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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施雨岑

引言：这是流失国宝回家的动人故事，亦是中华民族追梦圆
梦的迢迢征途。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已促成 300 余批次、15 万余件流
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17 日，这些文物中的一部分珍品亮相国
博。即日起，新华社在“新华调查”栏目推出“‘追’宝 70 年”报道上下
篇，讲述 70 年间我国流失国宝鲜为人知的“回家”历程，致敬那些
在不同时期为这一事业奔走奋斗、默默奉献的“追宝奇兵”们。

“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
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
尚存，绝不放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
郑振铎

17 日，一批“国宝”文物亮相国家博物馆。它们曾在神州蒙
难、家国离乱的岁月中流落他乡、散失蒙尘；但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它们有赖多方努力得以复归故土。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是怎样“追”宝回国的？谁成了当时的
“追宝奇兵”？国际社会又对我国“追”宝态度如何？新华社记者带
您穿越时光，见证“追”宝 70 年。

“追”宝：为国为民“追”宝 神秘小组建功

从皇家紫禁城到人民博物院，故宫目前拥有超过 186 万件
(套)文物藏品，奇珍异宝灿若群星。众所周知，一些珍宝有着失
而复得的曲折经历；鲜为人知的是，“追”宝回国的传奇中，总有
一个神秘组织的身影……

“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郑振铎在给友人的信中
写道。当时，这个神秘组织刚刚千方百计成功为新中国追回了

《中秋帖》和《伯远帖》。
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并称

“三希”，被清乾隆帝视为稀世珍品，是国宝中的国宝。清末世局
纷乱，《中秋帖》《伯远帖》被清逊帝溥仪携出紫禁城，其后几易其
手，辗转至香港。

1951 年 10月，文物圈中传出两帖即将询价出售的消息。为
防中华瑰宝失散，神秘组织火速启动抢救工作。时任文化部文物
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奉命偕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星夜兼
程，南下谈判。其间斗智斗勇，最终成功购回国宝。

这一神秘组织正是“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由清末至
上世纪四十年代，战祸不断，国难经年。大量国宝珍玩南流至
香港，令各路文物商贩、藏界老饕垂涎。新中国成立之后，为避
免国家永失珍宝，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由文化部文物局
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为中国人民“追”宝。

举步维艰、筚路蓝缕，秘密小组在“二希”之外仍成功征集
了唐韩滉《五牛图》、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等许多珍宝。

“所有在港要收购的文物，请统计一下：共有若干件，共需
多少款？并且分别‘最要的’‘次要的’，以便一次请求外汇。”

“陈仁涛的古钱，如能在九十万港元左右成交，决当购下。
惟本年度预算不多，需在明春才可付出。”

“谭敬的三件，忽增为六万元，只好暂时不谈了。”

“行动务请特别小心谨慎，不宜泄露秘密。”
……
岁月无情，旧人不在。但存世墨迹，却将“追”宝者们为国

为民“追”宝的浩然正气留驻于乾坤之间。

献宝：杨铨护宝周全 宝璋义赠宝藏

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有一批别具特色的馆藏文
物——— 数百件极富广东地方特色的石湾艺术陶瓷。它们都来
自文物收藏家杨铨先生于 1959 年至 1964 年间的捐赠。

杨铨少时移居香港，亲眼目睹中华文物惨遭盗卖外流，因
此立志“尽毕生之力保护中华文物”。日军侵占香港时，即便受

尽磨难，他仍排除万难保护藏品周全。然而，这批藏品的未来
却也一直困扰着他。

1949 年 10月 1 日，新中国成立。经过观察，杨铨由衷感
到，这是一个真正“注重对文物的保管、整理和研究”的政府，
深思之后，他决心将自己珍藏的 5000 余件文物捐献国家。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文物捐
赠。文物包括陶瓷、铜器、玉石器、漆木竹器、文具等，时代涵盖
新石器至近现代。

