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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说法(180902 期) 

 

 

 

 

 法治动态 

 【甘肃明确矿业权人和矿企生态保护责任】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近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下发《关于在地质矿产勘查开采中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推进绿色勘查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矿业权人

和矿企、市县主管部门职责任务。 

甘肃厅提出，要加强矿业权人和矿企的生态保护责任，在签订委托勘查合

同时，应对勘查工作中的生态保护要求作出明确约定。尚未设置矿业权的勘查

项目，委托方在下达项目任务书时必须对生态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勘查施

工单位要对勘查项目区的生态保护负直接责任。 

甘肃厅要求，市县主管部门要对新建和生产矿山实行分类管理，安排专人

负责，细化分解任务。在签订矿业权出让合同或审查矿产开发与恢复治理方案

中，明确新建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任务及违约责任。对未完成绿色矿山建设任

法治动态

热点关注

法律故事

法律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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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新建矿山，省市县主管部门要按发证权限予以追责，责令整改；要督促完

成绿色矿山建设任务，分期分批进行升级改造，及早建成绿色矿山。要落实好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加快推进示范区建设。 

 

 【清理环保领域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来源：中国矿业报网 

国办日前发布《关于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清理生态环保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通知》明确，此次清理的范围是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法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章，以及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清理重点是

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文

件精神，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规定。 

《通知》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依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

文件精神和上位法修改、废止情况，逐项研究清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主要

内容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文件相抵触，或与现行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要予以废止；部分内容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

生态环境保护文件相抵触，或与现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

的，要予以修改。 

一方面，这或许意味着未来环保监察将更加严格，矿业开发门槛或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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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清理环保领域法规乱象，统一标准，也是对矿业开发生产企业的

保障，有助于强化环保意识，未来合法合规、在环保方面做得好的企业将更有

竞争力。 

在环保监察执行方面，极端做法也在持续纠偏。继今年 5 月下发《禁止环

保“一刀切”工作意见》提出统筹推进、分类施策后，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

《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严禁“一刀切”，保护合法合规企业利益。生态环境部部长

李干杰也在相关视频会上重申精准施策、统筹推进执法整改。同时在审批上简

政放权，提高效率，推进减税降费，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 

 

 【内蒙古全面实施煤炭矿业权市场化出让】 

---来源:中国矿业报网  

内蒙古人民政府日前下发了《关于全面实施煤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从根本上解决煤炭资源配置面临的市场需求、开发强

度与环境容量等方面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促进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分别从煤炭矿业权实行市场方式出让、加快清理处置煤炭矿业权、

煤炭矿业权的出让收益标准和缴纳方式、监督管理措施 4 个方面共做出 15 项

具体规定。 

《意见》提出，符合国务院确定的特定勘查开采主体和批准的重点建设项

目，以及大中型煤矿已设采矿权深部设置矿业权，可以协议方式出让。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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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情形外的新设煤炭矿业权全面实行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方式出让，自

治区人民政府不再研究新设井田的煤炭资源配置事宜。市场出让整装井田煤炭

矿业权，应列入国家和自治区煤炭资源开发中长期规划，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生

态环境、产业政策要求，符合矿业权出让的有关规定。市场出让已有煤炭矿业

权或划定矿区范围周边形成的不易单独设置采矿权的边角资源，应符合矿业权

设置区划方案，与确定的煤矿主体整合统一开采。 

《意见》要求，加快清理处置煤炭矿业权。各有关地区人民政府要全面清

理申请在先取得探矿权内配置资源的情况、批准资源配置取得的探矿权和采矿

权内配置项目落实情况。对未落实转化项目对应的资源量，由资源所在地盟行

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责收回。企业以申请在先方式有偿取得的矿业权，按照

要求落实了转化项目，其同意配置资源量已按照原评估的矿业权价款标准缴纳

的，不再新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 

《意见》明确，自治区从煤炭矿业权出让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作为

产业转型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云南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日前，云南省委省政府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推

