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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70年文物回归画卷

9月1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
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
归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首次对流失文物回归工作进行
全景式展现，通过 600 余件珍贵文物和 25 个具有
代表性的文物回归案例，讲述了 70年文物回归的
曲折历程与精彩故事。

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介绍，从 1949 年至
今，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
征集等方式，已成功促成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
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

“我们遴选的25个案例各具特色，涵盖不同年
代、不同回归方式，较为全面地勾勒出流失文物
七十载归国之路的壮丽图卷。每个展示单元都附
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就能听到更详细的文物回归
故事。”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对记者说。

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序章“圆明梦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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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单元“革故鼎新 昔往今归”，展现新中国成立伊
始，党和政府迅速扭转鸦片战争以来珍贵文物大
量流失的局面，开启流失文物回归的序幕。第二
单元“多措并举 殊途同归”，表现改革开放后中
国政府立足双边合作，探索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
多种有效途径。第三单元“协和万邦 四海归
心”，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与新进展。

展示最新追回曾伯青铜器

此次展览统筹调集全国 12个省市、18家文博
单位的 600余件文物，涵盖陶器、青铜器、典籍、
书画等诸多品类，其中不乏多家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展览文物年代跨度之久、品类之全、价值
之重、参与单位之多，均为过去所少有。”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展品中有国博馆藏文物425
件，包括圆明园青铜虎鎣、鼠首、兔首等众多大
家耳熟能详的珍贵文物。

《伯远帖》和《五牛图》是展览中备受瞩目的
瑰宝。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亲自关心下，文化部文物局建立“香港

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功抢救大批珍贵文物，包
括“三希”之二的晋王献之 《中秋帖》 和王珣

《伯远帖》、唐韩滉 《五牛图》、五代董源 《潇湘
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宋
赵佶 《祥龙石图》 等书画珍品。此次展览交替展
出 《伯远帖》《五牛图》 和 《潇湘图》《祥龙石
图》等书画真迹，令观众大饱眼福。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是此展的另一大亮点。今
年 8月从日本追索回国后，它们首次与观众见面。
这组青铜器共有8件，源自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
族克父墓葬，铸造精致，保存完整，鼎、簋、
盨、壶、甗、霝器类同时出现，每件器物上均铸
有铭文，共计330字，每器均带有自名，对研究春
秋早期青铜器的铸造与断代以及曾国历史文化具
有重要价值。

折射祖国发展强大历程

文物的聚散，与国运的兴衰息息相关。70 年
文物回归故事串联起来，正是祖国不断发展强大
的生动写照。

20世纪 50年代前苏联、前民主德国返还 《永
乐大典》 与义和团旗帜，开启了中国流失文物回
归的崭新篇章。从 1950 年公布 《禁止珍贵文物图
书出口暂行办法》，到1982年颁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再到1989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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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保护
逐渐法制化、专业化，并与国际接轨。依靠国内
立法支撑和国际公约合作框架，中国政府与相关
国家逐步展开双边合作，探索形成了外交谈判、
执法合作、民事诉讼等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有效
途径。

英武传神的王处直墓武士浮雕石刻，肃穆静
美的龙门石窟石雕像，雄浑庄重的皿方罍……每
一件文物背后都有故事，都见证着中国在文物追
索返还方面的新实践、新进展。

关强介绍，中国已与 22 个国家就流失文物追
索返还签署双边协议，并主导制定 《关于保护和
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为
完善文物返还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是一
个负责任大国，既要做好我们的流失文物回归工
作，也要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工作，
共同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

提起时尚，很多人想到的是T台华
服、先锋前卫，感觉与生活距离较远。
央视最近播出的 《时尚大师》 第二季，
打破了国内电视媒体时尚类节目的传统
套路，令人眼前一亮。

