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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将
其都城从山西大同迁至河南洛
阳，之后洛阳便成为佛教僧侣的
目的地，他们沿佛教起源地——
印度北部与中国之间的商路游
弋，这些商路被统称为“丝绸之
路”。也是公元495年，孝文帝为
印度僧人跋陀在河南登封少室山
修建了少林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龙门石
窟的开凿工程也正式开始，历经
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
等朝代后，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
400余年之久，鼎盛时期的龙门
石窟拥有 10 万尊雕像，将近
2500座石碑。然而在上世纪初，
由于历年战乱，社会动荡，龙门石
窟的保护性柱廊、外厅已消失殆
尽。

据史料记载，这次展览的代
表性文物之一——古阳洞高树龛
释尊佛首便诞生于北魏景明三
年。古阳洞是龙门石窟的第
1443 窟，也是龙门石窟开凿最
早、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之一，有
史学家评论它是北魏“秀骨清像”
造像风格的代表作，在北魏书法

“龙门二十品”中独占十九品。
在国家博物馆中，大河报记

者隔窗看到这尊高树龛释尊佛
首，它高32厘米，青灰色石灰岩
材质，由于岁月侵蚀，部分表面已
显钙化，造型颇具北魏之风，脸型
修长，五官清秀，刀法刚健，颈下
还连着一截斜披袈裟之襟缘。

高树龛释尊佛首回归的经历
与火爆的护宝电视剧《古董局中
局》相比毫不逊色。据报道，
1907年至1921年期间，佛首被
盗，先被运往法国，后流落比利
时，上世纪70年代末被美国收藏
家购买。1991年，美籍华裔、好
莱坞明星蜡像馆雕塑师陈哲敬在
一次偶然机会中看到了这尊佛
首，便想起40多年前，他见到纽
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大型浮雕
《皇帝礼佛图》时的震撼，感觉此
佛首与龙门石窟联系密切，便将
相关照片寄给中央美术学院专家
汤池，汤池看到照片便激动地说：

“这非龙门石窟古阳洞莫属。”飞
赴龙门寻真身，当时65岁老人陈
哲敬，拿着照片、打着手电、攀着
木架，在11米高窟壁上整整找了

10天，终于找到这尊佛像的袈裟
与照片上佛首残存衣纹吻合，再
用电脑一合成，身首对接天衣无
缝！去国百年后，第一次，佛首找
到了家。2004年 12月，经国家
文物局批复同意，由中国文物信
息咨询中心征集回国。2005年
10月，包括高树龛释尊佛首在内
的7件文物回到老家洛阳。

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高树
龛释尊佛首在海外颠沛流离近百
年，这期间它经历了什么？世人
已无可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
未来的历史中，它将继续驻守龙
门石窟。

除了这尊颇具代表性的高树
龛释尊佛首，其他7件参展龙门
石窟珍贵佛像也是颇具特色。以
其中的一尊飞天造像为例，说起
飞天，人们首先想起的是敦煌莫
高窟壁画，其实飞天造型的雕像
在中国并不少见，这尊造像虽然
是从龙门石窟成组伎乐天石刻中
凿落下来的局部残损部分，但艺
术价值极高，细细欣赏的话，造像
面庞饱满、文静秀丽、雕法简洁，
不做精细雕琢，却显得洒脱自然。

一尊高85厘米的罗汉像原
为龙门石窟东山看经寺洞南壁第
一尊罗汉摩诃迦叶像的上半身，
在造型方面，高鼻深目、身着宽袍
大袖，右手握、左手托一莲梗，气
韵生动。2001年3月，加拿大国
立美术馆决定将造像无偿送还给
中国，这也是龙门石窟通过国际
合作渠道回归的第一件流失珍贵
文物，这是根据1970年巴黎公约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口文化
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
的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凡是缔
约国都要遵守其相应的条款，有
义务被要求归还非法进口非法转
让，并已确认原属地的人类文化
财产”。

菩萨头像成形于北魏年间，
高约23厘米，这尊头像头戴宝
冠，冠前雕饰化佛，眉清目秀，脸
型微瘦，双目低垂，神态安详。另
外还有一尊神态静穆端庄的唐代
火顶洞左壁观音菩萨头像。

