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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饷无着，

孙殿英监守自盗

盗墓贼中，最著名的要数
军阀孙殿英。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举国的欢庆气
氛还没有过去，9月，清东陵的
定陵被盗。而这仅仅是此次浩
劫的开始。清东陵被盗为何会
和日本投降联系在一起？这还
要从孙殿英盗东陵说起。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
称得上是第一禁区。清未亡
时，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
之地。驻扎在东陵的清八旗军
和守陵人员超过3万人。末代
皇帝溥仪退位之后，根据优待
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
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
制。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
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

守陵人员薪饷无着，落魄
求生，开始对陵区内的祭祀用
品和建筑监守自盗，管辖着东
陵地区的军阀张宗昌则成立

“东荒垦殖局”，直接盗伐陵区
林木，万株古树被砍得一干二
净。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
洋政府的张作霖的奉军溃败、
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
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清东
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肥肉，
众多军匪、强盗垂涎欲滴。

1928年夏初，孙殿英率部
驻扎蓟县马伸桥。只有一山之
隔的清东陵成了唾手可得的
一大宝藏。7月，孙殿英的部队
盗掘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
的陵寝。

这次盗墓案被披露后，举
国哗然、海外震惊。当时的国
民政府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
会和军事法庭，大张旗鼓地追

查。然而孙殿英用他盗墓所得
的奇珍异宝上下打点，不但秋
毫未损，居然还官运亨通，继
续着他的军阀人生。

孙殿英先是投靠阎锡山，
抗日战争中他曾经对日作战，
也曾经投降做了汉奸。抗战胜
利后他又投靠蒋介石打起了
内战，直到1947年在河南被解
放军生擒，当年病死狱中。但
终其一生，东陵大盗案虽然人
神共愤，孙殿英却始终未受审
判，惊天大案最终不了了之。

孙殿英盗东陵时，溥仪寓
居天津张园。闻知此事“痛心疾
首、肝胆欲裂”，却已无能为力，
只能求告蒋介石和阎锡山。直
到一个月后，清王室才到东陵
查勘，收敛先人遗骨重葬。

高管张尽忠明火执仗

王绍义单留的那些宝物，最
终没能让这些盗匪逃脱被严惩的
命运。不过，通过这些宝物中的一
部分，他们买通了一个冀东军分
区高层领导。他不但受贿，而且亲
身参与盗墓，让这一次清东陵盗
案迅速升级，变本加厉。这个被收
买的高层领导叫张尽忠，时任冀
东军区十五分区对敌工作部部
长。对敌工作部是一个特别行动
部门，有些类似早期的中共中央

“特科”，担负着渗透、锄奸、暗杀、
奇袭等特别使命。能在这个部门
担任部长，至少说明张尽忠在战
争年代是骁勇而智谋过人的，传
闻他能够双手开枪，百发百中。

张尽忠的家就在清东陵陵区
内的西沟村。这给王绍义一伙拉
拢他创造了一个天然条件。王绍
义找上张尽忠，一是看中了他的
身份。张尽忠可以说是当时清东
陵地区级别最高的军队领导，这
个靠山够大。另一个原因是张尽
忠“够狠”，足以震慑住一干盗陵
犯，让他们顺从听命。

张尽忠作为首犯参与盗陵是
在1945年的年底。在这之前，王绍
义一伙已经在东陵内大肆盗掘了
3个来月。很难说张尽忠对如此长
时间又近在咫尺的盗陵活动并不
知情。但是，他对此采取了默许的
态度。王绍义献上的盗陵赃物发
挥了作用。

据张尽忠后来交代，在他听
到清东陵被盗的风声后，王绍义
一伙曾几次委托中间人和他拉关
系，起初他并没有同意。后来，这
些人献上了从孝东陵盗得的部分
宝物，张尽忠彻底就范。

这些宝物包括：翠佛头一个，
金九连环一个，怀表一只，白玉镯
一个，栗子大白色珠子一颗……

最初只是放任，到后来，张尽
忠看到盗陵分子们从皇陵中取出
的无尽珍宝，他的想法发生了转
变：“他们能干，为什么我不能干？”

