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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电视台《都市热线》栏目记者
采访中，遭周至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殴
打一事有新进展。5日晚间，周至县公
安局回应，已对周至县人民医院办公室
副主任等在内的6人处以行政拘留。

陕西电视台《都市热线》官方微信
消息，2015 年 11 月 19 日，周至产妇喻
娜娜在周至县人民医院生下一名男婴
后，出现紧急状况，并最终不幸离世。
家属认为产妇死亡事件中，周至县人
民医院存在过错，并将其诉至法院。
2017 年 7 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周至县人民医院赔偿死者家属
50余万元人民币。随后通过法院强制
执行，家属拿到了这笔赔款，然而，当
家属去医院打算取走产妇遗体安葬
时，却被周至县人民医院告知要缴纳
每日 150 元、总计 10 多万元的“停尸
费”。

《都市热线》栏目称，12 月 4 日下
午，该栏目记者就此事对周至县人民
医院采访时，在医院办公室内被十几
人团团围住，并试图抢夺采访设备，

“抢夺过程中十余
人 一 起 对 记 者 拳
打脚踢”。此后 ，
上 述 人 员 又 两 次
对记者殴打，并将
记 者 拘 禁 在 医 院
太 平 间 里 长 达 数
十分钟。

最后，对方返
还 了 抢 夺 记 者 的
随 身 物 品 。 检 查
后发现，除手机及
采 访 设 备 被 人 为
破坏并删除素材，
随身 300 元钱亦不翼而飞。此外，“采
访车还遭到对方尾随，直至到达西宝
高速武功收费站，对方才离开”。

记者据此联系周至县人民医院，
一名工作人员承认存在殴打行为，并
称警方已经介入。

5日晚间，西安市周至县公安局通
过官方微博通报这一事件称，2017 年
12 月 4 日下午，陕西广播电视台一名

记者在周至县人民医院采访过程中，
遭到相关工作人员的阻拦和殴打。接
到报警后，周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展开调查。截至 12 月 5 日 18 时，已对
涉案的 6名人员行政拘留。

被行政拘留人员是周至县人民医
院办公室副主任白某（男、37岁）、保卫
科副科长王某（男、35岁）等 6人。

据《新京报》报道

陕西记者采访遭围殴被锁太平间
采访设备被人为破坏并删除素材，警方行政拘留6人

新华社杭州12月6日电 记者从浙江省绍兴
市上虞区获悉，12 月 4 日杭州湾海域发生一起落
水事件，至目前 6 名失踪人员中一人已被证实遇
难，仍有 5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继续全力开展。

据上虞区政府介绍，12 月 4 日上午 11 时左
右，杭州湾海域发生一起落水事件。接到报告
后，上虞区立即组织相关力量全力开展搜救。据
了解，有 6名人员失踪。

上虞区协助救援临时指挥部实行直升机空中
搜、救援船海上搜和岸上徒步搜相结合的立体式
搜救方式。自落水事件发生以来，先后出动直升
机 3架次、救援船（渔船）40余艘（只），公安、消防
等部门单位和民间救援力量 600余人次参与搜救
工作。

5日 14时 40分左右，绍兴市柯桥公安分局滨
海派出所在辖区杭州湾附近海域发现并打捞到
一具男性尸体，经家属现场辨认确定，系“12·4”
杭州湾海域落水事件的其中一名落水失踪人员。

6日，指挥部将根据海面涨潮情况，出动直升
机 1 架，搜救船只 15 艘，渔船 8 艘，救援力量 400
人次，进一步扩大救援范围，全力搜救余下落水
人员。

杭州湾海域落水事件
一人遇难五人失踪

搜救工作继续全力开展

记者走访
盗墓“祖师爷”从小就想挣大钱

1962年 11月 25日凌晨 3时，姚玉忠生
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新房村，姚家兄弟
这一代恰逢“玉”字辈，于是父亲为其起名
姚玉忠。

姚玉忠的老家是一个普通的北方村
落，“种地、养牛、打工”是村民们的主要经
济来源。

如同大多数农村的现状一样，青年大
都外出打工，留下的多为妇女和老人。

姚家一共 7个儿子、一个女儿，姚玉忠
排行老三。

谈起姚家老三和老七盗墓的“绝活”，
老人们都说“他还有那本事？”

