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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子窖传奇”系列文化报道之四
万吨真宝地下藏

口子窖的口感是兼香白酒里最独特
的，由于是全部酿造成型，所以它的香型
无法复制，口
感独特，层次
丰富，入口浓
香 ，中 间 清
怡，尾香酱香
馥郁。

卫杰

几百年来，在江淮平
原的地下有一处秘密的
地下宝藏。那些宝藏就
是口子窖的地下藏酒，窖
藏规模有数万吨之多，分
为南库群和北库群。这
些地下酒窖是几代口子
人的藏酒圣地，真正的好

酒才有资格被贮藏在此。口子窖是“酒中君子”，说
藏几年就是几年，不到时间决不出窖。

每年的谷雨季节，口子人要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封酒。口子人封酒遵循古法，采用师徒代代相
传的技艺。封酒主要材料是楚纸和秘制涂料，每坛
窖藏的口子窖都用楚纸封住坛口，封口为27层。楚

楚纸封坛的真传

浓头酱尾中间清

纸封酒的好处
就是使酒体充
分与自然界接
触，最大化促进
其老熟。

深夜开枪
打伤出租车司机

8年前的 2010年，算是李某人生的低
谷。先后干过基站工人、淘宝店主、连锁店
区域经理的他，先丢了工作，又丢了女朋友，
经济拮据。

这年的11月5日晚上11点，李某上了一
辆出租车，走到西安沣惠南路与科技四路十
字时，开枪将司机打伤。

子弹贯穿司机的脸颊，打伤了其右上
臂，满车是血。幸运的是，司机无生命危
险。事发后，很多夜班出租车司机赶到医
院，帮忙捐款救助。

落网后，李某说，当时目的很单纯，“就
是为钱”。开枪后，李某一度以为司机死了，
非常害怕，曾离开西安，外出逃窜了几个月。

2011年2月28日晚上7点，在西安电子
正街一家金店内，李某再次拿起枪，击破柜
台玻璃，抢走十多条金项链后逃跑，被抢物
品价值14万元。

民警在现场发现并提取到了嫌疑人遗
留的生物物证。

持枪、伤人、抢金店，案情极为重大。西
安警方面向社会公开悬赏，同时抽调精干警
力，组成了近400人的专案组，并通过陕西省
公安厅、公安部，在全省、全国协查。

跨越20多个省市
缉拿凶手

两起案件在当年轰动一时。随着年代
久远，已渐渐被人们所淡忘，嫌疑人就像人

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
专案组通过对现场遗留的弹壳、弹头等

痕迹物证分析后认为，作案的枪支并不是国
产的制式手枪，疑为境外带入的，且两起案
件为一人所为，遂并案侦查。

8年来，案情牢牢刻在西安刑侦办案民
警的脑子里。期间，公安部多次派出全国知
名的刑侦专家，前来西安指挥、督导侦破。
今年以来，西安警方以新科技对原有的物
证进行再利用，利用信息研判、痕迹比对等
技术手段，加快案件侦破进程。

在公安部的指挥、调度下，西安警方在
全市抽调刑侦骨干力量，分别在西安市、河
南开封市尉氏县等地，同步开展工作，针对1
万多个线索目标，逐一进行排查。

“跨越了20多个省市，从海量信息中完
善证据链，锁定了嫌疑人。”在昨天的案情发
布会上，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一处一大队民
警杨心宇告诉记者，今年8月21日下午6点，
嫌疑人李某在西安落网。

杨心宇说，案件的侦破，一方面得益于
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靠的是扎实、牢固的
基础工作。

枪埋在老家院子
被拆成零件销毁

据了解，李某是渭南大荔县人，祖籍河
南。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自学能力极强，头
脑灵活，有礼貌，文质彬彬。