张尽忠插手盗陵，并不满足
于王绍义一伙“鸡鸣狗盗”似的盗
陵活动。他把盗陵冠以“斗争皇上
大地主”、“帮助群众度过饥荒”之
名 ,同时广泛动员陵寝地宫的知
情者、会用雷管炸药的能人加入，
还软硬兼施地拉拢了蓟遵兴联合
县八区区长介儒。

盗陵能够得宝是每个人都相
信的事实。于是，这场盗陵活动被
迅速扩大化，变成了一场上千人
参与的明火执仗的群体性犯罪。
张尽忠把参与盗陵的人员集中起
来，各有分工。每次盗陵，都要在
陵寝周边五华里设置警戒哨，由
持枪民兵负责看守。然后由青壮
年劳动力负责挖开地宫入口，进
入券门。

从1945年底到1946年1月，在
将近两个月时间里，总计超过千人
的盗陵队伍把清东陵除孝陵之外
的所有陵寝盗掘殆尽。清东陵经历
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横遭蹂躏，无数瑰宝散失流
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1952年，清东陵成立了文物
保管处，国家开始将清东陵纳入
了一级文物保护区范围。在上世
纪70年代，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对
裕陵地宫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
掘出一批文物，现陈列在展览馆
中。这些在孙殿英盗墓过程中被
遗漏的珍宝，至今仍散发着璀璨
光芒。看到这些，让人不禁痛心发
问：究竟有多少珍宝被盗墓分子
掳掠而去？ 据《国家人文历史》

再再盗盗东东陵陵

距北京125公里的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两大陵园之一，埋葬着
一个王朝的兴盛和衰落。这个面积达48平方公里的虎踞龙盘之地，建有皇帝陵5
座、皇后陵4座，妃园寝5座。内葬人物，生前多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过重要影
响。然而，这些生前享尽尊荣的封建统治者想不到，他们选择的这片“风水宝地”，
不但没有庇佑清朝的命运，就连他们长眠的墓穴也不能保全。他们带入地宫、期
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的稀世珍宝，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婪盗匪。

清东陵再次失去庇护

1932年春，日本在侵占中
国东北之后，溥仪充任“满洲
国”皇帝。再次上台的他当然
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一个傀
儡，但护卫祖陵的能力还是有
的。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
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

“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
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
察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
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
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
散。与孙殿英盗陵时的情景类
似，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
庇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不过，此时的清东陵并不
是处在真正的守陵“真空”中。
清东陵的位置处在当时的遵
化、蓟县、兴隆三县交界处，三
座县城在国民党手中，农村地
区则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冀东
军区。但日本刚刚投降，长期

处于地下的党组织尚未在东
陵地区建立起有效的行政机
构。而当时，国共两党的和谈
刚刚开始，时局非常微妙。

当时冀东军区部队主力
开进东北，中共冀东区党委
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
清东陵。但由于就在此时国
民党的军队对离此不远的玉
田、武清摆开了阵势，这个营
随即开赴他处。清东陵的守
卫只能依靠当地拼凑起来的
民兵、公安助理（类似现在的
治安员）。

面对着薄弱、甚至可以说
空设的清东陵守卫，始终惦记
着东陵宝藏的盗贼们又开始
磨刀霍霍了。砍伐陵区树木、
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
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其中，
有一个盗贼并不满足于陵区
的地上物，他盯着的是地宫中
随葬帝、后、妃的奇珍异宝。这
名盗贼叫王绍义，他谋划盗陵
已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惯匪”王绍义里外勾结

惯匪王绍义在盗挖清东陵
时已经50岁。之所以称他是“惯
匪”，要再向前追溯17年，这和孙
殿英盗东陵也有瓜葛。孙殿英率
部盗掘清东陵时，为掩人耳目将
陵区周边进行了戒严，号称进行
军事演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借
口———“剿匪护陵”。“护陵”自然
是掩耳盗铃之说，“剿匪”倒是并
非虚言。

当时在清东陵一带，因清朝
守陵人及其后裔失去了朝廷俸
禄，衣食无着，而这些八旗子弟
们又多数不事农商，不少人就干
起了抢劫、偷盗的土匪勾当。土
匪中最大的一股是马福田匪帮，
有数百人，占据着清东陵东侧的
马兰峪镇，大肆盗取东陵文物。
王绍义就在这个匪帮之中。他20
来岁就落草为寇，当时已是马福
田的一个心腹头目。

