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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弹丸小岛，曾引起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华侨文化和西方
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繁荣的“国际社区”应运而生。

30 多年前，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
志来到这里，主持编制 《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开启了科学保护鼓浪屿的新篇章。

而今，业已戴上“世界文化遗产”桂冠的鼓浪屿，正如
宝石一般映射时代进步的流光溢彩，散发愈加夺目的文化
之光。

聆听着鼓浪屿之波，我们寻获的不仅是一段段动人
往事，还有传承历史文脉、唤醒文化自信的启示录。

耀世荣光 饮水思源

100多年前，当英国传教士马约翰踏上鼓浪屿时，海
浪穿过岩石洞口，发出阵阵击鼓一般的涛声。他写道：

“山谷、平原、沙滩和高高的悬崖，还有海角，明媚的景
致使这座小岛成为中国沿海最美的岛屿之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座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曾
是一座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19世纪中期厦门开放为通
商口岸后，本国居民、归国华侨、其他国居民汇聚于
此，岛上先后建起千栋风格各异的建筑，艺术、文学、
教育繁盛一时。

然而，上世纪 80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的习近平同志来到这里时，鼓浪屿的状况令人担忧。

“岛上有的渔民还在砍伐林木烧火做饭，很多老别墅
年久失修，一片荒凉……”鼓浪屿游览区管理处副主任
章维新回忆当时的景象说。

1985 年，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 《1985 年—2000 年厦
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附件《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
及其旅游开发利用》中指出：“考虑到我国城市和风景区
的建设中，能够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
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
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

国之瑰宝。这座小岛，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在领导编制首部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在经济特区发展经济
的同时要保护好“海上花园”风貌，通过自然环境 （特
别是海景） 的保护、风貌建筑的修复、特色文化精粹的
弘扬并与时俱进、公众服务设施的建设，打造城景交
融、自然人文有机统一的独特“鼓浪屿品牌”。

鼓浪屿靠海，沙滩、岩石、花木等自然环境是不可
多得的旅游资源。当时在厦门市旅游局工作的彭一万感
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些保护鼓浪屿的理念，超前得

“令人吃惊”。
“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我们用了近一年时

间，把包括鼓浪屿在内的厦门风景名胜区的古树名木和
风貌建筑‘家底’都摸清了。”章维新说。

鼓浪屿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习近平都格外珍
视、屡屡关心。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调研时，再次指出鼓浪屿要摆到更
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鼓
浪屿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 ……秉承着当年的战略规划，一系列
法规措施应运而生、相继出台，严格保护着全岛931处历
史风貌建筑和183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重耕看来，当年的发展
战略，不仅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
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厦门市按照发展战略的指导思
想，将鼓浪屿上不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工厂、机构搬出岛
外，腾出更多空间绿化。紧接着，又实施行政区划调整，专
门成立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更有针对性地
对鼓浪屿进行有效的直接管理和保护。

2017年7月，这个小岛摘取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桂
冠。“耀世荣光，饮水思源。岛上的一草一木都应该记住
这段保护的历史。”章维新说。

传承文脉 留住乡愁

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
古迹遗址散发出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情。有人
说，在鼓浪屿，一步一个城，走着走着，便环游了世界。

每一栋历史建筑的保护背后，都凝结着前人的努力
和心血。

隔海望去，鼓浪屿上红色大穹顶的八卦楼格外显
眼。当年负责修缮这座鼓浪屿“地标”建筑的鼓浪屿申
遗顾问龚洁，对一段往事念念不忘。

兴建于1907年的八卦楼，上世纪60年代后被用作电
容器厂厂房。1983 年，厦门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在此建设
博物馆。彼时的八卦楼，令前来探访的龚洁感到“惊心
动魄”：楼里被三个单位切割成“盘丝洞”，地下室住着
10多户人家，楼板随脚步而颤抖……

搬迁、翻修过程中，龚洁为筹集经费伤透脑筋。时任
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在鼓浪屿听完龚洁的
汇报后，指示有关部门拨出30万元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如今，八卦楼是风琴博物馆，70 台来自英、法、
德、澳、美等国的名琴每天吸引着大量游客的目光。

妥善保存的建筑，是文脉传承的载体；代代铭记的
历史，则是鼓浪屿的灵魂。

这里曾是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哨之窗，徐
继畬从侨居于此的传教士雅裨理手中获得素材，编著了

