
经常在宫中跳舞、在办公室饮酒唱歌的，这叫
巫风。敢有贪求财货女色、经常旅游打猎的，
这叫淫风。敢有不听圣人教训、拒绝忠臣劝
谏、疏远年老有德的人、亲近顽愚无知的人，
这叫乱风。这些三大歪风（巫风、淫风、乱
风），十大罪过（经常跳舞、唱歌、喝酒、打猎，
贪财、贪色、侮圣、拒谏、远德、近奸），卿士身
上犯一种，他就一定会丧家；国君身上犯一
种，他就一定会亡国。臣下不纠正君主的过
错，就要受到墨刑。如此详细的古代干部管
理条例，对歪风陋习形成了有力的监督。”

“正是商汤的德治法治，特别是《官刑》
对后代君王与群臣的严格要求，才使得后世
君臣廉洁自律、警戒自身，念念不忘。为政
者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用德政来治理国
家，商朝才有了 500多年的历史。”王治涛感
慨地说。

● 提存通知书
赵世明：关真勇、康玉清已于
2020 年 1 月 6 日按照《房地产
转让合同》将应付给你的人民
币贰拾万元整（￥200000）提存
至我处，请你于 2025 年 1 月 7
日前，持本通知书、身份证明
（委托代领请持委托公证书）、
债权凭证到我处领取。
本处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迁西
县盛泰家园底商65号公证处
联系电话：0315-5611303

河北省迁西县公证处
2020年1月20日

● 公 告
康庄贾景献（小名：贾小交）欠袁
留庆和赵铁豹的钢结构工程款
未结清，多次打电话联系不上，
请其看到后联系我们二人。

声明人：袁留庆、赵铁豹
●张娟娟位于兰考县碧水蓝城
小区第12幢2单元8层801室的
房 屋 抵 押 登 记 证 明（编 号
201602367）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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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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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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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13838110713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2018年11月4日出生的张秋
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594337，声明作废。
●2019年3月8日出生的杨舒
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365462，声明作废。
●2016年2月1日出生的崔芝
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922136，声明作废。
●2014年5月6日出生的孙浩
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82761，声明作废。
●2008年6月11日出生的展璐怡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I410750859，声明作废。
●2011年6月3日出生的杨艺彤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K410349602，声明作废。
●2013年12月17日出生的马星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211165，声明作废。
●2014年2月23日出生的闫旭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741466，声明作废。
●漯河市昊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LF5578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102013262，声明作废。
●漯河市富铭运输有限公司豫
LK6699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104004232，声明作废。

●2019年11月5日出生的王瑾
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014483，声明作废。
●吕留套国家伤残公务员证丢失，
证号:豫工0220325，声明作废。
●周口远大集团运达特种货物
运输有限公司豫P1H41挂移动
压力容器使用证遗失，编号：容
3MA豫P20165，声明作废。
●杞县永胜保鲜库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注册号：4102210806
26155，声明作废。
●杞县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BH1555营运证遗失，证号：
410221005156，声明作废。
●杞县于镇镇梦艺幼儿园民办非
企业证书正副本遗失，证号：5241
0221097544417F，声明作废。
●杞县于镇镇梦艺幼儿园银行
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4921
000695801，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23日出生的杨天
一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0669077，声明作废

●汝南县信哲通电子厂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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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美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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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豪迈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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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杞县鑫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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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宏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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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县周河乡水管所（注册号4115
23300000955）经投资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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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漯河市老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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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易妥达商贸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
45MRTN5H）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张资爽因保管不善，将坐落郑

东新区金水东路10号院22号楼2

单元2层23号的房屋他项权利证

书【证书号：1503023034】遗失，现

声明该房屋他项权利证书作废。

●河南豫洛律师事务所武洁律

师证丢失，证号1410320191008

2020，声明作废。

●2013年12月21日出生的王宇

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39291，声明作废。

●新蔡县天中招投标服务有限

公司财务章编号 41282800094

13，声明作废。

●位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T410036754，声明作废。

●2015 年 12 月 28 日出生的马

琪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920253，声明作废。

●2010年8月25日出生的徐博

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249268，声明作废。

●杨瑞林，源汇区空冢郭镇杨店

村居民，土地确权证丢失，证书编

号D4111020030853，声明作废。

●2016 年 10 月 19 日出生的候

宇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23792，声明作废。

账 房
法务服务

欢迎咨询：400-600-9365
云

●个体户高红丽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4103056310292
42，声明作废。
●2018年7月6日出生的赵贺铭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959766，声明作废。
●2016年12月20日出生的张家
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45185，声明作废。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经核准，下列社会团体符合
要求，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
告。单位名称：灵宝市焦村镇南
安头村民间艺术文化协会，登记
证号：51411282MJY42105XK，
成立日期：2020年1月15日，法定
代表人：常孝民，开办资金：人民
币叁万元，住所：河南省灵宝市焦
村镇南安头村，业务主管单位：灵
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9年4月1日出生的张亦
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354989，声明作废。
●睢县合鑫塑业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
●2015 年 12 月 4 日出生的陈
逸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54584，声明作废。
●2017 年10 月17 日出生的曹
星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526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鹿邑县中原现代农业联合专业合作
社（93411628594891196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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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