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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

自然遗产

1、Lut Desert

卢特沙漠

2、Hyrcanian Forests

希尔卡尼亚森林

文化遗产

1、Meidan Emam， Esfahan

伊斯法罕皇家广场

2、Persepolis

波斯波利斯

3、Tchogha Zanbil

恰高·占比尔

4、Takht-e Soleyman

塔赫特·苏莱曼

5、Bam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

巴姆城及其文化景观

6、Pasargadae

帕萨尔加德

7、Soltaniyeh

苏丹尼耶

8、Bisotun
比索通摩崖石刻

9、Armenian Monastic Ensembles
of Iran
伊朗境内的亚美尼亚教会修道院

10、Shushtar Historical Hydraulic System

舒什塔尔的古代水利系统

11、 Sheikh Safi al-din Khānegāh

and Shrine Ensemble in Ardabil

阿尔达比勒的谢赫萨菲·丁陵园

和圣殿建筑群

12、Tabriz Historic Bazaar Complex

大不里士的巴扎 （传统商贸市场）

13、The Persian Garden

波斯园林

14、Gonbad-e Qābus

贡巴德·卡武斯高塔

15、Masjed-e Jāmé of Isfahan

伊斯法罕聚礼清真寺

16、Golestan Palace

戈勒斯坦宫

17、Shahr-i Sokhta

被焚之城

18、Cultural Landscape of Maymand

梅满德文化景观

19、Susa

苏萨

20、The Persian Qanat

波斯坎儿井

21、Historic City of Yazd

亚兹德历史城区

22、 Sassanid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

of Fars Region

法尔斯省的萨珊帝国考古景观

鉴于目前伊朗局势，全世界都在关
注伊朗境内的世界遗产。位于伊朗境内
的文化遗产仅仅只是对伊朗文化来说极
为重要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遗产
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
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截至2020年
初，国土面积不及美国 18%的伊朗，却
和美国一样拥有24项世界遗产。在世界
各国排名中，美伊两国并列第十。仅仅
如此衡量，并不公允，因为从遗产资源
储备看，伊朗是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文
化遗产大国。那么为何伊朗的世界遗产
数量不算最多呢？

可以说，一部伊朗的申遗史就是伊
朗当代历史发展的投影。最早一批世界
遗产是在 1978 年公布的。伊朗 1979 年
时就成功申报了 3项世界遗产，分别是
3000 年前埃兰文明的代表恰高·占比尔
神殿，2500年前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
德王朝的都城波斯波利斯，400 年前萨
菲王朝阿巴斯大帝兴建的伊斯法罕皇家
广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第
一批世界遗产是在1987年列入的。然而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伊朗的第四
项世界遗产、琐罗亚斯德教圣地塔赫
特·苏莱曼迟至 2003 年方才列入，距离

第一批申报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24年。
这是因为，同样在 1979 年，伊朗

政权更迭，相关领域政策随之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直到曾先后出任过文化部
长、总统文化事务顾问、国家图书馆馆
长等职的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后，才开
始恢复申遗。熟悉世界遗产的朋友都知
道，2000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凯恩斯
决议，一国一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
产，之后的苏州决定修改为从 2006 年
起，一个缔约国每年可至多申报两项世
界遗产，但其中至少有一项是自然遗
产。正是在这样严苛的条件限制下，伊
朗在过往 17 年里先后成功申报了 21 项
世界遗产。

设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没有中断申遗，也许今天伊朗的世界
遗产数量会和中国、意大利一样多。我这
么说不是无的放矢，检索世界遗产委员
会官方公布的各国申遗项目名单，伊朗
以 56项名列前茅。具有说服力的不仅是
数据，看地图——伊朗位于欧亚大陆中
心，自古以来就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读史书，曾经和秦
汉帝国并立的波斯大帝国是中西汇通的
关键枢纽，仅以中国人视角看，古代史上
举凡重要的外来动植物、贵重商品，乃至

