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鎣“走”了百余年
我们“望”了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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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鎣

青铜“虎鎣”
被英国军官哈
利·埃文斯从圆
明园劫掠获得，
此后一直由其家
族收藏

3月
青铜“虎鎣”

的图片出现在英
国一拍卖机构的
网站上，它将于
4月11日被拍卖
的消息，吸引了
各方关注目光

4月10日
国家文物局

发表声明，强烈
反对并谴责该机
构执意拍卖流失
文物的行为，表
示将继续按照国
际公约和中国法
律规定，通过一
切必要途径开展
流失文物追索。

随后，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
国内主要文物艺
术品拍卖平台等
相继发声，表示
如该拍卖机构执
意拍卖我国流失
文物，将终止与
其开展的一切商
业合作往来

4月11日
青铜“虎鎣”

以41万英镑价
格在英国成交

4月底
国家文物局

收到英国拍卖机
构负责人邮件，
称青铜“虎鎣”境
外买家希望将文
物无条件捐赠给
国家文物局

9月21日
国家文物局

代表团会同中国
国家博物馆专家
组赴英开展实物
鉴定。鉴定结果
显示，青铜“虎
鎣”符合西周晚
期青铜器基本
特征。当日，文
物交接确认书
顺利签署

11月23日
在鉴定接收

等各项工作完成
后，青铜“虎鎣”
于当日安全抵达
北京

12月11日
青 铜“ 虎

鎣”，这件流失海
外百余年的文物
正式入藏中国国
家博物馆

百年
回家路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空中距离8100多公里，航程约10小时。
11月23日，流落异乡的青铜“虎鎣”搭乘飞机回到故土。这条归家之路，一波三折，它走
了百余年……今年4月被英国一拍卖机构拍卖的圆明园文物青铜“虎鎣”近日重回祖国
怀抱。昨日，这件流失海外百余年的文物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悉，在买下青铜“虎鎣”后，境外买家通过拍卖机构联系国家文物局，希望将文物
无条件捐赠。在鉴定接收等各项工作完成后，青铜“虎鎣”于11月23日安全抵达北京。

经鉴定，青铜“虎鎣”为西周晚期文物，顶盖内铸有“自作供鎣”铭文，因其精美独特
的造型、罕见的虎形装饰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
春法表示，国家博物馆将于青铜“虎鎣”入藏后，妥善保管、做好展陈，深入研究，使其发
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积极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成功促成多批流失文物回归
祖国，青铜“虎鎣”的回归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范例。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日公告称，收
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人员收到市场禁
入决定书。公告显示，证监会对长生生物给予警
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高俊芳、张晶、刘景晔、
蒋强华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与此同时，证监会还对高俊芳、张晶、刘景
晔、蒋强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对张友奎、赵春志、张洺豪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万元罚款；对刘良文、王祥明、徐泓、沈义、马东
光、鞠长军、万里明、王群、赵志伟、杨鸣雯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

此外，还对张友奎、赵春志、张洺豪采取5年
市场禁入措施。

长生生物同步发布的另一公告称，已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事先告知书，深
交所拟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后
续，深交所将根据相关规则作出是否对公司股票
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 据新华社

充满戏剧性“逆转”的归途
今年3月，青铜“虎鎣”的图片出现在

英国一拍卖机构的网站上，它将于4月11日
被拍卖的消息，吸引了各方关注目光。

相关资料显示，青铜“虎鎣”原为清宫皇
室旧藏，1860年被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从圆明园劫
掠获得，此后一直由其家族收藏。

国家文物局得知消息后立即开展信息收集、鉴定研
究，在基本确认青铜“虎鎣”为圆明园流失文物后，数次通过
多种渠道联系英国相关拍卖机构，希望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解
决问题。

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并谴责该机构执意
拍卖流失文物的行为，表示将继续按照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
定，通过一切必要途径开展流失文物追索。

随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国内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平台等
相继发声，表示如该拍卖机构执意拍卖我国流失文物，将终止与
其开展的一切商业合作往来。

