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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按照公安
部统一指挥部署，青海省公安机关在河
南、山西、浙江、云南等地公安机关全力
配合下，近日成功侦破都兰盗掘古文化
遗址古墓葬案，抓获涉及实施盗掘、幕后
出资、联系销赃、倒卖文物等环节的犯罪
嫌疑人 26 名，追缴被盗掘出土的各类文
物 646 件，实现对文物犯罪的全链条打
击，是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取得
的又一重要战果。

据介绍，去年年底，青海省文物部门
向公安机关提供了都兰县被盗掘出土的

文物将被倒卖的线索。接报后，青海省公
安机关立即开展案件侦办工作，经循线追
踪，发现该案可能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热水墓群。鉴于案情重大，青海省公
安厅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
侦查工作。经细致侦查和摸排，专案组初
步查明该案涉及的犯罪人员情况，掌握了
大量犯罪事实和证据，并在西宁市、都兰
县、乌兰县以及河南、山西等地抓获犯罪
嫌疑人 19名，追缴一批涉案文物。

案情上报后，公安部将该案列为挂牌
督办案件，部署青海省公安机关深挖彻

查，全力侦破案件，其他涉案地公安机关
全力协助配合。今年 6月 11日，公安部将
该案主要在逃犯罪嫌疑人王建韬、韩万里
列为 A 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的重大文物犯
罪在逃人员。随后，王建韬、韩万里相继
在浙江天台、河南郑州落网，其他涉案人
员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至此，涉及实施
盗掘、幕后出资、联系销赃、倒卖文物等环
节的 26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646 件涉
案文物被追回。经鉴定，其中一级文物 16
件，二级文物 77件，三级文物 132件，一般
文物 421件。

经查，自去年 11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
夏某某太、张某、索某某吉等人预谋在青
海省都兰县盗掘古墓。在确定地点后，张
某纠集了韩万里等人，对都兰县热水乡血
渭一号墓东侧的羊圈墓实施盗掘，但未盗
得文物。此后，该犯罪团伙又纠集了王建
韬等人再次对羊圈墓进行盗掘。在仍未
盗得文物的情况下，该团伙转移至血渭一
号墓东侧一平台处进行盗掘，两晚共盗掘
文物 646件，并商定各自寻找买主销赃，直
至案发被公安机关抓获。

都兰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告破
抓获26名犯罪嫌疑人 追缴各类文物646件

循线调查、跨省追踪
26名嫌疑人一网打尽

柴达木盆地东南端的都兰县，戈壁万
里，天地苍茫。

作为曾经的古丝绸之路南路重镇，这
里曾是吐谷浑古国、吐蕃王朝的统辖地，
县境内的热水乡血渭草场共有封土墓 300
余座，其中，热水血渭一号大墓结构独特，
被民间称为“九层妖塔”，其封土堆高大雄
伟，被誉为“东方金字塔”。这里曾出土的
金银器、玉器、丝织品是丝绸之路青海道
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实物例证，一度引起轰
动效应，也吸引了不法之徒的贪婪目光。

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马
永明介绍，2017 年年底，青海省文物管理
局向公安机关提供了都兰县被盗掘出土
的文物将被倒卖的线索。警方立即安排
专人核查，确定线索真实可靠。2018 年 3
月 15日，青海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展开侦
查。公安部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并
于 6 月 11 日发布 A 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第
三批 10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其中包
括该案中实施盗掘的犯罪嫌疑人王建韬、
韩万里。

从 3月到 7月，涉及实施盗掘、幕后出
资、联系销赃、倒卖文物等各个环节的 26
名犯罪嫌疑人被“一网打尽”，646 件被盗
文物也陆续追回。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蔡林海
表示，这批文物以器具、饰品两大类为主，
一些文物上的纹样反映都兰地区当时的
社会风貌，传递文化生活信息，精美绝伦。

内外勾结、分工明确
盗贩黑色利益链浮出水面

公安机关介绍，这一系列案件中，山
东、河南等外省人出资、出“技术”、找销
路，青海本地人出力、保障“后勤”。他们
彼此勾结又相对独立，形成了盗贩文物的
黑色链条。

在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东侧一平台
处，记者看到了被盗掘的探坑。海西州公
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卢成章说，盗墓坑现
已被填埋，盗墓分子曾在这里“忙活”了 2
个晚上，盗洞开口长 120厘米，宽 65厘米，
盗洞深度达 9.2米。

“出资人”孙某林交代，这个大坑就是
他看着挖掘的，挖到“货”后就在接近洞口
的地方做个隔挡，上部用土将盗洞回填，
探坑填埋。周边都是无人区，大墓被盗后
很难被人发现。

盗墓分子之间用绰号联系，反侦查能
力也越来越强。“外省的犯罪嫌疑人来青
海作案时，先到西宁租车再到都兰，互相
不知道姓名，以绰号相称。”青海省公安厅
刑警总队侵财案件侦查支队支队长吴延
帮说，为避免警方追踪，他们不断变更交
易地点，在都兰活动时吃住均在同伙家
中，尽量不用身份证登记酒店，以免留下
线索，引起警方注意。