《瀛寰志略》。

这里曾是开风气之先的国际社区，岛上的幼儿早在
1898 年便有机会接受蒙台梭利教育；林语堂、林巧稚、
周淑安……完备的教育设施、中西融汇的教育理念让鼓
浪屿上星光熠熠。

这里，每一栋房子都有故事，每一条道路都铭刻传奇。
申遗过程中，“传续文脉、留住乡愁”被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当地通过展览、演出、体育活动等全面挖
掘、梳理岛上文化，并鼓励民众让文化“活”起来。

音乐是鼓浪屿最知名的特色。最盛时，鼓浪屿拥有
近500架钢琴、近百个音乐世家。申遗过程中，家庭音乐
会等传统得到发扬光大。

在标着“建于 1897年”等字样的重点历史风貌建筑
里，年逾古稀的雷永平弹着尤克里里，与弹着夏威夷吉
他的老伴叶恩慈一起，演奏《鼓浪屿之波》。

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帮助下，雷永平和老伴召集了
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雷厝乐队，成员有医生、
银行家、老师等。

“弹琴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赚钱，纯粹出于热
爱，这是鼓浪屿音乐文化的传统。”雷永平的女儿、“70
后”的雷晶晶说，当地政府鼓励音乐“业余选手”，奖励
雷厝乐队资金购买乐器，还为老人们在鼓浪屿音乐厅提
供了一间专业练琴房。

文化自信 绽放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
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
厚滋养。”保护世界遗产，既是为了延续
民族的精神血脉，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
对人类文明的担当。

“鼓浪屿申遗成功，意味着它成为人
类遗产最精华的一部分。申遗成功的背
后，体现了我们国家和人民在文化自信
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厦门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副局长、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
副主任李云丽说。

鼓浪屿申遗顾问、清华大学国家遗
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难忘，在鼓浪屿申
遗的9年间，那些岛上居民自发组织起来
的助申行动：

在岛上生活 67 年的鼓浪屿家庭旅馆
协会会长董启农组织270多个家庭旅馆开
展摄影、读书等各种文化沙龙，让更多
的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体验岛上的
文化；

褚家园咖啡馆的老板谢绵聪整理展

出数百张家族传承的老照片，为世界各国的专家一次次
讲述鼓浪屿百年来经历的民族兴衰；

几十位年轻的音乐人聚集起来，发掘整理鼓浪屿的
音乐篇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考察组展示鼓浪
屿的人文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吕舟说，“在鼓浪屿申遗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
到：只有发自内心重视、认可、挖掘自身文化，才能更
好地形成保护上的长效机制。”

在生活节奏加快、全球化浪潮加速的大环境下，鼓
浪屿和很多世界遗产地一样，面临着如何处理和平衡原
住民与外来者、老龄化与年轻态、商业利益与人文传统
等诸多关系的复杂挑战。

近年来，通过政府主导、专业团队指导、社区广泛
参与和全社会高度关注，鼓浪屿申遗立足于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按照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展示的高标准和严
要求，全面强化文化、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和规范管理
与国际接轨。

鼓浪屿在申遗过程中重新绽放出的文化之光，令近
年来专注于鼓浪屿申遗工作指导的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
与考古司世界遗产处的黄晓帆感慨万千。

“拥有优秀的公民素质和主人翁精神，在自觉与不自
觉中成为鼓浪屿文化的传承者和推广者，影响并吸引着来
鼓浪屿游览、生活、工作的每一个人。”黄晓帆说，“鼓浪屿，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样本。”

（据新华社厦门8月21日电 记者施雨岑 许雪毅
吴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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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珍视的那个瑰宝如今愈加熠熠生辉习近平总书记珍视的那个瑰宝如今愈加熠熠生辉

鼓浪屿鼓浪屿，，一草一木总关情一草一木总关情

鼓浪屿海边沙滩。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鼓浪屿海边沙滩鼓浪屿海边沙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魏培全摄摄

在鼓浪屿协和礼拜堂广场前，几名演奏者在进行演出彩排。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 电 （记 者 闫 子
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1 日在回应日本防
卫省希望加快引进美陆基宙斯盾导
弹防御系统时表示，中方希望美日
双方慎重行事，为促进本地区和平
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18日，美军参联会主
席邓福德在东京与日本自卫队统合
幕僚长河野克俊举行会谈。针对日
防卫省希加快引进陆基宙斯盾导弹