4月11日，青铜“虎鎣”以41万英镑价格在英国成交。
“逆转”出现在4月底，国家文物局收到英国拍卖机构负责

人邮件，称青铜“虎鎣”境外买家希望将文物无条件捐赠给国
家文物局。

9月21日，国家文物局代表团会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组赴英
开展实物鉴定。包括科技检测在内的鉴定结果均显示，青铜“虎鎣”
符合西周晚期青铜器基本特征。当日，文物交接确认书顺利签署。

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眼中，青铜“虎鎣”的回归，彰显了
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与负责态度，也显示了我国流
失文物追索工作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还有多少“虎鎣”流离失所？

“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
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150多年前，法国文豪雨果这样描写圆明园的悲剧：“这个奇
迹已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
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

圆明园被洗劫，是风雨飘摇的中国近代史中，大批文物苦难
命运的缩影。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
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
盖所有文物种类。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
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件中国文物，民间收
藏的中国文物大约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对承载灿烂文明的文物来说，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地是最好的
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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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
物的公约》——这是目前关于流失文物返还领域的两大国际公
约。在实际操作中，前者缺乏强有力的履约监督机制，后者则缔约
成员国数量有限，结构失衡，大部分主要文物进口国尚未签署该
公约。

而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拍卖公司利用中国买家的民族
情结来进行商业炒作的事件也频频发生，“中国流失文物”成了一
个极有市场号召力的标签，致使价格节节攀升，也对民族情感造
成了“二次伤害”。

海外流失文物归家“路在何方”？

与这些文物相比，青铜“虎鎣”无疑是个“幸运儿”。在它归来
的身影背后，是一个国家不懈的努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探索促成流失文物回归的多种途径，逐步
建立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的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模式，成功促成了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
失文物回归祖国，其中圆明园鼠首兔首、秦公晋侯青铜器、大堡子
山金饰片等重要文物已先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

同时，国家文物局还上线了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
台，为追缴被盗文物及海外流失文物依法追索提供依据。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对自身文化认同的加深，民间力量开
始在流失文物的追索中发挥作用。福建省大田县阳春村村民近年
来还拿起法律武器，向荷兰收藏家跨国追索被盗的章公祖师肉身
坐佛。

但毫无疑问的是，流失文物的追索依然任重道远。
“今后，我们将本着合作、开放的态度，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统筹引导收藏机构、协会组织、媒体与社会各界的积极力量，
推进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更加主动有序开展，为建立更加公平
正义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国际规则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刘
玉珠说。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同其他国家开展人权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向来都
持开放的态度。

有记者问：据一些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统
施泰因迈尔10日在同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提及了
中国的人权问题。中方能否证实？对此有何回应？

陆慷介绍说，昨天，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
理分别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了会谈会见。
两国领导人着重探讨了当前形势下中德两国如
何深化在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等广泛领域的交
流合作以及如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沟通协作，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这些是双方的
主要话题，也形成了许多积极共识。

据陆慷介绍，施泰因迈尔总统表示，此行是
他就任德国总统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既为
体现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为更全面和深入
地了解中国。施泰因迈尔总统对中国改革开放40
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政府继续坚定不移扩
大开放表示钦佩和赞赏，特别高度评价了中国政
府成功使数亿人口脱贫并解决温饱问题。“他强
调，中德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德国将一如既往
推动中德各领域交流和合作。”

陆慷指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内涵丰富，
两国领导人之间不仅保持着经常性沟通，交流的
议题也非常广泛，这其中就包括人权保护、难民
移民、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挑战等。中德两国历史
文化、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不同，对一些问题的
看法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完全可以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友好交流，
来增进相互理解。“正如施泰因迈尔总统自己所
说，德中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在一些问
题上有各自看法是正常的，作为战略伙伴双方可
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交流增进理
解，而不是通过媒体进行炒作。”

另据报道，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10日就
“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一方面承认中国在许多领
域取得了发展进步，包括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另
一方面又说不认同各国有自己的人权标准，并对中
国人权状况进行无端指责。