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努力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中国最美省

份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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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明确，因人为因素造成国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一是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

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二是

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永久基本农田、国有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 5

亩以上，一般耕地、其他林地 10 亩以上，国有草原或草地 20 亩以上，基本功

能丧失或遭受永久性破坏的；三是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经认定造成湿地自

然状态改变、生态特征及生物多样性明显退化、湿地生态功能严重损害的。 

云南省要求，除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涉及耕地、矿产等方面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工作外，林业部门负责组织对涉及森林、林地及其管理的省级以上重

要湿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生态环境损害事

件，进行调查、鉴定评估、赔偿磋商、提起诉讼、修复监督等工作。 

云南省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清除污染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等有关合理费用。省政府指定省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保护等部门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作。 

 

 热点关注 

假阳澄湖大闸蟹"爬进"知名超市 官方介入调查 

 

假冒阳澄湖大闸蟹“爬进”知名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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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相关部门介入调查“贴牌蟹”;北京多家超市、专卖店、水产市场所

售阳澄湖大闸蟹多无官方防伪蟹扣。 

（以下为即时新闻，报道时间为 2018.9.26） 

 ■ “假阳澄湖大闸蟹:外地蟹贴标价翻十倍”追踪  

  昨日,新京报曝光了阳澄湖及周边的不少蟹农、农家乐,甚至身为阳澄湖大

闸蟹协会常务理事单位的大企业,将来自兴化、高淳等地的大闸蟹,贴标扣上防

伪蟹扣后,以阳澄湖大闸蟹的名义销往各地。对此,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协会新

闻发言人姚水生昨日表示,协会及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开始对贴牌涉假单位

进行调查。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

员则表示,大闸蟹上没有苏州市质监局监制的蟹扣,不会被认为是阳澄湖大闸蟹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而据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北京多家水产市场、超市及专卖

店所售的阳澄湖大闸蟹,仅一家的大闸蟹有官方认可的防伪蟹扣。  

  官方介入调查阳澄湖“贴牌蟹”  

  据新京报记者调查,阳澄湖及周边区域,大到身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常务理

事单位的大企业,小到阳澄湖大闸蟹专卖店、声称自产自销的农家乐,甚至承包

了蟹塘的蟹农,都参与到了假冒阳澄湖大闸蟹的利益链中去。  

  来自兴化、高淳等地的大闸蟹,在阳澄湖附近的农贸市场、企业、蟹农院内,

被贴标扣上防伪扣后,价格翻番销往全国各地。以二两母蟹为例,外地蟹商卖出

时每只约 8 元,运到苏州消泾农贸市场一只也不超过 9 元,但打上“阳澄湖大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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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的名号后,二级市场一只可卖 12 元到 25 元,知名品牌包装后售价则高达 80

多元。  

  昨日下午,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协会新闻发言人姚水生回应新京报记者称,

针对涉事的协会理事单位阳澄湖镇家乡水产有限公司,协会已经前往该公司取

证调查,同时,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介入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姚水生称,该协会目前有 400 多家会员单位,制订了自律公约,2002 年协会

成立以来,仅有一家会员单位发生过类似行为,之后便被撤掉。他称,报道后,协会

将对各会员单位加强教育,违反公约的将面临降级或开除的处罚。  

  无官方防伪蟹扣都非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在北京南四环京深海鲜市场,很多商贩将来自兴化、高淳等地的大闸蟹当做

阳澄湖大闸蟹售卖,有商贩直言“顾客都觉得阳澄湖大闸蟹好,所以就讨个喜。”

在市场内,还有各种“阳澄湖大闸蟹”字样的包装盒及各种防伪蟹扣售卖,有商

贩称可戴扣打包,做成假的阳澄湖大闸蟹。此举与阳澄湖当地的销售商贴牌制假

手段一样。  

  针对市场上存在各类防伪蟹扣的现象,昨日下午,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今年由苏州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监制的防伪蟹扣仅有一款,其样式在市场上是唯一的,“大闸

