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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公盘、兽型铜觥、彩绘青铜

雁鱼灯……这些珍贵文物，每件

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后世子

孙文化自信的珍贵载体，都是中

华民族文化根魂的组成部分

此前它们星落各地，有的被

不法分子私藏，有的流落国外，或

将再难与几千年后的中华子孙见

面，每件文物的背后，写满了犯罪

分子的斑斑罪恶

本报记者孙亮全、胡靖国

“晋公盘”，刻铭文 183 字，详细记载晋文公长
女孟姬嫁楚史实。

“兽型铜觥”，商代盛酒器，香港 1300 万元拍
卖，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调包，致拍卖流
产。

西汉“彩绘青铜雁鱼灯”，另一种风格的“长信
宫灯”，因其珍贵精美，文物贩子不舍出手，准备将
其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

……
在山西太原，即将开馆的“山西青铜博物馆”，

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期待。
这是一座极为特殊的博物馆，不仅因为它陈

列的许多文物都是“国宝重器”，更奇特的是，这其
中的大部分珍贵文物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追
缴回的被盗文物。

每件文物，都记录和诉说着一段尘封往事，此
前它们星落各地，有的被不法分子私藏，有的流落
国外，或将再难与几千年后的中华子孙见面，一些
珍贵史实，或就此湮灭。

这些珍贵文物，每件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后世子孙文化自信的珍贵载体，都是中华民族文
化根魂的组成部分。每件文物的背后，写满了犯罪
分子的斑斑罪恶。文物追缴的过程，见证着办案民
警的血汗与付出。

南征北战，余孽未消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早期人类的主要栖息
地之一。目前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不可
移动文物 5 万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52 处，位居全国第一。

考古表明，远古时代，山西南部曾是人类初曙
的起源地，地下文物丰富。

但文物富集也产生了罪恶“伴生物”——— 盗
墓。盗墓自古以来就不光彩，于今更为法律所不
容。

一名老刑警打击文物犯罪 30 多年，他的回忆
或可揭示晋南地区盗墓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家在建设路桥等工程中，不断有墓葬被发现，各
种文物流出，做工的当地人开始尝到文物的甜头。
施工队撤走了，“技能”却留下了，他们拿着大铲小
锨奔赴各个可能出土文物的地方。

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商品大潮的催动
下，晋南盗墓日渐猖獗，“要想富，去挖墓”“全国盗
墓，闻喜鼻祖”等顺口溜层出不穷。“当时在一些村
子‘一户抓一个有冤枉的，隔一户抓一个就有漏网
的’”，这名老刑警这样形容当时的“盗墓盛况”。

但由于当时法律不完善，挖了也就挖了。业内
人士介绍，彼时法律规定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如
1982 年的文物保护法规定，盗墓当以盗窃罪论
处，“往往罚点钱就算了”。

这个罪恶的行当中，一些人开始显露。代表者
就是后来绰号“侯百万”“郭千万”“郑亿万”的侯林
山、郭秉霖、郑晓林等。侯、郭是 20世纪 80 年代停
薪留职的侯马橡胶厂工人，勾结了广州等地文物
贩子，从三两成群、鼠窃狗盗地盗挖古墓、倒贩走
私文物，十年间发展成盗购销一条龙的犯罪集团，
他们还和境外文物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大肆盗贩
国家文物。

他们在晋南一带及周边省、市长期从事盗掘
古墓葬、倒卖文物的犯罪活动，致使数以万计的文
物遭到破坏。价值连城的佛头、菩萨身首异处，珍
稀国宝不断流失海外。公开报道显示，自 1985 年
发现盗掘古墓以来，晋国遗址只要是公开发表过
资料的地方，全部被他们钻探，内有制器和玉器的
古墓，全部被他们洗劫一空，墓地景象凄凉。