在持枪抢完金店后，他将十多条金项链
销赃，卖了不到4万元，随后外出旅游，玩了
大半年。

回到西安后，他和女友用仅剩下的积
蓄，开了一家台球厅，经营了两年后，全家人
凑钱，在2014年开了一家西餐厅。

这把枪，是李某在 2010年通过境外人
员购买的。2012年，感觉到风声过去了，他
回到大荔县老家，将枪埋在自家院子。

2016年，西餐厅步入正轨，收入稳定，加
之两个小孩相继出生，李某返回老家，用切
割机将枪拆解成非常小的零件，带回西安后
销毁、扔掉。

被抓的那一刻，李某一句话都没说。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

8月21日，嫌疑人落网（警方供图）

出过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经营一家西餐厅，35岁的李某，更像是一个风度十足的生意人。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妻子是初中
同学，婚后生了两个小孩。

在今年8月21日之前，李某的家人、客人和朋友，没人知道隐藏在他身上长达8年的秘密。

6人团伙“自立山头”
当“代表”敲诈勒索

被告人郑某娃、郑某录等6名被告人敲诈
勒索案，系该区首例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鄠邑区法院审查认定：2017年起，被告
人郑某娃、郑某录、邵某朋、任某、仝某合、邵
某娃经常纠集在一起，借小组征地拆迁为由
获取公权力，采取相互提名的方法，通过非
法手段当上“村民代表”，形成利益共同体，
并掌管小组事务，迫使原任村民小组组长无
奈辞职。6被告人打着“为群众谋利益”的幌
子，把持小组基层政权，纠集不明真相群众，
采取封门、堵路、断电等“软暴力”胁迫手段，
有预谋、有组织地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
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
社会影响。

2017年初至6月，被告人郑某娃、郑某
录等6名被告人先后3次以村小组土地被占
用或损坏为由，纠集不明真相群众闹事，用
挖断道路、阻挡施工、拉断电闸等软暴力，向
在当地修建道路、涝河大桥等项目的建设工
程公司敲诈勒索，索要人民币共计3.4万元。

鄠邑区法院认为，郑某娃、郑某录等6名
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向他人索要
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6名被告人采用非法手段当上“村民代
表”，形成特殊利益群体，有预谋、多次实施敲
诈勒索犯罪，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秩序，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最终依

法判处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又6个月至10
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000元到2000元不等。

村主任高校内寻衅滋事
雇人阻挡施工

除了上述敲诈勒索案之外，鄠邑区法院
同时还宣判了3起涉恶类罪名案件，被告人
单某房、唐某勇、王某迎分别以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获刑。

2015年11月，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因新建锅炉房，将该校内堆放的砂土石
清运工程，承包给鄠邑区甘亭街道吕公寨村
村民单某峰。得知此事后，该村时任村委会
主任杨某平和村委会副主任单某房，以该工
程未经过村上同意为由，阻挡施工。被告人
单某房雇佣该村村民杨某某等人前往工地，
并将自己所驾驶的越野车停放于工程机械车
所经道路上挡停施工，后又与现场施工人员
贾某岗发生口角，被贾某岗将越野车玻璃砸
碎。此后，单某房纠集贾某某等7人连续数天
前往国防技术学院后勤处，纠缠、骚扰后勤处
处长崔某俊。期间，单某房因情绪失控做出
摔手机、用头撞空调、桌子等自伤行为。在住
院期间，单某房又指使李某莲带领多人连续
数天前往国防技术学院后勤处闹事，最终要
到1.1万元才罢手。鄠邑区法院认为，被告人
单某房肆意挑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
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除此之外，为父出气打伤他人的被告人

王某迎，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
伙同他人强行将被害人带至偏僻处，恐吓、
威胁其打下2万元欠条的被告人唐某勇，因
犯非法拘禁罪，同样被处拘役4个月。

本报记者张晴悦李宗华

扫黑扫黑除恶除恶
陕西在行动

自11月26日以来，西安市全市法院接连向恶势力犯罪发起“冬季攻势”，开庭审理、宣判了数十起涉恶类案件。12月5日上
午，鄠邑区法院在近百名群众代表的见证下，对4起涉恶类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其中还包括“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鄠邑
区法院审理的全区首例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