异域宗教文明，大多以其为中介。
极具价值的伊朗遗产是全人类的财

富，数量远非世界遗产名录或申遗清单
里开列的那些。人们开始担心：被瞄准的
伊朗文化目标中，肯定有纳坦兹，因为那
里有众所周知的核设施。我曾经在这座
小城逗留，考察与元代同时的伊利汗国
古迹纳坦兹清真寺。这座小巧的寺院兴
建于 1304 年，西南一隅是苏菲派圣人谢
赫·阿巴德·萨马德的墓塔。圣墓内的穹
顶在众多伊斯兰建筑史著作中屡屡提
及。记得美国人、波斯艺术权威阿瑟·厄
普姆·波普（Arthur Upham Pope）形容它
是“阳光普照的夏日云朵”，我曾在这朵
云下如痴如醉久久仰望。但愿这存在了
700 年的好物继续坚牢，不要让“彩云
易散琉璃脆”的谶语应验。

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利用效益显著
中国实践提供了活态发展前景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灌溉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的
历史同样悠久。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使灌溉成为中国
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不仅是
水利历史文化的保护，更具有现实效益。以目前中国 19
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例，现状灌溉面积合计约219万ha

（3286万亩）。按照现行的灌区分类标准，灌溉面积30万

亩即为大型灌区，保护利用好这 19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相当于可持续地维护了100多个大型灌区，这比新建相同
规模的灌区的投入要小得多，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国家
的粮食安全保障。

此外，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8年中央“一号
文件”及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都明确提出，要

“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
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
产”，将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灌溉工程遗产构成包括灌溉工程体系及相关遗产、
灌区生态环境。深入挖掘灌溉工程遗产历史文化，以渠
系为脉整合串联灌区内各类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全域旅
游、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发展，发展灌区高品质特色农
产品，发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文化品牌价值，可以成为
推动遗产灌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2018年5月，习近平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将都江堰作为大型生
态水利工程的优秀代表，而正是由于都江堰的修建，从
根本上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防洪形势，重塑了成都平原的
水系格局，成为“天府之国”的生态基础。传承成百上
千年的灌溉工程遗产基本都有类似的生态特征，保护灌

溉工程遗产不仅实现了灌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更能够从
中汲取体系规划、结构材料、管理运营等方面的历史经
验，为现代生态水利发展提供借鉴。

第七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启动
10个国内初评项目竞争激烈

2020年1月9日，第七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的国
内初审会在北京召开。今年竞争申报资格的共有来自7省
份的 10个项目。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后，在中国
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目前仍在
使用的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有400余项。这表明，随着国家
提供了清晰的长期发展目标以及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理
念的深入了解，今后的“申报竞争”势头会愈发激烈。

从目前看，中国国内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水平
提高很快，申报单位的准备工作也更为充分。广东佛山
的桑园围是始建于宋代的基围水利工程。为推进相关保
护利用工作，2019年5月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曾赴佛山做
专题调研。佛山市组织开展了桑园围灌溉工程遗存的系
统调查勘测、专题研究和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在提供基
础支撑的同时，也积极谋划实现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的
有机结合，促进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灌区可持续发展。

佛山桑园围是珠江三江洲代表性的传统基围水利工
程型式。与此同时，2020年参与初审的项目中还有一些
独具特色的灌溉工程型式，比如西北干旱区的新疆坎儿
井、里下河低洼地区的兴化垛田、太湖下游的苏州塘浦
圩田，以及景宁英川和浦江嵩溪等地处山区河流上源的
乡村水利工程。这将进一步彰显中国遗产项目在世界上
的代表性。

