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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的“第一期”

申遗后
盐城如何做

段易成段易成

“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是中国获得
的第54项世界遗产。它于2017年2月进入预备名单，2018
年 1 月申报，10 月接受评估；2019 年 5 月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 （IUCN)建议推迟，旋即又在 7 月的世界遗产大会上
出现神奇反转。

（一）
列入是附条件的。大会的决议约定了在未来第二期内

必须达到的目标。恰好，如果申遗成功，中国拥有的世界
遗产数量就有望进入“第一”。于是这次申遗过程引来五花
八门的解读和判断。惊奇、兴奋、不解、揶揄再加上亲历
者历来“不吭声”，使得那片未被熟知的野生世界，一下子
成了跌宕起伏故事中的“戏精”。

自然遗产申报，本来就比文化遗产更为复杂艰难。许
多价值不能靠解读，还要算数据。我们为啥要为那些叽叽
喳喳的鸟儿浪费一个宝贵的名额，申请一项世界遗产呢。

那些系列提名地，是世界上一些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
的关键停歇地、越冬地或繁殖地。而近十年来，这里又迅
速进入经济开发的视野。科学家和公益组织已经为此研究
和呼吁多年。所以这条线，这些点，早晚会成为公众话
题，早晚得更出名——不是成为生态文明的范例，就是演
示了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中的无奈。

申请世界遗产，还不是只说清价值那么简单；根据
“操作指南”第 78条，要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才算合
格。于是，这个遗产名录中第1098项遗产，就不是敢不敢
去“摘”的问题了，也远远不只意味着炫耀荣誉和引游客
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消极易于积极，保护难于开

发。这个事有多重多沉，不就明摆
着么。

鸟儿才不管啥人类的烦恼。它
一路飞越多个国家。请大家各自认
领麻烦好了。于是，中国在许多专
家惊讶的目光中，在人类活动最为
积极和生态干预最为密集的区域，

去申请一项自然遗产。
这时，不妨高看一下我们自

己，至少不要吝啬鼓励的目光与
掌声。

（二）
在申遗成功当天，还出现了

一个有意思的“为鸟致辞”场面。
中国代表的致辞是：“我要感

谢这个结果，我们都非常清醒地
认识到，此次列入世界名录，并
不只是一个庆祝，更是任重而道

远。”随后，提出修正案来促使提名通过的澳大利亚专家发
言：“我们深深地被此次项目成功所激励，我们也会好好保
护澳大利亚境内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IUCN代表发言
时，反复表达“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在此之前，IUCN对

“第一期”给出的考察意见是“推迟”,那此时为啥不因被
推翻而沮丧？“如果了解了大背景以及我们所有人追求的最
终目标，就可以理解其他参与者的出发点。如果你们能意
识到我们不是项目成功的障碍，相反，我们可以看做大会
的另一种创新演绎。”

国际鸟盟的代表 7 年前就来到盐城湿地调研。“7 年
前，当我们完成这项报告时，大家都很绝望，因为当年黄
海滩涂被开垦的速度是外界了解的10倍。当时我们估计将
有20至30种鸟类因此而灭绝。”随后，在描述了共同进行
的努力后，他又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想中国非常了解候
鸟，也清楚它们是如何将国与国、人与人连接在一起。你
们在这方面的体会比我遇到的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深刻，这
也是为什么大家如此坚定并乐于与中方合作。”

没错，这就是多边！这就是创造世界遗产价值中的合
作。在这个联合国至今最成功的“文创产品”中，每一方
都有目的，有积极也有妥协；但要努力去创造都能接受的
方法。同时，也要让大家相信你说出来的话。

我认为这个“为鸟致辞”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内心
的。虽然价值观不尽相同，但这背后，是人们相信：中国
人开始从国家治理高度来推动解决人与自然的平衡难题，
并以此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在写下这篇文字，复盘这项围绕着鸟儿命运而进行
的大规模人类活动时，京城已近清晨：阳光还没有升起，
早高峰尚未到来，叽叽喳喳的鸟儿吸引我驻足窗前。即便
在窗外不大的林中，10 年来出现的不争事实是：各种鸟
鸣，要比以前多得太多了——正是那片充满活力的、并行
的世界，带给了我许多生活的愉悦。

