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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文物局 10 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文
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将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回归之
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
文物回归成果展”，公众熟悉的
《伯远帖》、《中秋帖》、圆明园兽
首、 秦公晋侯青铜器等回归文

物将悉数亮相。
“这是我国首次对流失文

物追索返还工作成就进行全景
式展览，从展览的规模、文物价
值、呈现内容等方面来说，都是
前所未有的。 ”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关强说。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

会文物司司长罗静表示，展
览将于 9 月 17 日开幕。 国家
文物局回溯 70 年文物回归
历程， 对我国相关工作进行
了全面的梳理， 最终确定了
25 个经典案例， 选出了来自
18 家文博单位的 600 余件回
归文物参展。

据悉， 作为今年最新的追
索返还工作成果和近年来整体
价值最高的回归文物， 近日从
日本归来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将在此次展览上得以重点呈
现， 为广大社会公众献上回归
后的“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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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
“中国强”

9 月 10 日，备受瞩目的
2019 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
沙开幕。这一国际性、前沿性
科技盛会汇集全球“计算机
人”，聚焦计算机生态、计算
机未来、 网络安全、 人机连
接、AI 算法、 新型计算等领
域，碰撞思想、探讨未来。

一部人类进化史， 也是
一部工具进步史。 从茹毛饮
血、刀耕火种，到遨游太空、
万物互联， 人类社会走过漫
长而艰辛的发展历程， 也创
造出璀璨夺目的现代文明。
当今世界， 人类早已经深度

“沉浸” 在“信息化海洋”之
中。

计算机，就像石器、青铜
器之于文明起源，铁器之于
封建社会，蒸汽机之于工业
革命， 电力之于新工业浪
潮， 都是决定历史走向的

“主角”，奠定了人类社会由
农业化、 工业化向信息化、
智能化迈进的坚实基础，在
极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
明进步。

过去几十年间， 我国计
算机事业从“跟跑” 到“并
跑”，再到局部“领跑”，实现
了大发展，取得了大成就、大
影响。 尽管广泛应用计算机
晚于西方， 但依靠不懈奋斗
和创新追求，从“银河”的历
史性突破，到“天河”“神威”
等一系列超级计算机， 我国
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中国
速度”的响亮品牌，创造出高
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
购等“超级应用”。

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我
国是计算机大国， 却还不是
计算机强国。 作为全球最大
的计算机制造基地， 目前我
国计算机产业规模位居世界
首位，但高端芯片、自主操作
系统等“卡脖子”问题依然很
突出， 在尖端前沿领域与世
界“领跑者”还有较大差距，
受制于人的局面短期内还无
法彻底改变， 亟待实现从

“大”到“强”的转变。
当前全球计算机产业正

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 一
方面， 传统计算机产销接近
天花板，摩尔定律逼近极限，
发展前景不明。另一方面，量
子计算等新型计算技术不断
涌现， 计算机迎来全新发展
空间。 对我国计算机事业来
说， 前行路上挑战与机遇并
存。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把握
并紧跟“计算万物”的时代潮
流， 才能做到不落伍， 不掉
队。

毫不夸张地说， 谁的计
算能力强， 谁就能引领人类
未来发展潮流。 我国计算机
事业要实现从“大”到“强”，
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加
大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投
入和研发力度， 着眼未来几
十年的发展， 培养储备尖端
人才； 另一方面， 要放眼世
界，注重借鉴吸收，搭建更多
交流平台，汇聚全球智慧，研
判未来趋势，共商发展大计，
共谋长远发展， 共同迎接人
类文明的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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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宝：非法出口！务必追回！
2019 年 3 月 3 日，国家文

物局接到举报， 称日本某拍卖
公司拟于近期拍卖的曾伯克父
青铜组器疑为我国非法流失文
物。

真是国宝吗？ 国家文物局
当日即开展调查， 很快获得线
索： 该批青铜组器很可能为近
年来被盗出土且非法出境文
物。

经进一步鉴定发现： 该批
青铜组器的器型、纹饰、铭文符
合春秋早期青铜器的典型特
征；铭文显示器主为“曾伯克父
甘娄”；锈色呈“新锈”状，缺少
流传的历史痕迹……经过和同
时期考古发掘资料比对， 专家
们基本认定该批青铜组器应为
湖北随枣一带曾国高等级贵族
墓葬被盗出土文物。

那国宝出国是经正常途径
吗？国家文物局闻风循迹，发现
该批青铜组器曾于 2014 年在
上海出现过，遂向全国 21 家文
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查证。“所
有管理处均未办理该批青铜组