★ 1、Ancient City of Damascus

大马士革古城

★ 2、Ancient City of Bosra

布斯拉古城

★ 3、Site of Palmyra

帕尔米拉古城

★ 4、Ancient City of Aleppo

阿勒颇古城

★ 5、Crac des Chevaliers and Qal’at Salah El-Din

克拉克骑士城堡和萨利赫丁堡

★ 6、Ancient Villages of Northern Syria

叙利亚北部古村落群

★ 1、Hatra

哈特拉

★ 2、Ashur （Qal'at Sherqat）

亚述古城

★ 3、Samarra Archaeological City

萨迈拉古城

4、Erbil Citadel

埃尔比勒城堡

5、The Ahwar of Southern Iraq: Refuge of Biodiver

sity and the Relict Landscape of the

Mesopotamian Cities

伊拉克南部Ahwar：生态多样性避难所

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遗迹景观

6、Babylon

巴比伦

截至目前伊朗拥有的世界遗产截至目前伊朗拥有的世界遗产

饱受战乱摧残的
叙利亚、伊拉克世界遗产

（★代表已被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录）

（本版资料来源：http://whc.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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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局势牵动着世界的注意力，也提升了
人们对伊朗境内世界遗产安危存亡的关注度。

伊朗国土面积超过 164 万平方公里，截至
2019年，其拥有24项世界遗产。我们可以比较
一下：中国目前是数量排名第一的世界遗产
国，有 55项世界遗产，但是，中国的国土面积
却要比伊朗大许多倍，也就是说，伊朗的世界
遗产分布密度很大也很集中。这个“密度”一
目了然地阐释了那里人类文明印记的重要程
度， 同时也表明伊朗为保护世界遗产所做的努
力值得尊敬。

分布密度越大，受到炮火威胁时的后果就
会越发严重。

这可不是杞人忧天。
伊朗的东部是阿富汗，西北方就是叙利

亚。2017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奥德蕾·阿祖莱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位于阿
拉伯国家的82处世界遗产中，已有17处因为遭
受战乱威胁而列入“濒危名录”。其中，叙利亚
的6处世界遗产悉数受到“严重影响”，所处地
点包括帕尔米拉市以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城市
之一的阿勒颇。

伊朗也与伊拉克相邻。伊拉克的6处世界遗
产中，有 3 处正处于世界遗产的“濒危”状态,
分别是萨迈拉古城、亚述古城和哈特拉。最近
一次是 2015年，哈特拉遭受武装组织破坏，损

失严重。
值得更多关注的是，伊朗还有两处世界自

然遗产，不仅有森林，还有沙漠。一般来讲，
人们对战乱带来的影响，更多地瞩目于社会生
活场景：比如人类居住地、风景名胜区。现
在，以伊朗自然遗产卢特沙漠 （Lut Desert） 为
例，“炮火”对于人迹罕至但与地球生态息息相
关的自然遗产的威胁、破坏评估以及制止手
段，也开始为更多人所关注。

愿硝烟笼罩下的那些人类文明印记，能够
幸免于难。

硝烟笼罩下
世界遗产又添新忧

齐 欣 郎玉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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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了文明进步，也为文化遗产发展提供了动能——

题图：2020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参选项
目佛山桑园围景观。

题图：伊朗世界遗产希尔卡尼亚森林。

（乔鲁京：媒体人、文化学者，足迹遍
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乔鲁京：媒体人、文化学者，足迹遍
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中国19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潜在价值巨大

中国中国1919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潜在价值巨大潜在价值巨大

李云鹏李云鹏

上图：伊斯法罕皇家
广场，由萨非王朝国王阿
拔斯一世建于 1616年，四
周由一系列的二层拱廊与
巨大的建筑相临或相连。
这一切都见证了当年波斯
的社会和文化生活。

作 为 “ 最 年 轻 ”
的 世 界 遗 产 项 目 之
一，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自 2014 年起，开始
公布首批名录。中国
至今已有 19处项目列
入。

2020 年 元 旦 刚
过，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的年度申报，也迎
来史上竞争最激烈的
一次国内初审。

叙利亚世界遗产

伊拉克世界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