“我们注意到布兰斯塔德大使也承认中国取
得了巨大进步。我们希望美方人士也能认真、客
观看待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和促进人
权事业的途径。”陆慷表示，带着偏见是无法准确
认识其他国家并且增进互信的，以为自己的标准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盲目且已经在世界许多
地方证明是失败的，拿所谓人权问题服务于自己
的一己政治目的更是不道德的。 据新华社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车辆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有关事项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经国务院同意，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车辆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通知》明
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中符合执行和保障
应急救援任务规定的悬挂专用号牌，主要包括灭
火消防车、举高消防车、专勤消防车、战勤保障消
防车、消防摩托车、应急救援指挥车、救援运输
车、消防宣传车、火场勘查车等。应急部为专用号
牌及配套行驶证件的核发主管单位。驾驶悬挂专
用号牌车辆的人员须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核发的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通知》对专用号牌要素和车辆外观进行了
规定。专用号牌为白底黑字，配以红色汉字“应
急”，分为汽车号牌和摩托车号牌。汽车号牌每副
两只，分别悬挂在车辆前后部；摩托车号牌为单
只，悬挂在车辆后部。悬挂专用号牌车辆外观参
照国际通行做法进行标识涂装，车身前面涂装

“救援 RESCUE”字样，车身侧面涂装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徽标、“消防”字样和所属单位名
称、车辆编号，车顶涂装车辆编号，车身两侧及车
辆尾部涂装装饰条。

《通知》明确，悬挂专用号牌的车辆执行应急
救援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
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非执行应急救援任务时，悬挂专用号牌的车辆不
得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自觉维护公
共交通安全和秩序。

《通知》规定，对悬挂专用号牌的车辆免征车
辆购置税、免收车辆通行费和停车费。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车辆由部队号牌改挂专用号牌的，一
次性免征改挂当年车船税，此后按有关规定执
行。应急部负责制定悬挂专用号牌机动车参加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办法。悬挂专用号牌消防救
援车辆的环保政策平移不变。 据新华社

证监会对长生生物
和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高俊芳等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

外交部：
中方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开展人权对话向来持开放态度

国办印发通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
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

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圆明园文物青铜“虎鎣”
重回祖国，昨日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散回归历程与国其流散回归历程与国
家治乱家治乱、、民族兴衰密切相关民族兴衰密切相关，，寄托着中寄托着中
国人民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情感国人民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情感。”。”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青铜“虎鎣”，原为清宫皇室旧藏，为西周晚
期文物，顶盖内铸有“自作供鎣”铭文，因其精美
独特的造型、罕见的虎形装饰而具有重要的历
史、艺术和文化价值。青铜“虎鎣”1860年被英国
军官哈利·埃文斯从圆明园劫掠而走，此后一直
由其家族收藏，流失海外百余年

回家
的路

一场150多年前来自英法联军的洗劫纵火，成为一个民族集体
记忆中最痛的伤痕。圆明园，这个曾经的“万园之园”，历经劫难后如
今只剩断壁残垣，静立在北京西郊。尤为让人痛心的是，自1860年遭
英法联军焚烧以来，圆明园到底流失了多少文物，至今依然是一道
历史谜题。

“从目前所存信息看，散失在国内外的各类圆明园文物至少有
150万件。”2010年，据圆明园管理处介绍，由于记录圆明园摆设的

“陈设清册”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毁于战火，因而失去了精确排查圆
明园流失文物的依据，这个数字也只是一个估算。

为寻找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圆明园管理处曾于2009年10月
成立工作组专程赴美国进行寻访，以摸底流失文物并完善文物资料
数据库建设，寻到超过400张老照片及流失文物。

根据197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签署的国际间共同保护
文物与合法管制文物进出口协定，私藏赃物者必须将文物归还原主。

虽然文物流失国追讨文物“回家”有相应的国际公约作为法理
依据，但对于已经流失海外很久的文物，特别是追讨从圆明园流失
的价值连城的文物，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认为，追索海外
流失文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非法出境的文物我们要永远保留追
索的权利，“但有时也不能太着急”。

实际上，人们对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这一
事件的本身，对它的“寻找”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中华民族勿忘国
耻、反思伤痛、走向新的历史的一种努力。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散失在国内外的各类圆明园文物至少有150万件”

追索劫散的国宝
走向新的历史

人们对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这一
事件的本身，对它的“寻找”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中华民
族勿忘国耻、反思伤痛、走向新的历史的一种努力

虎鎣虎鎣
圆明园文物 清宫皇室旧藏

虎鎣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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