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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一年之中天气最寒冷的时候，但几个人却挖得满头大汗，顾不上休息片刻———

冬日农田盗墓
!

李学兵 王 宇

重起盗墓心思

现年
!"

岁的河南人孙茂友

一直以务农为生!农闲之余"他喜

欢四处收罗一些古玩" 没事的时

候拿出来与别人交流一番" 时不

时再找机会卖掉一些补贴家用 !

但让他感到无奈的是" 自己收罗

的古玩基本上都是赝品" 根本卖

不上价钱" 有的即使卖掉了别人

也会找上门来退货!

#$%!

年底的一天" 孙茂友因

事前往江苏省盱眙县! 在盱眙县

城"他偶遇老朋友石学建"二人十

几年前因古玩相识" 但之后却因

故断了联系!这番老友重逢"二人

十分高兴"一番寒暄后"相互留下

电话号码"约定有事没事常联系!

#$%&

年春节前的一天" 孙茂

友突然接到石学建的电话" 邀请

其去江苏省泗阳县帮助探测古墓

是否存在!原来"在石学建的家乡

一直流传有古墓存在" 但谁也没

有真正见过!七八年前"一个偶然

的机会" 石学建发现泗阳县某镇

一户村民的农田比周边的农田要

高出一些"结合当地流传的说法"

石学建猜测该处农田地下可能真

的有古墓存在!当时"他就想将古

墓挖掘出来"弄点古玩换钱花!由

于挖掘古墓是个体力活" 而且当

时也不知道古墓在农田的具体位

置"这事就一直拖了下来!

#$%&

年春节前" 石学建手头

紧"便再次动了挖掘古墓的心思!

他想到了先前偶遇的孙茂友!石

学建知道" 孙茂友一直在倒腾古

玩" 应该懂得挖掘古墓的相关知

识"如果和他合作挖掘古墓"成功

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提前探测找位置

#好"没问题"我这几天就过

去看看!$ 接到石学建的电话后"

孙茂友略微迟疑便答应了% 挂了

电话" 孙茂友便准备找个帮手一

同前往!既然是探测古墓"帮手肯

定不能随随便便地找个人" 这个

人一定要有些经验"思来想去"孙

茂友认为梁振应该是最佳人选!

梁振是江苏省泗洪县某职业

高中的一名教师" 平日里也喜欢

收罗一些古玩! 孙茂友与梁振因

为古玩相识相交多年" 二人虽分

处两省"但经常联系!十几年间"

梁振陆陆续续地从孙茂友手中购

买了不少古玩!但无一例外"所买

回的古玩最终经鉴定都是赝品 !

但这并没有妨害二人的关系!

电话联系后" 孙茂友便赶到

梁振家中!二人简单商议后"便由

梁振开着面包车载着孙茂友直奔

泗阳石学建家中!见面后"石学建

简单介绍了情况" 便坐上面包车

指路!当时"石学建的弟弟石凯正

好也在场"便一同坐车前往!来到

疑似有古墓葬的农田附近" 天还

没黑"附近有人活动"孙茂友等四

人便没有下车查看" 观察了下周

边地形后便返回石学建家中!

吃完晚饭" 孙茂友等四人再

次开车来到疑似有古墓的农田附

近!孙茂友&梁振从车上拿出钢钎

在石学建的指引下开始探测!大

约过了半个小时" 梁振感觉手中

的钢钎刺到了坚硬的东西" 可能

是棺椁" 便推测底下可能真的是

古墓!孙茂友随后用钢钎试了试"

同意梁振的看法!做了记号后"孙

茂友等四人便开车返回" 同时约

定第二天晚上动手" 挖出的东西

分给石学建兄弟一半!随后"孙茂

友和梁振连夜返回泗洪做准备!

联络人手做准备

考虑到挖掘古墓是个体力

活"而且一定要在夜间进行"参与

的人一定不能少" 孙茂友便给刘

守德打电话" 如实相告准备挖掘

古墓的事情"邀请他参与"并请他

帮忙找两个帮手"购买一些工具!

刘守德听后立即答应!随后"刘守

德电话联系陈其新和王军二人 "

二人均表示愿意参加!

第二天一早" 刘守德与陈其

新&王军二人会合后"便直奔商场"

按照孙茂友的嘱咐购买了电锯&发

动机&铁锨等挖掘古墓所需要的工

具!见到刘守德等三人后"孙茂友&

梁振二人认为工具不齐全"又坐车

一同前往商场购买了水桶&绳子等

物品!随后"孙茂友等人乘坐王军

所开的面包车赶往泗阳! 在路上"

孙茂友电话联系石学建与自己会

合!但不巧的是"当天石学建因睡

觉着凉感冒了"全身乏力"无法出

门!于是"石学建提出"由自己的弟

弟石凯给孙茂友等人带路"先前的

分配约定不变! 晚上八点左右"石

凯骑着摩托车将孙茂友等人带到

先前探测好的农田旁!

