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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部分回歸文物

元末明初石雕馬
專家認定其為西南地區所出土的元
明時期石雕製品，
明時期石雕製品
，地域特徵明顯
地域特徵明顯，
，非
常少見。
常少見
。

紅胎，鉛釉
紅胎，
鉛釉，
，
比較完整，
比較完整
，
殘 存 有
釉 ， 能反
映漢代低
溫鉛釉技
術發展情
漢代小鉛釉樂舞俑 況 ， 以及
漢代音樂舞蹈的內容，
漢代音樂舞蹈的內容
，在以往的考
古出土資料中不多見，
古出土資料中不多見
，尤其成
套的釉陶樂舞俑更加稀
有。
國家文物局
供圖
新 中 國 成 立 至 今 ， 已 經 有 300 餘 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圖：國家文物局供圖

由承盤、六
個小杯和一個大
杯組成，
杯組成
，盤外壁及
杯器身施黃、
杯器身施黃
、綠、白等
釉，釉色鮮亮
釉色鮮亮，
，七星盤是
唐代現實生活的再現，也反映
出唐代製陶工藝的高超水平。

唐三彩七星盤

國家文物局供圖

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

從胎釉及
工藝來看 ， 具
工藝來看，
有極大的一致
性，可能出自同一個
墓葬，
墓葬
，極為難得
極為難得。
。

近兩年流失文物回歸大事記

次、15 萬餘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順利回
歸，僅2019年就有1,000多件文物歸來。
2020 年 11 月，埃及向中國駐埃及大使館移交了

香港文匯報

2018 年初在埃查獲的 31 枚中國古錢幣。包括中國漢
唐、清朝以及民國時期的錢幣，最早可追溯至中國西漢甚至

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西漢雙繫陶

國家文物局供圖

更早的戰國時期。

國家文物局供圖

2020年10月，流失英國25年的68件中國文物回歸。

壺、唐代陶瓷七星盤、元末明初

2019 年 11 月底，國家文物局、中國駐土耳其使館與土耳其政府有關部門共同促

石雕馬……流失英國 25 年的 68 件中國文物

成2件非法流失文物返還中國。

近日回歸。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在 18 日舉行的發布

2019 年 11 月，港澳地區知名愛國工商界人士何鴻燊將圓明園馬首銅像

會上表示，該批文物的回歸，為中國政府持續 25 年的跨

正式捐贈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局經與何鴻燊先生協商一致，將馬

25

年年「「回家」」路路

國文物追索行動畫上圓滿句號，具有重要標誌性意義。為
確保文物運輸安全，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為該批文物專門制定回
運方案，委託專業機構辦理出境許可，量身定製包裝箱體。目前，國
家文物局官網已開設專題網頁，將此次追索回國的文物、追索過程在線展
示，為廣大社會公眾獻上文物回歸後的「首秀」。

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文物返還辦公室主任鄧超
表示，經專家討論研究，該批 68 件文物中，暫定二級文

件文物終回家

68

物 3 組 13 件、三級文物 30 件、一般文物 25 件，文物質地包括
瓷器、陶器、石器、銅器等。文物所涉及的時間跨度大，從春
秋戰國一直到清代。同時，文物產地分布廣，江西、安徽、福
建、河南、陝西、河北、貴州等地均有所見。另外，文物
器型豐富，品相較好，精品較多，一些文物具有重要
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關於該批文物的回歸故事，關強介紹，
1995 年 2 月，英警方向中國駐英使館通
北京海關提供
報，在偵破一宗國際文物犯罪案件
2020年
2020
年 11
11月
月3日
過程中發現疑似中國文物，國家
文物局初步鑒定為中國禁止出
北京海關下屬中關村海關關
境文物。當年 3 月，英警方
員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對該
截獲扣押嫌疑人運抵英國
批文物進行監管。
的大量文物。國家文物
局確認為走私中國文
■10月20日，運送文物的航班抵達北京，海關人員做入境查
物。
驗。
國家文物局供圖
在國務院統一部署
下，外交部、公安
部、司法部、國務院
港澳辦、最高人民檢
察院、原文化部、國
家文物局等共同組成
「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
中國文物工作小組」，
通過執法合作、民事訴
訟、協商談判等多種方式展
開追索。迫於中方壓力，1998
年 2 月，該案兩名主要嫌疑人與
國家文物局簽署歸還文物協議書，
5 月 3,000 餘件返還文物運回北京；8
2020年
2020
年 10
10月
月 19
19日
日
月，該案另一名嫌疑人與國家文物局達
中國駐英大使館舉行線上文物返還移交儀式。
成和解，歸還 7 件文物。但該案中一名文
20 日，文物安全抵達北京，文物部門連夜完成
物購買人拒絕參與協商談判，涉案文物一直
文物查驗並點交入庫。
被英警方扣押。