这档节目给人三个感觉：把节目还
原成生活，把舞台还原成客厅，把明星
还原成普通人。从场景设计到内容安
排，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消解了
距离感和做作感，让人觉得时尚就在我
们身边。明星坐在沙发上跟设计师交
流，就像谦虚好学的学生，褪去了偶像
光环。节目成功地拉近了与观众、与社
会生活的距离，在亲切自然的氛围中，
引导人们思考时尚的本质。

色彩是时尚和艺术的基本元素。这
一季《时尚大师》以“中国色彩”为主
题，每期围绕一种颜色，进行时尚解读
和设计。不同于西方，中国人对于色彩
有着自己传统的定义和独特的审美趣
味。第一期的主题色“青”是东方五正
色之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靛
青，“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朝如
青丝暮成雪”的钢青，都传递出诗情画

意的美感，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和文化内
涵。国际设计大师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挖
掘时尚创意，第一期改良蒙古族羊毛毡
工艺，第二期运用故宫祥云图案，第三
期从苗族妈妈的背包汲取灵感。非遗技
艺与现代设计碰撞融合，创造出富有活
力和文化意味的时尚作品。

一直以来，人们把时尚看成是舶来
文化、现代文化、小圈子文化，这种观念
其实是偏颇局限的。时尚与大众生活紧
密相连，它体现着人们对美的追求，跃动
着蓬勃的时代气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着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和国
民想象力。时尚不应是盲目的追随效仿
和脱离现实的天马行空，它深深植根于
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和国民性格，在时
代风气中开出独具特色的花朵。

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
藏》《成语英雄》 等传统文化电视节目
走红，给业界带来启示：利用现代手段
盘活传统文化，以更新颖、更亲民的方
式向大众呈现，这是打造优秀节目的诀
窍，也是激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有
力手段。

本报电（记者苗 春） 9月22日起，聚焦空降兵部队的新时
代军旅大剧 《空降利刃》 在江苏卫视播出，爱奇艺、腾讯视频
同步更新。它讲述了在实战化训练的大背景下，空降兵某特战
旅受命组建蓝军分队，主动研究对手，砥砺特战尖兵，最终实现战
斗力跃升、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故事。

导演张蠡表示，主创团队花了近3年时间打磨剧本，期间多
次深入部队与军人面对面生活。该剧主演贾乃亮、邢佳栋等在
拍摄前进行了严苛的军事训练，仔细揣摩角色应有的样貌和内
心状态。

空降兵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是第一波被远程投放到战场上
的人。他们没有支援也没有掩护，是怀抱“出发即赴死”壮烈
精神的战士。观众通过该剧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驾
驶“歼 10”战机逼退非法越境战机的果敢与激越，体会中国军
人的血性和胆魄，感受中国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

本报电（李雨青） 安徽广播电视台首档诗歌类综艺节目《诗·中
国》启动仪式日前在安徽省泾县举行。

中华诗词素有“言志”“主情”的传统，具有丰富的人文表达、
独特的意境与声韵之美。《诗·中国》 从人们耳熟能详的诗词歌赋出
发，讲述“一首诗的前世今生”，深挖埋藏于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
带领观众进行一场跨越千年、沟通古今的精神文化之旅。诗刊社主
编李少君说，这档高品位文化节目对诗词进行创新演绎，传承发展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推动新时代诗歌和文化发展。

据悉，该节目将于10月播出。

本报电（任睿明）《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近日在京发布。该书
从策划到出版近4年，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要品牌书系“简明中
国”增加了新成员。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
委员刘跃进领衔，清华、北大等高校学术骨干完成写作，吸收了新
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容丰富，叙述精炼，可读
性强，是面向大众读者的普及本。

