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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
在意大利人眼中，保护文物就是保
护他们的生活品质

图为经过维修后
的茶胶寺北内长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公元 1296 年，温州人周达观奉命随团到
真腊国 （在今柬埔寨境内） 考察，将吴哥王
宫的盛况记入 《真腊风土记》。
700 多年后，柬埔寨又将吴哥古迹中最核
心的部分——王宫遗址正式交给中国工作队
进行综合研究、保护与修复。“王宫遗址修复
项目不仅涵盖了对古迹的保护与修复，同时

也将着重于王宫遗址整体的考古研究以及石
刻保护与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日前，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队相关人员已
进入王宫遗址进行勘察。摆在眼前的不只是
一份信任，也是保护吴哥古迹 26 年来的一次
新挑战。

世间所有美好，都无法一蹴而就。同诸多历史城市一样，博洛尼亚城
市保护也是经历过挣扎和斗争。博洛尼亚在二战时期遭受过炮火的洗礼。
幸运的是，在战后重建时，第一个被纳入修复计划的就是城市中古罗马和
中世纪时期的遗址遗迹，因为人们懂得它的文化价值。这同时也表明了城
市决策者对文物古迹的重视。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
运动时期与巴洛克时期的古迹，基本上都是二战后修复的。
博洛尼亚这座城市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欧洲具有独特历史价
值、保存最好的中世纪古城之一。欧洲乃至世界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
大学就坐落于此。这里还诞生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文化巨人和科学巨人，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这座城市令人神往的主要原因。它最迷人之处是当你漫
步在受到完整保护的历史城区，所有曾经关于中世纪古典精致生活的遐
想，都会在不经意间变为可以触碰的现实。
这一份美妙的体验得益于保护，但这种保护并非为了满足游客猎奇、
尝鲜的愿望，也不是政府主导下刻意营造的一场表演。它所代表的是所有
博洛尼亚市民共同的选择，是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过往所给予的温情。在意
大利人眼中，保护文物就是保护生活品质。这些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历史文
化遗产，就是城市的形象和灵魂，也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和竞争力，在他
们心中无法想象一座缺乏文化内涵的城市能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一年前，我放下北京的一
切，带有几分任性地来到意大利
留学。众多城市中，我选择了博
洛尼亚，让它走进了我的生命。

中国
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
去做“文物援外”
本报记者 赵晓霞

那一年，参与周萨神庙维修保护
工程的中国专家姜怀英到达吴哥古
迹，面对约 30 亩的范围、5000 余块散
落的构件，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从 1988 年起 参与国际合作
将日历翻回到 1992 年，吴哥遗址被列入 《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由于遗址本体与环境
的破坏十分严重，又被列入世界濒危文化遗产名
录。1993 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拉开大
幕。作为最早参与者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吴哥古
迹保护——从 1998 年开始，先后在周萨神庙和茶
胶寺分别开展了保护修复项目，目前两项目均已
完成。
作为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参与的文化遗产保
护国际合作项目，周萨神庙维修保护工程是中国
参与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的第一期援助项目，
于 2000 年正式动工。
那一年，参与周萨神庙维修保护工程的中国
专家姜怀英到达吴哥古迹，面对约 30 亩的范围、
5000 余块散落的构件，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
力：“那时，修复保护吴哥古迹以欧洲人为主，
他们说，中国的文物是木结构为主，你们没修过
吴哥窟，没有经验。没个 3 年 5 年，你连吴哥的
门都进不来，还能修好？”
2008 年末，周萨神庙维修保护工程顺利告
竣，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队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
——修复后的周萨神庙基本恢复了原有建筑格局
与艺术风貌。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以实际行动回
答了 8 年前的“质疑”。“该工程赢得了柬埔寨政
府、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同行的高度赞誉。” 柴晓
明说。
“我们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相
关理念、法规、宪章、准则为依据，
以中国保护实践为借鉴，非常完整地
完成了茶胶寺的修复保护。值得注意
的是，相关研究贯穿整个修复过程。”