与他作出相同选择的，还有蜚声国际的病理学专家、中国
病理学先驱之一侯宝璋先生。

在 1963 年至 1972 年间，他及家属数次择选家藏，将陶
瓷、书画、铜器等 2000 余件文物捐赠给国家。这些珍贵文物此
后都被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从先秦兵戈到隋唐镜鉴，国宝连结国运，呈现民心。山河
破碎、人心浇漓，国宝难免灭失流散；但若举国向上、民心振
奋，曾经蒙尘的国宝终有机缘经由一位位赤诚无私的“杨铨”
“侯宝璋”之手，踏上回家归途。

还宝：立法令护宝得尊重 还大典国宝归中华

《永乐大典》，命运多舛。
这部汇集了自先秦迄明初约 8 0 0 0 种古代典籍的

“百科全书”，历经朝代更迭、民族劫难，正本早已渺无踪
迹、副本亦经久散佚。据统计，《永乐大典》已知存世仅存
800 余卷、400 余册，每一册均极珍贵。

正是流失《永乐大典》归国，开创了外国政府向新中国返
还流失文物先河。

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百废待兴，却不忘早早着手建章立
制、遏制文物流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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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严格限制
文物出口，切实实施文物进出境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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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已有无
数观众曾在展览中被它蕴涵的辉煌所吸引，更为它得以归国
的传奇而赞叹。今天的它也再不仅以泛黄卷册面貌示人———
以它为主题的系列冰箱贴、充电宝、文房套装等文创产品，早
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广受欢迎。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秘密小组“追”宝、仁人志士献宝、兄弟国家还宝……
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怎样“追”回大批流散国宝？

▲ 9 月 17 日，观众在展柜前观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当日，“回归之路———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北京中国
国家博物馆开幕。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记者丁静、许茹)
出租私家车位可以躺着赚钱，开放单位、酒店车
场能够方便市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不少
地方频频探索共享停车的实招、妙招，让人嗅到
“互联网+”落地停车场的清新之风。然而，记者
调研发现，随着共享停车市场扩大，一些深层次
矛盾开始凸显：部分地区的鼓励政策尚未完全
落地，业主和物业对使用安全仍有较大忧虑，缺
乏规模甚至让一些地区共享停车市场开始萎
缩。不少人对共享停车仍在观望，不愿“下水”一
试。

停车难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市

场潜力

在成都市高新区英郡小区，记者通过“私家
车位”App 选定车位，系统生成一个验证码，安
保人员登记验证码、车牌号等信息，车辆便可进
入小区，根据“地图”找到指定车位。记者以 5元
钱的价格停放了 1 小时 30 分钟，约比周边占道
停车位价格低 50%。

“私家车位”的开发者，成都途图乐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殷晓舜说，“私家车位”已入驻成
都 300 余个楼盘，大约 12 万人认可、支持车位
共享。另一家公司，成都宜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在成都发布了 6 万个共享车位，2018 年共享车
位交易超过 1 万笔。

市场已经嗅到了机会的味道。北京清华
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重型
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 2018 年中国停车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截
至 2018 年底，我国核准城市停车专项债券近
2100 亿元。目前，ETCP、有位停车、车位分
享、蜜蜂停车等数十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
App 已经上线，大中城市纷纷加入共享停车
的版图。

2018 年，北京市立法鼓励单位和个人开
展停车泊位有偿错时共享。2017 年至 2018
年，由上海市交通委牵头的“创建停车资源共
享利用项目”已累计建设 333 个项目、落实约
1 . 35 万个共享泊位。在西安，一些车位底部安
装了智能底盘锁，有车辆停进之后，智能底盘
锁会自动打开升起，车主驶离时只需用手机
扫描停车位上的二维码付款后就可以开走车
辆。

共享停车落地遭遇三大难题

共享停车市场扩大的同时，深层次问题也开始浮出水
面。部分地区的鼓励政策尚未细化落地，业主和物业对共享
安全仍有担忧，缺乏规模甚至让一些地区共享停车市场开
始萎缩。

《 2018 年中国停车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36 个大中城市中 34 个城市颁布了停车地方性