器的临时进出境手续， 有力证
实该批青铜组器应为 2014 年
之后被非法出口至日本。 ”关强
介绍说。

国宝必须回国！ 3月 6日，
国家文物局研究决定， 立即启
动追索工作， 并于次日向公安
部通报相关情况， 商请其开展
此事涉及的文物走私和盗掘案
件调查工作。

公安部刑侦局立即展开部
署，很快，上海公安即查明了文
物持有人情况、 文物走私证据
链条等关键信息。 文物拍卖委
托人和实际持有人周某为上海
居民，有重大犯罪嫌疑，被正式
立案侦查。

手握铁证， 我国有关部门
紧急照会日本驻华使馆、 通报
流失文物信息、 提请日方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开展相关工作
……在外交与刑侦双重压力
下， 日本某拍卖公司最终在其
官网发布声明， 称曾伯克父青
铜组器由于涉及家族遗产纠
纷，暂时中止拍卖。

取得阶段性进展后， 国家
文物局与日本驻华使馆保持密

切沟通， 日方对我方主张的文
物追索要求给予了认真对待和
积极协助。

在政府施压、 刑事侦办等
多重压力的传导下，7 月，周某
正式表示， 愿无条件将该组国
宝上交国家。 8 月 23 日，周某
返回国内配合调查。

识宝：“独一份”的国宝你
能读对几个名字？

鼎、 ……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
司副司长邓超介绍，目前，这批
文物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是名副其实的“国宝”。

———特别珍稀。 文物所属
的春秋古国曾国， 是不见于传
世文献的“秘境”。 1966 年，京
山苏家垄出土“曾仲斿父”九鼎
铜器群， 学术界才确认随枣走
廊一带有曾国。 1978 年，随州
发现曾侯乙墓， 多数学者认为
曾国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随
国。近年来，经由多项重要考古
发现， 人们对曾国历史认知才
得以逐渐推进。

“铸有‘曾伯克父甘娄’之
名的青铜器此前从未有发现。 ”
邓超说， 这批文物对研究曾国
宗法世系、 礼乐制度具有重要
价值。

———特别丰富。 这组青铜
器上铭文多达 330 字， 每件青
铜器均有铭文， 每器均带有自
名，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
息。专家认为，解读这些穿越时
光的密码， 不仅是对古代的复
建， 同时也可能带给今日国人
以崭新的历史惊喜。

———特别精美。 专家告诉
记者， 组器的铸造工艺极为精
美。 通过 X 光照相技术，专家
发现所有青铜器都为范铸成
型， 鼎、 耳部为直接铸造，

、 壶等则先铸出器身，同

时耳部铸造出铜 ， 然后再安
装器耳活块范、铸造器耳。专家
认为这真实体现出古代先民高
超卓越的青铜器铸造工艺。

护宝：开创我国流失文物
追索返还新局面

关强告诉记者， 曾伯克父
青铜组器是我国近年来在国际
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文物交
易、 实施跨国追索价值最高的
一批回归文物。 此次曾伯克父
青铜组器成功追索， 最主要的
国际法依据就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
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
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1989 年， 我国加入该公
约。此后，我国在多地设置文物
进出境审核机构， 防止珍贵文
物流失境外， 实施文物拍卖标
的审核制度、 文物购销标的审
核备案制度。 2018 年，我国还
上线了“外国被盗文物数据
库”。

“正是基于我国日渐完善
严格的文物进出境监管制度，
启动这次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追
索工作获得重要的法治依据。 ”
关强说。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跨国跨境追缴被盗流失
文物是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
工作的重点之一。今后，公安部
刑侦局将继续积极与国家文物
局等部门密切联系配合， 全力
开展被盗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缴
工作， 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更
大贡献。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
文物司司长罗静说， 新中国成
立以来，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
讼、 协商捐赠、 抢救征集等方
式， 已促成了 300 余批次，15
万余件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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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成功的跨海追索
———聚焦成功追回流日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国家文物局：

重磅展览呈现
70年我国流失文物回归之路

远涉鲸波，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器静静沐浴在久违的神州月色中。
经由外交、公安、文物等多方力量联手，选取最优追索方案，历经 5 个月紧锣密鼓执着追索，8 月 23 日深夜，8 件流落东瀛的稀世珍宝

回家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9 月 10 日向记者表示，这是我国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在日本政府的配合协助下实现的流失文物回归，为国
际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贡献了新的实践案例。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何以被称为国宝？ 追索该宝经历几许波折？ 此次索宝回国有何突破意义？ 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