蟹上没有苏州市质监局监制的蟹扣,我们不认为它是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新京报记者探访发现,目前北京多家超市、专卖店所售的阳澄湖大闸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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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防伪蟹扣五花八门,颜色、规格、字体都不一样,其中有的蟹扣防伪码根本

无法识别,有的识别出来,显示的也仅是相关公司的验证信息。  

  在记者探访的十多家超市和专卖店中,仅物美联想桥店的阳澄湖大闸蟹,能

在阳澄湖大闸蟹防伪专用标识查验官网(http://www.qbssz.com)上予以验证,

另外包括多家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常务理事单位的专卖店,所售大闸蟹均无官方

认可的防伪蟹扣,且无法在上述官网上进行查证。  

  苏州质监局标准化处人士提醒消费者,购买大闸蟹后别怕麻烦,要打开防伪

标识,通过电话 95105581、短信 1069001205151 和网络 www.qbssz.com 三种

方式查询,以验明正身。每个防伪码只能查询一次,一旦查询的号码与公告不一

致,或防伪码已被查询过,说明买到的阳澄湖大闸蟹为假冒品。  

  水产市场贴牌蟹包装戴扣一条龙  

  水产市场假包装假蟹扣均有售  

  至于如何将兴化进的蟹包装成“阳澄湖大闸蟹”,京深海鲜市场内的店主都

有门路。  

  一名店主告诉记者,市场内有专门卖“蟹扣”和包装礼盒的店,买回来后,他

可以免费给螃蟹戴扣装盒,做成阳澄湖大闸蟹的礼盒。他的店内也提供礼盒,每

个加收十几块钱。在他看来,如此包装后的大闸蟹就成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与专卖店的无异。  

  记者了解到,早在十多年前,为了方便辨别真假,阳澄湖大闸蟹就开始佩戴带

有防伪标志的蟹扣。2010 年 3 月 1 日,由苏州市政府颁布的《苏州市阳澄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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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开始实施。苏州还将特别设立“苏州市阳澄湖大

闸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委员会”作为阳澄湖大闸蟹的保护管理机构。  

  今年 9 月 21 日,2018 版阳澄湖大闸蟹防伪专用标识正式发放启用。最新版

防伪标识提供了数码、二维码、猫眼镭射等多种防伪查验方式,防伪专用标识主

体为透明状 PP 塑料制品,主体由一体结构的椭圆标签放置区、锁止孔及扎条组

成。椭圆标签放置区,正面透明可见内部底色为金属色泽蓝色的地理标志产品专

用标志标签;背面白色,有细微磨砂感,表面载有激光雕刻的经营公司的品牌。  

  在市场内,多家售卖包装的店内,均有“阳澄湖大闸蟹”字样的包装及防伪

蟹扣售卖。  

  “洁洁水产”售卖各种工具,其中摆放最多的则是阳澄湖大闸蟹礼盒。老板

是一名年轻男子,当记者表示要买“蟹扣”时,他打量了几眼后表示,“你要好的

还是差一点的?”他称,两种都是真的,“都能扫出来,好的一块五一个,差的 150

元一包。”  

  老板拿出两种蟹扣,“差的”正面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志,类似官方发放

的最新款蟹扣,但扫描背面二维码后只显示一张阳澄湖大闸蟹字样的照片。“好

的”则标注“巴城蟹业协会字样”,扫描后会出现昆山华澄蟹业公司的溯源档案。  

  该老板称,这两种都能用,“蟹扣能扫出来就是真的,能用,没有人会查。”当

记者追问时,老板便谨慎不语。他提醒记者,即使是真的也不能太张扬,“我们也

是偷偷卖。”  

  在另一水产店内,售卖蟹扣的老板显得更谨慎,她确认记者会购买后才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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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在记者不断追问下,她直言,“这些可以说都是假的,今年的真蟹扣要下周才