本报讯（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
小王和小李是情侣，因感情纠葛，产生
了矛盾。

12月 5日下午，女孩小王带着家
人到了小李家中讨要说法。小李爸爸
打电话报警，西安公安临潼分局北田派
出所民警赶来。

正在民警了解事情经过时，从外面
赶回家的小李，趁民警不注意，掏出藏
在口袋里的折叠刀挥向小王。民警见
状，立即上前制止，将折叠刀从小李手
中夺下，将小李控制。

记者昨天从临潼警方了解到，事发
当时，小李害怕在与小王协商纠纷过程
中被小王家人殴打，所以将折叠刀随身
带着，以防不测。至于拿出刀挥向女
友，只不过是为了吓唬她而已。

目前，小李因涉嫌非法携带管制刀
具，已被公安临潼分局行政拘留。

谈恋爱发生纠葛
男子欲用刀伤害女友

本报讯（董强记者李佳）12月2日
凌晨，孙某在长安区韦曲街办何家营村
一网吧上网时，突然发现手机找不到
了。当天，孙某的哥哥、妈妈、女友等人
同时收到孙某微信消息要借钱，幸好孙
某的家人、朋友警惕性比较高，联系到
了孙某进行核实，发现这是一起骗局。
孙某同时还发现，有人用他的账号在网
上购买了一部手机，随后他通过查询网
吧监控，发现一男子用衣服遮挡住手
机，随后藏在身上把手机带走，于是孙
某报了警。

公安长安分局常宁路派出所接到
报警后，立即赶到事发网吧，通过调取
监控，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并通过
查找网购手机的快递收货地址，几名民
警提前在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内的快递
站点，乔装打扮成快递站工作人员，蹲
守等候犯罪嫌疑人来取快递。

当日18时许，嫌疑人张某来到快
递站点取快递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并在其身上搜出被盗手机一部，网购
未拆封手机一部，以及套现的现金
1490元。

据张某供述，手机是他在网吧捡到
的，拿到手机后他试了几次密码，便将
手机的解锁密码、购物软件付款码、支
付宝付款码全部破解了。

随后，张某网购了一部2798元的
手机，还在一家超市用手机支付软件套
现了1490元。此后，张某还利用失主
孙某的微信向孙某哥哥、妈妈、女友等
人借钱。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公安长安
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网吧盗窃手机
还通过微信借钱

打着“村民代表”幌子敲诈勒索
鄠邑区法院集中宣判4起涉恶犯罪案件

开枪打伤的哥抢劫金店
西安警方侦破8年前持枪抢劫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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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规模有数万吨之多，分
为南库群和北库群。这
些地下酒窖是几代口子
人的藏酒圣地，真正的好

酒才有资格被贮藏在此。口子窖是“酒中君子”，说
藏几年就是几年，不到时间决不出窖。

每年的谷雨季节，口子人要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封酒。口子人封酒遵循古法，采用师徒代代相
传的技艺。封酒主要材料是楚纸和秘制涂料，每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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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开枪
打伤出租车司机

