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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在开发建设时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运用现代技术让文化

遗产活起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利用，不仅增强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感知，而且创造了可观的经济

价值和社会效益，让文化遗产展现新的活力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

之水，必有其源。任何国家和民

族都在历史和文明的根脉上成

长。历史文化遗产是物质遗产，

更是精神遗产。无论是印刷、刺

绣等传统技艺，还是文物、古迹

等物质实体，在历史长河中沉淀

下的文化遗产，凝结了人类智慧

和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传播

载体，也是一个民族认识自我、

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

历史文化遗产是古老的，也

是现代的。这些古老的文化符

号、文化密码，启迪着科技文化

的创新灵感，深刻影响着当代人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保护

和传承好文化遗产，不仅彰显历

史智慧和人文情怀，而且能够惠

及当下和未来。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历史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通过建

立健全各层级博物馆、展示馆、传

承保护基地、国家文化公园或遗址

公园，加强历史文物征集，改善文

物藏品保护条件，让历史文化遗存

遗址得到了较为科学、更为妥善的

保护并留存后世；通过运用新兴媒

介和数字技术，设置互动性强的传

统技艺体验活动，切实让“文物活

起来”，让观众更直接、更深入地感

知文化遗产的历史魅力和现实意

义；通过培养非遗传承人，扶持传

承人创办文化创意产业，让历史文

化更好地融入经济发展大局，增强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近年来，我

们广泛举办各类国际学术研讨活动，创办《印刷文化（中

英文）》等双语学术期刊，开设多语种历史文化传播网

站，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搭建沟通桥梁和研究平

台。通过举办面向世界的文化专题展览，打开文明交流

大门，挖掘并讲好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展示了中华文

明对世界文明的历史贡献。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为主体，开展丝路文明研究活动，体现了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不忘本来，进一步研究和守护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要探源溯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研究，坚持保护

和利用相结合，深入挖掘历史实物证据，世代传承历史文

脉。现在有不少“网红”博物馆善于运用社交媒体等新兴

平台传播古老文明，在增强历史文化遗产吸引力方面做

了有益探索。现代传播手段可以增色添彩，但博物馆里

的文物是老祖宗留下的瑰宝。在鼓励面向市场灵活创新

的同时，一定要坚持文物为本、保护优先，把人文精神、文

明内涵高高托举，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滋养。

吸收外来，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要共同设

置历史文化研究课题，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对话，

塑造国际学术交流品牌项目。广邀世界同行分享在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收藏、技艺传承和宣传教育等方

面的学术成果，讲清楚古文明全球传播的关键性问题，

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讲清楚中华民族文化所蕴

含的人类命运与共的东方智慧，让历史文化更好凝聚各

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和情感认同。

面向未来，创新历史文化遗产的表达方式。互联网

时代，文化遗产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博物馆也要会讲故

事。坚持专业化与大众化、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紧跟

时代步伐，发挥融合手段，才能让古老文明吸引现代受众

的注意力。要以“融媒体”思维运营博物馆，加强线上线

下传播互动，创造贴近年轻群体的文物展示方式。中国

印刷博物馆正在利用先进媒介技术手段打造数字博物

馆，通过全息影像、裸眼3D，让印刷机等工业文化遗产实

现 360度影像展现，为观展人群创造沉浸式传播体验。

同时，通过与广播电视台合作、进驻短视频平台，录制多

档文化节目，做好传统文明的现代表达。利用历史文化

资源，开发文创产品，也是博物馆的生存之道，有利于历

史文化遗产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人类要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

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蕴藏在历史文化遗产中的

精神内涵，是人类来时的路标，也是未来前行的动力。完

成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守护好文明根脉，用历

史智慧的结晶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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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以其戏剧节而

负有盛名。在 7—8月的戏剧节期间，游客往往

超过 20 万，让这座依然保留着中世纪道路格

局、拥有上百处历史建筑的老城焕发活力。无

论是斑驳古老的城墙，还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教皇宫及阿维尼翁桥

附近区域，都印证了当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

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阿维尼翁老城是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和开发“双管齐下”的缩影。根据法国文化部

的数据，目前法国近 4.5 万座建筑物和 26 万件

文物被列入国家遗产保护名单，另设有上百个

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区域”。这些历史文化遗

产能较好保存原貌并成为当地旅游热点，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法国先进务实、不断完善的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

