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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佛「身首合璧」兩岸譜護寶佳話
北齊釋迦牟尼佛身首分離近廿載 星雲大師義捐失竊佛首

同日揭幕的《河北省佛教文物展》，
展出了包括這尊北齊釋迦牟尼佛在

內的54件套共77件文物。展覽結束後這
尊北齊釋迦牟尼佛將回到大陸，並將先後
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和河北博物院舉辦佛首
回歸儀式。

明年初回河北博院
河北文物部門表示，整尊佛像預計明年
初回到河北博物院，待完成修復後與大眾
見面。中華文物交流協會會長勵小捷也稱
這是兩岸共同見證文物回歸的壯舉，肯定
佛身與佛首重逢，為兩岸攜手維護中華文
化遺產，寫下歷史新頁。他表示，這尊
1,600年歷史的釋迦牟尼佛合璧金身，不
再只是供觀賞研究的文物或藝術品，而是
代表可喜可賀的善行，足以「走進兩岸僧
俗大眾心間，寫進兩岸文物交流史冊」。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
推崇星雲運用佛教大智慧、大慈悲，在兩
岸散播人間佛教的種子，功不可沒。海峽
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說，透過金身合
璧善舉，實踐保存文物、重視文明的普世
價值，提供最好的示範。
星雲表示，這件佛陀身首合璧的佳話，

感動了很多重視文化合流的人，他透露，
有收藏家主動向他表達，有意讓文物回歸
中國的意願。他表示，購買、轉贈佛首給

佛光山的企業家也在現場，為善不欲人
知，是「無相佈施」最佳典範。

佛首去年現身台灣
1996年2月7日，20多名犯罪分子盜走
了河北靈壽縣幽居寺北齊時期趙郡王高叡
造佛陀佛首等一批文物。當年4月案件被
偵破，一些文物被追回，但佛首不知去
向，有跡象表明已流失海外。
2014年，佛首現身台灣。有佛教信徒向
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提
出，要把一尊北齊時期的佛陀佛首捐獻給
佛光山。
如常法師和星雲大師查閱相關資料後發

現，該佛首很像幽居寺被盜的文物。星雲

大師認為，佛教文物是人類重要的文化資
產，屬於全人類共同所有，應該讓佛首回
歸原處。其後他通過有關方面聯繫上國家
文物局，表示一旦確認佛首確實是河北幽
居寺被盜文物，願意將其捐回河北博物
院。
河北文物部門經過多方調查，搜集了早

期拍攝的照片等資料，還專程到台灣對佛
首進行鑒定，很快確認該佛首確實是幽居
寺的被盜文物。台灣方面去年決定交還佛
首，同時他們也提出，先期在台灣佛光山
舉辦捐贈儀式和相關展覽。經國台辦批
准，並與台方協商，國家文物局與佛光山
文教基金會簽署捐贈協議，將該尊佛首的
所有權移交國家文物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河北

報道）分離了近20年的河北幽居

寺北齊釋迦牟尼佛佛首和佛身，

23日在台灣高雄佛光山寺大雄寶

殿終於「合璧」。「金身合璧 佛

光普照」河北幽居寺佛首捐贈儀式

當天在佛光山隆重舉行。數千名信

徒、民眾冒雨在佛光山寺大雄寶殿

見證了這一兩岸文物交流的盛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河北報道）河北省文
物局副局長韓立森曾任該省文物研究所所長多
年，他對記者表示，這尊北齊漢白玉釋迦牟尼佛
之所以備受關注，是因為它的造像者不一般。他
是北齊神武帝高歡之弟高琛之子高叡。
據介紹，歷史上北齊諸帝多信奉佛教。公元556

年，時任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的趙郡王高叡遊
歷太行，當他來到靈壽縣朱山腳下時，馬上被這
裡的美景所吸引，「一見而不歸」、「暫遊而忘
返」，下令擴修此地的幽居寺。高叡是北齊神武
帝高歡之弟高琛的兒子，是北齊皇裔宗親、三朝
元老，36歲時因交惡太后被誅殺。而他擴建幽居
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放置其為亡伯、兄、父、
母、妻及自身功德而虔誠敬造的釋迦牟尼佛等三
尊石佛像，這三尊石佛當時就被安放在幽居寺塔
內，位於塔內正面（北面）中央的就是此次赴台
灣的釋迦牟尼佛。

造像者為北齊皇族

■星雲大師（右）出席「金身合璧佛光普照」佛首捐贈儀式。小圖為佛首被盜前的佛像
照片。 新華社

■■修繕前的河北省靈壽縣幽居寺塔修繕前的河北省靈壽縣幽居寺塔。。
香港文匯報河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北傳真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古
寧、帥誠、鍾
俊 鋒 廣 州 報
道）第十七屆
中國科協年會
23 日在廣東省
廣州市開幕。
包括兩院院士
在內的專家學者、科技工作者，諾貝爾獎獲得者，
以及來自16個國家的專家、學者代表共2,500餘人
出席大會開幕式。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亦出席開
幕式，他表示，中國原有的發展優勢正在逐漸的減
弱，發展動力的轉換要求日益迫切。而新路，就在
科技創新上。

