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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陕西
省西安市灞桥区江村大
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得以
确认，他就是汉文帝刘
恒。

在 2016 年系统考
古调查发掘前，江村大
墓一度饱受盗扰。贪婪
与欲望的故事曾经在这
片土地频繁上演。这座
千年古墓，究竟经历过
多少次盗挖？目前还没
有统计数据。

记者调查获悉，近
二十年来，无论是无名
小贼、跨省大盗，还是
“西北盗墓第一号人物”
孟老大，染指江村大墓
都是奔着财富而来，而
反盗墓风云也从未停
歇。 一伙盗墓贼夜盗吓跑另一拨盗墓贼

2015 年 9 月 25 日深夜，西安
市灞桥区白鹿原江村大墓以西的
麦田，盗洞内冒出的白烟，让现场
4人变得躁动。如果不出意外，老
李的计划就能实现。

当地人老李谋划这事已非一
天两天。自打 2015年他家开始修
房，他就觉得给自家装修房子的
两名工人不错，是干活儿的料，于
是，老李跟工人们说，要给他俩找
个“好活”，“保证能比打零工挣钱
多”。

老李说的“好活”就是盗墓。
为了说服工人，老李展示了一下
他的洛阳铲、铁锨和炸药，光炸药
就有两袋半。

按照老李的计划，事成了卖
的钱，他们一人一份。

老李的话让两名工人心动，

可干这事，人多了不行，人少也不
行，必须再找个“信得过的帮
手”。于是，有工人又邀请了一个
朋友加入。

人和物都凑齐，几天后的夜
晚，老李开着自家面包车，拉着众
人上了白鹿原。

其他人不清楚老李定位古墓
的方法，老李也一直没说。众人
只记得，在田埂周围转悠几天后，
老李通知要行动了。

出发那天是 9月 25日，4人坐
车上了塬已是深夜 11时许。众人
下车没走多远，就感觉附近有人。

老李让众人别慌，几个人慢
慢靠了上去，突然打开手电，顿
时，那群人四散奔逃，落下一地工
具。“也是盗墓的。”赶跑外人，4人
取出工具。老李颇为神秘地用白

灰在地上画了几个圈，说这是几
天前已经定好的墓穴方位。

4小时后，他们挖开了一个盗
洞，盗洞深约六七米，也有说十几
米，但洞口只有五六厘米宽，跟成
年男性手掌大小一样。眼见天色
快亮，老李催促工人将炸药和雷
管统统塞进洞里。一切完毕，众
人闪开，老李引爆了炸药。

巨响没有到来，盗洞里只是
向外冒着白烟，之后，连白烟也没
有了，老李等人这一夜算是白忙
活了。回到驻地，他们还不甘心，
3 天后，又想去别处碰碰运气，可
没想到，西安警察已经找上门。

“犯罪未遂”成了老李等 4 人
的辩词之一，可法院并不这么认
为。判词中写道：“是否挖出文物
不影响既遂、未遂的认定。”

上千年来，在江村大墓周边
究竟发生过多少起盗挖？目前还
没有统计数据。

近 20年来，在江村大墓周围，
有据可查的盗墓行为在 2001年便
已发生。公安部门披露，仅 2001
年 3月到 12月间，就有 3批人在此
盗墓。

回忆起进入江村大墓周边一
处墓室时，盗墓者说，进入后发现
周边排满很粗的木头，他们用电
锯锯开一个洞，涌出一股异味让
人胸闷头晕。盗墓者用鼓风机向
下吹风排气，又戴上防毒面罩进
入墓室回廊，才盗出被火烧成黑
色的陶俑。

2001 年，这些盗墓者并不了
解市场情况，为了尽快脱手，每件

陶俑开始以 300元的价格对外“试
销”，此后涨到 700元。据说，这些
盗墓者每人分赃仅得 4600元。

2001 年，西安警方在南上北
下调查此案时，一个名叫张小彦
的男子进入警方视野。

此人是西安灞桥区人，虽然
只有初中文化，但在当年他带人
作案数量最多。通过挖掘、爆破
等手段，此人从江村大墓周边挖
出了 180件黑色裸体陶俑。

案发后，警方一直在寻找张小
彦，“黑市”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一时调查陷入僵局。直到警察拿
出照片供人辨认，不少人喊出了他
的绰号：“这不是‘老八’吗？”

有证据显示，张小彦将陶俑
以每件 800 元的价格出售，获利

15万元。这批陶俑很快在“黑市”
被人层层加价，分别以每件 1500
元和 3000元价格先后两次出售给
一名南方人和一名甘肃人，后经
文物部门鉴定，其中包括二级文
物 3件，三级文物 61件。