“茶胶寺是一个转折”
除中国外，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与研究的
国家还包括法国、印度、日本、美国、德国、意
大利等。法国保护修复癞王台、豆蔻寺等；日本
保护修复巴扬寺、斑黛喀蒂寺、吴哥寺北藏经阁
等；意大利保护修复比粒寺；德国保护修复神牛
寺和吴哥寺雕刻；美国保护修复圣剑寺和塔逊
寺；瑞士保护修复女王宫……各国在合作保护的
同时，也在这个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的

竞技场上各显身手。
从周萨神庙维修保护起，中国已参与吴哥古
迹保护 20 余年。“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是一个转
折。”柴晓明说，“从文物保护行业来说，对茶胶
寺的修复，展现了中国的文物修复保护理念、传
统技艺和技术水平，也体现了我们对文化遗产的
认识水平。”
茶胶寺是吴哥遗址中最雄伟且具有典型特征
的庙山建筑之一，代表了公元 10 世纪末至 11 世
纪初吴哥庙山建筑发展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
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相关理念、法规、宪
章、准则为依据，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借
鉴，非常完整地完成了茶胶寺的修复保护。值得
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贯穿整个修复过程。”柴晓
明说，“同时，我们为柬方培养了一支文物保护
工程技术团队。”
正如相关专家所评价的：“茶胶寺项目使文
物保护中国队从与其他国家队齐头并进，逐渐变
成了领跑者之一。”
一系列文物保护援外工程的开展，
体现了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实力和
担当，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的影响力。

逐步展现出独特的活力
在中国文物援外之路上，吴哥古迹保护无疑
是成功的范例。“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的
宝石——吴哥窟的保护与发展贡献巨大，项目质
量优异。这大大加强了该国的国际行动力和普遍
影响力。”保护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科学常
务秘书阿泽迪纳·贝肖克教授如是评价。
但参与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只是中国文
物 援 外 之 路 的 起 点 。 2014 年，中乌双方决定在
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选择历史文化
遗迹共同开展修复保护工作，包括阿米尔·图拉
经学院和哈桑·穆拉德库什别吉清真寺文物本体
保护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
相关专家认为，中乌在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
进行合作修复，体现了和平、合作、共享的新丝
绸之路精神。
2015 年 4 月尼泊尔地震后，作为“加德满都
谷地”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九层神庙局
部倒塌，整体变形严重。中国政府迅速展开援
助行动，国家文物局选派专家组实地调研，形
成了 《中国政府援助尼泊尔文物修复建议的报
告》。最终，九层神庙保护修复项目成为中国在
尼 泊 尔 首 个 大 规 模 文 物 援 外 项 目 。 2017 年 8
月，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
“一系列文物保护援外工程的开展，体现了
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实力和担当，提升了中国
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柴晓明说。

修复前

左图为修复
前茶胶寺二层台
东南角及角楼。
（图片来自网络）

“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后，
第一时间请中国文物专家参与讨论。
国际文物保护需要中国的参与，说明
我们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由跟随者变成参与者
“中国参与一系列文物保护援外工程，大
大推进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其中
也包括文保技术的进步。”柴晓明说，“在这个
过程中，中国也从跟随者渐渐变成了不可或缺
的参与者。”
在柴晓明看来，在国际文物保护领域，中
国的参与度逐渐提升，为国际文物保护注入了
新的活力。“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物古迹不仅数
量大，而且种类多，包括遗址、墓葬等，我们
的文物保护实践给国际文物保护界提供了活生
生的例子。”柴晓明说，“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
火灾后，第一时间请中国文物专家参与讨论。
国际文物保护需要中国的参与，说明我们得到
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这认可也是中国文物保护界和国际同行不断
交流经验、不断思想碰撞的结果。
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队”，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参与了多个文物援外工程。在项
目开展过程中，中国文物保护专家和国际同行
不断讨论，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在这种互
动过程中，大家的文物认识和文保技术都在不
断提升。
柴 晓 明 举 例 说 ：“ ‘ 修 旧 如 旧 ’‘ 最 小 干
预’是文物保护的国际共识，但在这些共识
下，各国又有自己的做法。在吴哥古迹保护修
复过程中，如果确定用古代的方法解决不了，
需要引入现代的技术和材料时，我们强调要
‘可逆’，即随着材料和技术的发展，材料可以
随时更换，而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破坏。但也
有别国专家提出不同意见。正是在来自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专业的各国专家与学者的相互学
习、交流、激励过程中，逐步凝练出具有国际
视野的文化遗产保护学术体系与研究成果。”