首銅像劃撥北京市圓明園管理處收藏，回歸原屬地，為其百年回
歸之路畫上句號。
2019 年 8 月，國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密切合作，將流失到日
本的一級文物曾伯克父青銅器組件成功追索回國。
2019 年 3 月，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總理孔特的
見證下，中意兩國代表在羅馬交換了 796 件文物返還證書。
這是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中國文物藝術品返還。
2019 年 2 月 ， 美 國 返 還 中 國 流 失 文 物 藝 術 品 共 361 件
（套），這是美方第三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國流失文物返
還。2020 年 11 月，國家文物局將這批文物正式移交給南京博
物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馬首銅像年內圓明園首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客戶端報道，去年11月13日，圓明園馬首銅
像捐贈儀式在國家博物館舉辦，流失海外百餘年、在 2007 年由港澳地區
知名愛國工商界人士何鴻燊購得，並於 2019 年 11 月將一直在港澳地區公
開展示的馬首銅像正式捐贈給國家文物局。經過雙方協商一致，文物局受
捐後將圓明園馬首銅像劃撥北京市圓明園管理處收藏。今年年內，這件文
物將回到圓明園，並完成首秀。
「目前，北京市正在積極進行展覽準備，馬首今年內將完成在圓明園內
的首展。」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透露。
另外，馬首的展出地計劃在圓明園正覺寺。
圓明園馬首銅像，為清代圓明園長春園西洋樓建築群海晏堂外十二生肖
獸首噴泉主要構件之一。1860 年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圓明園慘遭劫掠焚
毀，馬首銅像與其他11尊獸首銅像一同流失海外。
馬首銅像為意大利人郎世寧設計，融合了東西方藝術理念與設計風格，
清乾隆年間由宮廷匠師精工製作，是一件非凡的中國古代藝術品。

2020年
2020
年 10
10月
月 16
16日
日

英警方主動提出歸還中國
今年 1 月，因購買人去向不明，且扣押時間超過追訴
期，該批涉案文物被界定為無主物，英國警方主動提出
希望將該批文物歸還中國政府。國家文物局立即組織重啟
追索機制，擬定追索方案，組織專家鑒定，形成追索清
單，基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
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以下簡
稱「1970 年公約」），向英方發出追索函，代表中國政
府正式提出返還要求。

國家文物局授權中國駐英國使館，與倫敦
大都會警察局進行文物移交，簽署文物接收確
認書。

2020年
2020
年 7 月 29
29日
日
國家文物局最終認定追索文物共 68 件，倫
敦大都會警察局同意全部歸還。

量身定製包裝確保文物安全

■ 1 月 20
日，英國大
都會警察局
來中國駐英
使館商談文
物返還事。
網上圖片

受疫情影響，中方相關人員無法親赴英國接收
文物，因此國家文物局採取「委託使館接收、國
內點交核實」方式統籌推進，周密制定文物回
運方案，委託專業機構辦理出境許可，量身
定製包裝，協調返程航班，確保文物安
全。在多部門緊密合作之下，該批文物
於10月20日抵達北京，並於當天入庫。
2020年
2020
年1月
關強表示，此次 68 件中國流失文物順利回歸，為中國政府持之以恒 25
因購買人去向不明，且扣押時間超過追訴期，該批涉案
年不間斷的走私文物跨國追索行動畫上圓滿句號，是中英兩國在
文物被界定為無主物，倫敦大都會警察局主動提出希望將
「1970 年公約」框架下，合作打擊文物走私、促進文物追
該批文物歸還中國政府。
索返還的成功範
例。20 多年來，
中國政府不斷提
升文物保護和流
失文物追索能
力，積極推動
「1970 年公約」、
國際統一私法協
會《關於被盜或
者非法出口文物
的公約》的推
廣、改革與完
善，已與 23 個國
家就流失文物追
索返還簽署雙邊
協議。

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
2020年
2020
年 11
11月
月 19
19日
日（星期四）

中英合作打擊文物走私 為跨國追索畫圓滿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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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青瓷梅瓶及器蓋

流落英國 年

A8

1998年
1998
年2月
該案兩名主要嫌疑人與國家文物局簽署歸還文物協議
書，5 月 3,000 餘件返還文物運回北京；8 月，該案另一
名嫌疑人歸還7 件文物。但該案中一名文物購買人拒絕參
與協商談判，涉案文物一直被英警方扣押。

■10 月 16 日，國家文物局授權中國駐英國使館與英國大都會警察局，在
中國駐英國使館文化處進行文物移交接收 ，該批文物正式移交中國政府。
中國駐英使館文化處供圖

361 件美返還文物
「安家」
南京博物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南京博物院獲悉，中國國家文物
局近日將 361 件美國返還文物藝術品正式劃撥南京博物院。這批文物藝術
品囊括了新石器時代的石鑿、玉璧，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劍、戈，漢代的彩
繪陶鈁、繭形壺，明代陶俑、模型明器，清代木雕建築構件等，涉及石器、
玉器、青銅器、陶器、錢幣、木雕建築構件等多個門類。

歷時五年 去年全部返還
1995年
1995
年2月
■1995 年，時任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文物
三處處長李季、文物專家章津才，與我駐英
國使館文化處工作人員于芃、時堅東鑒定英
國警方查扣的走私中國文物。
網上圖片

英警方在偵破一宗國際文物犯罪案件過程中
發現疑似中國文物，國家文物局初步鑒定為中
國禁止出境文物。3 月，英警方截獲扣押嫌疑
人運抵英國的大量文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據悉，這些文物藝術品 2014 年 4 月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印第安納波利斯分局查
獲。在中國國家文物局、中國駐美使領館、美國國務院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共同努
力下，這批文物藝術品於去年得以全部返還。這是中美兩國 2009 年簽署相關備忘錄
以來美方第三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國流失文物返還。
2019 年，國家文物局選取該批文物藝術品中的 22 件文物在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
局聯合主辦的「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中展出，受到廣
泛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