下车后"孙茂友&梁振二人根

据先前的记号指明了挖掘范围 "

并简单进行了分工' 石凯负责在

周围放风( 刘守德和陈其新负责

挖土( 王军和孙茂友负责将挖出

的泥土倒在一边% 梁振由于腰疼

就没有动手"坐在一旁看着%当时

正是一年之中天气最寒冷的时

候"但几个人却挖得满头大汗"甚

至顾不上休息片刻%

盗掘难逃法律制裁

#挖到了)挖到了)$第二天凌

晨四点左右" 几人挖出了一个约

一米七八长&七八十厘米宽&三四

米深的大坑" 就在几人疲惫不堪

的时候" 刘守德的一声低呼让孙

茂友等人兴奋不已" 纷纷围到土

坑前围观%扒开最后一层土"棺椁

盖板露了出来" 可以看出是楠木

制成%孙茂友等人兴奋不已"认为

里面一定有值钱的东西" 自己一

夜的辛苦很值得%随后"刘守德和

陈其新取过电锯" 将棺椁盖板锯

成四块% 由于埋在地下的时间太

过久远"棺椁里溢满了水"一股刺

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几个人用水

桶将棺椁里的水舀出后" 里面的

东西露了出来%

借着微弱的灯光" 孙茂友等

人看到"棺椁里除了骷髅外"还有

一些陶罐之类的东西% 除去一些

损坏的东西" 孙茂友等人从棺椁

里找到了三个圆形的陶罐" 一个

方形陶罐" 还有一个三条腿的陶

鼎%孙茂友认为"棺椁盖板是楠木

制成"应该也有些价值"于是几人

便用绳子将先前锯成四块的棺椁

盖板吊了上来%取完东西"时间已

经接近
&

点" 几人担心天亮被发

现"便将挖出的土迅速回填"梁振

顾不上腰疼"也开始帮忙%

天快亮了"大家开始分赃%按

照约定"石凯分得三个圆形陶罐"

孙茂友等五人分得方形陶罐&陶

鼎以及四块棺材板%回到家后"石

凯将圆形陶罐拿给石学建" 石学

建看完后认为没什么价值" 就随

手放在家中%后来"石凯便以
#$$

元一个的价格将陶罐卖了% 但没

多久"买家找上门来说是赝品"又

将陶罐退给了石凯% 石凯见卖不

出去"放在家中又没什么用"就交

给了孙茂友% 至于被梁振拿走的

方形陶罐" 则在一次家庭纠纷中

被摔坏并丢失" 孙茂友拿走的棺

材板和王军拿走的陶鼎则没有卖

出去"一直放在家中%

#$%&

年
#

月初" 有群众经过

孙茂友等人挖掘古墓的农田 "发

现古墓被盗掘" 立即报警% 没多

久"孙茂友&石学建&石凯&刘守德

等四人被抓获归案" 梁振& 陈其

新& 王军等三人投案自首% 经认

定"涉案古墓葬属于汉代墓葬"具

有历史价值" 而被盗掘出的陶鼎

及三个圆形陶罐分别是附耳三足

红陶鼎&汉代直颈灰陶壶&汉代束

颈灰陶壶和汉代双耳灰陶壶 "前

三者属于一般文物" 汉代双耳灰

陶壶则属于国家三级文物%

#$%&

年
%#

月
#'

日"江苏省宿

迁市宿城区检察院以涉嫌盗掘古

墓葬罪对孙茂友等七人提起公诉%

情侣菜场设摊，双簧演得逼真

假银元被“包圆儿”
!