天王是龙门石窟造像的重要
题材，参展的这尊天王头像颈部
还残存局部铠甲，蹙眉瞪目，表情
威严夸张。另外还有两尊仪态万

方的佛头像，据介绍，一座成形于
唐朝，高约40厘米，面部雕刻具
有典型的武则天时期的风格，应
为龙门石窟唐代某佛龛中散落的
小佛的佛头。一座约为20厘米，
冠前雕饰化佛，眉清目秀，脸型微
瘦，双目低垂，神态安详。

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调查，目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超过1000万件，其中收藏在世界
各国博物馆的多达163万件，更
多的不知流落何方……以前文提
起的《皇帝礼佛图》为例，它现存
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还有一幅《皇后礼佛图》藏于美国
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两幅图统
称为《帝后礼佛图》，无论从艺术
史、宗教史，还是从历史和文化价
值去考量，这两幅图都是当之无
愧的国宝。据了解，除美国和日
本之外，在欧洲也找到了龙门石
窟的文物，主要集中在瑞士、法
国、英国等国。其中，在瑞士瑞特
保格博物馆中就收藏有6件，在
英国有3尊唐代佛头。在法国吉
美博物馆中，有两件迦叶头像。

很多人会好奇，这些海外
流失文物是如何突破种种限
制，通过正当途径和正常手续
追回的呢？事实上，通过叫停
海外拍卖、启动国际诉讼、敦促
外国文保机构退藏等方式，我
国追宝的高招还真不少。

以我国现存唯一一件以虎
形为装饰主题的商周青铜器
——虎鎣为例，1860年，英法联
军洗劫圆明园后，虎鎣就此流
落英国，2018年，英国一家拍卖
网站显示，虎鎣将会被拍卖，当
时，中国政府决定，将通过一切
必要途径开展流失文物的追
索，中国市场也不约而同地做
出选择，将会终止与其开展的
一切商业合作往来。最终，该
拍卖机构负责人向国家文物局
表示，购得“虎鎣”的境外买家
希望将其无条件捐赠给国家文
物局。2018年12月，“虎鎣”正
式入驻中国国家博物馆。

还有国人熟悉的《永乐大
典》，正是它开创了外国政府向
新中国返还流失文物的先河。

据资料显示，《永乐大典》是一
部汇集了自先秦迄明初约8000
种古代典籍的“百科全书”。据
统计,《永乐大典》已知存世仅
存800余卷、400余册，每一册
都极珍贵。1950年 5月，新中
国公布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
——《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
暂行办法》，迅速扭转了鸦片战
争以来国宝奇珍大量流失的局
面，新中国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
鲜明态度,赢得了一批国家的尊
重。1951年至1958年间，苏联
先后3次向我国返还共64册《永
乐大典》。1955年12月，民主德
国又返还3册八国联军侵华时
劫走的《永乐大典》。如今，展柜
里那几卷《永乐大典》，是它们的
首次公开展出，《永乐大典》也是
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王处直墓浮雕武士石刻的
回归，则是我国首次成功叫停
国际流失文物商业拍卖。1994
年6月，河北省曲阳县五代十国
时期的王处直墓遭盗掘，被盗
文物几经转卖，流失海外。

2000年2月，我国学者在美国
偶然发现某拍卖行即将拍卖疑
似王处直墓被盗浮雕武士石刻
的重要线索，随即将消息传回
国内。经河北省文物局研究确
认，相关拍品确系王
处直墓甬道处两块浮
雕之一，国家文物局
立即启动文物追索工
作。2000年3月，国家
文物局照会美国驻华使馆，
要求美方中止拍卖并返还
流失文物，美国政府也对此表
达了积极的合作态度。2001年
5月26日，这块浮雕武士石刻
回归中国，美国收藏家安思远
主动将自己收藏的另一件浮雕
武士石刻无偿返还中国。

