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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成功的跨海索宝

聚焦追索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童芳
23 日，
周某返回国内配合调查。
远涉鲸波，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
识宝：
“独一份”的国宝你能读对
器静静沐浴在久违的神州月色中。
几个名字？
经由外交、公安、文物等多方力
鼎、簋、盨、壶、甗、霝……国家文
量联手，选取最优追索方案，历经 5
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邓
个月紧锣密鼓执着追索，8 月 23 日深
超介绍，目前，这批文物已被定为国
夜 ，8 件 流 落 东 瀛 的 稀 世 珍 宝 回 家
家一级文物，是名副其实的“国宝”。
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9 月 10
——特别珍稀。文物所属的春
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这是我国依据
秋古国曾国，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
相关国际公约，在日本政府的配合协 “秘境”。1966 年，京山苏家垄出土
助下实现的流失文物回归，为国际流 “曾仲斿父”九鼎铜器群，学术界才确
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贡献了新的实
认随枣走廊一带有曾国。1978 年，
随
践案例。
州发现曾侯乙墓，多数学者认为曾国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何以被称为
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随国。近年
国宝？追索该宝经历几许波折？此
来，经由多项重要考古发现，人们对
次索宝回国有何突破意义？新华社
曾国历史认知才得以逐渐推进。
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铸有‘曾伯克父甘娄’之名的青
索宝：非法出口！务必追回！
铜器此前从未有发现。”邓超说，这批
2019 年 3 月 3 日，国家文物局接
文物对研究曾国宗法世系、礼乐制度
到举报，称日本某拍卖公司拟于近期
具有重要价值。
拍卖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疑为我国
——特别丰富。这组青铜器上
非法流失文物。
铭文多达 330 字，每件青铜器均有铭
真是国宝吗？国家文物局当日
文，每器均带有自名，其中蕴含着丰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新媒体专电 据法
即开展调查，很快获得线索：该批青
富的历史信息。专家认为，解读这些
新社 9 月 5 日报道，合作制作出世界首张黑洞
铜组器很可能为近年来被盗出土且
穿越时光的密码，不仅是对古代的复
图像的 347 名科学家 5 日荣获基础物理学突
非法出境文物。
建，同时也可能带给今日国人以崭新
破奖，并获得 300 万美元奖金。该奖项被誉为
经进一步鉴定发现：该批青铜组
的历史惊喜。
“科学界奥斯卡”
。
器的器型、
纹饰、
铭文符合春秋早期青
——特别精美。专家告诉记者，
今年 4 月 10 日，
“ 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
铜器的典型特征；
铭文显示器主为
“曾
组器的铸造工艺极为精美。通过X光
首次公布了一个巨大黑洞被橙色白热等离子
伯克父甘娄”；锈色呈“新锈”状，缺少
照相技术，专家发现所有青铜器都为
体光环包围的图像，
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流传的历史痕迹……经过和同时期考
范铸成型，
鼎、
甗耳部为直接铸造，
簋、
在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谢泼
古发掘资料比对，专家们基本认定该
盨、
壶等则先铸出器身，
同时耳部铸造
德·德尔曼的指导下，研究小组花了 10 年多时
批青铜组器应为湖北随枣一带曾国高
出铜榫，
然后再安装器耳活块范、
铸造
间，模拟出一台地球大小的计算望远镜，将 8
等级贵族墓葬被盗出土文物。
器耳。专家认为这真实体现出古代先
台在世界各地成对工作的射电望远镜接收到
那国宝出国是经正常途径吗？ 民高超卓越的青铜器铸造工艺。
的信号整合起来。这些射电望远镜瞄准的对
国家文物局闻风循迹，发现该批青铜
护宝：开创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
象是距离地球 5500 万光年的 M87 星系。
组器曾于 2014 年在上海出现过，遂
还新局面
向全国 21 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
关强告诉记者，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查证。
“ 所有管理处均未办理该批青
是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
铜组器的临时进出境手续，有力证实
止非法文物交易、
实施跨国追索价值最
该批青铜组器应为 2014 年之后被非
高的一批回归文物。此次曾伯克父青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 孙少龙）记
法出口至日本。
”关强介绍说。
铜组器成功追索，
最主要的国际法依据
者从公安部获悉，9 月 20 日起，租赁汽车承租
国宝必须回国！3 月 6 日，国家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关于
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 网上查询、
文物局研究决定，立即启动追索工
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
自助处理租赁汽车交通违法，
免去两地奔波。
作，并于次日向公安部通报相关情
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巡视员刘宇鹏介绍，
况，商请其开展此事涉及的文物走私
1989 年，我国加入该公约。此
因为承租驾驶人大多既不在违法行为地，
也不在
和盗掘案件调查工作。
后，我国在多地设置文物进出境审核
机动车登记地，
没有办法按照现行的程序处理汽
公安部刑侦局立即展开部署，很
机构，防止珍贵文物流失境外，实施
车租赁期间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交通违法。为
快，上海公安即查明了文物持有人情
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制度、文物购销标
此，
公安部专门制定了《汽车租赁期间交通技术
况、文物走私证据链条等关键信息。 的审核备案制度。2018 年，
我国还上
监控记录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办法》，
文物拍卖委托人和实际持有人周某
线了
“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
。
进一步完善了租赁车辆交通违法处理机制。
为上海居民，有重大犯罪嫌疑，被正
“正是基于我国日渐完善严格的
据了解，对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租赁汽
式立案侦查。
文物进出境监管制度，启动这次曾伯
车交通违法，承租驾驶人可通过交管“12123”
手握铁证，我国有关部门紧急照
克父青铜组器追索工作获得重要的
手机 APP 自助处理。同时，承租驾驶人在违
会日本驻华使馆、通报流失文物信
法治依据。
”关强说。
息、提请日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展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相关工作……在外交与刑侦双重压
跨国跨境追缴被盗流失文物是公安机
力下，日本某拍卖公司最终在其官网
关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的重点之一。今
新华社郑州 9 月 10 日电（房琳 李丽静）
发布声明，称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由于
后，公安部刑侦局将继续积极与国家
记者从河南省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
涉及家族遗产纠纷，
暂时中止拍卖。
文物局等部门密切联系配合，全力开
悉，三门峡市下辖的灵宝市发掘出大型汉代
取得阶段性进展后，国家文物局
展被盗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缴工作，为
墓葬群，共有古墓葬 76 座，出土文物 720 余
与日本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日方
保护国家文物作出更大贡献。
件。其中一座墓葬出土了墓主人印章，实属
对我方主张的文物追索要求给予了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
罕见。
认真对待和积极协助。
司司长罗静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通
这个大型汉墓群是在灵宝市金城大道东
在政府施压、刑事侦办等多重压
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
延工程施工时发现的。从墓葬分布和出土器
力的传导下，7 月，周某正式表示，愿
救 征 集 等 方 式 ，已 促 成 了 300 余 批
物分析，为多个家族墓的集聚地，从东至西由
无条件将该组国宝上交国家。8 月
次，15 万余件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这是建设中的武汉青山长
江大桥（9月9日无人机拍摄）。
当日，随着桥面全面开
始铺设沥青，桥宽达 48 米的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主体工程
基本完工，标志着这座“最宽
长江大桥”进入后续沥青铺
设、
亮化施工阶段。
全 长 7548 米 的 青 山 长
江大桥，主跨达 938 米，是武
汉 市 的 第 11 座 长 江 大 桥 。
桥面比武汉沌口长江大桥还
宽两米，成为目前跨越长江
桥面最宽的桥梁。大桥为双
向 10 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
速为 100 公里。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首张黑洞照制作者获颁“科学界奥斯卡”
他们利用这项技术使分辨率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从而在史上首次观测到黑洞的
轮廓，
并证实了对这些天体的理论预测。
德尔曼说：
“当你终于有了非常有力的证
据，当你取得这样的突破，那么你就有了真正
开辟出一个新领域的满足感。我们现在正处
于一个对黑洞进行精确成像的时代，我们可
以接近事件视界，
并首次绘制时空地图。”
黑洞的事件视界指的是黑洞的引力效应
强大到连光线也无法逃脱的点。
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由硅谷企业家设置，
旨在表彰和奖励世界顶尖科学家。
生命科学和数学等其他领域的获奖者也
得到了 300 万美元奖金。