吴佳伟

#$%&

年
%%

月
%

日"江苏省江阴市的黄先生恰好在菜市场

闲逛"在路过停车场时发现一个地摊上很是热闹"出于好奇"

黄先生便凑上前去"一看原是古玩收购"一女子在向摊主出售

两枚银元"买卖双方正为银元的成交价激烈交涉着%

黄先生瞟了一眼女子手中的银元" 上面有个袁世凯头像"

另一枚上面有飞舞的龙形图纹"栩栩如生%黄先生看着很是眼

熟" 这带头像的莫非就是货币收藏界称为银元之宝的 #袁大

头$"而另一枚应该就是大清朝的#龙洋$吧*黄先生心动了"他

凑到女子身边说'#你不要和他谈"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很值钱"

你不要卖给他"卖给我%$说罢"顺势将女子拉到旁边的角落%

其实"这是孙凯锋与董贞精心上演的一出#双簧$"就等着

#观众$落入圈套%两人原本就是一对情侣"经过事前合谋"在

菜场等地扮成买卖双方进行交易" 由孙凯锋配合将假银元说

成真品"取得围观之人信任"待被害人上钩后"再以高价将假

银元冒充真品卖给被害人"以骗取钱财%

黄先生将董贞带至角落后" 为进一步确认银元为古董真

品"便向董贞询问银元的来源及变卖的原因%董贞为打消对方

的疑虑"谎称其曾为有钱人家保姆"银元是从雇主家窃得"因

急需用钱便欲出手变现%黄先生听罢"更深信不疑"便与董贞

谈妥以
($$

元的价格收购两枚银元%

怎料黄先生泥足深陷"欲向董贞求购更多银元"董贞见大

鱼上钩便和盘托出还有
)$

余枚"黄先生想将这些银元一举收

入囊中"在与董贞约好后"便分别返回取钱和银元%

董贞返回从孙凯锋处拿了
)&

枚银元后即来到约定的交货

地点"不久黄先生也驱车前来"黄先生以
%

万元的价格购买了

董贞手上的
#'

枚银元"黄先生见董贞手上还有
'

枚"便提出帮

其代卖"董贞自知假银元不值分文便顺水人情送给了黄先生%

黄先生看着这些#袁大头$如获至宝"购得银元后便返回

无锡与自己的朋友共同鉴赏" 一位颇为懂行的朋友在见过银

元后指出黄先生收购的银元只不过是现代仿品" 没有任何收

藏价值%朋友一语点破玄机"黄先生方才如梦初醒"最终黄先

生求助警方%

#$%&

年
%%

月
%%

日"犯罪嫌疑人孙凯峰&董贞被江阴市公

安局抓获 "

%#

月
%!

日被移送江

阴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犯罪

嫌疑人孙凯锋曾因诈骗罪被判

刑" 现正在缓刑考验期内 %

#$%&

年
%#

月
#)

日" 江阴市检察院以

犯罪嫌疑人孙凯锋& 董贞涉嫌诈

骗罪向江阴市法院提起公诉%

痴心男遇上“网游美女”
!

何斌贝'

本报通讯员 李奎

本是七尺男儿" 却在网络游

戏中假扮美女获取同情"#顺道$

诈骗男网友钱财%

#$%*

年
%

月
%!

日"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

人云德金%

#$%&

年
"

月"

#'

岁的云南省

会泽县无业男子云德金注册了某

网络游戏的账号" 创建了角色名

为#芸苓$的女角色"开始了他在

游戏中的#妖号$!男的用女号"女

的用男号#生涯%

在游戏过程中" 云德金认识

了一位角色名为#友情$的
)#

岁

浙江籍男子罗某% 云德金发现罗

某单身且很容易投入感情" 就想

将自己的#女性$身份坐实以获得

更多好处% 为了向罗某证实自己

确属女玩家" 云德金在网络上下

载了一套性感美女的照片" 修改

了自己聊天工具头像和空间照

片"与罗某加好友聊天%聊天过程

中还发送美女照片给罗某" 声称

照片上的人就是自己% 罗某看见

照片后便对#芸苓$心生爱慕并展

开了狂热的追求%

一次聊天中" 云德金声称自

己一个人在外地" 生活很困难没

有钱"不想玩游戏了%#求爱$心切

的罗某当即就给云德金转过去

%&$$

元% 云德金尝到甜头后加强

了与罗某的联系% 一来二去的聊

天没多久" 两人就确定了男女朋

友关系"在网上谈起了恋爱%

然后云德金开始多次向罗某

以各种理由要钱" 要么是今天没

发工资 " 要么是明天要交水电

费 " 再不然就是后天被偷了钱

包% 陷入热恋的罗某对漂亮的女

朋友各种莫名其妙的 #坎坷$#意

外$毫无防备之心"全盘接受并深

信不疑" 收到求助信息后几乎有

求必应"先后
#$

余次向云德金汇

款
%+'

万元%

#恋爱$期间"身在湖南的罗某

多次邀约心目中的女朋友 #芸苓$

见面" 云德金找各种理由推脱%直

到
#$%&

年
%%

月
!