链接：
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8 年 12 月 ， 我 国 文 物 援 外 在 周
边国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项目链。
其中历史古迹保护修复覆盖 6 个国家
8 个项目。具体包括蒙古国科伦巴尔
古塔抢险维修项目、缅甸蒲甘佛塔
灾后抢险工程等。

修复后

图为茶胶
寺二层台东南
角及角楼修复
后的情景。修
复的过程中，
使用了许多经
过反复论证的
新技术。

情感的坚守

完整地保护

博洛尼亚历史城区
保护随想
于龙成 文/图

既保护物质空间环境，又维持现有的
社会结构、活力和城市生活
战后，意大利的经济逐步复苏，可绝大多数城市的老城中心却面临着
严重衰败的物质环境、恶劣的居住条件和衰退的社会活力等问题，因此，
在意大利文化知识精英和左翼执政者的积极介入下，在 《1969 年博洛尼亚
城市总体控制性规划修编》 中提出对历史中心进行“整体性保护”，也就
是既保护历史中心的物质空间环境，又维持现有的社会结构、活力和城市
生活，即所谓的“社会保护”。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保护政策，今天的游客
和市民可以在城市里完成古今的穿越。
当然任何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维护和坚守一种选择更是如此。生
活在博洛尼亚的居民也为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忍受着诸多不便，特别是居
住在中心城区的市民。举一个我感受很深的例子：受限于政府颁布的对于
古建筑的保护政策，很多居民建筑不能安装电梯。年过七旬的老人，从超
市满载而归，他们也只能步行爬楼回到家中。面对这样一种并不轻松的生
活常态，他们还能回应以微笑，这总令我不解。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用
不流利的意大利语询问那些老人家，他们给出的回答令我为之动容。让他
们甘愿忍受诸多不便的原因只有一个：对旧时光的纪念，对逝去人的怀
念。有位老奶奶告诉我，她祖父一辈就已经住在这里。在她还是孩子的时
候，看到她的爷爷就是每天这样出入。她忘不了祖父祖母相互搀扶、上下
楼梯的情景。她每次走在楼梯上的时候，往事的记忆就会浮现在眼前，仿
佛自己的人生岁月未曾老去，阴阳相隔的亲人也依旧真实而亲切地活在自
己身边。此外，城中心区域对车辆的限行和禁行、道路交通网的规划设
计、地下管道线路的铺设维修、垃圾分类的回收处理等细枝末节的管理问
题也在不断向管理者和市民发出挑战。政府和市民也都在竭尽所能给出相
对妥当的处理方案。

同样也面临长期、持续、繁杂的管
理难题
不仅是博洛尼亚，任何一处世界遗产在获得对其突出普遍价值的认可
之后，所面临的就是长期的、持续的、繁杂的管理难题。在中国，历史名
城的保护一直是备受瞩目的话题。在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中，人们
常常在争论和探寻保什么、如何保？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学术层面，在技
术和形式的选择上可以说虽已绞尽脑汁，但到头来还是难获好评。对管理
问题研究不够和实践不成熟，是造成效果往往不及预期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拆毁的远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对其所承载的情感记
忆。情感纽带的断裂，抹去了我们对于昨日的最后一点留恋，也埋葬了代
际之间本就脆弱的传承欲望。如果我们不是为保护一座“城”，而是求再
续一段“缘”，一切会不会有所转变？
于龙成：
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现就读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
学文化遗产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