到货。但是都能用,别人也都是买这种,我一天能卖掉一二十包。”  

  事实上,她卖的蟹扣跟洁洁水产店的“差蟹扣”为同一种,500 个一包,要价

120 元。这些店里,还出售各种样式的阳澄湖大闸蟹礼盒,每个 12 元-15 元不等。  

  专营店现场装蟹扣贴牌  

  在大闸蟹区周边,分布着近 10 家挂牌“阳澄湖大闸蟹”的专营门店,相比之

下,这些店面积较大,内置多排水箱,螃蟹分拣后按重量倒进箱内由顾客挑选。然

而,即使是这类专营店,阳澄湖大闸蟹的“正宗”似乎也难以保证。  

  记者走访发现,专营店内的螃蟹也是散装进货,之后工作人员现场分拣后,再

为其套上蟹扣。在一家名为华澄闸蟹行的店内,记者看到,两名工人现场为散装

螃蟹装配蟹扣,之后再系绳包装。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协会新闻发言人姚水生告诉记者,大部分阳澄湖大闸

蟹都会在出水后现场装蟹扣,然后再销往各地,到了专卖店,应该都是已经装好蟹

扣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企业为了保证螃蟹质量,选择到店后再装扣。”  

  然而,根据《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规定,阳澄湖大

闸蟹销售时应当附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识。取得地理标志使用权的阳澄

湖大闸蟹生产者应当在销售前,在指定的交易监管场所,对阳澄湖大闸蟹加施专

用标识。保护办法虽然是地方性法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未加施专用标

识的,不得以阳澄湖大闸蟹名义销售,否则,将最高可被处罚 3 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按照要求,专营店的大闸蟹在销售前,就应在特定场所装好防伪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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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华澄闸蟹行老板告诉记者,自家的大闸蟹都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而记者发

现,该店内的蟹扣只印有华澄蟹社的标志,并非 2018 年官方发放的新款蟹扣,扫

描二维码后,只能出现该公司的溯源档案,并无查询系统,模式与记者在水产店购

买的蟹扣类似。  

  在记者走访的 4 家专营店里,3 家都是在店内佩戴蟹扣后再销售。另一家名

为鲜玛特的专营店显得尤为忙碌,4 名工人忙着给到货不久的大闸蟹戴扣装箱,

然后送往北京多家酒店。老板称,自己在阳澄湖有养殖基地,卖蟹多年,其店内,

还摆着一块认证标牌,发放单位写着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  

  而记者发现,鲜玛特使用的防伪蟹扣,与上述华澄闸蟹行为同一款,扫描内容

也雷同。  

  探访 1 京深海鲜市场  

  “兴化蟹”冒充阳澄湖大闸蟹  

  25 日凌晨 3 时许,近 10 辆满载大闸蟹的货车停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内,标

着重量价格的蟹箱卸在各家店外,老板们忙着各自分拣。  

  大闸蟹陆续上市后,京深海鲜市场这一幕每天都在上演。百米长的大闸蟹专

营区,近 30 家大闸蟹批发店分立两侧,老板们大多卖蟹多年,他们要在天亮前卸

下江苏运来的大闸蟹,然后等待来自北京或周边地区的订单。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大闸蟹区内的门店,大多挂牌“江苏大闸蟹”,顾客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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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店选购,螃蟹都是散装在泡沫盒内,没有任何包装也没有蟹扣。天还没亮,就有

许多顾客趟在过道的泥水里选购,称重、装车,运往各处。  

  记者走访 10 多家门店,当询问大闸蟹来源时,店主均称是“阳澄湖大闸蟹”。

不少店内也存放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包装盒。一名店主告诉记者,这里的大闸蟹都

是每天夜里从江苏运来,货源各家都一样。“都是阳澄湖的蟹,当天捕捞当天运

来的。”至于蟹价,以 2 两母蟹为例,各家报价从 40 元/斤至 60 元每斤不等。

店主称,中秋过后,蟹价降了不少,但销量也能维持在一天 3000 斤左右。  

  在追问之下,这名店主承认,自家的大闸蟹并非产自“阳澄湖”。“这里就

没有阳澄湖的蟹,大家货源都是一样的,从兴化拉过来的。”  