日"罗某从湖南

来到曲靖" 却没有能够见到 #芸

苓$"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受骗"就

向警方报案% 因为惦记着工作"报

警后罗某没有在云南配合警方等

待案件侦破就回了湖南%

没过几天" 云德金冒充自己

的哥哥打电话给罗某"声称#我妹

子之前说要见你" 我们一直关着

她不给见" 后来她实在是非要闹

着去找你"我们也不想管了"你打

路费过来给她过去找你%$

痴心不改的罗某听到#芸苓$

要来找自己" 再次被爱情冲昏了

头脑" 不顾报警时民警再三告诫

自己已经上当受骗"不要再向#芸

苓$汇款的警示"又给云德金汇了

#$$$

元#路费$%

#路费$出了"罗某没有等到

#芸苓$"但等到了云德金的信息"

云德金称自己从家里跑出来了 "

没有带钱"让罗某打钱给自己"罗

某又再次向云德金转款++就这

样明知被骗已经报警& 且被民警

再三告诫的罗某又陆续给云德金

转款
&*$$

元%

直到
#$%&

年
%#

月
)$

日"警

方通过技术侦查手段" 在某网吧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云德金" 并通

知罗某案件侦破的消息%#深情$

的罗某才最终肯面对这个事实'

自己的#漂亮女朋友$是个骗子"

#芸苓$是个男人%而被云德金骗

走的
#+&*

万元也就此打了水漂%

检察官告诫大家" 近年来犯

罪分子利用网络游戏&即时聊天工

具进行网络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

犯罪分子抓住部分男性网民感情

空虚&思想单纯的弱点"以#美色$

为诱惑&以#恋爱$为借口向被害人

骗取钱财%尤其本案中"犯罪嫌疑

人云德金的诈骗手段其实漏洞百

出并不高明"只要被害人罗某能多

一些冷静与警惕"不心存侥幸和幻

想"根本不会上当受骗%

贪图情色乱建群，传播淫秽被起诉

群组“分享”也触法
!

张 颖 刘 辉

小伙子马国丰
#"

岁还未婚"这在河南孟州农村已是大龄

青年了"初中文化的他似乎并不着急"整天无所事事"沉迷于

网络色情影片并大量#分享$给他人%

马国丰的
,,

昵称是#这是一种病$"为了观看和分享色

情影片" 他先后建立
#

个微信群&

)

个
,,

群% 观看中发现

,,

过滤严格"群里发布的色情视频和图片经常被屏蔽"分享

成功率较低%于是"马国丰就转变思路"于
#$%!

年
*

月份在百

度云盘上申请建立一个容量为
#-

存储空间的电子信息群

组"主要是用于和群组成员之间相互交流色情影片&动漫视频

和图片% 他一方面将自己长期以来收集到的色情影片保存在

百度云盘中分享给群成员" 另一方面他还主动将其建立的群

组链接发送到#这是一种病$的
,,

群里"邀请有共同嗜好的

网友加入该群%马国丰通过自己拉人和群友拉人"很快群成员

已达
&$

人上限%为了能随时随地看片"马国华专门买了一部

智能手机"通过手机可直接登录
,,

或百度云账号%

公安机关网监大队在对网络色情淫秽物品的日常排查

中"发现有一个位于孟州的
./

地址一个月来异常活跃"通过

技侦手段锁定了马国丰% 经鉴定" 马国丰分享的淫秽影片达

%"!

部&淫秽图片
)$*

张%

#$%*

年
%

月
!

日"河南省孟州市检察院以涉嫌传播淫秽

物品罪将马国丰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大家' 在网络上传播淫秽色情物品不但危

害自己" 更侵蚀其他网民的身心健康" 尤对未成年人毒害

严重% 为净化网络环境" 国家对
,,

群 & 微信群 &

)*$

网

盘 & 百度云盘等社交和存储媒介的监管力度在日益加强 "

凡 #触网$ 者" 必将受到严惩%

农田里被盗挖的古墓以及部分文物

连载"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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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爱情笔录

中
篇
小
说

杜
建
平

著

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柳 芳 雅 无 所 谓 地 答 道 '

#该来的一定会来 " 何必挤着

头往里钻呢% 难道就没有一匹

白马在等着我吗 *$ 她的确也

是这样认为的 " 她觉得大家 "

尤其是一到年龄就结婚男女 "

都是把婚姻当成一件必须马上

办的大事来看了" 就好像上完

学就一定要考试& 毕业后就赶

紧找工作一样 " 结婚也只是

#该结婚了$" 而不是 #我想结

婚了$ #我找到能够相守一生

的伴侣了 $" 就像水在天冷到

一定程度迟早会结冰的" 而不

是应该着急地想停止流动" 凝

结成固体%

再说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事

儿 " 它需要温度 " 这个温度

就是缘分 % 说到和程自远 "