“现在三弟（姚玉忠）七弟（姚玉飞）都
进去了，母亲 3 年多没见这两个儿子了。”
大哥姚玉民说，因为担心老太太出意外也
不敢让她去探监。

对于人称其弟弟盗墓“祖师爷”的称
号，姚玉民说，“我从电视上看了，说得邪
乎了”，姚玉民大口大口抽着烟锅说。

与网络传言“姚玉忠盗墓技术是祖传
的”不同，多名村民称姚父并不懂风水和墓
葬，姚家是地道的“庄稼人”，“祖传”的是
篾匠，也就是古文中的“织席贩履”。

姚玉忠母亲说，“三儿”从小就想挣大
钱，那时候“编箩”（竹筐）不挣钱，他就去
砖窑扛砖了。

姚玉忠的家在村中间的位置。如今，
姚玉忠的妻子跟随儿子去了赤峰生活，只
有 83岁的老母亲独自一人住在这里。

姚玉忠家的院子里亮堂整洁、屋内窗
明几净，进入大门后，能看到一副对联：

“喜居宝地财兴旺，福照家门富生辉”，横
批“幸福人家”。

村民刘喜是姚玉忠的邻居，也是姚玉
忠同案犯刘民的弟弟，他告诉记者，“直到
被抓时，我才知道哥哥干这个”。

而刘民的妻子见了记者后，叹了口气
说，“现在说啥都没用了，他自作自受，我
以后跟孩子过”。

上山盗墓
常参观博物馆“考察”墓葬群

姚玉忠的家乡是红山文化所在的区
域。文物专家在该处发现了距今约 5500
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
建筑。

红山文化的墓葬特点，氏族墓地一般
都选择在高山上，多为积石冢，墓地内部分
区，结构为土坑竖穴或洞穴，并有束发、佩
戴项环和臂环的习俗。

几千年下来，墓室表层土壤经过风化、
开垦或水土流失，很多墓葬埋藏得很浅。
和盗墓小说中描写的不同，在红山文化遗
址，一般挖几十厘米深就能挖到文物，但在
荒野中找到准确的挖掘点颇有难度。

据报道，姚玉忠 16 岁那年去过一次故
宫后，就对文物着了迷，回来就开始研习风
水、墓葬。其弟姚玉飞回忆，有段时间，曾
经字都认不全的三哥天天在看“风水、易
经”之类的书。

姚玉忠曾对其简单提起，“如果在一处
山脉上，左有青龙，右有白虎，上有靠，下
有照，就是一个典型的风水宝地，也是适合
埋葬的地方。”但别人一般发现不了这样的
地点，姚玉忠一看就能找出来。

结婚后的姚玉忠除了种地，已不再编
箩筐和扛砖头。大哥姚玉民说，“我们分家
了，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村民们发现姚玉
忠变了。他戴上了金丝边的眼镜，穿上了

中山装、长褂，谈吐也比以前文雅了，再也
不像一个农民。

除了形象变了之外，姚玉忠还经常去
有名的博物馆和墓葬群“实地考察”。

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姚玉忠特
别喜欢爬山，没事儿就到附近山上转悠，有
时一转就是一天。

用“扎子”当工具
回填盗洞后撒上草籽

每年 6月至 10月间，庄稼茂密，易于隐
蔽，这是姚玉忠作案的密集时间段。他一
般白天踩点，夜间 23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作
案，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长达数天。

盗墓前姚玉忠都会独自上山一趟。盗
墓贼管这叫“踩点儿”或“点穴”。一般的
盗墓贼，到山上能找到墓的位置就不错了，
但姚玉忠不光能准确定位，还知道埋的是
什么身份的人，是上等阶层还是平民。只
要是姚玉忠认准的地儿，他一定要挖到东
西才肯罢手。一次没挖到，下一次再来挖，
所以他常会在同一个地点多次挖掘，几乎
没有失手过。