不妨，在“第二期”的成果上，同样看好一下中国
人，并由此看好这个世界的未来。

齐 欣齐 欣

为什么要继续做“第二期”

“世界遗产”：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在候鸟保
护方面，有什么突出价值？

陈耀华：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有世界上面积
最大的连续分布泥质滩涂海岸，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
区之一，因而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一全球关注的候鸟
迁徙路线上的关键鸟类栖息地。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一些
濒危物种在此停歇、越冬或繁殖，比如全球仅存百余只
的中华凤头燕鸥，全球仅存数百只的勺嘴鹬，全球野生
迁徙种群仅存 1000余只的丹顶鹤以及全球几乎所有的小
青脚鹬、大滨鹬和大杓鹬。同时，该路线又是一条最脆
弱的迁徙路线，保护压力巨大。因此，中国黄 （渤） 海
候鸟栖息地在保护和科研方面都具有十分突出的普世价
值。

“世界遗产”：在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申遗过程中，获得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及一些
国际组织的支持，这种支持说明了什么？

陈耀华：首先，江苏盐城的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是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支持的
基础。

其次，这体现了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的精神。因为该公约的宗旨是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实施
全球共同保护。

第三，黄海生态区的保护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力推的一个项目。2012年于韩国济州岛举行的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票通过一项
关于保护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尤其是黄海海区候鸟
的决议，凸显了黄海海区在全球的重要性。2016年于美
国夏威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联盟再
次通过一项关于保护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尤其是黄
海海区潮间带栖息地和水鸟的决议，呼吁在黄海地区以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形式促进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最
后，这种支持是对中国政府以及江苏省、盐城市责任担
当的肯定和赞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自然遗产和生态环
境保护，而在盐城这样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处理好
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将为国际社会遗产保护提供中
国模式，贡献中国智慧。

2022年1月31日要报出申遗文本

“世界遗产”：在您看来，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
地 （第二期） 申遗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

陈耀华：每个提名点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是整个系
列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境内最北端的水鸟停歇地，
是大滨鹬、大杓鹬等水鸟的重要停歇地。

所以，二期申报工作首先要制定一张时间表。从
2023 年第 47 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的时间倒推，2022 年 1
月 31日，要报出申遗文本；2021年 6月要完成包含全部
14个提名点的整体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9月申遗文
本要送世界遗产中心预审；所以明年就要开始进行相关
申遗准备。可以说时间非常紧，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其次，画好一张路线图。要由国家林草局牵头各有
关省、市人民政府成立联合申遗领导机构、管理协调机
构及工作机构；尽快组织申遗文本专家团队，考虑到工
作量大，可以考虑提名点先各自编制申遗文本和保护管
理规划；加强各提名点资源本底调查、范围界定、价值
提炼；编制整体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要进行提名
点的环境整治，达到世界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要求。

关键是地方政府要有高度责任感

“世界遗产”：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二
期）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将面临哪些挑战？

陈耀华：最大的挑战是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从申遗准备时长来说，时间压力很大。从保护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来说，我们刻不容缓。如果到栖息地
现场看，就会切身地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的压
力会越来越大。

同时，任务也很重。首先，从组织方面来讲，地方
政府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来统筹规划。

其次，从提名点保护状况来看，保护和发展之间的
压力巨大，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
区，产业优化、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刻不容缓。严
格保护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已经是中国政府的
庄严承诺，国家也已经发布了关于海岸线保护利用、围
填海管控的严格措施，有关地方政府需要积极跟进，践
行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之路。

第三是要做好科学研究和监测工作，即对提名点的
生态环境、鸟类、底栖生物、风电设施的监测等。比如

要对丹顶鹤、鸻鹬类等跟踪监测，开展风电对鸟类影响
的监测及预警等。

最后就是范围的划定。如何根据资源价值及空间分
布、保存状况以及世界遗产完整性要求划定合理的申报
范围也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目前的数据显示，二期提
名地总面积260330公顷，缓冲区200335公顷。它们尽管
基本具备保护地属性，但具体申报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界定。14个点涉及的范围很广，无疑增加了范围确定
的难度。