早在 1830年，法国便成立了专门研究历史

建筑的国家机构。1840 年法国文物建筑管理

委员会诞生，负责对历史文物建筑进行技术分

析与修复。同年，法国颁布《历史性建筑法

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物保护相关法律。

1913年，法国正式通过《历史古迹法》，对“文物

建筑”的概念进行了法律界定，并明确规定文

物建筑因关乎公众利益而受到保护。在该法

基础上，法国陆续推出其他法律法规作为补

充，例如 1930年通过的针对历史景观地保护的

《景观地保护法》，对自然景观以及城市中的特

色景观予以保护。

法国政府不仅通过立法保护文化遗产本

身，还关注文化遗产周围区域以及所在城市的

整体保护。1962 年，法国时任文化部长安德

烈·马尔罗推动制定了旨在保护历史中心城区

的《马尔罗法》，包括阿维尼翁在内的法国多个

城市的老城区都受益于该法。该法在老城区

设立“保护区”，对区域内文化遗产保护和用地

规划进行了详细规定，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维

护了文物建筑所在区域的历史和美学价值。

“如果历史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生冲

突，政府会选择前者。这样的理念对法国来说

意义深远。”巴黎历史遗产基金会负责人若弗

鲁瓦·沙马斯介绍说，为保护巴黎塞纳河畔历

史建筑群，巴黎市政府在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的

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拆除旧建筑，而是

在巴黎近郊发展了新的建筑空间，建设了拉德

芳斯商务区，最大程度保护了历史遗产的风

貌。塞纳河畔建筑群也在 1991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近年来，法国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已不仅仅局限于修复和维护，而是基于社会经

济、生态保护、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实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再利用，使其成为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漫步阿维尼翁历史

遗迹染匠街，沿路可见法布尔故居等保存完好

的历史建筑。

法国各地政府还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

社会教育功能，鼓励更多历史古迹向公众开放。

包括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在内的大多数博物馆对

26岁以下青年免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可免费

参观。每年 9月的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国上万处

文化遗产免费向公众开放。人们在了解国家文

化遗产的同时，也增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本报巴黎电）

法 国

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功能
本报驻法国记者 刘玲玲

在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约 80 公里，湄南河、

华富里河、巴塞河三河交汇，形成了一个天然

河流岛。漫步岛上，一座座古老佛塔和寺庙，

砖红色的残垣断壁饱经风霜，诉说着这里曾经

的辉煌。这里是泰国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大城古城遗址的所在地。

大城古城始建于 1350 年前后，是泰国历

史上第二个封建王朝大城王朝的国都。14 至

18 世纪，大城是一座繁荣富裕、人口稠密的大

都市，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和宗教中心，仅主

岛 区 域 的 各 式 建 筑 就 有 超 过 3000 栋 。 1767
年，大城因战争而损毁，只有石质佛塔、寺庙和

宫殿得以保存。

从 1935 年开始，泰国文化部艺术厅陆续

开 展 对 大 城 古 城 遗 址 的 挖 掘 和 保 护 工 作 。

1976 年，泰国政府宣布在古城遗址基础上建

立大城历史公园，在大约 20 年的时间里，公

园逐步从原有的 289 公顷扩大到了 480 公顷，

最终覆盖全岛以及周边部分村镇。1991 年，

大城历史公园最初的 289 公顷区域，包括玛

哈泰寺、玉佛寺、柴瓦纳兰寺等重要遗迹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大城古

城遗址成为泰国仅有的 3 个历史类世界文化

遗产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历史悠

久的大城古城见证了泰国民族艺术诞生的杰

出时代。

大城历史公园园长素甘雅告诉本报记者，

对大城古城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和保护利用，是

为了让泰国民众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本国的文

化历史。“大城王朝距离我们 200 多年了，但泰

国的民族传统流传至今，保护好大城古城，就

是保护好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素甘雅说。

泰国已通过数部法案，加强对大城历史公

园的规划管理。泰国政府 2018 年出台《大城

历 史 公 园 保 护 和 发 展 总 体 规 划（2018—

2027）》，建立大城古城保护和发展委员会，由

政府每年划拨专门预算。

目前，大城历史公园有宫殿、寺庙、佛塔等

遗迹 500 多处。“大城时代的很多建筑都是木

质雕刻和石质垒砌相结合的，修复这些建筑对

工匠技艺要求很高。”大城历史公园考古研究

员査雅达告诉记者，泰国文物修复专家擅长木

雕，在石质构件的补充和还原技术方面还比较

欠缺，因此经常邀请其他国家的专家参与修复

公园内的遗迹。

泰国文化部艺术厅厅长阿南表示，大城文

明是全人类的财富，文明只有交流互鉴才能得

到发展，通过增加国际合作，大城历史公园文

物将得到更好修复。

如今，大城历史公园已成为泰国著名旅游

景点。据统计，大城每年的游客达到 800 万人

次，其中 70%是泰国游客。为充分发展当地旅

游业，泰国政府在大城古城周边划定了 3 类区

域，要求所有新建筑高度分别限定在 8 米、12
米和 15 米以内。

泰国国家旅游局公关专员披波对本报记

者表示，大城王朝是泰国艺术传统走向成熟

的时期。在修复和保护大城古城遗址的基础

上发展旅游业，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

以弘扬和传播泰国传统文化，让大城古城充

分实现其当代价值。

（本报大城电）

泰 国

“保护好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
本报驻泰国记者 赵益普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目前通车的地铁线仅有