其他的盗墓团伙，有的使用了很多高
科技工具，比如“三维立体成像仪”“金属
探测仪”，但姚玉忠不是，他的工具非常简
单：强光手电和“扎子”。

扎子是一种自制的工具，由多段钢筋
拼接，携带方便，可以现场组装。它比洛阳
铲性能要高，扎进土里拔出后，通过观察扎
尖的颜色变化，可以判断地下是否有墓葬。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
判员王跃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证据
显示姚玉忠团伙并没有什么先进作案工
具，“真的就是铁锹和镐头”。

不过，比很多人高明的是，姚玉忠有时
会带上一包草籽。夏秋草木生长，是他盗
墓的最佳时机，临走时，姚玉忠都会回填盗
洞，以免被发现，有时会撒下一把草籽，用
不了多久，挖开的土上就能长草了。后来，
跟随姚玉忠的人也越来越多，更有人将他
的本事传得神乎其神：会看天象，能根据星
斗的位置、手中的罗盘在方圆百里内确定
一块墓穴的位置。

姚玉忠认为“关外盗墓第一高手”“祖
师爷”等称号都“低估”了他，“我应该是红
山文化第一高手”。据媒体报道，在提讯过
程中，姚玉忠曾宣称:“你能分清男人和女
人吗？我鉴别红山文物就像普通人区分男
女那么容易。”

30 年的盗墓生涯，姚玉忠不仅发展了
同村 5 名村民作为同伙，还将亲弟弟姚玉
飞带上了“道儿”。2015 年，公安部宣布，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盗墓案告破，其涉案
价值超过 5亿元，无论是单案抓捕人数，还
是追缴文物数量，都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数量最多的纪录。
10月 17日，辽宁省高院对该案作出终

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认定主犯姚玉忠犯
抢劫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倒卖
文物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

姚玉飞也因盗掘勾云佩、马蹄筒、玉镯
等文物，于 2015年 1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账户零存款 赌场直接抵押文物
姚玉忠的哥哥姚玉民告诉记者“这些

年我们没花过他一分钱”。
据媒体报道，姚玉忠嗜赌如命，输赢在

几百万元是常事，甚至还有一次达到了千万
元。有时输红了眼，他会直接拿出刚从古墓
里盗出来的东西在赌场抵押。仅在河北某
赌场就欠下7000多万元的赌债，姚玉忠来不
及出售文物换钱，直接拿文物抵押，原本值
100万元的东西他要50万元，甚至直接以10
万元一件的价格当场抵押，鲜有赎回。

媒体称，姚玉忠还有个绰号，叫“老败
家”。有同伙说，“姚玉忠到处赌钱，只要
是赌桌，哪怕是村头的小赌桌，他也不挑，
坐下来就赌，输到分文不剩时，还曾用盗得
的文物作抵押脱身。”

对于上述说法，哥哥姚玉民说，“三弟
是爱玩两把，但是一输上千万元肯定是谣
言”。

同村村民傅强称，“老三”确实爱赌博。
姚玉忠被警方抓捕的地点是内蒙古赤

峰市宁城县天义镇的天义宾馆，这也是他
的家乡。

被警方抓获之后，姚玉忠的账户里确
实一分钱都没有。

如今，盗墓大案尘埃落定，但是姚玉忠
告诉律师“他不服还要申诉”。

而据办案民警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
他在看守所里，每天都会拿着笔给自己算
卦，看看自己能不能出得去。

据《法制晚报》报道

家乡探访 起底盗墓“祖师爷”
绰号“老败家”赌场直接抵押文物鲜有赎回 祖传手艺是“织席贩履”

会看天象，能根据星斗的
位置和手中的罗盘在方圆百
里内确定一块墓穴的位置，他
的本事被传得神乎其神。

他叫姚玉忠，新中国成立
以来法院判决的最大盗墓案
主犯。今年 55 岁，混迹盗墓圈
30 多年，只有小学文化的他，
在盗墓界他被称为“祖师爷”

“关外第一高手”。
10 月 17 日，辽宁省高院对

该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
判决，认定主犯姚玉忠犯抢劫
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罪，倒卖文物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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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有口水井院子里有口水井，，办案人员曾办案人员曾
在这里找到玉器在这里找到玉器。。

如今只有姚玉如今只有姚玉
忠忠 8383 岁的老母亲岁的老母亲
为其看家为其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