就在张小彦等人落网之后，
警方四处追赃时，2002 年 3 月，6
件黑色裸体陶俑出现在了纽约索
斯比拍卖行准备公开拍卖。

获悉此消息后，警方立刻上
报，并引发我国多个部门重视，我
方外交部门紧急与美方交涉，最
终迫使这批文物撤拍，之后归还
中国。

张小彦获刑 10年。但张小彦
等人的落网，并没阻止住盗墓贼
贪婪的脚步。

在江村大墓周围的盗墓活动
中，无论是“老八”还是“老李”，都
还只是生活在这条贪婪链底端的
人物，真正的背后“大玩家”，很少
会出现在盗墓现场，孟经建算是
其中之一。

1953 年出生的孟经建绰号
“孟老大”，虽然身材瘦高、文质彬
彬，但此人横跨甘肃、陕西两地，
在古玩市场颇有名气。媒体称他
为“西北盗墓第一人”。

之所以有此称号，有媒体称，
凭借自身对古玩的了解，以及控
制青铜器的数量，当年，“孟老大”
几乎掌控了陕甘一代的青铜器价
格。在民间，他给的价格一度成
了“权威”。

实际上，“孟老大”主要通过
组织、出资支持他人盗墓，再通过
直接从盗墓者手中收购文物，高
价倒卖牟利。

2017 年 11 月，陕西咸阳市和
淳化县两级公安机关联手，从淳

化汉云陵被盗线索入手，成功侦
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7·20”系列
盗掘西汉古墓葬案。

该案追回各类被盗文物 1000
余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222 件，
追缴 100余件青铜编钟、汉代陶俑
等文物，共打掉犯罪集团 10个，共
破获盗掘古墓葬案件 96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92名。

“孟老大”深度参与该案，
2017 年 4 月，他被捕的消息在西
安古玩市场传开时，引发不少人
的惊愕。

“孟老大”是陕西西安人，早
年在西安一家表厂工作，上世纪
九十年代“下岗”潮过后，“孟老
大”开始活跃在各地古玩市场，虽
然只有高中文化，但他对古玩颇
有研究，深受民间爱好者的追捧。

“孟老大”虽然是因淳化汉云
陵案被抓，但他被判决，也与江村
大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1 年，“老八”第一次从江

村大墓周边盗得陶俑时，收购者
便是“孟老大”。之后，“孟老大”
经过两次提价、分销，共获利 38万
元。

“老八”被捕后也未供出“孟
老大”。2009 年，“老八”出狱后，
很快便与“孟老大”深度绑定。后
来在法庭上，“老八”被指 8次参与
盗掘古墓葬行为也多与“孟老大”
有关。

近几年，鉴于陕西文物大省
的重要地位，公安部和国家文物
局委托陕西省公安厅建设了“全
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承担全国
文物犯罪信息的录入、审核、分
析、研判工作。依托信息中心建
立了“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
布平台”，建成专门数据库，发布
被盗(丢失)文物信息，与国际刑警
组织被盗艺术品数据库共享数
据，加强国际执法合作，追索海外
流失文物，接受公众举报。

据《重庆晨报》 贾 晨

被盗文物被拍卖引发中美交涉

幕后大玩家号称“西北盗墓第一人”

霸陵冷知识
●都说陕西的黄土埋皇

帝。现在好多陕西的秦汉帝
陵前竖立的碑，都是清朝乾
降年间的陕西巡抚毕沅所
书，霸陵门口的碑也不例外，
但是显然他搞错了地方……

●历史上关于霸陵最有
名的诗词，是诗仙李白所写:
《忆秦娥箫声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
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
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
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
风残照，汉家陵阙。

●西汉 11 位皇帝的陵
墓，除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和
汉宣帝刘询的杜陵位于渭河
以南，其余九位均安葬在渭
河北岸的咸阳塬上。汉文帝
为什么不和老爸刘邦葬在一
起呢？很大的可能就是，他
的亲生母亲薄姬并不受刘邦
宠爱，而刘邦和吕后合葬，一
生宽厚的汉文帝，死后选择
了从心，他要跟自己最在乎
的母亲、妻子葬在一起。

●汉文帝极为孝顺。《二
十四孝》中排行第二的故事，
就是汉文帝刘恒的“亲尝汤
药”。说的是薄太后生病时，
刘恒虽然贵为皇帝，但是亲
自照顾，母亲所服的汤药，他
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
用。

所谓的天家无情，汉文帝
不同意。

因为汉文帝孝顺，所以薄
太后的随葬品非常丰厚，甚
至殉葬有金丝猴和大熊猫。

●这次霸陵陪葬坑的文
物，出土了至少一千多件陶
俑，有的陶俑身上还戴着枷
锁，说明当时的刑罚很残
酷。汉文帝有仁义的名声，
在他执政期间，废除了肉刑
(缇萦救父)。

●古代讲究避讳。赵云
的家乡本来不叫“常山”，而
是叫“恒山”，为了避汉文帝
刘恒的讳，所以改名常山“吾
乃恒山赵子龙”才是本来的
名字。

相关链接

太原古县城南门对面的龙天庙，庙内供奉的就是汉文帝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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