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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山石窟始凿于北魏末
至东魏，后经北齐、隋、唐历代的
开凿，形成洞窟25个，造像500
余尊。20世纪初，天龙山石窟
掀起一股研究热潮。日本人关
野贞对天龙山石窟开展实地探
查后，于1921年在《国华》杂志
上刊录多张实地考古图像，随即
引发了国际探险家们的研究和

“搜藏”热潮。也正是这些考古
报告，为天龙山石窟引来一场劫
难。

1923年，一群居心不良的
日本人来到天龙山石窟勘察，其
中就有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会
长山中定次郎一行人。然而，陡
峭的天龙山地势让盗运无法顺
利进行。于是他们找到去石窟
群必经之路上的圣寿寺，用金条

和大洋贿赂了住持，请他帮助运
输佛像。

待一切谈妥后，山中商会开
始切割佛像，他们正是对照关野
贞照片里的佛像下手的。据史
料记载，最先切割的是2号窟，
北壁龛内一座佛，龛外两座菩
萨；东壁龛内一座佛，两座菩萨，
龛外两座供养人；南壁两座浮雕
罗汉，就连窟顶的浮雕莲花和4
个飞天也惨遭劫难。一批批切
割下来的佛像、佛头、壁画被运
到当时的北平，放入山中商会的
仓库。山中定次郎还把上天龙
山的经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
一本名为《天龙山石佛集》的小
册子里。而这些被盗的雕像后
来以高价被转卖给英、美、日等
国的博物馆。

天龙山石窟佛首是如何被盗的？

天龙山石窟流失佛首亮相

微笑背后有

据《 北 京
晚报》报道 历劫
百年终回家的天龙
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
尊佛首，在除夕之夜，隆
重地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
的舞台，它的秀美、它的静
穆、它的庄严，让人为之动容。

这尊佛首，是2020年归国
的第 100 件流失文物，也是
近百年来首件从日本回国
的天龙山石窟流失佛
雕。此刻，它正静静
地端立于北京鲁迅
博物馆的展厅中，
与参观者无声
地交流。

2020年9月14日
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

东瀛国际拍卖株式会社拟于东
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
头”，疑似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
石窟在历史上流失的文物。经
组织鉴定研究，判断应属天龙山
石窟第8窟北壁佛龛主尊佛像的
被盗佛首（隋代），于1924年前后
被盗凿并非法盗运出境。国家
文物局启动追索机制，叫停拍
卖。
10月15日

国家文物局致函拍卖行，要
求终止与该佛首相关的拍卖和
宣传展示活动，予以撤拍。
10月16日

拍卖行积极配合，做出撤拍
决定，终止有关宣传。国家文物
局与拍卖行董事长张荣（旅日华
侨，浙江杭州人）取得联系，鼓励
促成文物回归。
10月31日

张荣与日籍文物持有人谈判
完成洽购，经国家文物局充分沟
通，决定将佛首捐献中国政府。
11月17日

我驻日使馆举办文物移交仪
式，张荣将持有的天龙山石窟佛
首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文物局，
移交使馆保管。
12月12日12时

佛首安全运抵北京，当日点
交入库，佛首重回祖国怀抱。

佛首回家之路

“你如约归来，在万家团圆
时，看到你的笑，我们心生欢喜
……”佛首刚一亮相在春晚舞台
上，就有无数人由衷地发出赞叹。

在鲁迅博物馆陈列厅序厅现
场观看时，佛首带给人们的震撼
则更为强烈。厅的正中间展示的
这尊佛首高44.5厘米，宽33.7厘
米，厚30.4厘米。它肉髻低平，双
耳垂肩，面相丰满圆润，眼睛上
挑，双目下视，嘴角内凹，露出笑
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佛首都
是微笑的表情，有着一种慈悲的
庄严之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杭
侃介绍：“佛的三十二相里就包括
顶上肉髻相。这尊佛像用专业术
语说是‘肉髻低平’，顶上无纹
饰。这种造型流行于北朝晚期或
隋代。”

“这件文物除了以往历史价
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外，还
具备它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价

