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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政欣：文物「國際主義」，能成為阻擋文物回歸的「擋箭牌」嗎？
中新社北京11月25日電 當天龍山石窟
被盜佛首亮相2021年春節聯歡晚會，一眼千
年的美，令中國人無限感慨：這是近百年來
第一件從日本回到祖國的天龍山石窟流失佛
雕，也是2020年回歸祖國的第100件流失文
物。
包括被盜佛首在內，流失海外的文物每
一次「落葉歸根」，都在續寫中華文脈。但
無論是相關國家的國內法，抑或是現有國際
規則，甚至是日漸抬頭的文物「國際主義」
理念，都令文物回歸之路多了曲折和荊棘。
文物「國際主義」，能成為阻擋文物回
歸的「擋箭牌」嗎？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
院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觀察
員霍政欣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詳解流失文物回歸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中國有不少文物成
功回流的案例，這背後是否有可複製的經
驗？挽回流失的文化遺產對人們更深入認識
中華文明有何意義？
霍政欣：作為民族集體記憶與社會價值
的媒介，文物暗藏著各個民族的「心理構
圖」與「文化密碼」。藉此，人們可以洞燭
民族和文明的形成與變遷。各民族豐富燦爛
的文物交相輝映更構成一幅色彩斑斕的文明
拼圖，觀之，人們可以破譯全人類波瀾壯闊
的發展史。
中國文物大規模流失海外是在近代積貧
積弱的背景下，因戰爭劫掠、盜掘、走私等
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中國不斷建立健全文
物追索返還法律體系，參與文物追索返還國
際治理體系，文物追索返還正義事業得到越
來越多國際支持。成功追索文物的案例各具
特點，共性在於均通過綜合運用法律、外
交、執法合作等手段，在文物現持有人或現
所在國的配合或支持下，實現文物返還。
2019年從英國追回的68件文物和從意大
利追回的796件套文物，分別花了25年和12

年才得以實現，這期間見證了中國飛速發
展期。「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
連」，如果沒有中國自身壯大，很難想象這
些文物能順利回家。
流失海外文物回到中國，使當代中國人
能有機會進行近距離認識、鑒賞和研究，對
促進人們更深入認識中華文明、體察中華文
明的內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記者：目前中國追索海外流失文
物的困境在哪裡，或者說最大困難是什麼？
霍政欣：與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數量相
比，成功追回的比重仍微乎其微。追索海外
流失文物的最大困難在於現行國際法與國內
法的制度規則存在重大障礙。
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為保護文物、促
進流失文物返還陸續制定了一些國際公約，
主要包括：《關於發生武裝衝突時保護文化
財產的公約》（簡稱「1954年海牙公約」）
及其議定書、《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
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
約》(簡稱「1970年公約」)與《國際統一私
法協會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
（簡稱「1995年公約」）等。
利用既有國際公約追索文物主要面臨條
約無溯及力、約束力有限等難題。以章公
祖師肉身坐佛追索案為例，現有證據表明
該案所涉佛像于1995年自中國香港地區入境
荷蘭，而荷蘭直到2009年才批准「1970年公
約」，依據國際法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
則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關於「條約不溯
及既往」的規定，該公約因而不能溯及既往
適用於1995年左右入境荷蘭的文物。
事實上，正是由於認定沒有可直接適用
的國際公約，荷蘭藏家的態度才日趨強硬，
不斷漫天要價，甚至在被訴至法院後依然頑
固。跨國文物追索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中新社記者：您曾經說過，追索海外文
物絕不能再讓「親者痛」，對於非法流失出
境的文物，中國機構和個人應該拒絕參加商