针对这种猖獗的犯罪活动，山西省 1995 年组
织开展了一场以晋南打击文物犯罪、晋北打击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中心的“南征北战”专项斗争。
晋南“侯百万”“郭千万”为首的多个涉黑文物犯罪
集团成员纷纷落网。侯林山、郭秉霖等多名首犯、
主犯被执行死刑。侯、郭等犯罪分子落网后，港澳
台及海外中国文物的价格一度猛涨。

但打击并不彻底，一批逃犯不了了之，盗墓和
黑恶势力也并未真正消失。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跟随“郑亿
万”的侯金发，作为“南征”重大文物逃犯之一，就
是其中的“漏网之鱼”，之后他重操旧业。

盗墓贼霸占“考古新发现”

2019 年 3 月，“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揭晓，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山西闻

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项目，因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
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
的资料，位列其中。

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
酒务头村西北，处于垣曲盆地、运城盆地、临汾盆
地交汇的要冲之地，是古代从河南进入山西最便
捷的通道之一，亦是考古学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
考古发现商代晚期墓葬 12 座，车马坑 6 座以及灰
坑 5个。

专家点评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
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
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对于认
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
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
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谁又知道，这个“考古新发现”竟一度被
垄断在盗墓贼手中，5 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
中只有 1 座没有被盗。控制酒务头墓地的就是闻
喜“盗墓黑帮”，其头目正是侯金发。

自幼习武的侯金发，20世纪 80 年代末因跟
随他人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被劳动教养，后重
操旧业，1995 年被确定为“南征”十大文物逃犯之
一。随后，侯金发与其兄弟、公安部 A 级逃犯、曾
涉嫌倒卖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珍贵文物的侯金海
再次招兵买马，以盗贩文物起家，逐渐发展形成以
侯氏兄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他们公开开设
赌场、吸毒贩毒、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梳理判决书发现，侯金发与侯金海等人自
1993 年起通过收编、豢养“盗墓高手”，抢占“墓葬
地盘”，“流水线作业”，形成盗贩文物的罪恶链条。
市场上一出“新货”，他们就千方百计打听到出货
地点，暴力抢占，再安排豢养的盗墓贼去盗挖。酒
务头墓地正是这样得来。

“2014 年第一坑被盗，人们开始知道酒务头
有墓，尤其是侯家，通过买通、摆平等暴力方式逼
迫盗墓人员，一是要货，二是逼问从哪挖的。”专案
组成员段林辉说，闻喜有个商代墓区，不少人蜂拥
而至，犹如拾金。

相较于“前辈们”，他们的盗墓手法已经“升
级”，从原来的洛阳大铲、小铲盗挖，发展成火药炸
墓、持枪盗墓。个中“高手”依靠一根探杆带出来的
土样和手感，就知道底下有没有墓以及墓的具体
位置。

“黄金荣”垄断“国保区”

2006 年，性格刚硬的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张
少华被排挤离开，2016 年 1 月，张少华被调任闻
喜县公安局局长岗位。3 月份即开始带人秘密侦
查侯氏“盗墓黑帮”的张少华，在山西省公安厅和
运城市公安局的支持下，正式对其立案(“6 . 03”专
案)侦查，逐渐揭开了这个巨型盗墓黑社会的面
纱。同年 6 月 3 日，侯金发落网。

随着侦查的深入，隐藏在“盗墓黑帮”背后的
“保护伞”、闻喜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景益民逐渐被
揪了出来。

景益民被称为闻喜县的“黄金荣”。一些老民
警回忆，景益民曾变相控制闻喜县公安局二十年，
在其担任刑警二队副队长时，就能遥控公安局长
甚至一些县市领导。在此情况下，景益民逐渐与黑
恶势力勾结，黑白通吃，造成长期负面的影响，不
少民警价值观扭曲，视其为“偶像”。“跟着景局长，
吃香的喝辣的，有前途有奔头。”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景益民与侯氏“盗墓黑
帮”头目侯金亮为发小，二人除共同经营酒店、开
发房地产外，侯金亮在景益民纵容下，自 2004 年
起长期担任缅甸百家乐网络赌博总代理，形成涵
盖多省市的赌博网络，仅在闻喜县查实的涉案赌