文物承载国运，牵连民
心。一条文物归来路，70年筚
路蓝缕，每一次回归，都在凝聚
着民心，激昂着力量，重重
擂响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的鼓点。文物流失，渐成
过去时。文物回归，
正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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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处直墓浮雕石刻、秦公墓
地金饰片、皿方罍（léi）……一
场穿越时空的“游子”聚会正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600余
件曾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齐聚
“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展
现70年来我国流失文物回归工
作的不凡历程与丰硕成果。从
圆明园兽首铜像、《中秋帖》《伯
远帖》《五牛图》，到圆明园青铜
虎鎣（yíng）、意大利返还文
物，及至刚刚回归的曾伯克父青
铜组器，讲述了一个个荡气回肠
的“国宝”回家的故事。其中，8
件来自洛阳龙门石窟的石刻佛
像十分惹眼。

文物承载文明的密码，见证
历史的演进，保有文物，就是保
有一个民族最绵长深邃的记
忆。近年来，海外流失文物的回
归，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公众目
光。每一次迎接“国宝”归来，都
成为举国瞩目的盛事。

如今，来自河南的这8件文
物和其他600多件回归文物用
独有的魅力，以静谧之姿向世人
述说那段惊心动魄的动荡历史，
见证70年文物回归之路。

大河报记者在国家博物馆“回
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
失文物回归成果展”现场看到，此
次展览分“革故鼎新 昔往今归”

“多措并举 殊途同归”“协和万邦
四海归心”三个单元，25个“归来”
故事，集中展示流失文物的回归之
路。展出的这批文物尽管类别不
一，年代不一，但它们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历经坎坷，回流而来。

序章为“圆明梦归”部分，以圆
明园兽首铜像由散到聚的今昔对
照为引线，折射中华民族从屈辱危
亡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国企竞
拍回的牛首、虎首、猴首，华商捐赠
回的猪首以及外国友人返还的鼠
首、兔首铜像原件均亮相。

“革故鼎新 昔往今归”，通过
苏联和民主德国返还《永乐大典》，
以及从我国香港抢救征集珍贵文
物等，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伊始，国
家迅速扭转鸦片战争以来珍贵文
物大量流失局面，开启流失文物回
归的序幕。

在这一单元，晋代王珣《伯远

帖》、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晋代王
献之《中秋帖》复制品、五代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宋代摹本复制品
均亮相，部分真迹仅展出至10月中
旬。

“多措并举 殊途同归”，通过
从英国追索3000件文物、从美国追
索王处直墓浮雕武士石刻、颐和园
文物回归、龙门石窟石刻佛像回归
等经典案例，展现改革开放后，我
国立足双边合作，探索流失文物追
索返回的有效途径。

“协和万邦 四海归心”，通过近
年来我国从法国追索秦公墓地金饰
片、从英国追索圆明园青铜虎鎣、美
国返还文物、意大利返还文物等，展
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失文物
追索返还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与发
展。其中，被称为“方罍之王”的晚
商、西周早期青铜器代表之作皿方
罍身首合璧现身，成为展览的亮点
之一。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
物司副司长邓超之前在接受采访时
介绍：“合璧”是此次展览的一个关
键词。“这个展览里很多组器物，之

前都是不同批次回国的。这一次观
众在展厅里会看到不同组合的器物
在一起呈现。这就是‘合璧’，是‘团
圆’的概念。”

展览压轴部分，2019年8月下
旬从日本追索返还的曾伯克父青
铜组器静静地摆在参观者面前，一
套八件。这组器物虽然是8件，但
是通过研究发现，它是不完整的。
按照这个等级，它的墓葬规制里这
组铜器的规制至少是 3 鼎、4 簋

（guǐ）、4盨（xǔ），但这组器物里
只有1鼎、1簋，说明还有流失在外
的器物。

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显示，
从1949年至今，中国通过各种方
式，已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
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
归。而“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便
是中国首次对流失文物回归工作
进行全景式展现。

一场穿越时空的“游子”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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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A
一条流失文物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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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北魏佛首，激荡千载岁月Part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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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展柜前观看唐代《五牛图》新华社发

皿方罍 新华社发 圆明园青铜虎鎣 新华社发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回归后的首秀
国家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