  另一名店主同样表示,“都是江苏泰州的蟹,市场里阳澄湖专卖店的货跟我

们也是一样的。”在这名店主看来,螃蟹的货源是公开的秘密。至于为何要叫卖

“阳澄湖”的螃蟹,他坦言,客户大多是酒店或门店,阳澄湖品牌自然讨喜。“吃

起来跟阳澄湖的差不多,顾客买回去自己包装成阳澄湖大闸蟹卖,都是这么干。”  

  探访 2 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  

  超市大闸蟹蟹扣有真有假  

  在位于知春路的沃尔玛超市,大闸蟹成行列被摆放于冷藏柜上。价格标签显

示,这些大闸蟹都是阳澄湖大闸蟹,一只母蟹 118 元。导购员说,这些螃蟹都是正

宗阳澄湖大闸蟹,23 日从产地被空运到京。  

  据了解,2018 版阳澄湖大闸蟹防伪蟹扣标签底色由原来的金色替换为带有

金属光泽的蓝色;正面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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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公司品牌;翻开后盖内有 12 位防伪数码和一个验证二维码。  

  这家超市大闸蟹上的防伪蟹扣,标签底色有的呈淡蓝色,有的则呈金黄色,与

官方描述明显不符。且防伪蟹扣的背面除二维码外,还印有“手机扫码、追踪溯

源”等字样,而非公司品牌。有的二维码印刷模糊不清,记者用手机扫描部分二

维码显示无法识别。有的二维码扫描成功后,显示“所查询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请放心品尝”,除此外再无其他标识。记者拆开一个蟹

扣后盖,发现并无 12 位防伪数码,也无查询电话。  

  记者在一家家乐福超市看到,所售螃蟹虽挂阳澄湖大闸蟹标识,但蟹扣上的

图案和文字,和苏州市质监局发布的 2018 年阳澄湖大闸蟹防伪专用标识差异很

大。扫描蟹扣二维码会显示出“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湘渔蟹业有限公司”的

图文界面和防伪码,但是将这些防伪码放到阳澄湖大闸蟹防伪查验官方网站上

进行查询,会显示防伪码错误。  

  在中关村东路的一家物美超市,一位超市工作人员介绍,阳澄湖大闸蟹母蟹

每只售价 49.8 元,为超市特供。前一天刚刚抵京。  

  记者发现,这些蟹虽然在外观上无明显差别,但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螃蟹的

防伪蟹扣有两种,其中一种蟹扣在 2018 版阳澄湖大闸蟹防伪专用标识查验官网

上查询后,显示该种蟹为正品。  

  另一种蟹扣正面带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字样和标志,背面印

二维码,底部有一栏 10 位数码和 11 位数码。微信扫描后,页面提示该大闸蟹为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监制、苏州市清水湾大闸蟹有限公司出产,并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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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业协会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商标注册证的相关照片,及苗种、饵料、捕捞等