资就超过 2 亿元。“侯氏”还垄断了当地的毒品贩
卖等市场，“闻喜县只要能挣钱的产业，侯家都要
插一脚”，当地百姓一度“谈侯色变”。

为了保护众多的“国家宝藏”，闻喜警方专门
成立了文物犯罪侦查大队，但在巨额经济利益驱
动下，一些保护文物的民警竟沦落为保护犯罪的
“工具”。

盗墓分子供述，盗一个墓至少需要两个晚上，
第一晚探出来炸好，第二晚“清货”，这需要连续作
业数个小时。为了绝对安全，他们便以每晚数万元
的价格从相关人员手中“购买时间”，让民警巡逻
时绕过作案区域。

法院审理查明，自 2010 年起至 2016 年，景益
民在任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期间，为盗墓团伙、特
别是黑社会骨干分子张成俊等人提供保护，安排
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安吉、李晓东在
值班巡逻时有意绕开盗墓地点，为实施犯罪提供
保护。张成俊伙同被告人李福学、任清河等 7 人先
后共同或分别结伙在闻喜县境内的国家级古文化
遗址保护范围内和周边盗掘古墓葬 26 起，盗得青
铜器等文物 100 余件。

在充当“保护伞”的同时，他们还“监守自盗”，
亲自组织盗墓。景益民网罗了“南征”逃犯、“盗墓
专家”李福学等人将国保单位、东周时期的上郭古
城和邱家庄墓群当成“自家后院”，据为势力范围，
组织盗挖古墓 11 次 13 处，将所盗文物直接贩卖。

不良示范之下，不少民警纷纷效仿，组织团
伙，盗墓发财。闻喜县公安局民警张选忠自 2005
年以来，组织参与盗墓团伙多次盗掘国家、省、县
级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造成国家文物大量流失。

2018 年 9 月，景益民、李福学、李安吉等人二
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李晓东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 16 年至 6 年不等刑期及相应财产刑。

闻喜县公安局另一名副局长金勇，在分管文
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期间，为盗墓团伙能顺利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实施盗墓，安排人
员提供帮助并分得赃款，大肆进行盗墓活动，共盗
掘古墓葬 14 起 16 处，造成大量文物流失和古墓
损毁，被判处无期徒刑。

流失一件器物，湮灭一段历史

“6 . 03”专案组曾追缴回来五只青铜鼎的碎
片。专案组成员任宝申说，盗墓人员在辨认时说，
其中一根鼎腿就能买一辆车。“盗墓时因东西太
大，盗洞直径不够，出不来，就打碎了。”

“最可恨的就是盗墓时用炸药炸，好好的东西
都给炸碎了，即便后期再拼到一块，也毕竟已经坏
了。这对文物损害是最大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吴振烽说。

专家表示，盗墓致使珍贵文物流失，扰乱了完
整的陪葬系统，而随着古代文化遗存的消失，一段
历史或就此消失，直接影响专家们的研判和对历
史之谜的解读。

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鸟尊”，因盗墓者使用
炸药盗掘，致“鸟尊”尾部象鼻一段长期缺失，虽然
后来找到但仍未原装呈现；晋国博物馆镇馆之宝
“晋侯列鼎”，原本是“五兄弟”，现在分散在晋国博
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美国、台湾等地。晋国博
物馆馆长孙永和说，2002 年，5 件列鼎和晋侯稣
钟在上海“团聚”了一次，展完后又“各回各家”。

专家指出，一些重要器物上有铭文，是对史料
的重要补充。例如，晋侯稣钟上 355 字的铭文记载
了公元前 9 世纪晋国第七代国君稣随周天子出
征，并立功受赏的历史；子犯和钟被盗倒卖出境，
后几经辗转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上面 132 字
铭文讲述了晋楚之间城濮之战的历史。