望多產原創科技成果
李源潮表示，在過去30年發展過程中，中國付出

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原有的發展優勢正在逐漸
的減弱，發展動力的轉換要求日益迫切。而新路，就
在科技創新上。他認為，廣東尤其是深圳轉型發展、
創新驅動給人印象深刻。首先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抓
住科技創新的時代機遇，多出世界一流的原創性科技
成果。
其次，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積極投身科技創業，為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他表示，改革開
放以來，中國的科技創業潮一波高過一波，有三次是
推動整個社會大發展。最新一次就是新世紀以來的互
聯網創業潮，阿里巴巴、騰訊、京東、小米等一些科
技企業迅速成長起來，馬雲、馬化騰、劉強東、雷軍
等都成為當代中國青年創業的偶像。此外，他還希望
廣大科技工作者樹立科技創業創優的追求。創優是創
新、創業的基礎，科技事業的發展既需要大批從事科
技創新創業的領軍人物和骨幹力量，也需要大批把技
術應用、技術革新、技術推廣、人才培養和科學普及
工作做到最優的一線科技工作者。

■■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開幕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開幕
式上講話式上講話。。 記者古寧記者古寧攝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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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吉國加強能源經貿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西安報道）吉爾吉斯斯坦—中國

（陝西）投資貿易及旅遊推介會23日在西安舉行。陝西省省長
婁勤儉在會上表示，陝西與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互補性很強，
未來兩地可進一步深化共識，加強在能源開發、經貿文化旅遊
等方面的合作。
陝西已在吉爾吉斯斯坦建立了煉油廠和別的合作方式，已經
有基礎、有經驗，可以推動進一步擴大合作。目前，陝西在吉
爾吉斯斯坦投資額已達到2.98億美元，陝西煤化集團、延長石
油集團等企業都已在吉開展了廣泛的項目合作，雙方交往正在
向更高層次、更寬領域加速邁進。婁勤儉表示，陝西未來發展
的前景極為廣闊，蘊含的商機也越來越多，希望通過此次推介
活動，讓吉爾吉斯斯坦的企業家對陝西有充分的了解。

他在寧夏銀川，她在陝西西安，
兩名身處部隊中的情侶相隔遙遠；
為了排解思念之情，兩人將彼此生
活中的小片段，用一張張照片拼接
在一起，看上去就和同處於一個空
間似的，「溫馨卻讓人飆淚」，演
繹着自己一段雙城之戀。在微博
上，日前一組這對軍人情侶的異地
穿越照，感動了無數網友。
照片中的主人公一個叫崔豪，一
個叫周茜；一個是甘肅蘭州軍區某
紅軍團副政治教導員，一個是蘭州
軍區空軍某雷達旅女兵排長。雖然
同樣穿着一身軍裝，同樣守護一片
家園，但他們卻難得見上一次。在

一張照片上看到，崔豪夾起一塊肉
給周茜，此時周茜害羞地含着筷
子。這些看似小情侶的親暱照片，
卻是兩人在各自空間內分別完成
的，只是事後通過拼接，看來感覺
兩人從未分開過。 ■《羊城晚報》

廣告燈箱下做功課廣告燈箱下做功課

義工為九旬遠征軍慶生

近期，在河南南陽一超市門前，每晚7時至9時，一隻黑
色的泰迪狗脖子掛着一個「我餓」的牌子，身子直立，向
路人連續作揖「乞討」。小狗的主人三十多歲，光頭，就
坐在距離小狗不遠處的一張藤椅上。只要小狗停止作揖，
狗主人就會拿樹枝敲打地面，並呵斥小狗不要停下來。對
於這樣的乞討方式，大多數受訪市民對狗主人的做法極其
憤慨，稱其應該遭到譴責。 ■中國網

軍人異地戀拼照感動網友軍人異地戀拼照感動網友

狗「乞丐」

■■苗雨豐在苗雨豐在
廣告燈箱下廣告燈箱下
做功課做功課。。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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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情侶的穿越照感動網友。
網上圖片

據《台州晚報》報道，晚上6點多，記者
在台州經濟開發區的農業銀行邊找到了

苗雨豐，他剛吃了一碗泡麵，正在廣告燈箱
下寫一篇題為《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第
一段已經寫好：「我最敬佩的人是我的父
母，他們都是清潔工人，不管嚴寒酷暑，每
天努力幹活，就為了供我上學。」
苗雨豐的父親苗春照是安徽人，2001年和妻
子來到台州，一直從事清潔工人這份職業。苗
春照說，孩子特別乖，從來不主動要零食，不
要玩具。「雖然有時候看到別人家孩子有玩具
會羨慕，但他從來不會和我們提。」

