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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犯罪令人惊心

在灯光幽暗的展厅里，一批珍贵的
青铜器吸引观众驻足流连，不时有人发
出惊叹。商王和诸侯才能享用的青铜方
鼎，采用分铸与插接、铆接工艺制成的青
铜觥，铸作精美、装饰华丽、内有称颂周穆
王铭文的懋（mào）青铜卣（yǒu）……这
些文物全都来自山西闻喜“6·03”系列
盗掘古墓葬案追缴所得。

不久前，一篇讲述公安机关与闻喜
侯氏盗墓集团“20 年战争”的报道在网
上引起较大反响。以侯氏兄弟为首的犯
罪集团盘踞闻喜多年，其团伙成员分工明
确，踩点、打坑、清货、兜售，形成从
盗掘到销售的完整犯罪网络。2018 年，
山西省公安机关终于打掉这一集团，破
获与该团伙相关的各类刑事案件 351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494 名，追回涉案文物
3073 件，其中一级文物 34 件，二级文物
66件，三级文物151件。涉案文物规模之
大、珍品之多，令人惊心，有媒体甚至
评价称“山西扫黑扫出个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国文物犯罪案件频发，文物
安全形势严峻。古遗址、古墓葬、田野
石刻成为发案重灾区，世界文化遗产、
皇家陵寝、大型古墓葬群屡遭盗扰，大
量珍贵文物流失受损。据统计，2013年以
来，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犯
罪案件达 100 余起。与此同时，文物犯罪
的手段不断升级，呈现集团化、暴力化、智
能化趋势，给监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子弹、手枪、猎枪，展板上的照片
显示了西藏山南“8·18”系列文物盗窃
案中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武器。2017 年 8
月，西藏山南市公安局接到情报：有不
法分子拟于近期在曲松县盗掘文物。经
过近 7 个月的努力，专案组打掉一个长期
在山南乃东、曲松 12 县区及拉萨、日喀则
等地流窜盗窃、盗掘古文化遗址的犯罪团
伙，团伙成员大多携带枪支、弹药等凶器，
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在巨大经济利益
驱使下，文物犯罪案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携带武器、暴力袭击安保人员和警察的情
况时有发生。”展览现场讲解员说。

红外夜视仪、金属探测器、三维立
体成像探测仪等先进设备和信息技术手
段也被犯罪分子广泛利用。自 2005 年四
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岷江河道发现内
藏银锭的木鞘以来，江口岷江河域有沉
银的消息在民间广为流传。2014 年初，
数十名盗贼利用金属探测仪、潜水服、
氧气瓶等专业水下作业工具夜间潜入江
底盗掘。眉山市公安机关历时两年，辗转
10多个省市，打掉犯罪团伙 10个，摧毁倒
卖文物网络 9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70 名，
追缴涉案文物 1000 余件，其中一级文物 8
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余元。

展厅中央展柜陈列的虎钮“永昌大
元帅”金印，是四川眉山“5·1”特大盗
掘、倒卖文物案追缴的核心文物。此金
印印面阳文九叠篆书“永昌大元帅印”，
印背右侧阴刻楷书印名，左侧阴刻楷书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印背上装饰虎形
钮。有学者认为这是张献忠用印。这枚
金印对后续江口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
以及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

共筑文物保护长城

法庭内座无虚席，多架照相机、摄
像机严阵以待，一名身材瘦小的男子被
神情严肃的法警押送上庭——几幅展板
还原了辽宁朝阳“11·26”特大盗掘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案庭审现场的情景。“这个
人就是号称盗墓界‘祖师爷’‘关外第一
高手’的姚玉忠，辽宁朝阳系列盗掘案

的主犯之一。”讲解员说。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

源、建平两县交界处，以新石器时代晚
期红山文化遗址为主要遗存，1988 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6月以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
护区周边接连发生多起遗址地下文物遭
盗掘案件。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挂牌
督办，朝阳市公安机关历时一年，辗转7省
区 10 市，成功破获该案，打掉文物犯罪团
伙1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40名，追缴涉案
文物 2069 件，其中一级文物多达 250 件。
2015年 12月 31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一审宣判，30 名被告分别获
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追缴
被盗文物最多、单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最
多的案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展柜里陈列着该案追缴回来的红山
文化玉器：玉猪龙、C 形玉龙、牛首玉
人、勾云形玉佩、丫形玉器、玉钺、凤
鸟形玉饰……这些玉器器形多样，雕琢
工艺讲究，纹样简洁明快，为研究红山
文化晚期的琢玉水平、用玉制度、社会