值。”杭侃教授说，鉴定时发现，不
管从哪个角度看，这尊佛首都是
微笑的表情。实际上，并不是所
有的佛像都是这样的，有些佛像
正面雕得比较好，侧面就不是那
么完美。但是这件文物从每个角
度看，都是非常完美的微笑。“在
鉴定这件佛首的时候就有一种在
和文物交流的感觉，这尊微笑的
佛首好像在说，能回来是件很高
兴的事情。”杭侃说，不少参与鉴
定的文物工作者，当场都泪目了。

微笑背后，这件历劫百年的
文物其实伤痕累累。佛首右脸颊
的斑驳痕迹，显示出风化的痕
迹。绕到佛首背面会发现，佛首
后脑以及后背有齐齐的切痕。国
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件
文物在流失海外的过程中，曾被
人为破坏过。据推测，大概是出
于展示的需要，佛首背后被削平
了。经过如此之伤害，佛首仍以
微笑示人，更令人感到痛心。

每个角度看都在微笑“背后”却伤痕累累

近距离观看，佛首鼻
翼完整、高挺，与面部

和谐一致。但实际
上，历劫之初的佛首

并不是这样的。此时
看到的佛首鼻翼，在流失

期间曾被“整容”。
佛首回国后，国家文物

局组织专家研究发现，与
1922年3月拍摄的《天龙山
石窟》图版35和 1923年 10
月拍摄的《天龙山石窟》图版
41所示第8窟北壁佛龛内佛
像的原状图片相比较，佛首
脸型、五官、形神高度吻合，
特别是右脸颊的斑驳痕迹，
从右眼睑下向右耳延伸扩展
的形状，与实物完全一致。
佛首面部的一些细微特征，

如右腮小的斑点和颈部风化
形成的边缘，依目前石窟保
留痕迹历史图片推测，佛首
被盗凿后，其背面、鼻翼均经
过修整。

科技检测的测试分析结
果表明，佛首石材主要由石
英和方解石构成，符合天龙
山岩体特征，内部一致性较
好，无显著裂隙发育。顶部
和耳部发现彩绘痕迹，推断
佛像原始状态应有彩绘。文
物测试分析中还发现，佛首
鼻翼及鼻梁处荧光现象，说
明鼻翼及鼻梁部位存有有机
材料，推断存在修复痕迹，与
鼻翼修整情况相契合。这些
有力证据证明了佛首为真
身。

佛首鼻子曾“整容”以此认定为真身

这件佛首来自于天龙山石
窟第8窟北壁。展厅中，环绕佛
首所展示的，还有北京鲁迅博物
馆馆藏的27件北朝时期造像拓
片等文献。特别是一组8件同
样出自天龙山石窟第2、3窟的
造像拓片，是首次集中展示。这
8组拓片长约110厘米、宽约45
厘米，反映了8组生动的石窟人
物。以维摩诘像拓片为例，维摩
诘居士端坐于幔帐之中，神态生

动，正在说法。其下方端立着手
持莲花的听者，似乎为维摩诘居
士所讲的内容所打动，听得入
神。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些
都是鲁迅先生的收藏。

此外，展览还呈现了天龙山
石窟基本情况、第8窟概貌和艺
术风格、天龙山石窟文物流失与
数字复原成果等内容，观众可扫
描二维码进入复原展网上展厅
仔细观看。

鲁迅珍藏拓片 揭秘石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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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王雪
莹）“终于等到你！”用这句
话来形容哈尔滨各大影院的
复工再恰当不过了。23日
起，冰城观众便可以通过网
上购票的形式，走进影厅“补
看”春节档上映的《你好，李
焕英》《唐人街探案3》《刺杀
小说家》等热门影片。

记者了解到，自20日接
到复工通知后，业内十分振
奋，万达影城、金安国际影
城、七彩国际影城、中影中数
国际影城等都不间断地对影
厅及设备进行消杀，确保为
观众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
观影环境。值得一提的是，
哈尔滨万象影城等多家影
院，还为复工后首位取票的
观众准备了小礼品。

春节档影片看起来
“焕英”“唐探”预售好

今年，《你好，李焕英》
《唐人街探案3》《刺杀小说
家》《人潮汹涌》《侍者令》《熊
出没·狂野大陆》《新神榜：哪
吒重生》7大影片攻占春节
档。记者了解到，目前《你
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
热度最高，票房纷纷突破40
亿。