防御系统，邓称，美将提供帮助，
美日整合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很重
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国政府一贯认
为，反导问题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和
大国互信，应慎重处理。各国既要
考虑自身安全利益，也要尊重其他
国家合理的安全关切，要共同遵循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

减损的原则，共同维护
和 平 稳 定 、 平 等 互 信 、
合作共赢的国际安全环
境。

她表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
有关动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密切关注。日美同盟开展双边
军事合作应确保不损害第三方利
益，不损害地区和平稳定。“我们
希望美日双方慎重行事，为促进本
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
不是相反。”

据新华社北京8月
21 日 电 （记 者 闫 子
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1 日证实，15 日印
方在中印边境西段采取激烈动作造
成中方人员受伤，中方表示强烈不
满。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印度政府上周称，在中印边界西段
的班公湖地区附近发生了中印士兵

相遇事件，并疑似有视频显示当时
双方互相推搡、互掷石块。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经中方核实，8 月
15日，中国边防部队对中印边境西
段班公湖地区实控线中方一侧进行

正常巡逻，受到印度边防
部队阻挠。其间，印方采
取激烈动作，冲撞中方人
员并与中方发生肢体接

触，造成中方人员受伤。
她表示，印方此举违反双方就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达成的有关
共识，危及中印边境西段局势。中
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已通过涉
边渠道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记 者 闫子
敏） 针对日本自民党
决定组织议员游说加拿大政府与安
大略省议会以阻止设立“南京大屠
杀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1日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一段不容
抹杀的惨痛历史，只有以史为鉴，
才能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此前向安

大略省议会递交了一份议案，要
求将 12 月 13 日作为“南京大屠杀
纪念日”，安大略省议会将在 9 月
对议案进行审议。日本媒体 20 日
曝出，日本自民党决定组织部分
议员游说加拿大政府与安大略省
议会，阻止纪念日的设立。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
意到有关报道，对加拿
大安大略省议会有关方

面的动议表示欢迎。今年是南京大
屠杀80周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
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
的严重罪行，是一段不容抹杀的惨
痛历史。只有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以史为鉴，才能避免战争悲剧重
演，才能真正维护和平，开创未
来。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表
示

日美军事合作应确保
不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对印方采取激烈动作造成
中方人员受伤表示强烈不满

南京大屠杀惨痛历史不容抹杀

8 月 21 日 ，
中国首次组织的
航天员海上救生
训练在山东烟台
附近海域圆满结
束 ， 16 名 中 国
航天员和 2 名欧
洲航天员参加了
这次训练。

图为中国航
天员杨利伟（中）
等参加海上救生
训练。

新华社发

中欧航天员训练海上救生

本报北京8月 21日电 （叶晓楠、郑园园）
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今天在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正式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安七
一在成立仪式上表示，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
的成立，标志着藏研中心在开展藏文文献收集
保护工作中迈出坚实一步。

据介绍，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是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成立的藏文文献资源信息收集和存
储中心，旨在为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服务，为
科学研究提供信息资源。

该数据中心主要依托藏研中心图书资料馆
图书资料存储和查询系统，建立模拟数据库，
存储和保护藏文文献资源数据，并将逐步建立
健全现代化的、高水平的藏文文献资源数据的
存储、保护、查询和使用系统。

藏文文献资源门类众多，数量巨大，据不
完全统计，全国藏文古籍文献的藏量约在200万
函左右。从 2015 年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启动
藏文古籍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对北京、西藏以
及青海、甘肃、四川藏区的藏文古籍文献资料
进行集中收集。截至目前，已经收集藏文古籍
资料 4万余函 （部），为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
的成立打下坚实基础。

在收集和整理藏文古籍文献中，首次对布达
拉宫、罗布林卡的部分古籍目录进行了整理，其
中有些是被认为早已失传的噶当派、噶举派、希
解派等早期孤本文献资料。目录中所涵盖的内
容涉及显、密佛教在内的宗教文献，以及历史、传
记、文法、文学、医药、天文历算等诸多领域，且为

《大藏经》类文献内容里所没有著录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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