科技防控、多管齐下
应对田野文物安全严峻形势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案

侦破毫不拖泥带水，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一
网打尽，人赃俱获；被盗文物还未转手倒
卖就被公安机关及时缴获，没有发生流失
的情况。

但是，在文物专家眼中，盗墓案一旦发
生，一些损失永远无可挽回。蔡林海说，盗
掘行为破坏了该古墓葬的完整性，改变了
墓葬内文物的原有保存环境。“更为重要的
是，这些文物一旦改变原有状态，其位置、
时间和相互的关系等重要信息将无法复
原，文物的研究价值会大打折扣。”

点多、线长、面广——这是都兰县文物
保护依然面临的严峻形势。“下一步，我们
将不断健全田野文物安全责任体系，夯实
田野文物安全基础条件，加强文物执法队
伍和文保员队伍的建设，加大田野文物安
全巡查督察，不断提高田野文物保护工作
的能力和水平。”青海省文物管理局局长牛
军认为，除了重视人防、物防，正在继续加
大科技手段的应用，通过技防手段的支撑
和覆盖，提升田野文物安全防范能力。

都兰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范增智表
示，“雪亮工程”等视频监控安全防范设施
已向热水墓群重点区域延伸，将会更好保
护文化遗产。同时，公安机关将主动加强
与文物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着力提升打击
防范文物犯罪的工作效能，从严从细从实
抓好各项举措，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切实
保护国家文物安全。

据介绍，青海省考古部门将联合中国
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
被盗的古墓葬开展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
工作。 新华社西宁8月19日电

斩断伸向热水墓群的黑手
——公安部指挥破获青海都兰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调查

一伙盗墓分子，“栽”在了柴达
木盆地深处的千年大墓。

近日，在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
的合作下，经过数月艰苦侦办，青
海都兰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告
破，抓获犯罪嫌疑人 26 名，缴获涉
案文物 600 余件，其中不乏精美的一
级、二级和三级文物。千年历史的
热水墓群，如今终于恢复了昔日的
宁静。

近年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被盗掘、江口沉银遗址遭盗掘等一
系列文物犯罪案件频频引发广泛关
注。珍贵文物本是属于全社会的瑰
宝，却成为一群群盗墓分子发家致
富的工具；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被
盗掘行为严重破坏，满目疮痍；一
些珍贵文物甚至从此下落不明、难
觅踪影。

生命之花也许会枯萎凋谢，而
文物传递的文明之光恒久不灭。

无法想象没有兵马俑的中国，
无法想象没有金字塔的埃及，亦无
法想象没有泰姬陵的印度……在历
史长河中沉睡了千百年，它们的温
度依然让后人可感可触。正因其对
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考古工
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破译”它
们隐藏的“密码”，文物修复师以匠
心和巧手重现它们昔日的荣光，基
层文保员常年甘于寂寞和清贫陪伴
它们。

我们看到，通过发布 《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我国切实加大对
文物的司法保护力度；文物部门和
公安机关正紧密携手，为打击文物
犯罪划下一道道“带电”的红线；
多部门联合印发 《涉案文物鉴定评
估管理办法》，构建起涉案文物鉴定
评估基础管理制度；中国被盗 （丢
失） 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上线，为国
际执法合作提供信息依据。

为防止文物被盗，各地文物部门
扎实摸清地下文物“家底”，市场监管
等部门加大对非法文物市场的执法
与监管力度，海关高高筑起防止文物
流失的堤坝，公安干警越战越勇，更
加精准、有效打击文物犯罪……只有
方方面面的力量久久为功、合力亮
剑，斩断存在于非法文物市场的利益
链条，罪恶阴影方能烟消云散。

文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
文物安全，亦是全体人民的责任。
斩断罪恶的利益链条，需要全社会
的 努 力 —— 考 古 成 果 广 泛 走 进 校
园，在孩子的心中播撒文化自信的
种子；文物故事精彩讲述，生动嘹
亮地发出历史深处的声音；普法工
作深入一线，公民牢牢树立“文物
宝贵、盗墓可耻”的意识。唯有全
社会上下一心，织就一张使文物犯
罪分子闻风丧胆的“天网”，盗墓之
患，终将止于全民的共同守护。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打击文物犯罪
须多管齐下

◆新华时评

在公安部指挥协调下，经
文物部门全力配合，青海省公
安厅牵头的专案组经过数月
的艰苦侦办，青海都兰盗掘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近日宣告
侦破。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案件侦破实现了对
文物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是全
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取
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88月月22日拍摄的都兰热水墓群环境日拍摄的都兰热水墓群环境。。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民 警 在 都 兰 县
公安局展示追缴回
的 文 物（8 月 2 日
摄）。

新华社发

追缴回的文物追缴回的文物。。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