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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获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本报讯 在开展打击盗抢骗行动中，虞城县

公安局营盘派出所于近日成功破获一起电信诈
骗案件。7月3日派出所接警称，受害人于7月1
日被一名工友以招揽工程为名义骗取2万元。
民警经反复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从浙江省金华
市办理的银行卡内取钱。民警立即赶赴上海、苏
州等地调查，终于在8月中旬将犯罪嫌疑人吕某
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许铭君）

文明执法显本色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文明执法活动，扎实

推进文明单位建设，提升检察人员职业素养，
营造文明服务、文明执法环境，今年以来，台前
县检察院开展文明执法示范岗、文明检察官等
竞赛活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公平正义、
进一步促进检察工作开展。 （刘国英）

虞城警方再破系列盗窃案
本报讯 8月中旬，虞城县公安局刘店派出

所在网吧内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吴某。经审
讯，吴某交代自2015年以来，多次在虞城县医
院、网吧内盗窃现金、手机等物，作案10余起，
案值1万余元。 8月18日凌晨，吴某又潜入虞
城县某网吧作案。作案后，吴某并没有立即离
开县城，而是继续搜索作案目标，被蹲守民警
抓获。目前，吴某已被刑拘。 （代先锋）

长垣县法院积极服务发展大局
本报讯 司法实践中，长垣县法院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围绕
建设“法治长垣”目标任务，找准法院服务改革
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落脚点，研究制定法院服
务和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提供
坚强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司法服务。（王伟光）

三举措严查黑加油站点
本报讯 内乡县大桥派出所严厉打击整治

黑加油站专项行动。一是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二是组成综合检查组加
强监管，堵塞漏洞。三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
格查处，严厉打击，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朱成兴 彭德雨）

洛阳龙门公安深化措施防电信诈骗
本报讯 为有效遏制电信诈骗案件发生，

洛阳市公安局龙门分局深化各种措施推进防
电信诈骗宣传工作。一是深入到辖区内上门
宣传。到群众家中张贴防电信诈骗宣传海报，
发放宣传册，同时利用短信微信平台发送防范
电信诈骗短信；并利用辖区内商场、银行等单
位 LED 宣传屏，播放防范电信诈骗警方提示
字幕。二是搭建阵地，广度宣传。依托社区警
务室，校园警务室，开设防范电信诈骗专题讲
座，组建“防范宣传小分队”向居民介绍电信诈
骗类型，传授防范技巧。三是贴近民众，警示
宣传。把银行管理人员、柜台员、银行保卫部
门视为警示宣传重要力量，加强人员教育培
训，掌握防骗要领，筑牢防范电信诈骗的“最后
一道防线”。 （赵大伟）

安阳市殷都区检察院
认真学习贯彻全省检察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近日，安阳市殷都区检察院组织
召开全体干警大会，认真学习贯彻第十四次全
省检察工作会议精神，全面传达吴天君书记批
示和蔡宁检察长的讲话精神，并就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作出安排部署。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付建恩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第十四次全省检察
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务来
抓，党组成员要带头学习，带头贯彻，带头落
实，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分管科室和干警中
去，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思考谋划好各项检察
工作。会议要求，全院干警要认真学习领会

“十四次全省检察会议”精神，吃透精神，领会
实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紧紧围绕会议
提出的重大问题、部署的重大任务，联系自身
工作实际，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思考谋划好“十
三五”时期各项检察工作，确保会议精神在殷
都检察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黄剑）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增强检察工作人员
的保密观念，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有力
查处职务犯罪行为，保证办案工作顺利进
行，邓州市检察院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规
范办案保密管理。

所有举报件必须由控申举报相关工作人
员拆阅、登记，报主管领导、主要领导批阅，做
到专柜专放，线索统一管理、统一分流。

举报件管理人员和办案人员不得私自
向他人透露举报人、证人的情况及举报材

料、证据材料的内容、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
等内容。机关非办案人员不得打听、了解和
举报件及案件的相关办理情况。正在办理
的案件，一般不对外宣传报道；需要宣传报
道时，必须经主管领导和检察长同意并报批
准。

办案人员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查处职
务犯罪案件的工作计划、方案和内部研究的
有关决定。拟采取的调查手段、措施要严格
控制知悉范围，不准向被调查人泄露。不得

泄露未公开的调查报告、处理决定和内部通
报，不得泄露职务犯罪案件的检举材料、举
证人、有关证人的姓名和住址等。

外出调查一般不准携带案卷，如确需
携带时必须经领导批准，并做到：两人专
管，卷不离人，严防丢失。案件管理人员要
严格涉密计算机和案卷管理，对掌握的案
情、处理意见、统计数字及有关材料，未经
批准不得擅自提供、泄露，不准在公共场所
谈论案件内容等。 （万中志周建伟）