由贾玲首次执导的喜剧
剧情电影《你好，李焕英》，自
上映起豆瓣评分始终 8.1
分，特别稳定。随着影片的
火爆，“你说我当你一回女
儿，连让你高兴我都没有过”

“我未来的女儿啊，我就希望
她健康快乐就行”等台词刷
爆朋友圈。备受期待的《唐
人街探案 3》，虽然成绩不
错，但口碑却有些不如人意，
豆瓣评分仅5.6。有网友吐
槽道：“全剧136分钟，110
分钟的跑路+15分钟的父女
故事+10分钟推理+1分钟
广告。没以前那味了，些许
厌倦。”

杨幂、雷佳音等人主演
的《刺杀小说家》，目前票房
破7亿，位列春节档票房第
三。陈坤、周迅主演的《侍
神令》，目前票房破2亿。有
网友表示，喜欢特效的观众
可以看看这两部电影。当
然，1000 个观众眼中就有
1000个哈姆雷特，您究竟喜

欢哪一部，还是要走进电影
院亲自一探究竟哦。

采访中，哈尔滨万象影
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7部
电影的预售情况都还不错，
尤其是《你好，李焕英》和《唐
人街探案3》，23日起连续几
天的黄金档几乎满场，“虽说
照往年正常的春节档差一点，
但我们已经很开心知足了。”

观影“硬杠”需了解
网上预约进场隔着坐

“终于等到了哈尔滨的
春节档”“过年光看朋友圈秀
电影了，现在我也可以秀了”

“我要在《人潮汹涌》中保持
安全距离，看《你好，李焕
英》”……电影院有序恢复营
业的消息让不少影迷热情高
涨，直言要把“缺席”的春节
档电影都补看回来。

冰城各影城工作人员希
望通过生活报告知广大影
迷，复业后电影院将全部采
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
式售票；实行交叉隔座售票，
保证陌生观众间距 1米以
上；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
50%。此外，影院工作人员
还要对观众做好入场检测，
未戴口罩和体温37.3℃以上
者不得进入。

对于卫生安全状况，影
院更是严格要求。据七彩国
际影城工作人员介绍，复业
后所有影院将按要求对大
堂、影厅、卫生间、走廊、疏散
通道等公共区域，每日不少
于2次喷雾消毒；对座椅、入
口闸机等重点区域，每日不
少于5次擦拭消毒；对影厅
座椅扶手、3D眼镜等观众直
接接触物品，每场消毒一次，
并且会在影院入口配备消毒
剂，引导顾客做好手部消毒。

“补看”春节档影片

网上购票 不能挨着坐

终于等到你！
冰城影院开门啦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
就变成海洋，鼓的眼睛大嘴
巴同样唱的响亮……”这首
《快乐的小青蛙》不仅节奏轻
快，还引发了不少小朋友对
青蛙的兴趣。本期“相约龙
博”线上课堂，带领大家一起
去探寻小跳蛙的成长日记。
错过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黑
龙江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平
台了解详情哦。

据省博物馆的老师介
绍，青蛙属两栖类动物，用肺
和皮肤呼吸。蛙类最小的只
有 5 厘米，大的则有 30 厘
米。青蛙的前脚有四个趾，
后脚有五个趾，且有蹼。头
两侧两个略微鼓着的小包是
耳膜，青蛙可通过这里听到
声音。老师还告诉大家，中
国的蛙类有130种左右，几
乎都是消灭森林和农田害虫
的能手。有人估计，一只青
蛙一天可捕食70只虫子，一
年可消灭害虫15000只。

课后，省博物馆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对青蛙
发育过程的深入理解，小朋
友们学会了举一反三，并主
动说出毛毛虫到蝴蝶的变化
过程。为了切实增强省博物
馆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省文
化厅的指导下，“相约龙博”
还会继续坚持结合自身资
源，从儿童与青少年的视角
出发，寓教于乐地为广大青
少年提供更多丰富多彩的科
普活动内容，真正起到“课外
老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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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课程“抢鲜”看！

《朝珠DIY》

课程时间：2月24日下午
上课方式：关注“黑龙江

省博物馆”微信
公众平台

蝌蚪：古时写作“科斗”,是

蛙、蟾蜍的幼体，又称“蛤蟆蛋

蛋”。

青蛙：两栖类动物，用肺和

皮肤呼吸。蛙类最小的只有5

厘米，大的则有3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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