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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各国一共提交了 37 项申遗项目，其中亚洲占到了 13 项，包含
10 项文化遗产和 3 项自然遗产。亚洲各国为世界遗产贡献了很多新生力量。
除中国外，伊拉克、缅甸、巴林、阿塞拜疆、印度、老挝、日本、印度尼西
亚和韩国都提交了文化遗产申请。伊朗和泰国分别以“希尔卡尼亚森林”

（Hyrcanian Forests） 和“岗卡章森林保护区”（Kaeng Krachan Forest Com-
plex） 申报了自然遗产。

印度尼西亚申报的“翁比林煤矿遗产”（Ombilin Coal Mining Heritage
of Sawahlunto），位于西苏门答腊省，包括了矿区、港口煤炭仓储设施，以及
连接两地的铁路。这座煤矿创建于19世纪末期，一直使用到2002年。其工业
系统展示了 100年来的技术创新、文化交流。有望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项工
业类别的世界遗产。

积极、活跃的申遗态势背后，显示出亚洲各国通过提升对自身文化与自
然遗产的知名度，共同推动了对亚洲文明的认同。

此次申遗项目中，东亚各国一如既往地表现突出。韩国提交了“儒家书

院”，从现存的637个书院当中，选择了9座有代表性的书院申遗。日本提交
了“百舌鸟·古市古坟群”。中国的申遗项目分别为“良渚古城遗址”和“中
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

正在中国北京举办的“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共汇集包
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全部 47 国和埃及、希腊两个文明古国伙伴的 451
件 （组） 文物，体现了亚洲各国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认同程度。

进入展厅，大型环幕上循环播放的亚洲各国世界遗产影像吸引
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从阿富汗的赫拉特城堡到丝绸之路的玉门关
遗址，每一帧精彩绝伦的画面都充分展现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精神内涵。

展厅内，一对来自法国的老夫妻正停留在缅甸竖琴展品前仔细
端详。接受采访时，他们说：“中国举办的这个展览令人印象深刻，
像是在看一个融合了亚洲各个国家文明的集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的同学们也来参观。正在读初中二年级一位同学的感想是：“在
课堂上，我们通过课本了解到亚洲文明的多元特点，但仅通过文字
和图片来领会毕竟是抽象的。通过这次参观，一些历史课本上的图
片真正化做实物展现在眼前，这种感觉太神奇了！”

中国 良渚古城遗址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 （China）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时间：2013.01.29
申报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依据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iii）（iv）

良渚遗址地处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反映出中华文明
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最高成就；并经由它所代表的良渚文化对
其后5000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实证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特征。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
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
落遗址。

中国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
Migratory Bird Sanctuaries along the Coast of
Yellow Sea-Bohai Gulf of China （Phase I）（China）
申报类型：世界自然遗产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预备名单时间：2017.02.28
依据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ix）（x）

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是一个系列申报项目，包括辽
宁、河北、山东、江苏四省。一期申报提名地包含江苏盐城南
部候鸟栖息地 （YS-1） 和江苏盐城北部候鸟栖息地 （YS-2）。
该项目区域一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最关键的
停歇地，大量濒危鸟类选择在此停留。

缅甸 蒲甘
Bagan （Myanmar）
申报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时间：1996.10.04
依据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iii）（iv）（vi）

蒲甘是一座缅甸历史古城。该系列共有8个组成部分，包括3595
个有记载的古迹，其中有佛塔、寺庙和其它用于佛教精神实践的建
筑，以及许多碑文、壁画和雕塑。

蒲甘是中世纪世界最大佛教帝国的中心，其经济和政治功能得到
宗教和王室的支持，为蒲甘文明的鼎盛时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见证，
同时是佛教建筑荟萃的杰出典范。其规模之大令人印象深刻，既是一
股强大的历史力量，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实践。

伊拉克 巴比伦
Babylon （Iraq）
申报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时间：2003.10.29
依据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iii）（vi）

“巴比伦”早在1983年就拟提出申请。
巴比伦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 85公里处，包含了巴比伦

古城的遗迹、城墙和寺庙，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大和最古老的定居点
之一，在人类文明、考古遗址、历史城市等方面都有相当重要的价
值。

意大利 科内利亚诺和瓦尔多比亚代内的起泡酒产地
Le Colline del Prosecco di Conegliano a Valdobbiadene（Italy）
申报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时间：2010.10.05
依据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v）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除了独特的山地风光，还有着由葡萄园、
森林、小村庄和农业组成的充满生机的景观。从17世纪开始，在被
称为“ciglioni”的陡坡地区建立了草地梯田间狭小的葡萄园，从而
创造了独特的棋盘状图案且与斜坡平行或垂直。在19世纪，当地农
民发明出了一种被称为“bellussera”的葡萄树特殊栽培技术，从而形
成了这一景观的美学特征。

亚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广袤、人口与民族最多
的大陆，也是人类古老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亚洲各国积极申报世界遗产
高 佳