20 日起租赁汽车违章可 APP 自助处理
法行为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交管部门窗口处
理时，不再要求提供租赁汽车行驶证，而是由
信息系统自动核对租赁关系。
此外，如承租驾驶人没有对租赁汽车交
通违法及时处理，经过租赁企业的申请，公安
交管部门可以将交通违法记录转移到承租驾
驶人名下，并通过在租赁合同中确认的联系
方式，
及时告知承租驾驶人处理交通违法。
“对承租驾驶人的交通违法，租赁企业可
以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查询，便于租赁企业
掌握本企业车辆的交通违法。”刘宇鹏说，通
过租赁企业提醒告知、公安交管部门精准告
知等手段，可督促承租驾驶人处理交通违法，
充分发挥交通违法查处警示效果。

河南灵宝发现大型古汉墓群
早到晚排列，时代跨度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初
期，
距今 2000 年左右。
墓葬大多为汉代砖室墓。墓葬形制多
样，有西汉平顶空心砖室墓、小砖并列券拱顶
洞室墓、子母砖并列券拱顶洞室墓、单砖平卧
拱顶洞室墓、平顶土洞室墓和拱顶土洞室墓
等。最大的一座古墓为东汉初期墓葬，其墓
道长度达 10 余米，分为前室、后室、甬道，仅这
一座墓葬的发掘时间便达到一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