法规或政府规章。但记者调研了解到，由于历史
遗留问题，一些城市的停车情况非常复杂，鼓励
共享停车的原则性政策迟迟难以细化落地。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说，《北京市机
动车停车条例》明确要求制定的 12 项配套制度
已出台 9 项。2019 年 9月底前，要出台发布“停
车设施有偿向社会开放办法”，进一步盘活资
源，提高利用效率；要在 2020 年出台发布“停车
信用机制实施办法”，尽快构建停车信用奖励和
联合惩戒机制。

在用户层面，安全性和不按约定时间停
车成为首要担忧。“外来车辆随便就能进来，
住户的财产、人身安全如何得到保障”“万一
有车辆剐蹭后逃逸，向谁追偿”“共享时间到
了，临时停放的车还没走怎么办”，类似的担
忧并不鲜见。

为了激励车主共享车位，石家庄一共
享停车平台设计了利益分成：65% 归业主，
2 5% 归物业，剩下 1 0% 归平台。但实际推
行中订单不多、收益不理想，影响了业主和
物业的积极性。该市“小桩停车”2017 年上
线后，有数百个私人用户共享车位，但长期
乏人问津，车位数量不但未增长，反而开始
缩减。

化解城市停车难需要多措并举

受访专家认为，化解城市停车难需要综合
施策。特别是一些城市核心居住区、老旧小区，
一方面要把共享停车作为解决停放的重要手
段，另一方面要加大居住区挖潜，增加车位供
给。同时，强化违法停车治理，形成精治、法治、
共治并重，挖潜、共享、建设相互促进的治理正
循环。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学院文学院教授陈凤
珍认为，政府可制定总体方案，一方面推动停车
立法先行，制定配套政策和相应的技术标准；另
一方面，对相关的经营企业、停车场等提供优惠
政策，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共享停车的核心是
建立有效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整合城
市的停车资源。要从停车规划、投资、建设、验
收、执法等多个环节，做到信息摸得清、问题
解决准。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工程师孙海瑞认为，
使用安全是共享停车发展的基础。随着共享停车用户的增
加，平台企业有必要将提升使用安全作为研发重点。此外，
大城市内各区域的停车情况千差万别，停车治理方案应该
以小区域作为对象。

北京市民余潇啸说，引导业主共享车位要让人“有利可
图”。应该让市场说话，让供需关系来决定车位价格。政府部
门需要做好价格监管，确保定价合理。通过出台指导办法，
引导各区域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共享车位价格，释放全社
会的共享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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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9 月 17 日电(“新华视点”记者王
辰阳、周蕊、龚雯)16 日，在上海举行的 2019世界
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上汽、宝马、滴滴获得了上
海市有关部门颁发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
照。这是否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将会很快进入城
市百姓生活？

牌照“含金量”几何？仍然属测试

性质，不能涉及商业化运营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的颁发，被业内
人士视为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成熟向市场化、商
业化跨出的坚实一步，智能网联汽车将逐渐驶入
市民的生活。

不过，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上海淞
泓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霖强调，在现
行的法律法规要求下，示范应用仍然属于测试性
质，不能涉及商业化运营。该公司目前负责上海自
动驾驶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牌照的申请、验证测
试和数据平台建设等工作。

2018 年 3月至今，多地陆续颁发智能网联汽
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从“测试”到“示范应用”区
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是，开放道路测试阶段的车辆只允
许搭载安全员和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而拥有示范
应用牌照的车辆可以尝试功能化的载人、载货应
用，这是走向未来商业化落地的必经之路。”李霖说。

上汽、宝马、滴滴成为首批三家获得智能网
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的企业，它们被认为分别代
表着自主品牌、跨国企业和出行科技公司在业内
的领先水平。三家企业获得“吃螃蟹”的机会并不
容易，需要通过严格的测评和认证。以上汽为例，
其自主开发的智能驾驶汽车样车测试总里程接
近 12 万公里，在开放道路的测试里程已超过
10000 公里。

据了解，三家企业将根据各自情况，完成准备
工作后开展示范应用测试，示范应用首次周期不
超过 6 个月。企业示范应用满 6 个月，单车平均自
动驾驶测试里程累计不低于 5000 公里且未发生
交通违法和有责任交通事故，可申请增加示范应
用车辆数量。