读本将文学人物、作品、活动放在具体时代和社会生活中去体
会和把握，帮助读者捕捉各个时期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的思想和情
感，真实还原文学思想的时代脉搏，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和实
践史观。据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推出该书的中文繁体版和多
语种版本，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电（张国庆）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
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多维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与碰撞：草原文化与燕
赵文化的对话”主题研讨会。来自各地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120余人，围绕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与互补、北方民族与周边民
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文化生态与绿色发展等话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李春林表示，在中华五
千年文化发展中，草原文化与燕赵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
期对这两个地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学术交流，对于保护传承优秀
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及冀蒙区域文化产业
协同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本届研讨会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系列学术活
动之一。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各地专家学者的57篇论文，并结集出版。

电视剧 《在远方》 作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百日展播剧目之一，9 月 22
日将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以及优酷平
台推出。这部剧聚焦快递行业20年来从无到有直至辐射海内外的发
展历程，讲述了男主人公姚远从底层快递员到身家百亿的快递企业
家的故事。著名演员刘烨饰演的姚远，正像编剧申捷所说的，代表
着普通人身上可贵的奋斗精神，会深深打动观众。

“现在快递已经变成每个中国家庭包括我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寄件也好点餐也好，门铃叮咚一响，八九不离十是快递员到
了。”刘烨对记者说。1998年他主演的电影 《那山那人那狗》，讲的
是20世纪80年代邮递员跋山涉水给深山里的百姓送报纸和包裹的故
事，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那也是快递的一种形式。《在远方》的故事
从90年代末发端于浙江的民间快递讲起，“当时等于抢了邮递员的活
儿，但是弥补了国家邮政体系的一些不足。后来管理层看到这种方
式的可取之处，完善了有关法律法规，最终让快递变成大物流的一
部分。”刘烨说。

除了讲述快递行业20年的发展变迁，该剧还把主要人物的命运
和我们国家20年来发生的大事交织在一起进行表现。“非典”、北京
奥运、汶川地震等一系列事件中，快递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也获
得了自身发展的可贵契机。姚远始终执着地从事快递业，他的“远
方快递公司”被收购后，又另起炉灶开办了“新远方快递公司”，这
一行为什么让他难以割舍？在刘烨看来，这是因为创业者姚远性格
中永远不服输、永远向前看的一面，也是因为他以企业家的战略眼
光，看到这个行业的蛋糕可以做到无限大。

编剧申捷曾表示，剧中的故事 80%来自真实人物和事件。刘烨
也从不觉得姚远是一个虚构的人，他把自己视为角色的同龄人，理
解角色的想法和做法，不断和其产生共鸣。“一个男人可能会遇到各
种事，你可以悲悲切切地去接受，也可以昂扬乐观地去接受，姚远
选择后者。这是我最喜欢的他的性格特点。”刘烨说。他表示，自己
塑造的是一名浙商的形象，他由衷地赞赏和敬佩浙商的务实、敏
锐、吃苦耐劳。这部剧的出品人、总制片人吴家平就是温州人，从
他身上，刘烨也切实地体会到浙商的优良品质。

吴家平和申捷合作的上一部剧 《鸡毛飞上天》 是现实题材剧的
标杆作品。刘烨对这部同样描写“草根”创业的 《在远方》 很自
信：“这部剧题材比 《鸡毛飞上天》 更宏阔，洋溢着奋斗者守护理
想、追逐梦想的浪漫情怀，而且每个人物都性格饱满、有血有肉。
我们拍得很用心，4个半月的拍摄期间，没有一天是放松的。”他表
示，这部剧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送上的一份“特别快递”，“希
望大家拆开一看，觉得真的是一个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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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烨在《在远方》中饰演姚远

国博新开重磅大展

讲述国宝“回家”的故事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在圆明园海晏堂喷绘背景
下，6 个朱红展柜里，分别陈
列着牛首、虎首、猴首、猪首、鼠
首和兔首铜像。这些兽首铜像
原为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构
件，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
园后流失海外。时隔159年，它
们又重聚一堂，诉说着辗转曲折
的回归之路，同时也见证着中华
国运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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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也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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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国》演绎诗韵故事

春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胡 锐摄

《空降利刃》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