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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世界遗产保护的华夏之光
我国世界遗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这是一串亮眼的数字———
自 1985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以来 ，我国
已成功申报世界遗产 55 项 。 其
中，文化遗产 37 项、自然遗产 14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 。 世
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和双遗产
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世界
遗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就，世界遗
产国际合作领域获得新进展。这些
散布在华夏大地上的世界遗产，不
仅成为中华文明的生动见证，也在
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文明进程中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亘古星宇下，敦煌莫高窟静
立千年。

游客们来到洞窟前，拿起手
机、打开 AR 地图，便能看到九色
鹿从壁画中“飞身而下”。 这种利
用科技手段展示文化价值、多渠
道感知敦煌文化的做法，让游客
惊喜、兴奋。

长城、明清故宫、莫高窟……
星散在古老的大地上，37 项享誉
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 记载着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
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涉及考

古遗址、石窟寺、古建筑、文化景
观、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
运河、 遗产线路等多种类型，展
示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
传承、独具特色的精神追求和一
脉相承的生态智慧。

对于文化根脉，保护永远是
第一位的。

长城保护工程、“平安故宫”
工程、 良渚古城遗址展示工程
……一批高水平的保护、 管理、
监测、展示项目实施，有效改善
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在文物保
护专项经费中支持世界文化遗
产监测 126 个项目，共计 6 亿元；
《长城保护条例》《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百余
部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保护世界文
化遗产构筑铜墙铁壁。

中外世界遗产进入教材、进
入课堂、进入亿万学生的课外活
动，成为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载
体。 2019 年，我国有 3.88 亿人次
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地。 文化自信
的力量，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
升腾。

加强自然遗产保护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日前， 可可西里申遗成功 4
周年之际，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
保护站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5
只经可可西里巡山队员喂养、救
助的藏羚羊被放归自然。

曾几何时，位于地球第三极
的这片广袤土地上，不法分子的
枪声不断， 大批藏羚羊遭到猎
杀。 多年来，在各方有力保护下，
今天的可可西里已连续 11 年实
现“零盗猎”，藏羚羊种群数量恢
复至 7 万只左右。

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嬗变，
是我国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保护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这是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的有益探索———

通过完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
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定，实施天然
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
重点生态工程，森林、草原、湿地等
自然资源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遗
产地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断加大。

这是资源保护与民生发展
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依托各地特色世界自然遗

产，通过特许经营、利益共享、生
态补偿、生活补助、适度旅游等
多种方式惠及民众、 改善民生，
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绿
色发展转型。

如今，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已
成为宣传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通
过开展遗产宣传、 科普教育等活
动，不仅激发了广大公众对自然文
化的探索热情，也促进了全社会对
祖国壮丽河山的了解热爱。

守护人类共同财富
共创互尊互鉴未来

2014 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
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联合提交“丝绸之路：起始段和
天山廊道的路网”获准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这次跨国申遗的成
功，让世界看到了我国对文化遗
产保护国际合作所持的认同、包
容、开放、协作的态度，也是世界
遗产文化精神的体现。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
富，保护和传承好世界遗产是人
类共同的责任。

第四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
委员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

举办中非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合
作论坛， 担任第 44届世界遗产委
员会主席国……这些年，我国积极
承担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责任和
义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世
界遗产国际交流和合作的贡献者。

从缅甸蒲甘地区佛塔震后
修复工程，到尼泊尔加德满都杜
巴广场九层神庙震后修复工程，
再到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
历史文化遗产遗迹修复工程，我
国为世界遗产抢救、保护作出了
重要贡献，将“中国经验”分享给
国际社会，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国
际合作的中坚力量。

7 月 16 日， 第 44 届世界遗
产大会将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
本届大会将审议 2020 年和 2021
年两个年度的世界遗产项目，还
将聚焦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各
种风险挑战，集思广益，提出应
对未来挑战、促进实现《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战略目
标和世界遗产均衡、可持续发展
的新共识和新倡议。

秉持高度的使命感、 责任
感， 我国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
与各国就世界遗产的保护开展
深入合作交流，共同为世界遗产
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据新华社）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新闻
发布会 7 月 18 日举行。 发布会
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官员回答了
记者提问，表示要多措并举保护
好世界遗产，发挥其在促进人类
文明交流、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作用。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
生将原定会议时间推后了一年，
本届大会将审议 2020 年和 2021
年两年的世界遗产项目，会议时
间更长、议题更多，这对本届世
界遗产大会的组织工作提出了
新的挑战。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成果
将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世界
遗产提名的项目是最受关注的。
世界遗产委员会期待新列入世
界遗产列表的项目，有助于增强

世界遗产的代表性， 改善平衡
性。 同时希望通过审议世界遗产
地保护状况，敦促缔约国认真履
行义务，切实加大保护力度。 第
二，大会将审议《世界遗产公约》
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对世
界遗产影响政策性文件等重要
议题。 此外，大会期间各方还将
在线上线下举办一系列年会，在
各自专业领域达成共识，这些共
识将成为大会成果的重要组成
部分。

据介绍，《福州宣言》已获一
致通过。《福州宣言》重申了世界
遗产保护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
要意义，以及携手努力、共同行
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宣
言指出，世界遗产作为文化瑰宝
和自然珍宝，为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和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强调妥善应对各种
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保护世界
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福州宣言》呼吁在多边主
义框架内开展更密切的国际合
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对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支持， 加强世界遗产的教育、知
识的分享和新技术的使用，并以
《世界遗产公约》50 周年为契机，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希望留给
后代一个开放包容、能够自我调
适、可持续、有韧性和清洁美丽
的世界。

《福州宣言》得到了各个委
员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大
家普遍认为宣言非常平衡，极具
包容性，充分反映了广大会员国

的关切，具有里程碑意义。 下一
步，中国将积极落实宣言提出的
倡议。 中国愿意以实际行动承担
国际责任，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共同建立世界遗产教育平台，帮
助发展中国家培养遗产保护方

面的专业人才，支持在世界遗产
领域落实教科文组织“非洲优
先”全球事项，为全球遗产保护
事业，特别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
遗产保护能力贡献力量。

（据《福州日报》）

保护世界遗产 人类责无旁贷
———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新闻发布会点击

藏羚羊 莫高窟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开幕式场馆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