当地时间7月5日，阿塞拜疆巴库，随着锤落，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第一期）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中国首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
界自然遗产。

4年后，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就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进
行讨论。

作为系列世界遗产申报项目，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
第二期之间有何关联？二期申遗将面临哪些挑战……就这些问题，本报“世
界遗产”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陈耀华。

“第二期”还有多远““第二期第二期””还有多远还有多远
作为系列遗产的黄作为系列遗产的黄（（渤渤））海候鸟栖息地海候鸟栖息地——

赵晓霞 段易成

来源：UNESCO 网
站 “中国黄 （渤） 海候
鸟栖息地 （第一期） 提
名世界自然遗产的补充
资料”。

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长海海洋珍稀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蛇岛
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连海滨-旅顺口风景
名胜区、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石河口、北戴河-鸽

子窝/新河口、北戴河新区黄金海岸自然保护
区、滦南-嘴东滨海湿地、曹妃甸湿地、沧州
南大港湿地。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苏：如东海滨和启东长江北支口保护区。

新闻链接：

中国黄（渤）海候鸟
栖息地系列世界遗产，共
包含16个提名点。

其中，二期包含 14
个提名点，分布在辽宁、
河北、山东、江苏4省的
黄渤海沿岸或大河口（如
长江、黄河、滦河、海
河、辽河、鸭绿江等）。

到了“第二期”涉及的地区将更多……

陈耀华
长期从事世界遗产、国家公

园和风景名胜区研究，现为北京
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
产研究和培训中心北京中心副主
任、国家林草局世界遗产专家委
员会委员。

吴其江
曾任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主任。
2016 年 12 月起，任盐城市黄海
湿地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

随着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江苏盐城吸引了越来越
多人的关注。盐城将会出台哪些具体措施加强遗
产保护管理？就此，本报“世界遗产”周刊专访
了江苏盐城申遗办吴其江。

“世界遗产”：申遗成功后，盐城将会有什么
样的具体措施来加强遗产保护管理？

吴其江：盐城将成立遗产保护管理专门机
构，开展保护管理研究，为黄 （渤） 海候鸟栖息
地 （第二期） 申报提供示范，为黄海生态区及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沿线提供经验；此外，将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组织专家开展遗产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方面研究，借鉴瓦登海等世界自然遗
产地成功经验，打造世界级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同时，盐城将按照 2022 年剩余 14 个提名点
整体申报的承诺，协助和推动实施相关工作。

“世界遗产”：在盐城知名度提高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保护与旅游的关系？

吴其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保护区被划入生态红线范围，旅游以及旅游
设施建设受到严格控制。第一期申报所在的保护
地于 2017 年划入生态红线范围内受到极为严格
的保护，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将被
禁止或严格控制。因此，以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和湿地保护小区为主体的盐城滨海湿地将不能
大规模开展旅游活动和旅游设施建设。

此外，盐城市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全市旅游发
展计划，遗产申报地珍贵的生态资源在明确要求
严格保护的前提下更多地被用作提升地区知名
度，而非主要游览空间。第一期两处提名地内目
前没有开放旅游。根据遗产申报区内两处保护区
的生态旅游总体规划，遗产申报区的展示区共有
3 处，分别是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展示区

（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大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展示区 （中华麋鹿园景区）、条子泥湿地保
护管理区，3处展示区游客近年来基本稳定在25
万人次。保护地的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对于旅游的
区域、人数、形式均有严格要求。同时遗产地保
护管理规划中已经对旅游发展提出的相应要求，
明确了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的分区管控要求。

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澳大利
亚等各国代表团提交了关于“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的修正
案。世界遗产委员会据此通过的决议，
包含了多项后续要求，而且限定在 2023
年第47届世遗大会上进行审议。

这些“要求”中包括：
第二期提名需要包括所有其他系列

提名地作为一个整体申报；明确标示每
一提名地的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比如
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展示系列提名地的哪
一块处于自然状态、哪一些已经或正在
修复之中；确保没有任何不可接受的负
面开发影响；提供整个系列申报的协调
管理证据，包括任何满足日益增加的旅
游需求的规划。

新闻链接：

观观
天天
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