信息。  

  但记者按照提示,在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官方网站上输入数码查

询,系统提示“查询的产品不存在”。  

  探访 3 阳澄湖大闸蟹专卖店  

  协会成员专卖店自挂蟹扣  

  记者走访了海淀区两家大闸蟹专卖店,在一家名为“蟹中汇”的店内,红色

礼品盒堆积于门口,有工作人员将蟹装盒。约 10 平方米的店内,一男子戴白色手

套,把绳子在蟹上捆了好几圈,然后系上蟹扣,丢在脚下。该店负责人表示他们的

蟹都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记者发现螃蟹所挂蟹扣并非阳澄湖大闸蟹蟹扣。  

  根据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官网显示,“蟹状元”、“蟹老板”、“良

仁正品”,这些品牌所在公司均是该协会成员。记者先后走访了这几家品牌连锁

专卖店。这些专卖店店员均称,他们在柜台上卖出的蟹均来自于阳澄湖养殖基

地。  

  “良仁正品”是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良仁大闸蟹养殖有限公司的品牌。

在一家“良仁正品”店里,水箱里的螃蟹并没有绑防伪扣,一名顾客正在买蟹,销

售人员告诉她,“如果送礼,就戴上扣,自己吃就用不着戴了。”  

  记者发现,这名销售人员所说的防伪扣,并非苏州市质监局发布的统一防伪

标识,而是该公司自制蟹扣。这些蟹扣上的二维码扫描显示为该公司的介绍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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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家“蟹状元”专卖店里,蟹扣同样是在顾客购买时才绑上,蟹扣上一面

写着“蟹状元”三个字,另一面是公司的官微二维码。店里的螃蟹虽然明码标价,

但是价格浮动不小,标价 88 元每只的螃蟹,店员以 60 元每只的价格出售。  

在“蟹老板”专卖店里,螃蟹所绑的蟹扣也是公司自制。该店负责人表示,

不一定产自阳澄湖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兴化、高淳产的螃蟹不比阳澄湖的差,

阳澄湖只是品牌打得响,我们是哪里的螃蟹好,就卖哪里的螃蟹,正在计划抹掉阳

澄湖这个标签。” 

记者 李明 王露晓 实习生潘闻博 摄影/记者李明 实习生潘闻博  

信息来源：新京报 

 

 法律故事 

盟誓还是神判? 王里国与中里徼案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齐国发生了一起惊悚案件。大臣王里国、中里徼发生纠

纷,庄公(前 553-前 547 年在位)无法分辨是非,命两人共赴神社,以盟誓方式和

解。谁也没有料到,中里徼竟在盟誓过程中离奇死亡,在场的王里国声称,是突如

其来的神灵杀死了中里徼!这起包含神灵因素的惊悚案件,被一些学者视为早期

中国曾有神判的证据,事实上该案只是一个“鬼故事”,与神判并无关联。 

  《墨子》中的“鬼故事” 

  一些学者认为,“王里国和中里徼案”证明,中国到春秋晚期还保存着神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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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凿无疑的”,但也不得不承认,该案是“先秦文献中有关神判全过程的唯

一记载”。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假如早期中国的神判真是“确凿无疑”的,何

以只有“唯一记载”呢?“唯一记载”往往意味着不可靠,结论很容易土崩瓦解,

历史学中称其为“孤证不立”。为了追寻该案的真相,不妨问这样两个问题:谁

记载了这起案件?为什么要记载?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突破口:该案载于《墨子·明

鬼》。 

  众所周知,与“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不同,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信鬼”

的一家,喜欢讲各种“鬼故事”。《明鬼》中记载的就是一系列“鬼故事”,是

墨家在与儒家论辩“善恶福祸”问题时抛出的理论武器。把《明鬼》通读一遍

就清楚了,其中的五起事件其实是五个“鬼故事”:第一个是“杜伯变鬼杀周宣

王”,第二个是“秦穆公庙中遇神”,第三个是“庄子仪变鬼杀燕简公”,第四个

是“王里国和中里徼案”,第五个是“祩子神灵附身杀观辜”。显而易见,墨家

记载这些“鬼故事”的目的,是证成其“有鬼论”,与神判完全无关。 

  认为“王里国与中里徼案”证明早期中国有神判的学者,之所以推出偏颇的

结论,原因在于没有细考该案的史源和语境。“鬼故事”与神判当然是不同的:

“鬼故事”讲的是善恶报应,神判则是一种司法决疑手段。除了《墨子·明鬼》

以外,先秦诸子著述中还有许多神话性、寓言性的内容,不能草率地当成事件史

料来用。墨家讲述“王里国和中里徼案”的时候,这起案件其实已传播了一百多

年,愈润色而愈失真,其观念史价值早已超过其事件史价值。 

  谁是“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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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里国与中里徼案”的关键情节,是王里国、中里徼两人共赴神社,以盟

誓方式和解。不料盟誓过程中,被用来歃血的羊,大概尚未完全死亡,竟突然跃起,

将正在宣读誓词的中里徼撞翻在地,腿部骨折,并且死于非命。疑点就在这里!当

时在案发现场的,可能只有王里国一人。中里徼到底是怎么死的,只能以王里国

的解释为准,他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杀死了中里徼,也不可能解释是羊杀死了中

里徼,只好抛出一套神乎其神的说辞:“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

所”。 

  最难理解的是“祧神之而槀之”这句话,“祧神”是谁,是理解本案的关键。

清代以来的注释《墨子》的学者,如毕沅、曹耀湘、孙诒让、王景羲、张纯一、

吴毓江、孙人和、尹桐阳等,大多认为“祧神”是神社里的神灵。其中,尹桐阳

的观点最有见地,他举出《战国策·秦策三》中的“丛往求之”的例子,认为“王

里国和中里徼案”与之相似,也是一个“鬼故事”,“祧神”是神庙的神灵,所谓

“祧神之而槀之”,应解释为“齐国神社中供奉的远祖的神灵突然出现,杀死了

中里徼”。 

  尹桐阳的解释很符合《墨子·明鬼》的语境。而将“王里国和中里徼案”视

为早期中国神判证据的学者,认为该案的诉讼过程,双方“各读誓词,羊所触者即

为败诉”,可见当时的人们相信宗教力量,运用神明的力量进行“神判”,这种理

解方式背离了《墨子·明鬼》的原意。羊的死而复苏只是意外事件,神灵的突然

出现并杀死中里徼,更是“鬼故事”,根本不能证明当时有神判制度。 

  盟誓≠神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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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誓是中国先秦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适用于天子分封、诸侯分

宗、法律诉讼乃至日常生活。《周礼》中将“司盟”一职置于秋官司寇之下,

表明中国古人已清楚地认识到,盟誓与法律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会盟各方就某事

相互约定义务为“盟”,表达坚守盟约的决心并自我设定背盟之罚为“誓”。清

代惠士奇(1671-1741 年)在解释“有狱讼者使之盟,其礼盖如此”,就引用了“王

里国和中里徼案”,这是很有见地的。 

  “王里国和中里徼案”中的盟誓事件,之所以被误认为是一次神判,既有误

读其文意的因素,也与盟誓与神判的相似有一定关系。毕竟,两者都是纠纷解决

机制,都有一些形式要求,如仪式、程序和公示性,都基于一定的信仰基础等。但

盟誓与神判的不同更多一些:两者的参与者与角色不同；神灵信仰特点不同；性

质与结构不同；成文与否不同；约束力和惩罚来源也不同。两者都是纠纷解决

机制,但只是形似,实质却大相径庭。 

  盟誓的实质是通过调和各方意见、以缔约的方式“柔性地”解决纠纷,而神

判的实质是无法调和双方的意见、不得不以神灵决疑的方式“刚性地”解决纠

纷。王里国与中里徼之间发生的纠纷,争执三年未决,遂由齐庄公出面调和,两人

“盟齐之神社”。作为牺牲而宰杀却尚未死亡的羊突然“起而触之”。垂死的

羊当然不是神兽,更没有裁判的能力,否则他们也不至于“讼三年而狱不断”了。

这起事件被墨家学者解释成了神灵突然出现并杀死中里徼,东汉人以其为信史,

今人则不应惑于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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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 

信息来源：法制网  

 

 法律格言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韩非子·孤愤》  

 

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 

                                     ——[西汉]刘向《管子•明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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