孙殿英部来到清东陵，先是
真刀真枪地和马福田部打了一
仗，把马福田匪帮彻底打散了。
王绍义这才逃跑了，在紧挨着清
东陵的新立村落了脚，开始蓄谋
盗窃东陵。王绍义很清楚，他要
盗掘的是庞大、坚固的皇家陵
寝，绝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那
么，他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准备工
作就是寻找“帮手”。“帮手”绝不
仅仅是帮着盗挖和警戒的劳动
力，而是能打通盗陵两个关键环
节的帮手。

其一是陵区守卫。清东陵当
时的守护主要依靠的是拼凑起
来的民兵，虽然力量薄弱，组织
松散，但不能说没有。王绍义对
此还是有所忌惮的。突破这个环
节，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守
护者拉下水。当时的清东陵地
区，党组织刚刚从地下转为公
开，地方政权尚未完全建立。民
兵乃至行政机构的成员组成来
源混杂。一些投机者、流氓无产
者也混入其中。王绍义最先找到
的是同村一个叫杨芝草的人。

杨芝草既当过土匪也干过
伪警察。日本投降之后，他又混
进了民兵组织，负责定陵周边的
守卫。王绍义与杨芝草一拍即
合。随后他又找到了裕大村的副
村长贾正国。贾正国最初并未直
接参与盗陵，而是入了“暗股”，
贡献了村里民兵组织的一杆枪。
枪，是大型盗陵必不可少的作案
工具。枪的作用首先是对犯罪集
团内部震慑，防止盗陵时发生哄
抢，对外则用于警戒和自卫。贾

正国提供了枪，同样可以在盗陵
后按一个人头份分得赃物。

有了这两个人，王绍义还不
放心，随后，他又拉拢了当时冀
东分区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公安
助理国正（原名赵连江）、村助
理继新。这些混入基层组织的
败类后来成了整个盗陵活动的
主犯。另一个关键环节的帮手是

“向导”。
皇室的陵寝构造，向来被民

间传说得颇为神秘，甚至传闻地
宫内机关密布，令人望而生畏。
但所谓机关只是想象而已。对盗
陵者而言，真正的难题首先是找
到地宫入口。

王绍义找到了裕大村的关
增会。裕大村的“裕大”，指的是
乾隆皇帝的裕陵。与之对应的是

“裕小”，是乾隆皇帝后妃的陵寝
裕妃陵。类似的还有“定大”、“定
小”、“惠大”、“惠小”。村子里居
住的分别是这些陵寝的守陵人
及其后裔。据说孙殿英盗裕陵时
所找的向导也出自裕大村，而且
是关增会的亲戚。而这个关增会
不但知晓地宫入口的秘密，年轻
时还曾参与过某个皇陵的修建。

有了这些关键的主力帮手，
其余的帮着挖掘、警戒的小喽啰
就非常好招募了。王绍义一伙几
十个人，把盗陵的第一个目标选
在了定陵。

把定陵作为盗陵的首选目
标，王绍义一伙是颇费了一番心
机的。选择目标的标准有两个，
一是地宫内宝物多，二是盗取便
利。这个原则一直贯穿了整个盗
墓活动的始终。定陵是盗陵开始
时最符合这两个标准的陵寝。

随后，他们又把盗墓的镐头
瞄准了定东陵。定东陵有两座陵
寝，分别埋葬着慈禧和慈安两位
太后。慈禧陵已经在1928年被孙
殿英盗掘一空。这一次，被孙殿
英赶走的土匪王绍义卷土重来，
又把慈安陵盗空。定陵和定东陵
之间是定陵妃园寝，五座皇妃陵
同样无一幸免。然后，他们又盗
掘了孝庄皇太后的孝东陵。

这一伙盗墓贼究竟从这些
陵寝中掳掠了多少珍宝已经无
从考证。据审讯记录所载，每次
分赃，都是几个头目先挑选珍贵
之物，其余参加盗陵的喽啰，只
是在成袋的珍珠、翡翠、玛瑙等
小物件中抓一把了事。不过，王
绍义等头目每次分赃，总要把最
珍贵的几件单留出一份。他们的
理由是：日后一旦有人追查，要
靠这些东西给大家“买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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