業拍賣。可否詳述為何應拒絕參加商業拍
賣？
霍政欣：目前中國的立場是鼓勵捐贈，
但不支持通過參加商業拍賣的方式回購流失
文物，尤其明確反對、禁止國有機構參與商
業拍賣。理由是中國機構和個人近年來的積
極參與，導致中國文物在國際文物拍賣市場
的價格狂飈。
比如，在圓明園獸首拍賣事件中，少數
文物投機商與國際拍賣機構在迅速推高拍賣
價格的過程中賺取巨額利潤，吃虧的到頭來
還是中國人自己。
中國機構或個人參與流失文物拍賣還會
產生其他消極後果。拍賣價飈升會助長文物
盜掘與走私之風，進一步加重文物流失；國
有機構參與拍賣，會令人產生中國政府已對
非法流失文物現狀的合法性予以認可的印
象，非常不利於今後通過法律途徑追索。
中新社記者：流失海外的很多文物分佈
在世界各大博物館裡。文物的「國際主義」
是當前西方文物國拒絕返還流失文物所共同
持有的理念。您如何看待文物的「國際主
義」和「民族主義」之爭？
霍政欣：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
多文物流出國積極向西方文物市場國追索流
失文物，尤其是國寶級文物。文物市場國尤
其是歐美主要文物市場國則以所謂文物「國
際主義」為理由，抵抗文物流出國追索要
求。
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館聯手發佈的《環球
博物館價值宣言》即為典型例證。《宣言》
提出，文物因而構成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不能
由某個國家或民族獨享。
由環球博物館繼續持有、展覽、收藏這些文
化財產符合各國人民的利益。國際法學界與
主要國際組織均對《宣言》提出批評，包括
中國在內的廣大文物流出國更明確表示反
對。
首先，所謂「環球博物館」並不是真正

國際性或全球性的，因為其不是以全球性方
式來運作管理，並對全球負責。有學者指
出，博物館的「環球主義」（universalism）
是虛偽的，無異于披著國際主義的遮羞布。
第二，早期被劫掠的文物雖是在與當代
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被歐美博物館獲得，但不
能證明其合法性。對歷史上劫掠、破壞文物
的行為予以漠視甚至合法化，必然會對文化
財產跨國非法貿易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第三，隨著絕大多數文物流出國社會、
經濟、文化與技術水平不斷提高，這些文物
如能被返還給其原屬國，不僅不會受到破
壞，還會增進公眾對其所載負的文明與歷史
的瞭解和對其本身的鑒賞。
總之，所謂文物「國際主義」無法掩蓋
文化財產與生俱來的民族性，亦無法為世界
上的一些大博物館拒絕返還被劫掠的文化財
產提供正當依據。
中新社記者：未來，中國在追索海外流
失文物方面如何繼續貢獻中國智慧？
霍政欣：中國是文明古國，也是世界上
文物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追索流失文物
事關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隨著中國
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的繁榮，近年來中國已兼
具文物市場大國與文物資源大國的身份，未
來應更積極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參與文物
追索返還領域國際法規則的修改和完善，支
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揮更大協調作用，促
進本領域國際法秩序向著更有利於文物返還
的方向發展。
鑒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大多為歷史悠
久、文物資源豐富的國家，與中國共同面臨
流失文物追索的繁重任務，中國可以聯合有
文物追索需求的沿線國，嘗試合作建立文物
返還領域的政府間論壇、會議或國際組織，
主導制定更加公平正義的國際規則，改變文
物流出國追索文物各自為戰的狀態，改變該
領域國際規則長期由西方文物市場國把控的
局面。

中國教培巨頭「新東方」改賣農貨？ 「雙減」下教培行業如何轉型
中新社北京11月25日電 近日，中國知名教
育機構從業者俞敏洪頻繁出現在抖音直播
間。在11月7日的一場直播中，俞敏洪稱自己
將會和幾百位老師一起，直播帶貨，銷售農
產品。自今年7月份，中國官方印發《關於
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
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俞敏洪「新東方」
為代表的教培行業龍頭，該走怎樣的轉型之
路？
11月15日，新東方發佈公告稱，計劃於
2021年底前，全國所有學習中心不再向幼兒
園至九年級學生提供學科類相關培訓服務，
即K9學科類培訓服務。有新東方老師接受中
新社旗下《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她所
在的校區為減少裁員補貼支出，正在「變相
裁員」，希望老師主動離職。

9月3日，教育部辦公廳等三部門發文，
要求到2021年年底前，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
校外培訓機構須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
「政策禁止K9學科類培訓機構上市，對於新
東方、好未來這樣的上市公司，必須將其限
期剝離。」資深教培行業人士施建榮認為，
眾多線下校區祗有三個方向可選：一是在剝
離後「營轉非」，二是直接撤點關門，三是
調整業務方向。截至5月31日，新東方在全國
共有122所學校，1547所學習中心。顯然，想
要完成「營轉非」工作量巨大。而在專注於
教育行業研究及投融資服務的多鯨資本創始
人姚玉飛看來，新東方肯定仍會在一定範圍
內進行「營轉非」，祗不過會在相當程度上
壓減線下教學點。而壓減線下教學點對於新
東方這樣全國佈局的龍頭來講，意味著付出