与此同时，重要器物被盗，扰乱墓葬环境，割
裂了文物语境，对研究丧葬制度和当时的社会文
化背景破坏巨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
京燕在陶寺北墓地一座被盗的女性墓中发现了玉
石器和动物祭祀掩埋层，这是在全国东周考古中
首次发现，可惜墓葬被盗，丧葬制度的研究缺少了
实物论证。“每座墓葬都是个整体，被扰乱后，文物
就成了碎片，原生环境破坏了，第一手资料没有

了。”谈及此，王京燕几欲落泪。
此外，小到诸侯国的研究，大到中国历史进

程研究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酒务头墓地修正
了学界认为晋南地区缺少晚商阶段遗存的认
识。4000 年前的陶寺遗址、清凉寺遗址对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重要意义，但是也不同程
度地遭到盗掘。

“前进还有活路，后退死路一条”

“6 . 03”专案组有个微信群，这几年，每天
早晨六七点钟，专案组成员都要在群里报个到，
哪怕是忙到凌晨四五点刚睡下。“其实就是互相
报个平安，告诉大家，我还活着！”张少华说。

“跟踪、盯梢、电话威胁，甚至高速上制造车
祸。”“6 . 03”专案组民警说，案件侦办过程充满
了惊心动魄，张少华等一线民警更是枪不离身。

案件侦办期间，闻喜县公安局门口、通往各
文保区的路口每天都有人盯梢。连 110 的接线
女辅警都是对方的眼线，本该查看国保区监控
视频的她，把屏幕调成办公楼摄像头，对准了张
少华的办公室。高速路上也有车辆尾随并试图
制造车祸，面对危险，张少华曾连开三枪。

张少华轻易不敢回家，公安局也没人知道
他家人住在哪里，每次回家都要七拐八绕，进了
小区还要盘旋半天防止盯梢，就这样老家门口
还是被放了冥币。几年间，张少华的孩子不被允
许轻易出教室，上下学由张少华的战友接送。

2017 年，记者第一次见到张少华。因不清
楚记者来意，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他开口前把
枪掏了出来放到了桌子上。

那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人虽然抓
了，但专案组面对的压力却更大了。四面八方，
招呼不断，有人要求将一些犯罪嫌疑人“取保”
放掉，还有人要对张少华等专案民警“调查”“下
手”……

在最危急的时刻，转机出现了。2018 年 1
月，在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前夕，
“盗墓黑帮”案得到了中央高度关注，随后全国
扫黑办开始重点督办。闻喜“盗墓黑帮”案成了
“扫黑第一案”。

到目前，闻喜“盗墓黑帮”案中，共打掉以侯
氏兄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 23个盗掘古
墓葬团伙、25个网络赌博团伙等，破获刑事案
件 38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16 人，追缴文物
3644 件，查扣涉案资金等价值约 2 . 2 亿元。挖
出闻喜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景益民、金勇等 27 名
警务人员及 14 名其他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的事
实。2018 年 10 月，闻喜“盗墓黑帮”侯金发、侯
金海等 5 名主犯依法被判处无期徒刑及以上刑
罚。

2018 年 12 月，公安部为山西公安机关侦
破“6 . 03”涉黑案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授予张
少华二级英雄模范光荣称号。

追回重器，保护根魂

以“盗墓黑帮”案为龙头，2018 年 3 月，山
西开始向文物犯罪“亮剑”，提出开展新中国成
立以来力度最大的、为期三年的打击文物犯罪
专项行动，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

截至目前，山西公安机关已累计破获文物
犯罪案件 89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488 人，打
掉文物犯罪团伙 171个，追缴涉案文物 25000
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129 件、二级文物 266
件、三级文物 1008 件。

这些文物，正是“山西青铜博物馆”的陈展
主体。

专项行动中，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和
追缴文物数均超过前十年总和，有力遏制了山
西文物犯罪多发势头，一度猖獗的盗掘古墓葬
犯罪自 2018 年 5 月以来保持了“零发案”。