8年前的 2010年，算是李某人生的低
谷。先后干过基站工人、淘宝店主、连锁店
区域经理的他，先丢了工作，又丢了女朋友，
经济拮据。

这年的11月5日晚上11点，李某上了一
辆出租车，走到西安沣惠南路与科技四路十
字时，开枪将司机打伤。

子弹贯穿司机的脸颊，打伤了其右上
臂，满车是血。幸运的是，司机无生命危
险。事发后，很多夜班出租车司机赶到医
院，帮忙捐款救助。

落网后，李某说，当时目的很单纯，“就
是为钱”。开枪后，李某一度以为司机死了，
非常害怕，曾离开西安，外出逃窜了几个月。

2011年2月28日晚上7点，在西安电子
正街一家金店内，李某再次拿起枪，击破柜
台玻璃，抢走十多条金项链后逃跑，被抢物
品价值14万元。

民警在现场发现并提取到了嫌疑人遗
留的生物物证。

持枪、伤人、抢金店，案情极为重大。西
安警方面向社会公开悬赏，同时抽调精干警
力，组成了近400人的专案组，并通过陕西省
公安厅、公安部，在全省、全国协查。

跨越20多个省市
缉拿凶手

两起案件在当年轰动一时。随着年代
久远，已渐渐被人们所淡忘，嫌疑人就像人

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
专案组通过对现场遗留的弹壳、弹头等

痕迹物证分析后认为，作案的枪支并不是国
产的制式手枪，疑为境外带入的，且两起案
件为一人所为，遂并案侦查。

8年来，案情牢牢刻在西安刑侦办案民
警的脑子里。期间，公安部多次派出全国知
名的刑侦专家，前来西安指挥、督导侦破。
今年以来，西安警方以新科技对原有的物
证进行再利用，利用信息研判、痕迹比对等
技术手段，加快案件侦破进程。

在公安部的指挥、调度下，西安警方在
全市抽调刑侦骨干力量，分别在西安市、河
南开封市尉氏县等地，同步开展工作，针对1
万多个线索目标，逐一进行排查。

“跨越了20多个省市，从海量信息中完
善证据链，锁定了嫌疑人。”在昨天的案情发
布会上，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一处一大队民
警杨心宇告诉记者，今年8月21日下午6点，
嫌疑人李某在西安落网。

杨心宇说，案件的侦破，一方面得益于
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靠的是扎实、牢固的
基础工作。

枪埋在老家院子
被拆成零件销毁

据了解，李某是渭南大荔县人，祖籍河
南。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自学能力极强，头
脑灵活，有礼貌，文质彬彬。

在持枪抢完金店后，他将十多条金项链
销赃，卖了不到4万元，随后外出旅游，玩了
大半年。

回到西安后，他和女友用仅剩下的积
蓄，开了一家台球厅，经营了两年后，全家人
凑钱，在2014年开了一家西餐厅。

这把枪，是李某在 2010年通过境外人
员购买的。2012年，感觉到风声过去了，他
回到大荔县老家，将枪埋在自家院子。

2016年，西餐厅步入正轨，收入稳定，加
之两个小孩相继出生，李某返回老家，用切
割机将枪拆解成非常小的零件，带回西安后
销毁、扔掉。

被抓的那一刻，李某一句话都没说。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

8月21日，嫌疑人落网（警方供图）

出过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经营一家西餐厅，35岁的李某，更像是一个风度十足的生意人。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妻子是初中
同学，婚后生了两个小孩。

在今年8月21日之前，李某的家人、客人和朋友，没人知道隐藏在他身上长达8年的秘密。

6人团伙“自立山头”
当“代表”敲诈勒索

被告人郑某娃、郑某录等6名被告人敲诈
勒索案，系该区首例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鄠邑区法院审查认定：2017年起，被告
人郑某娃、郑某录、邵某朋、任某、仝某合、邵
某娃经常纠集在一起，借小组征地拆迁为由
获取公权力，采取相互提名的方法，通过非
法手段当上“村民代表”，形成利益共同体，
并掌管小组事务，迫使原任村民小组组长无
奈辞职。6被告人打着“为群众谋利益”的幌
子，把持小组基层政权，纠集不明真相群众，
采取封门、堵路、断电等“软暴力”胁迫手段，
有预谋、有组织地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
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
社会影响。

2017年初至6月，被告人郑某娃、郑某
录等6名被告人先后3次以村小组土地被占
用或损坏为由，纠集不明真相群众闹事，用
挖断道路、阻挡施工、拉断电闸等软暴力，向
在当地修建道路、涝河大桥等项目的建设工
程公司敲诈勒索，索要人民币共计3.4万元。

鄠邑区法院认为，郑某娃、郑某录等6名
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向他人索要
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6名被告人采用非法手段当上“村民代
表”，形成特殊利益群体，有预谋、多次实施敲
诈勒索犯罪，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秩序，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最终依

法判处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又6个月至10
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000元到2000元不等。

村主任高校内寻衅滋事
雇人阻挡施工

除了上述敲诈勒索案之外，鄠邑区法院
同时还宣判了3起涉恶类罪名案件，被告人
单某房、唐某勇、王某迎分别以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获刑。