结构变化及其所属的社会发展阶段提供
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2 年
以来，公安部累计挂牌督办重大文物犯
罪案件 27起，连续发布 3批 A级通缉令，
对 30 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展开全国
缉捕。2017 年和 2018 年，公安部、国家
文物局先后两次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和文
物部门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取
得显著成果。公安部与国家文物局还建
立了“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联合长效工
作机制”，共同在陕西省公安厅设立了

“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研发建设了
基于公安内网的文物犯罪信息管理系统
和基于互联网的“中国被盗 （丢失） 文
物信息发布平台”。

2013 年至 2017 年，全国各级人民检
察院共批准逮捕文物犯罪嫌疑人 4248
人，起诉 6317 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
受理涉文物犯罪案件 2217 件，审结 2197
件。2015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颁布 《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
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为各地司法机关公诉和审判文物犯
罪案件提供指导。

在严厉打击文物犯罪的同时，文物
安全防范不断加强，相关制度标准不断
完善。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日益成熟，《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
安全防范系统要求》《长城执法巡查办
法》 等多项制度标准相继出台。2017
年，国家文物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全国
文物安全状况大排查，督促整改安全隐
患近2万处。文物平安工程持续推进，截
至 2018 年底，已为 2800 余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配备了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各地也不断加强和改进文物安全工作，
16 个省份明确将文物安全纳入各级政府
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此外，中国还积极
加入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并先后与
秘鲁等 21 国签订防止盗窃、盗挖和非法
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

“经过共同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了
各级政府重视支持，公安、司法和文物
部门协调联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打
防并重、多措并举的文物安全长效机
制。”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基层保护尤需加强

在展览第三部分，设置了一些交互
体验环节。观众可通过大屏触控设备参
与文物保护相关知识问答，可以浏览

“ 中 国 被 盗 （丢 失） 文 物 信 息 发 布 平
台”，了解相关文物信息、为追缴提供线
索，还可以通过电子签名系统签名、拍
照，写下参观感言和意见、建议。“希望
通过这些形式，让公众真切地感受到自己
也是保护祖国文物、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
的一员。”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乐日乐说。

在基层文物保护中，民众的作用不
容小觑。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就
与当地群众及时举报盗掘活动有着密切
关系。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
群众举报：南昌市观西村墩墩山上一座
古墓遭到盗掘，立即派人进行现场勘
查，发现 14.8 米盗洞，椁板已被锯开，
所幸遗物基本没有被盗。2011 年至 2016
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及周
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历代海昏
侯墓园等一系列重要遗存。海昏侯墓园
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
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
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被评为 2015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龚志勇

告诉记者，及时充分地发现线索对于打
击文物犯罪至关重要。现实中，不少犯
罪行为发生了，却并没有被发现。他表
示，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文物保护，
向公安机关举报盗掘、盗窃、倒卖等文
物犯罪线索。

“当前文物安全监管和基层文物保护
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员力量
不足、经费投入不够、安全防护设施缺
乏、专业技术装备不足等。”国家文物局
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下一步，国家
文物局将继续推动地方文物部门加强基
层机构队伍建设，充分保障人员力量，
加强安全监管和巡查看护；督促各级行
政部门加大文物安全经费投入；继续推
进文物平安工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配备安全防护设施，强化技防措
施；推进文物建筑安全专用装备研发应
用，提高安全防护水平。

假如没有盗掘……这几
乎是每一个考古人的梦想。

即使是幸运如英国考古
学家霍华德·卡特，1922年在
打开闻名世界的图坦卡蒙陵
墓沉重的石门之前，仍然不
能确定等待他的是考古史上
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还是一
座已经被盗墓者洗劫破坏的
空室。事实上这座陵墓曾两
次被盗，前厅及侧厅的珍宝
至少有一半以上遗失。所幸
其中保存下来的外四层里三
层的棺椁、佩戴着黄金面具
的木乃伊、堆积如山的华贵
文物，已经足够让我们折服
于古埃及的灿烂文明。它们
陈列在博物馆里，让我们心
驰神往、流连忘返。多少年
过去了，考古学家依然可以
用最新的技术对木乃伊进行
CT 扫描，提取 DNA 进行研
究，还可以对陵墓进行修缮
或者建造复制品供世人参观。