本报讯 近年来，唐河县检察院坚持统
筹规划、分步实施，不断提升各项检察工作
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将科技应用服
务于司法办案。

注重职务犯罪办案工作中的科技应
用。依托电子取证、话单分析等新技术，为
突破案件提供技术支持，提升办案工作科
技含量。严格执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
步录音录像，保障办案安全。

注重刑事检察和诉讼监督工作中的科
技应用。在公诉工作中，积极运用多媒体

示证等技术，提升指控犯罪、法律监督工作
效果，先后运用多媒体示证系统参与公诉
出庭示证 19 件次。开展法律监督工作。
该院技术部门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
项检察活动中，协助监所检察部门由法医
通过对病历结论开展文证审查，依法监督
纠正监外执行不当4人次。

注重犯罪预防工作中的科技应用。近
年来，该院先后运用视听技术开展犯罪预
防宣传和警示教育 176 场次，受众达 6000
余人，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763人次，利

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布预防
犯罪宣传信息1700余条。

注重队伍建设中的科技应用。将干警
信息及时输入检察队伍信息管理系统，实
现对检察人员信息的网上动态管理。开通
检察教育培训系统，实行网络化教学，开通
电子图书馆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查询系
统，配备 5 名专职技术人员定期组织参加
专业技能培训，方便干警以更为便利的方
式开展学习研究。

（牛凌云赵寅）

史海钩沉 1515
20162016//0808//3030

责任编辑 牛亚丽 校对 孟杰曼

E-mail:hnfzbbjb@E-mail:hnfzbbjb@126126.com.com

中原古道、古关隘系列钩沉之（8）

一层紫气万层烟（下）

新安函谷关之变迁

前面不远处两座南北对称高台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新安县汉函谷关保护管理所原副
所长郭佳伟说：“可别小看这两座土堆，它们
是真实的汉代阙台遗址，是真正有价值的文
物珍宝。”“阙”是指位于城门前两边高台之
上，兼具军事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多功能建筑。

“北侧的高台叫鸡鸣台，得名于成语中
的‘鸡鸣狗盗’。这里和秦函谷关一样，也有
望气台。”该所工作人员付龙蛟说，“鸡鸣台
和望气台都是沿用了秦函谷关的称呼，屹立
千年，历经风雨剥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
坏，全国范围内保存至今的汉代阙台实物极
为罕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也是汉函谷
关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中极具真实性和
完整性的代表性建筑。两座阙台残存高度
约 15 米，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部分边界。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考古人员特意将望气台
的夯土剖面进行了修整，大家可以清晰地看

到阙台是由一层层厚7厘米至8厘米的黄土
夯打而成，土质细密，厚度均匀，在风雨之中
剥蚀了2000多年依然可见当时的雄姿。”

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严辉介绍，通过深入的考古调
查、发掘和研究，汉函谷关的整体状貌决不
仅限于新安城东的一处关口，而是南抵宜阳
横跨洛水，北至黄河，绵延数十公里的一个
整体防御体系，状类小长城，非常壮阔。而
在这个体系中，汉函谷关遗址是当时的核
心，也就是关城，是当时驻扎军队和囤积军
用粮草武器辎重的营垒。居住在城堡里的
主要是军队，也有手工业者，这与汉代同时
期建造的古关城堡是一致的。夯土墙垣是
连接关楼与鸡鸣、望气二台的主要组成部
分，起着城墙防护作用。

此外，还有古道路、窑厂和城墙等遗址，
这些建筑原本都是汉函谷关的配套建筑，它

们虽历经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但至今基本保
存完好。近年在汉函谷关古道附近出土的
板瓦、筒瓦、唐三彩和独具西域特色的骆驼
俑、牵驼俑、武士俑、胡俑等珍贵文物，从不
同程度上记载了汉函谷关昔日的辉煌。

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研究室文
博馆员王咸秋介绍，在南北两侧的山上，发现
有夯土长墙，北侧长墙长270米、宽6米至13
米，南侧长墙长150米、残宽2米至7米，都是
函谷关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其关隘建筑体系
与两山、两水共同构成的整体防御格局、空间
关系完整保存；遗址周边的环境要素包括凤
凰山、青龙山的山体轮廓，涧河、皂涧河的流
域及形态，以及自然河谷环境特征基本保持，
体现了遗址的完整性。南侧青龙山半坡处有
个小土堆，它是一处烽燧遗址，居高临下，视
野开阔，1997年曾进行过考古发掘，东西残长
20米，南北残宽10米，残高2米。