2015年11月，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因新建锅炉房，将该校内堆放的砂土石
清运工程，承包给鄠邑区甘亭街道吕公寨村
村民单某峰。得知此事后，该村时任村委会
主任杨某平和村委会副主任单某房，以该工
程未经过村上同意为由，阻挡施工。被告人
单某房雇佣该村村民杨某某等人前往工地，
并将自己所驾驶的越野车停放于工程机械车
所经道路上挡停施工，后又与现场施工人员
贾某岗发生口角，被贾某岗将越野车玻璃砸
碎。此后，单某房纠集贾某某等7人连续数天
前往国防技术学院后勤处，纠缠、骚扰后勤处
处长崔某俊。期间，单某房因情绪失控做出
摔手机、用头撞空调、桌子等自伤行为。在住
院期间，单某房又指使李某莲带领多人连续
数天前往国防技术学院后勤处闹事，最终要
到1.1万元才罢手。鄠邑区法院认为，被告人
单某房肆意挑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
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除此之外，为父出气打伤他人的被告人

王某迎，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
伙同他人强行将被害人带至偏僻处，恐吓、
威胁其打下2万元欠条的被告人唐某勇，因
犯非法拘禁罪，同样被处拘役4个月。

本报记者张晴悦李宗华

扫黑扫黑除恶除恶
陕西在行动

自11月26日以来，西安市全市法院接连向恶势力犯罪发起“冬季攻势”，开庭审理、宣判了数十起涉恶类案件。12月5日上
午，鄠邑区法院在近百名群众代表的见证下，对4起涉恶类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其中还包括“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鄠邑
区法院审理的全区首例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

本报讯（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
小王和小李是情侣，因感情纠葛，产生
了矛盾。

12月 5日下午，女孩小王带着家
人到了小李家中讨要说法。小李爸爸
打电话报警，西安公安临潼分局北田派
出所民警赶来。

正在民警了解事情经过时，从外面
赶回家的小李，趁民警不注意，掏出藏
在口袋里的折叠刀挥向小王。民警见
状，立即上前制止，将折叠刀从小李手
中夺下，将小李控制。

记者昨天从临潼警方了解到，事发
当时，小李害怕在与小王协商纠纷过程
中被小王家人殴打，所以将折叠刀随身
带着，以防不测。至于拿出刀挥向女
友，只不过是为了吓唬她而已。

目前，小李因涉嫌非法携带管制刀
具，已被公安临潼分局行政拘留。

谈恋爱发生纠葛
男子欲用刀伤害女友

本报讯（董强记者李佳）12月2日
凌晨，孙某在长安区韦曲街办何家营村
一网吧上网时，突然发现手机找不到
了。当天，孙某的哥哥、妈妈、女友等人
同时收到孙某微信消息要借钱，幸好孙
某的家人、朋友警惕性比较高，联系到
了孙某进行核实，发现这是一起骗局。
孙某同时还发现，有人用他的账号在网
上购买了一部手机，随后他通过查询网
吧监控，发现一男子用衣服遮挡住手
机，随后藏在身上把手机带走，于是孙
某报了警。

公安长安分局常宁路派出所接到
报警后，立即赶到事发网吧，通过调取
监控，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并通过
查找网购手机的快递收货地址，几名民
警提前在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内的快递
站点，乔装打扮成快递站工作人员，蹲
守等候犯罪嫌疑人来取快递。

当日18时许，嫌疑人张某来到快
递站点取快递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并在其身上搜出被盗手机一部，网购
未拆封手机一部，以及套现的现金
1490元。

据张某供述，手机是他在网吧捡到
的，拿到手机后他试了几次密码，便将
手机的解锁密码、购物软件付款码、支
付宝付款码全部破解了。

随后，张某网购了一部2798元的
手机，还在一家超市用手机支付软件套
现了1490元。此后，张某还利用失主
孙某的微信向孙某哥哥、妈妈、女友等
人借钱。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公安长安
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网吧盗窃手机
还通过微信借钱

打着“村民代表”幌子敲诈勒索
鄠邑区法院集中宣判4起涉恶犯罪案件

开枪打伤的哥抢劫金店
西安警方侦破8年前持枪抢劫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