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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驿站：

延伸阅读

希瓦古城

中乌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项目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四国，向世
界发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访问乌兹别
克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
莫夫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宣言和友好合作条约。中乌双方于 2014 年 4
月共同做出决定，在乌重要世界文化遗产希瓦古城
（Khiva） 选择两处历史古迹进行保护修复。
2015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政府换文规定，中国政府同意承担援乌
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项目。确

希瓦古城 （Khiva） 地处乌兹别克斯坦西部花剌子
模州南部，位于阿姆河下游的希瓦绿洲上。古城周边
小湖、河滩、沼泽众多。自公元 4 世纪以来希瓦古城
就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重镇。
希 瓦 古 城 于 1967 年 被 公 布 为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区 。
1990 年，希瓦古城的伊钦·卡拉内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花剌子模州内 153 处重点保护历史文化遗迹中，53
处保存于希瓦古城内，是花剌子模州保存最完整的古
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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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内的项目内容包括阿米尔·
图拉 （Amir Tura） 经学院、哈桑·穆拉德库什别吉
（khasah Murad） 清真寺本体保护工程及环境整治工
程，范围涵盖北门区域。经中国商务部和国家文物
局批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项目的设计单位和
施工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项目管理单
位。修复工程为期 3 年，于 2017 年开工，目前已经
竣工并通过内部验收。
左图：为再次烧制阿米尔·图拉经学院彩绘
瓷砖，当地工匠正在绘制图案。

2020 年 3 月 12 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
耶夫视察了中国政府援助该国修复的希瓦古城历史文化遗迹。
米尔济约耶夫沿着中方援助整治后的道路视察阿米尔·图拉经
学院，高度评价中方修复工作，表示文化遗产是乌兹别克斯坦
的宝贵财富，一砖一石都饱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保护好文化遗
产并传递给子孙后代是当代人的责任。为此将设立一所遗产保
护修复学校。
这也意味着此次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
复项目已经完满竣工。

访问居民回收古城旧砖
请当地铁匠制作传统修复工具
2017 年，古城修复工作拉开帷幕。
“我们当时通过应用地质雷达、三维激光扫描、无人
机摄影等技术手段对项目范围内的经学院和清真寺建筑
本体及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和测绘。情况不乐观。”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现场负责人阎明回忆说：
“阿米尔·图拉经学院修复前残损严重，不仅地基基础局
部沉陷，而且墙体多处开裂，裂缝甚至宽达 25 厘米，周
边排水不畅，墙体下部的石材、墙砖酥碱，屋面漏雨，
整体建筑亟需修缮。眼看着巨大的裂隙，大家都心惊肉
跳，抢救性临时支护刻不容缓。”
“可当时我们初来乍到，去哪里找支护的材料呢？好
在当地人民十分热情，听说我们是来修文物，都积极帮
我们联系，带着我们到处找。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架起了
临时支护设施，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阎明说。
阿米尔·图拉经学院和哈桑·穆拉德库什别吉清真寺
建筑使用的砖，都来自当地的传统砖窑，规格与尺寸与
现代砖不同，如今已经少有生产。对于中国文物修复工
作队而言，找到合适的“原材料”是个大难题，工作队
跑遍了乌尔根奇市的材料市场也一无所获。载着队员们
到处找砖材的司机阿普杜拉开始试图说服中国人改变主
意，选用市场上常见的现代砖。在他看来现代砖与老砖
只是尺寸上不同。但中国专家却摇头：“现代砖工业化味
道太足，会破坏文物建筑的整体面貌，别小看一块小小
的砖，工艺不同，味道就不一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副院长项目负责人许言认为：“老砖的规格虽然与现代砖

中国文物专家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

修复希瓦古城

上图：希瓦古城内城北门年久失修。
下图：修复后的北门区域。

袁濛茜

别吉清真寺照明设施的安装与调试，小广场花池里的射
灯也亮了起来。孩子们纷纷在灯前嬉戏、做手影。那些
长长的影子投在北门的城墙上，为古城增添了许多生气
与活力。

在合作中传播“真实、完整”理念
文物修复效果得到社会认可

差异不大，但是文物建筑的历史信息就保留在这些小细
节里。”为了找到“原材料”，工作队多方打听，在其它
城市专门定制，另一方面另辟蹊径，去老百姓家挨家挨
户高价去收古城的旧砖。几经辗转，终于收来了一批宝
贵的同时期砖材。
现场技术负责人熊焕忠十分珍惜维修时拆下来的老
砖：“为了保护好文物的原真性，我们尽可能多使用老构
件。培训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人把经学院拆下来还能用的
砖修补好。修砖也是个需要耐心的活，我们为此专门请
铁匠特制了小工具，拿现代榔头锤子之类的可不行。”