汉函谷关在三国魏正始元年（公元240
年）被废，从那时起，至今已经有 1700多年
了。为了恢复雄关昔日的风貌，历代多有
修葺。据《新安县志》载，最后一次大型修
复是由时任该县负责人葛邦炳主持、邑绅
张钫出资，形制上尊重历史旧貌。

据王洪超介绍，张钫重修汉函谷关之经
过，惜无完整资料可见，所幸在关下住户家发
现石碑一通，乃《重修新安县函谷关记》，因磨
损严重，致碑文缺失甚多，文字大意可知1921
年新安县县长葛邦炳驱车函谷关下，感叹函
谷关自清顺治年间重修之后，300余年未能再
予修葺，长此以往，恐将淹没于荒烟……于是

“商之邑绅张略威将军（北洋政府曾授张钫为
略威将军）”，“张伯英为重修计……略威（张
钫）慨然，鸠工庀材，兴废举坠”。

张钫、葛邦炳主事之重修，为函谷关最
近一次修葺，其规模虽莫能与古汉关媲雄，
亦是规模宏伟，颇为壮观。之后兵连祸结，
风雨侵蚀，新中国成立初已破旧不堪，20世
纪 50年代末，阁楼被拆除，今关洞犹存，洞
基所用之汉代旧石，所刻注尺寸历历可
见。汉函谷关申遗成功后，其勘探保护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期待函谷雄关再现新猷。

根据记载，1923年修复后的汉函谷关
南北长33米，东西宽20米，关楼高83米，分
上中下三层。“遗憾的是，重修的关城在
1958年大炼钢铁中被严重毁坏。”王洪超不
无惋惜地说，“今天我们只能看到下面的两
层。中层为砖石结构，砾石沙灰填充，边长
各10米，高8米，四周门洞十字交叉。函谷
关现状最底层为平垛，是三层中保存最好

的一层，中有拱形门洞可供东西交通。”
关楼东面门洞两侧的对联，已经只剩

下了北面的半副，内容勉强可见“功始将梁
今附骥”。关楼西面门洞两侧的对联还在，
上联是“胜迹漫询周柱史”，下联是“雄关重
睹汉楼船”，同时提到了秦、汉两个函谷关
的典故，也算是用典恰当的佳作了。

为了寻找张钫修关的资料，记者随同
新安县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张琪来到张钫
旧居——新安县铁门镇。在镇上繁华的一
角，记者找到了气势恢宏的张钫旧居，遗憾
的是除了看到很多其他方面的碑文外，并
无修关的记载。不过从蒋介石、何应钦等
许多国民党要员给张钫母亲祝寿等的碑文
看出，张钫当时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叱咤风
云的盖世英雄。

据介绍，为了保护汉函谷关遗址的安
全，做好汉函谷关申遗工作，根据申遗的有
关要求和汉函谷关保护规划，新安县成立了
函谷关周边整治指挥部，对其周围的住户实
施拆迁异地安置，并将汉函谷关保护区域分
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为配合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文物部门
对汉函谷关遗址周边地带进行了详细文物
调查和勘探，新发现了城墙、烧窑等遗迹遗
物。为确保申遗成功，新安县委、政府高度
重视并投巨资进行规划设计、环境整治，组
织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汉函谷关遗址周边

地带进行调查钻探。调查钻探以关楼中心
为坐标点，分别向南北两山延伸，调查钻探
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经调查钻探发现，该
关南城墙位于青龙山，为长条形,南北走向，
与望气台相连。两处城墙均为夯土筑成，质
地坚硬，层次分明，初步判断为汉代所筑。

另外在窑场村东千家岭6000平方米范
围内发现烧窑 19座，由窑道、窑室组成，见
红烧土及大量的板瓦、筒瓦残片，与建汉函
谷关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文物部门有关人
员介绍，此次对汉函谷关遗址调查钻探发现
的城墙和窑场，是继盐东汉代仓库遗址之后

又一重要发现，证明汉函谷关历史记载“北
属于河，南抵散关”的可靠性，对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起到了重要的佐证作用。让人激动
的是，2014年6月22日，新安汉函谷关成功
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

从2007年走上申遗之路到2014年6月
22日，7年艰辛的申遗历程，让新安汉函谷
关成了新安县第二张国际旅游名片。但在
王洪超看来，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
点，接下来他们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作为新
安县汉函谷关保护管理所所长，王洪超倍感
任重道远。

阙台处、鸡鸣台，千年雄姿依旧

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多措并举规范办案保密管理工作

唐河县检察院注重科技应用服务司法办案

汉关的申遗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