極大的沉沒成本。「新東方接近1500個教學
點要退租，光是裝修新東方就花了六七十億
元（人民幣）。」俞敏洪說。
在「雙減」政策落地前，新東方火速投
資了提供科學、少兒編程等培訓服務的火星
人俱樂部，10月底，火星人俱樂部又獲得新
東方數千萬元的B輪融資。有接近新東方的人
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投資火星人俱樂
部就是以投資外加內容合作的方式進行協同
推進，這會在相當程度上彌補新東方在素質
教育領域缺少課程研發的短板。
當然，無論是素質教育還是職業教育，
其天花板的高度都遠不及「剛需」K9、K12
賽道。姚玉飛感慨，在轉型時能否找到下一
個高利潤增長點，似乎是包括新東方在內的
教培機構面臨的悖論。

「新東方曾經的戰略方向是隻做純英語
發展業務，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為不擴
展新業務的話自身的業務量將會受限制，別
的機構也會倒過來侵蝕我們的主要領地。」
俞敏洪在自述中坦言，如果沒有競爭對手的
話，新東方肯定不會做中小學全科業務。資
本驅動下的競爭，使新東方成為業務佈局做
得最全面、最完整的培訓機構。
有教培行業資深人士向記者感慨，「我
們作為行業內人士都覺得發生了很大變化，
原本很多很符合市場規律的課程定價全都變
成白菜價。就像以前互聯網公司的常用玩
法，先是用低價搶占流量，其實已經超過原
先線下機構擴張能够達到的量級，那麼也正
是因為這一輪真正是觸發了今年嚴厲的監管
措施。」

蔡培根捐中正校友總會母校教職員校友福利基金
設立『紀念蔡天乙校友母校教職員福利基金』 『紀念蔡天乙校友獎勵全菲大專優秀校友基金』
菲律濱中正學院校友總會訊：本總會名
譽委員蔡天乙學長（母校榮譽副董事長、母
校高中第九屆校友），即本總會經濟組主任
蔡培根學長令尊，不幸於二〇二一年八月廿
八日逝世，享壽九十有一高齡。北斗星沉，
軫悼同深。
蔡天乙學長生前是本總會多年來熱心的
輔導委員及捐款者，他爲人平易近人，隨和

重義，樂善好施，熱心公益，關愛教育，心
繫母校，關注教職員福利及對本總會更具關
懷支持，在本總會設立了無數的福利基金及
助學基金，年年捐獻母校教職員福利金，為
華社培育人才，慷慨捐錢，貢獻良多。
蔡主任培根學長也一向樂善好施，熱心
公益，對本總會也具關注，關懷教育，時時
關心母校教職員福利，秉承其父遺志，於守

制期間，悲痛之餘，仍不忘公益，特捐菲幣
兩佰萬元，並設立『紀念蔡天乙校友母校教
職員福利基金』，將惠及母校教職員福利之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又訊：本總會經濟組主任蔡培根學長為
鼓勵校友努力向學，將來學以致用，福利社
會，貢獻國家，以其發揚中正精神，特捐菲

劉棋中家屬捐
南安同鄉總會

譽理事長劉棋中鄉賢不幸於二○二一年十月
二日晚九時零六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
八十有一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於十
月七日上午七時卅分荼毗於聖國殯儀館聖樂
堂。
查劉永遠榮譽理事長生前對本會尤為關
心，對本會貧寒鄉僑子女教育甚為關懷，早
期投入貧寒補助金，其哲嗣健洋、婷婷賢昆
玉秉承其先父之遺志，慨捐菲幣伍萬元，增
加早期捐獻之貧寒基金。似此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同深。於十月七日上午七時卅分荼毗於聖國
殯儀館聖樂堂。
查棋中宗長生前熱心本會之教育，早
期設立教育基金，今辭世，其哲嗣健洋、婷
婷賢昆玉秉承先人遺志，慨捐菲幣伍萬元充
為增加共教育基金。似此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會常務理
事劉棋中鄉賢（南安詩山碼頭尾領）慟於二
○二一年十月二日九時零六分壽終於崇仁醫
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幼承庭訓，孝思純篤，秉承其
先前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仍不忘善
舉，特捐獻菲幣伍萬元予本會充作福利用
途。孝道仁風，關心鄉會之義舉，令人欽佩
同欽，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劉棋中家屬捐劉林
菲華南安劉林同鄉會訊：本會永遠榮