设想一下，假如那么多的遗址、古墓没有遭
遇盗掘，我们所能获得的历史文化信息会比现在
丰富多少倍。

青海的都兰热水大墓是几代考古人的伤心之
地。这里曾出土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等文物
几乎都是被盗收缴的，虽然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研
究提供了实物例证，但却无法让考古学家复原出
一个完整的故事，到现在大家都无法对这一区域的
墓葬结构、随葬形制进行科学的研究。在热水墓群
血渭一号墓东侧，笔者曾看到了盗墓者的探坑。
已经回填后的探坑几乎不引人注目，可就是从这
里盗掘出了那样精美的金覆面。

山西闻喜系列盗墓案，是又一个让人触目惊
心的例子。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晋南地区方国
林立，十分繁荣。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
考古发现非常少。此次闻喜酒务头的12座大墓是
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从追缴回来的文物级别就可
以看出。懋青铜尊和懋青铜卣都是一级文物。这
件卣，既有外罩式盖，又有提梁，提梁两端还有
兽首，通体有扉棱，器面上装饰着精美的蕉叶纹
和长尾鸟纹，算得上是百看不厌的青铜器精品。
尊和卣是商晚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器中的重要
组合，一般成对使用。这组尊和卣上有相同的长
篇铭文，记载了周穆王赏赐重臣懋、懋谢天子的
史实。青铜器都有自己的组合关系，都有自己在
墓葬中的出土环境，但由于被盗，它们成为没有
坐标与出生牌的“孤魂野鬼”。

经过山西省考古所的抢救性发掘，可知在 12
座墓中有 5 座甲字型大墓。可恶的盗墓者只给我
们留下了 1 座未盗掘的甲字型大墓，只残留少量
青铜器和陶器。商晚期的甲字型大墓在安阳殷墟
都不常见，而在晋南却可以见到，这对于研究商
晚期商王朝的势力范围、政治地理格局有着重要
的价值。可是由于盗掘，很多信息永远地失去了。

盗窃、盗掘、倒卖、走私形成一系列完整的
利益链条，文物犯罪集团化、暴力化、智能化的
新趋势令人瞠目结舌，涉案文物之珍贵、损失之
难以估量令人不寒而栗。山西闻喜盗墓案中的监
守自盗，四川眉山江口沉银遗址的“万人淘宝
热”，明十三陵石烛台“失踪”近一年才被发现
……这一桩桩文物犯罪案所暴露出的问题，不能
不让我们深思。

健全田野文物安全责任体系，加强文物执法队
伍和文保员队伍建设，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多管齐
下，这些都是文物安全工作的题中之义。但无知和
贪婪所造就的疯狂之心如何感化？这个命题很难
解，又必须面对。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倒卖、走私文物猖
獗的国际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都遭遇
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共同铲
除文物犯罪滋生的土壤，营造全社会参与文物保
护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才能让承载着民族基
因和文明密码的文物、遗址不被破坏，才能让祖
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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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雅婷

红山文化玉器、商周青铜鼎、汉代陶编钟、北魏石佛像、清代贵妃凤冠……近日，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众志成城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亮相国家博物馆，这是近年来全国打击防范
文物犯罪成果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展览由“文物屡蒙殇”“向文物犯罪亮剑”“警钟长鸣、共筑钢铁长城”三部分组成，以
14个重点文物犯罪案例贯穿其中，汇集公安机关追缴和考古抢救性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75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有165
件。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这场展览既是发人深省的宣教活动，又是汇聚多门类文物珍品的古代艺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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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追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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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器，辽宁朝阳“11·26”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文物红山文化玉器，辽宁朝阳“11·26”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文物

战国鸟形青铜灯，山西闻喜“6·03”系
列盗掘古墓葬案追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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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闻喜盗墓案追缴的西周懋青铜卣

文物犯罪集团化、
暴力化、智能化的新趋
势令人瞠目结舌，遗
址、古墓中大量珍贵的
历史文化信息，由于遭
遇盗掘而永远地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