她还真说不出这到底算是爱

情 & 好感 & 友谊还是别的什

么 %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省

城大学的老乡聚会 " 不过只

是一面之缘 ( 第二次是在法

庭 " 那时她刚刚到律师事务

所 " 被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深

深折服( 第三次是两个人的相

撞" 说实话" 她当时非常生气"

生气到马上要骂人的程度" 接

着" 她一回头 " 进入她眼帘的

这个人让她失去了要发作的理

由" 使一场潜在的争吵变成了

#家乡遇故知$" 并由此开启了

两个人的交往( 接下来他们煲

电话粥& 散步& 交谈& 共进晚

餐& 练车" 又共同帮助了一名

失足未成年人" 两人有了进一

步的相互了解" 他们可以说无

所不谈 " 互相支持 " 快要达

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了 % 尽管

他们有过不同看法和争执 "

但都不足以动摇二人间稳固

的情谊 % 她看见他会觉得开

心 " 跟他在一起也很自在 "

但这算不算爱情呢*

当然" 他不够高" 虽也不

矮" 但要是再高点就好了" 她

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当然要一米

八了" 至少也得一米七八% 他

帅吗* 她觉得还行" 再说他的

第一印象给她留得太好了" 只

是,,,只是他戴着眼镜 " 他的

眼睛很好看" 可惜被镜片挡住

了" 这算一个减分项% 他的学

识& 能力毋庸置疑" 他的脾气

也还不错" 没有什么缺点" 有

一些爱好" 但没什么特长% 至

于其他方面" 有待于进一步了

解了%

和其他男的相比呢 * 家里

面给她介绍过几个" 有开矿大

老板的儿子" 有县里头头的公

子哥" 有已经混到机关中层及

以上的 & 有前途大好的公务

员" 有已经参与家族企业& 生

意的年轻派% 他们中也有仪表

堂堂的帅哥" 他们大部分都会

保养& 打扮" 衣着服饰十分考

究" 相当有品位" 对高档的奢

侈品相当热衷" 社会经验& 百

科知识也都非常在行% 但有一

点让她不太喜欢" 他们大部分

人没有什么理想" 当然不是指

个人名利方面的理想% 可以说

他们对社会本身已经很满意

了 " 他们成天想着吃喝玩乐 "

享受生活" 他们会为突然想到

的一道菜" 不惜驱车到百十公

里外的一个饭店去吃% 他们对

县城& 市里以及省会的一些高

级饭店 & 娱乐场所了如指掌 "

甚至是他们的会员和熟客" 平

时他们和朋友们聚会的一个主

要议题就是相互推荐好的娱乐

场所和娱乐项目" 他们对全省

乃至全国的知名风景区非常了

解" 道路& 住宿信息以及如何

最大程度地享受旅游乐趣特别

精通 % 工作上 " 一般很少谈

及" 但对县城里的政治& 经济

形势相当敏感 " 一有风吹草

动" 便会很快得知" 对主要部

门和行业的动态以及县里高级

人物的秘闻轶事颇为上心" 对

一些新开张的饭店& 娱乐场所

的特色菜品和项目 & 对养生 &

对高级健身运动& 对新车辆的

发布& 对新款手机的面世都比

较关注 " 喜欢
0

歌和按摩保

健" 在这些方面" 他们一聊可

以聊一整天% 他们大部分都有

多部高等轿车" 不怕特殊时期

的限号 " 社会关系网也较大 "

经常聚会& 聚饮& 玩乐" 一般

对工作不沾 " 只要一个电话 "

很多有相同雅好的朋友& 伙计

很快就能聚到一块儿" 他们的

兴趣爱好大同小异 " 出入不

大%

程自远和这些人大不相

同" 他和她一块儿进餐时" 明

显看出他用刀叉的时候" 刀叉

也在耍他" 而他又故作镇静的

样子" 很可爱% 他话不多" 客

套话基本不说" 但他有自己的

思想 % 他和她谈法律 & 谈人

生" 他理解她的想法" 支持她

的选择% 他从没有说要带她去

吃顿大餐& 吃顿特色菜" 带她

去时兴的娱乐场所" 带她去唱

卡拉
10

" 不知道某处又开了

一家消费娱乐场所" 里面有什

么娱乐项目" 没有上述地方的

会员卡& 名片和预订电话" 没

有高级服装和奢侈用品" 对豪

华车辆的配置 & 价格毫不知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