天天如是 堅持逾年
作為父親，苗春照覺得特別內疚。每天幹

完活下班後，他還要開着一輛老舊的殘疾車
在商業街拉客。「一天能賺十幾二十元人
民幣，可以攢點外快，給孩子買點零食。」
苗雨豐從小到大沒擁有過買來的玩具。苗春
照幹清潔時，經常會在路邊撿些廢棄
的玩具，帶回去給孩子。

苗春照說，孩子每天在廣告燈箱旁看書寫作
業，已經有一年多了，「以前家裡有他哥
哥在，所以我們會讓他回家寫作業。去
年，他哥哥搬出去住了，孩子就只
能跟着我們一起出來了。」
據悉，苗雨豐在學校的成

績一直排在班級前五名，每
門功課都在90分以上。說
起這個，苗春照有了笑
容，「我希望他能好
好用功讀書，考上好
的初中、高中、大
學，以後不用像
我們一樣幹這
麼辛苦的
工
作。」

「徐爺爺，生日快樂！祝您健康長壽，我們等
着喝您的百歲酒！」在重慶南山麗園酒店，12名
重慶市民23日自掏腰包，為昔日的中國遠征軍軍
人徐德泉慶祝九十大壽，並獻上了鮮花、蛋糕與
祝福。

徐老夫婦居南山 生活閒適寫意
徐德泉祖籍四川省成都市，1943年8月參加中
國國民黨赴緬甸遠征軍，時年不足17歲。由於徐
老屬於技術兵種，並未參加緬甸戰爭的前線作
戰，因此對於戰爭的記憶並不濃烈，但對於戰爭
造成的骨肉分離，他卻記憶猶新——少小離家，
母親由於想念，哭瞎了雙眼，兄弟來信說，每個
晚上母親都會摸索着點起燭火，呼喚着徐德泉的
名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徐德泉返回祖國加
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了解放西藏的戰鬥，直至
老大回鄉，徐德泉並沒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成
為永遠的遺憾。
如今，徐德泉與老伴居住在環境宜人的重慶南
山上，每日種花種菜，過着閒雲野鶴的生活。徐

老說，每年生日，義工們都會給自己祝壽，逢年
過節也會來探望，親如一家。
一名義工說，類似徐爺爺這樣在反法西斯戰爭
中作出卓越功勳的老兵，重慶有200餘位，其中
年紀最小的85歲，年紀最大的105歲，他們為當
年保衛祖國不顧生命安危，應該得到大家的尊
重。 ■記者 陸飛 重慶報道

去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攜夫人
彭麗媛訪問澳洲，與那裡一所學校
的師生建立起友好情緣。日前，該
校的師生受邀到天津學習交流，他
們在教師的指導下剪出了習主席夫
婦的肖像和澳洲的標誌性建築——
悉尼歌劇院等作品；隨後，彭麗媛
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他們，並
特意對孩子的作品「點讚」。
一年前，澳洲塔斯馬尼亞州斯科
奇．歐克伯恩學校師生，聽說中國領
導人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將要訪問澳
洲，於是，由該校一位12歲的男孩
Zach發起，16名小學生在信裡寫下

心願：希望習主席和彭媽媽到塔斯馬
尼亞州訪問。令師生們驚喜的是，他
們不但收到習大大和彭媽媽親筆簽名
的照片和回信，而且還收到訪問中國
的邀請。 ■記者 達明 天津報道

澳師生作品獲彭麗澳師生作品獲彭麗媛媛「「點讚點讚」」

「學一輩子毛主席的書，
走一輩子革命的路，一輩子改
造思想，一輩子為人民服
務……」在湖南長沙市岳麓
區東方紅廣場前坪，近六旬的
李蔭桃23日推着板車，唱着
紅歌，發着宣傳單，宣傳抗戰
勝利70周年說：「我要推着
板車到北京，參加抗戰閱
兵。」
59歲的廣東河源人李蔭桃近日身着
寫有「牢記歷史，緬懷先烈」字樣的
白色T-恤，從深圳出發，開始了徒步
推車前往北京參加抗戰閱兵的5,000
里征程，想通過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

感恩之心，讓國人牢記抗戰歷史，緬
懷英雄先烈，「因為我是草根人，沒
有其他能力，就是想通過走路，沿途
表達自己的心意。」李蔭桃預計8月
20日左右能推着板車抵達北京。

■記者 李青霞 長沙報道

六旬翁推板車上京宣傳抗戰史六旬翁推板車上京宣傳抗戰史

■澳洲學校學生展示習大大和彭媽
媽剪紙作品。 謝環馳 攝

■■李蔭桃展示簽名本李蔭桃展示簽名本。。
記者李青霞記者李青霞攝攝

浙江台州男孩苗雨豐，在椒江志遠小

學讀四年級。因為做清潔工的父母下班

很晚，一年多來，苗雨豐每天都會把簡

易課桌，搬到銀行外牆的廣告燈箱下看

書學習，餓了就吃泡麵填肚子，直到晚

上9點多。他說，最敬佩的人是父母。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台州報道

勵志男孩最敬清潔工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