除了采取异地用警，一把手亲自担任专案
组组长，追文物、追逃犯、追资产和深挖犯罪铲

除“保护伞”的“三追一挖”“四不放过”等超常规
措施外，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史水鸿说，
关键是不遗余力、采取各种办法让文物“回家”。

然而，这些国宝重器的“回家”之路并不平
坦，许多都是警方费尽心力、辗转多地从犯罪分
子手中追回的，有的甚至是从国外追回的。

“被盗文物转运快、销赃快、出境快。不少文
物案件虽然侦破了，但东西经常回不来。”一些
办案民警无奈地说，一些重要文物一旦出国，几
亿元都赎买不回来，打官司也不一定能胜诉，
“因为不好证明东西是我们的”。

国家一级文物、2600 多年前特制的青铜礼
器“晋公盘”是闻喜“6 . 03”案中追回的文物。经
专家考证，“晋公盘”是晋文公重耳为其长女孟
姬出嫁楚国所铸，其 183个字的珍贵铭文清晰
呈现了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世气象，传递了极
为珍贵的历史信息。

这件珍贵文物被盗流失后，曾被转手到多
个省市并流落海外多国。警方历经 6个月，终于
从某国将“晋公盘”成功追缴回国。

“这是国宝级，在一级文物里面是最好的。”
吴振烽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也表示
认同，他说如此多的铭文记载春秋中前期历史，
在青铜器中实属罕见。

“兽型铜觥”是商代的一件盛酒器，国家一
级文物。觥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觥筹
交错”就来源于此。

盗墓分子把它盗掘出来后，侯金发连夜将
其带到了广州，委托文物贩子葛某以底价 1300
万元的价格到香港保利拍卖会拍卖。后因犯罪
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调包致交易流产，又将其
偷运回境。民警最终在上海把文物追回。

西汉“彩绘青铜雁鱼灯”追回的故事，也让
人唏嘘不已。“雁鱼灯”是运城市新绛县“2 . 12”
案件中追缴回的。文物贩子曹某落网后，试图通
过一张纸条给他家人传递信息，纸条上写着“务
必把灯和剑处理好”。

专案组根据这个线索，到介休市曹某家里
进行搜查，未果。后通过反复工作，在曹某父母
家的地下室，找到一堆用塑料布包裹着的青铜
零件，拼起来后正是“雁鱼灯”。曹某得知后在狱
中大哭一场。因其珍贵精美，这名文物贩子没有
舍得出手，而是将“雁鱼灯”藏了起来，准备将其
作为自家的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

呼吁“起码文物罪不得减刑”

“文物保护利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事关
国家文化安全，事关中华伟大复兴。保护不好文
物，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山西省副省
长、公安厅厅长刘新云对文物保护工作有着深
刻的认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炳华说，山西
公安追缴回的涉案青铜器与其他涉案器类，时
代上跨度近 4000 年，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资
料，填补了许多空白。

受访者普遍表示，必须加大对文物犯罪打
击和文物保护力度，对文物犯罪一扫到底，除恶
务尽。

刘新云表示，山西将以建立省市县三级公
安机关文物犯罪侦查打击专业队为抓手，高压
严打、持续发力，适时发起全国性集群战役，斩
草除根，确保 10 年之内山西盗墓犯罪“零发
案”。

山西公安目前正在为文物“登记造册”，建
造电子档案，在国际刑警组织备案，即便流失到
海外，也有证据证明其是赃物，所有权属中国。
他们同时也正进行海外拍卖行信息关联核查，
境内境外双向发力，大力开展境外流失文物清
缴工作。

与此同时，专家们呼吁文物安全保护这只
手要真正硬起来，推动压实政府主体责任。

此外，调研中不少专家和民警反映，2011
年盗掘古墓葬取消死刑后，盗墓活动愈发猖獗，
他们呼吁“发墓者诛”，“起码文物罪不得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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