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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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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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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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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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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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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荣”垄断“国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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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在山西省公安厅和运城市公安
局的支持下，正式成立“6·03”专案
组，对“盗墓黑帮”进行侦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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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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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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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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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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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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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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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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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高职大规模扩招 100万人”。
据媒体报道，今年教育部下达我省
高职（专科）招生计划为15.7万人，
相当于我省今年高职招生比上年
增加了2.8万人。日前，省教育厅
等六部门印发了《浙江省高职扩招
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根据《方案》，
我省高职扩招主要面向两大群体：
一是应届高中段毕业生，包括中职
学生；二是社会人员，即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
农民。

目前，全省各高职院校的扩招
招生章程已陆续完成。面对“扩招
首年”，我省职业教育可谓机遇与
挑战并存。

扩招为中职学生打开升学大门

对于今年的应届中职毕业生
来说，扩招无疑是大好消息，这意
味着他们额外多了一次升学的机
会。

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今年高
职扩招录取细则，而此时，无论是
面向中职的单独招生考试，还是普
通高考的报名工作都已结束。为
响应国家的高职扩招计划，在《浙
江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中，于5月份组织开展了一次扩招
补报名工作，对象是，凡今年未报
名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具有
高中毕业及同等学力以上的社会
人员，包括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四类
人员。已经参加高考报名的考生，
不再参加此次报名。

对照条件，符合补报条件的最
大群体，就是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
应届中职毕业生。同时，根据教育
部要求，全面取消高职招收中职毕
业生比例限制，进一步为中职学生
打开升学大门。据了解，此次参加
我省扩招补报的中职考生达1.3万
余人。

此外，参照条件，往届的中职

毕业生可以归类到社会人员进行
报考。因此，中职考生成为了我省
此次扩招生源中的主力军。

从各个学校的具体扩招名额
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今年总招生计划增加
1000人，中职考生占600人；嘉兴
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总招生计划增
加 1210 人，中职考生计划增加
1000人，达到1375人……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
指导处副处长童国通表示，目前，
浙江省的普高生生源存量并不大，
在扩招之前，浙江省高考录取率就
已经达到95%。“全省各高校已基
本将普高生消化完毕，存量很小。”

“扩招前，一方面普高生生源
已难以释放，另一方面中职生升学
通道却没有打开，大部分的中职生
只能通过成教、自考的方式来取得
继续教育的资格。”嘉兴南洋职业
技术学院招生办主任齐佳说，“现
在国家提出了中高职本科应用型

一体化这样的战略布局，通过扩招
将这些中职的生源打开，让中职生
也接受统招的教育，这对中职教育
的发展是一个利好政策，有助于形
成高素质技能人才培育的成熟机
制、体系。”

齐佳表示，中职的升学通道打
开后，中职生的选择余地将会更
大，除了专科，还有眼下提出的“中
职本科一体化”，“这样，学生初中
毕业时，在读高中还是职业高中的
选择上，就不用纠结了，而且也不
必去挤高考这座独木桥。”

全国需新增师资6.5万人，
校舍还有大缺口

根据《浙江省高职扩招专项工
作实施方案》要求，扩招的学生实
行单独考试招生，计划不设类别，
不分工科、商科填报志愿；同时，将
扩招计划重点布局在各地优质高
职院校，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
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

目前，我省高职院校对扩招名
额的专业投放，基本以热门专业为
主，主要集中在办学水平高、资源
充沛、就业形势较好的专业，如电
子商务、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技
术等。

同时，针对社会人员，则选择
动手能力强、理论要求低的专业。
比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开放了园
艺技术专业、汽车类专业。“园艺主
要面向新型农民，而且是免学费。
汽车类专业强调动手能力，而且就
业形势好，校企合作也非常成熟。”
童国通说。

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测
算，高职扩招之后，全国每年需要
新增师资6.5万人左右。如何缓解
师资力量的不足？

“我们计划依托校企合作的载
体，加大引进企业导师力量，同时
加强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如，把课
堂搬到企业、加快推进产教融合、
工学一体等，以此来缓解师资不足
的矛盾。”童国通说。

对于扩招带来普遍师资不足
的问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司司长王继平表示，要通过“五
个一批”来保证：通过资源整合挖

潜一批，通过专项培训培育一批，
通过校企合作解决一批，通过“银
龄讲学”，发挥退下来的老教师作
用，补充一批，还有通过社会力量
兼职一批。

除了师资，校舍等硬件也需要
保障。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
的数据，今后两年，全国校舍面积
还有 3000 万平方米的缺口。目
前，我省不少高职已在抓紧新建、
改建校舍，来满足扩招学生的住宿
要求。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
楼旭庆表示，各地仍然需要加大对
高职学校的投入，加快改善办学条
件。另外教育部将会同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在实施现代职业教育
提升计划和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
这两个项目中，专门安排中央资金
支持地方高职院校建设，尽可能满
足高职扩招带来的教学、实训、生
活所需要的校舍。

社会生源的多样性，考验
执行政策智慧

目前，我省扩招计划中的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
的报名工作已于5月结束。退役军
人将于10月份增加一次报名。记
者从省内多家高职院校招生就业
部门了解到，全省上述三类人员的
报考人数为1200余人，与预期计
划的5000人差距较远，而且真正
参加考试的人数可能还会减少。

“报考人数少的原因，可能有
浙江省经济和就业形势较好、高考
录取率较高的因素存在，而符合报
考条件的人因为年龄、家庭等原
因，没有条件或没有主观意愿去接
受教育。”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招生
办主任郑庆照说，“因此，今年这类
报名人员还是以往届高考落榜生
和已就业的中职生为主。”

对此，不少高职院校担忧会给
高考考生带来不公平的心理障
碍。因为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录取
细则，对于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可免文
化素质考试。而高职毕业生在落
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
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

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我寒窗苦读三年才考上的大

学，为什么以前的高考落榜生不用
考就能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考生反问道。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
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变革、
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但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
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这就需要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优化人才
结构，扩大有效供给，为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
人力和人才支撑。高职院校大规
模扩招100万人，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落实《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举
措，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机
遇，将对我国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但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很多
细节仍有完善的空间，扩招首年，
很多经验仍在积累。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
研究员夏学民表示，扩大高职招
生规模，目的是为了弥补技能型
人才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适应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同时为退役
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劳
动者提供正规职业教育机会。高
职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政
策研究，完善招生标准和规程，探
索建立新的师资、教材、分班、学
制、理论教学、实践训练以及教学
评价体系。

对于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等成人可能存在的工学
矛盾，夏学民认为，高职院校不妨
试行“弹性学制”，如果条件允许，
也可采取单独编班，同时利用我省
承担着东西部对口扶贫的任务，高
职院校可尝试接纳更多来自西部
地区的青年人或在浙江务工的成
人，实现“职教扶贫”。针对生源质
量和公平问题，也可探索多元化的
应试入学录取办法，如细化、加强
对社会人员的实践操作考评，做到
扩招工作的公平、公正。

高职扩招后生源的多样性、情
况的复杂性，考验相关部门执行政
策的智慧。

山西打击文物犯罪,追缴大量被盗珍贵文物。

高职“扩招首年”：

机遇与挑战并存

扫黑扫回一座博物馆

■记者杜成敏

昨天，在浙江纺织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浙江省2019年高考招生公益巡回咨询会高职专场吸引了大量考生
及其家长前来咨询。 通讯员王国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