法国申报的“法属南部领地和海域”（French Austral Lands
and Seas （France））自然遗产项目，位于南纬37°至50°之间，是南
印度洋最大的稀有陆地，包括克罗泽群岛、克尔盖伦群岛、圣保罗
群岛和阿姆斯特丹群岛。由于它们的海洋学和地貌特征，这里的
水域构成了丰富多样食物链的基础。这个位于南印度洋中部的
绿洲是世界上海鸟和哺乳动物最集中、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

各国的推荐都很精彩

今年，应是世界遗产的丰收年。
饱经战乱摧残的文明古国伊拉克，终于在2019年申报了在人类文明史上

有重要意义的“巴比伦”（Babylon）。
德国一下子推荐了 3 项，其中自己只申报了“奥格斯堡市水管理系统”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of Augsburg），另两个项目都是跨国申报：与捷
克联合申报了“厄尔士山脉矿区”（Erzgebirge/Krušnoho í Mining Re-
gion），联合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申报了“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界 （西

段）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 The Danube Limes（Western Seg-
ment））。

跨国申报，不仅事实上可以增加单一国家的世界遗产数量；更重要的是
其本身就会成为国与国之间交流的纽带。中国的 50 余项世界遗产中，只有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一项是联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
跨国项目，显然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领域，可以合作的情景很广阔。

起泡酒、驯马场、天文台，也能申遗？

梳理今年的申遗名单，不难发现一些看起来“另类”的项目。比如意大
利申报的是一处起泡酒的原产地 （Le Colline del Prosecco di Conegliano a
Valdobbiadene），捷克申报了一处马匹繁育和训练基地 （Landscape for Breed-
ing and Training of Ceremonial Carriage Horses at Kladruby nad Labem），英
国申报的则是二战后才开始兴建的一座天文台 （Jodrell Bank Observatory）。
早期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大多是在各国历史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丰碑或地
标，但世界遗产名录的发展趋势，明显不再只是各国奇迹的集锦。它在文化
遗产领域的不断开拓，既有学术和理论方面的探索，更迎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服务宗旨。

意大利申报的起泡酒产地项目，对许多国家深入发掘传统农业、日常饮
食起居方面的文化价值，会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捷克的马匹繁育和训练基
地，其实是近500年来哈布斯堡王朝宫廷文化的一个投影。2015年，奥地利将

“传统骑术及其在维也纳西班牙骑术学校高中部的教育与传承”申报为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捷克此次申报的项目恰恰使二者构成了相互印证关
联。这也是动物文化史应用到文化遗产实践领域的绝好说明。在我国传统农
牧渔猎历史中，也留存有极多利用动植物进行生产生活的痕迹。这些遗存从
建筑角度看比较普通，从大众角度看美学价值也不大，但在历史文化领域自
有其独特的“讲述真实故事”位置。或许，这是捷克这个项目给我们的启示。

英国在二战后兴建的卓瑞尔河岸天文台，拥有世界第一座超大全动式射
电望远镜，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座天文台被推荐列入世
界遗产，让许多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价值空间：如何以“未来的遗产”为视
角，系统采集、妥善保存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保护当代科学与工程成就。

文化景观受青睐

各国申遗名单中，文化景观项目比比皆是。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领
地 （Budj Bim Cultural Landscape） 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圣山景观 （Risco
Caido and the Sacred Mountains of Gran Canaria Cultural Landscape），从西

班牙的地中海山区农业文化景观 （Priorat-Montsant-Siurana， Mediterranean
mosaic， agrarian cultural landscape） 到比利时的乡村—工业转型景观 （Hoge
Kempen Rural-Industrial Transition Landscape） ……除英国天文台之外，美国
建筑师赖特设计的8座建筑也被推荐。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刚刚去世的贝聿铭，
他在中国、法国、卡塔尔、日本、美国，也留下众多名作，能否成为这个名
单上未来的一员呢？在中国文化遗产的发现与保护过程中占有奠基之功的营
造学社，能否被阐释出精彩的中国故事呢？我想，这应该是关心、热爱世界
遗产的人们共同的心愿吧。

无论是否列入名录，这些——

文明印记与自然馈赠
都值得尊敬和向往

乔鲁京

2019 年 ，
世界各国推荐
了哪些精彩的
文化和自然遗
产项目？

2019年6月30日至7月10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日前，作为专
业咨询机构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对各国提交的37项申
遗项目作出评估。

本版资料 选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http：//whc.unesco.org/en/sessions/43COM/documents/

积极、活跃的申遗态势背后，显示出亚洲各国通过提升对自身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知名
度，共同推动了对亚洲文明的认同。

卓瑞尔河岸天文台是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部分，位于英格兰
西北部柴郡东部的乡村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的射电天文观测台
之一。这个天文台包含了许多射电望远镜和附属功能性建筑。
周围环绕着开阔的乡村，可避免无线电干扰。

上图：来自法国的参观者说：“中国举办的这个展览令人印象深刻。”上图：来自法国的参观者说：“中国举办的这个展览令人印象深刻。”

热闹的亚洲文明展
刘林伟 王玉莹 文/图

热闹的亚洲文明展
刘林伟 王玉莹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