劉棋中家屬捐放勳堂
菲律濱放勳堂聯宗總會訊：本會名譽
理事長劉棋中（劉林鄉）宗長，不幸於二○
二一年十月二日晚九時零六分，壽終於崇仁
醫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老成凋謝，軫悼

訃 告
林春樹（泉州浮橋）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日
停柩於ARLINGTON MEMORIAL，
FAITH CHAPEL殯儀館
出殯於十一月廿六日上午九時
郭洪珍智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
停柩於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出殯於十二月四日

王朝欽
逝世於十一月廿二日
停柩於蘇暮殯儀館SOMO FUNERAL HOME，
DELAGADO ST.，ILOILO CITY
出殯於十一月廿八日上午

蕭孫疊
逝世於十一月廿五日
停柩於家鄉東石鎮蕭下村本宅
出殯於十一月廿八日

陳施秀須
（深滬坑邊）
逝世於十一月十日
停柩於香港
出殯日期另訂

洪顏里沓（晉江英林）
逝世於十一月廿三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劉棋中家屬捐
宋戴教育基金
菲律濱宋戴宗親總會訊：本會婦女組總
務戴淑謙女士令夫君劉棋中老先生（南安詩
山碼頭尾領），不幸於二○二一年十月二日
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極盡哀榮。
劉棋中老先生生前熱心公益，對本會
教育事業更加關懷，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
先人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仍不忘社
會慈善公益及教育事業，特獻捐菲幣伍萬
元，加入前創設“劉棋中戴淑謙伉儷教育基
金”，合共菲幣壹拾伍萬元。
另再獻捐本會婦女組福利金貳萬元。仁
風義舉，殊堪欽佩，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幣叁百萬，並設立 『紀念蔡天乙校友獎勵全
菲大專優秀校友基金』，以將獎勵大學畢業
榮獲得Summa Cum Laude最高榮譽獎、Magna
Cum Laude 最大榮譽獎、 Cum Laude 榮譽獎及
參加全菲政府會考成績優異名列首十名之校
友。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怡朗太原堂王朝欽逝世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怡朗分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王朝欽宗長，不幸於十一月
廿二日下午九時逝世，享壽八十高齡，族
老歸真，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蘇暮殯儀館
（SOMO FUNERAL HOME, DELAGADO ST.,
ILOILO CITY），擇訂於十一月廿八日（星期
日）上午出殯，安葬於怡朗紀念墓園(ILOILO
MEMORIAL PARK, BALANTANG, JARO,
ILOILO CITY)。
朝欽宗老先生，生前熱心宗會，關心族
運，貢獻良多，本會聞耗，哀悼同深，因在
疫情期間，一切從簡，經派代表前往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

怡朗王朝欽逝世

李文判家屬捐
南安同鄉總會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名
譽顧問，太原王氏宗親總會怡朗分會諮詢委
員朝欽宗長，不幸于11月22日下午九時忽返
道山，駕鶴西歸。享壽八十高齡。現停柩于
蘇暮殯儀館(Somo Funeral oHome, Delgado St,
Iloilo City,) 擇于11月28日上午出殯，窀穸于
怡朗紀念墓園（Iloilo Memorial Park Balantang,
Jaro, OliloCity)
本會驚聞噩耗，深以痛失族中長老而哀
悼，監于新冠疫情肆虐，唯委託怡朗分會宗
長代為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邑鄉賢李文
判先生（南安彭口渡潭村）慟於二○二一年
九月十七日凌晨四時四十五分壽終正寢，享
壽八十有五高齡，德星西沉，軫悼同深，出
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幼承庭訓，孝思純篤，秉承其
先尊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仍不忘善
舉，特捐獻菲幣伍萬元予本會充作福利用
途，孝道仁風，令人欽佩同欽，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菲律濱東石
商會訊: 本會中文書主任蕭猛飛賢昆仲令尊
蕭孫疊鄉賢，痛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下午一時十二分逝世於家鄉東石鎮蕭下村
本宅，距生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十日，享
壽七十有八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擇
訂十一月二十七日火化，十一月二十八日出
殯。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望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而盡鄉誼。

蕭猛飛丁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