普通市民或可参与测试，测试道

路累计 79 . 7 公里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搭载的乘客可以是普通市民吗？
测试会在哪些道路上展开？专业人士透露，测试将循序渐进展
开，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普通市民在城市道路上参与测试将
成为可能。

参与示范应用测试的企业将招募乘客志愿者，是否面向
社会公开招募由企业自行决定。滴滴表示，欢迎公众参与体验
自动驾驶，APP 将会开放专属入口为特定用户提供自动驾驶
乘车服务。

根据规定，企业必须为志愿者购买座位险、人身意外险等商业

保险，与志愿者签署自愿协议，或对志愿者进行培训，
有效保障志愿者的人身安全。参考国际经验和现有条
件，专家预测企业会先向内部员工或特定人群开放志
愿者“白名单”，未来 2年再逐步向普通市民开放。

目前，示范应用的测试范围为上海已经发布
的开放测试道路，包括城市商圈、工业园区、港口
码头等 1500 多个应用场景，累计达到 79 . 7 公
里。作为主要测试地的上海嘉定区，前期已积累了
超过 2 . 4 万公里的开放道路测试安全里程，累计
测试时长超过 1200 小时，无任何交通事故。

“如果大家在嘉定的马路上看到有些驾驶员
双手完全离开方向盘，请不要惊讶，这是合法和安
全的。”嘉定区委书记章曦说，2019 年以来，嘉定
新增测试道路 42 . 5 公里，还推动首批示范应用
牌照和长三角一体化测试牌照的发放，实现了长
三角测试的互联互通，并促成 5G 汽车通信技术
联盟全球首个 5G 智慧交通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上海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总经理苍学俊表示，必要的企业测试数据将
回传给监管平台，提供给交通、公安等部门进
行安全管控和评测论证。随着技术和测试条件
的成熟，智能网联汽车可能会驶入普通道路进
行测试。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加速，国内车

市挑战与机遇并存

从北京、上海、广州到福建平潭县、浙江德清
县，目前，已有约 20 个地区发放超过 200 张智能
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我国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正在加速发展。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
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克强认为，智能技术和网联
技术的有机结合，使汽车的开发模式和使用模式
发生了改变，未来的整个生态也会随之改变。5G、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让跨界协同成
为必然，也融入到汽车产业的变革中。

新技术加速融合。上汽集团宣布将于明年
落地 5G 智慧交通示范项目，试点基于人、车、
路协同的 5G 智能驾驶及智慧出行服务。新合
作全面开展。宝马全面升级在北京、上海、沈阳
的研发中心，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互联等领域，
构成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网络。新应用逐步落
地。滴滴将在上海布局 30 辆多种车型的 L4级别
自动驾驶车辆，提供自动驾驶出行服务，行驶距离

最远可超过 10 公里。
上汽集团副总裁、总工程师祖似杰表示，当前国内车市蕴

含着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汽车智能网联化成为车企脱颖
而出的核心要素之一。他说：“对企业而言，关键是继续以深化
创新培育未来增长的新动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许艳华说：“汽车行业向智能
网联化方向转型是公认的趋势。我们要靠市场的力量推动，要
用商业化发展来解决问题。中国一定会是智能网联汽车商业
应用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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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的颁发，被业内人士视为智

能网联汽车从技术成熟向市场化、商业化跨出的坚实一步，

智能网联汽车将逐渐驶入市民的生活

不过，在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下，示范应用仍然属于测

试性质，不能涉及商业化运营

拥有示范应用牌照的车辆可以尝试功能化的载人、载货

应用，这是走向未来商业化落地的必经之路

随着共享停车市场扩大，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凸

显：部分地区的鼓励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业主和物业对

使用安全仍有较大忧虑，缺乏规模甚至让一些地区共享

停车市场开始萎缩

“外来车辆随便就能进来，住户的财产、人身安全如

何得到保障”“万一有车辆剐蹭后逃逸，向谁追偿”“共享

时间到了，临时停放的车还没走怎么办”，类似的担忧并

不鲜见

“追”宝 70 年（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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