两条半。原计划于 2015年完工的地铁C线在施

工时遇到多处地下古迹，竣工时间一拖再拖，被称

为欧洲“工期最长”的地铁线路。在意大利，工程建

设中若挖出文物，工程需立刻停工，先进行文物发

掘和抢救，再视情况更改工程图纸或取消工程。

意大利目前拥有 54 处世界文化遗产。漫

步在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永恒之城”罗马

或是水城威尼斯，气势恢宏的建筑、精美绝伦

的壁画、历经千年的残垣断柱比比皆是，一巷

一廊、一砖一瓦，都传递着古老的气息。

为了守护文化遗产，意大利建立了一整套

文化和自然遗产法律体系及严密完备的规章

制度。1909年，意大利针对历史、艺术、建筑作

品保护颁布法令；194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写入宪法。当地 100 年以上历史的建筑物，

未经批准不得拆毁或改建，内部装修也须经文

物部门检查、鉴定和批准；除非特批，旧市区原

则上不再增加新建筑；规模稍大的城市要圈出

古城区，限制车辆进入；政府每年将当年税收

的千分之八用于文物保护。

“意大利人对古建筑和古城充满虔诚，用

心守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已经成

为国民的公共道德，也是一种民族自觉和社会

责任。”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高级研究院院长

路易·费加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意

大利在学前教育中，就会向孩子们普及热爱文

化、珍惜文物传承的理念。”

“好好利用不失为最好的保护方法之一，

意大利不少古建筑仍作为办公场所或住宅使

用。以罗马为例，总统府奎里纳莱宫和总理府

基吉宫都始建于 16 世纪。这些古建筑保持着

数百年前的面貌，通过内部翻新加固，以适应

现代居住办公需要。”路易·费加齐介绍，对这

些老楼的利用需恪守文物保护规定，如必须阶

段性维护，翻新时不可变动门窗颜色、材质等。

为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意大利

政府自 1994 年起开始实施遗产“领养人”制

度。在保留遗产所有权、开发权和监督保护权

的前提下，由私人管理方通过市场运作，将文

化遗产的潜能充分开发，实现盈利，收入将反

哺遗产保护。

自 1997年起，意大利在每年 5月的最后一

周都会举办“文化遗产周”活动，所有国家级文

化和自然遗产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通过举办

历史和文化题材的音乐会、研讨会等数百项活

动，提高公众对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和艺术修

养。目前，意大利共有包括“我们的意大利”“意

大利古宅协会”“意大利古环境协会”在内的数

十个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它们不仅为古旧

建筑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承担了与国际文

化遗产保护组织进行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工作。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城内古建

筑鳞次栉比。早在 1988年，这里便成立了著名

的建筑考古实验室。实验室里，数字摄影测

量、剥蚀分析、石质材料修复等日臻成熟的修

复技术，守护着这座古城。

博洛尼亚大学、罗马大学、都灵大学、米兰

布雷拉美术学院等意大利高校，都有历久悠久

且世界领先的考古学、文物保护与修复方面的

高等教育及专业，为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的日臻

完善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智力支持。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需要维持原貌，

也需要做好创新。”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策展人、考古学家阿米莉亚·梅娜向记者表示，

“在如今的古建筑保护工作中，意大利兴建了

全国科技保护维修中心，在对全国古建筑细致

普查、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古建筑数据

库。同时，3D 打印、3D 建模、虚拟现实技术、数

字图像处理、数字摄影测量、数字资料库等先

进科技，也被不断研发并积极运用到国家的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仅如此，意大利也和其

他国家分享相关先进技术。”

意大利佛罗伦萨绘画艺术学院终身院长

克里斯蒂娜·阿迪迪尼表示：“文物艺术品不会

说话。我们努力保护并利用文化遗产，让它们

讲述人类历史中那些深远、伟大的故事。”

（本报罗马电）

意大利

“好好利用不失为最好的保护方法之一”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 韩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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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法国阿维尼翁老城的建筑得到了细心保

护，同时这片区域也修建了无障碍通道、各类商店

和饭馆等，满足附近民众的生活需求。图为旧城墙

附近的一家小餐馆。

本报记者 刘玲玲摄

图②：游客在法国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的镜厅内

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图③：泰国大城古城内景。

本报记者 赵益普摄

图④：意大利首都罗马北部 100 多公里处的白

露里治奥古城，是当地的游览胜地。

本报记者 韩 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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