上图：修复前的阿米尔·图拉经学院。
下图：修复后的阿米尔·图拉经学院。

邀请当地文物保护专家做顾问
找来有经验工匠反复讨论细节
文物建筑维修的特点是“一事一议”，每一座文物建
筑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修复项目开始前，
为了能掌握乌兹别克斯坦传统工艺，工作队收集了历史
文献，全面调研了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清真寺和
经学院。希瓦古城的每一处建筑，工作队都认真研究

题图：阿米尔·图拉经学院建筑保护效果图。
（图片来源：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许言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也是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项目项目
负责人。他亲身经历并主持了中国文物援外修复的许多重大工程。接受本版 （以下称
《世界遗产》） 采访时，他仍远在尼泊尔参与新的文物修复工作。受到疫情影响，中
国文物修复工作队的整个春节假期都在工地上度过……

中国“文物医生”谈修复
郎玉茁
《世界遗产》：采用“四原”原则，对修复世界各
地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许 言：文物保护的一个大宗旨是保持它原有历史
信息。我们采用“四原”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持它所存
在的主要信息，实现最大限度真实性和完整性。使用
“原材料”，保持它原有的材质，使得结构的整体性和
稳定性会更好，同时也保证它的安全。“原工艺”，保
持它原有工艺和做法，使得维修和补配的成果最大限
度地接近原物本身，同时原有工艺做法体现在它的载
体上，进一步保证载体的真实性。“原形制”和“原做
法”，也是体现它载体的最大信息量的做法。
文物好比老人，对文物进行修复，就好比让老人
益寿延年。所以，采用“四原”原则进行修复的最大
意义在于信息量的保存。
《世界遗产》：那此次希瓦古城修复中，坚持“原
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带来了明显效果吗？
许 言：“四原”原则，从环境上看，是在把握大
的理念基础之上开展修复，让古城的地理环境更协
调，历史环境更匹配。维修文物本体时，该原则让文
物建筑在“健康”的同时，历史信息又得到最大限度
的保存。两者都是使得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

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但是，公众对文物的认识、理解会有偏差。让当
地民众理解这种坚持，就需要我们给他们讲清楚。一
方面是通过技术交流，在不断交流中达成共识；另一
方面是我们进行宣传。这在整个援外工程中是非常重
要的。
此时，我们既需要把中国文物保护的理念认识、
技术等介绍给对方，同时要对自己的做法作出合理解
释，使得对方能够接受认可。
此外，我们也是站在人类共同遗产的视角，去做
文物保护修复的。文化遗产没有国界，所以从保护文
化遗产这个角度来交流，更容易让当地的公众接受我
们的理念和做法。
《世界遗产》：此次希瓦古城文物修复中，原材料
的获得途径有哪些？原工艺又是如何习得？
许 言：石材、砖和木料是我们修复过程中的主要
材料，主要是从当地采购。石材找寻是从当地和周边
开始，最终在另一处遗产地布哈拉寻得。砖的来源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玛拉伊采购新补配的砖；另一
部分是收购旧砖，主要从拆迁的老房子和老清真寺中
获得。在对原有构件材质甄别基础之上，去采购同等

过。“你得先琢磨透了，才能把活干好”熊焕忠说。工作
队邀请当地文物保护专家做顾问，还找来当地经验丰富
的工匠反复讨论修复细节。
阿米尔·图拉经学院内部贴着精美的瓷砖。这些伊斯
兰瓷砖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可惜有的部分已经脱落，
露出黄色的墙体。工作队专门请来掌握传统瓷砖制作工
艺的工匠，根据现存釉面图案手绘缺失的部分，烧制成
型再拿回现场比对。阎明说：“为了得到最佳效果，工作
队前后一共找了 3 位工匠：其中一个试验的样品颜色反差
大，另一个则样品花纹与原图案对不上。最后，终于找
到一位老匠人，烧制的图案还原度高，与原图案衔接融
洽。”
处理好文化遗产风貌与当地居民生活的关系，也是
中国文物修复工作队重点需要考虑的问题。负责环境整
治设计的工程师王晶，需要在历史悠久的伊斯兰古城希
瓦布设照明设施。这既要将古城机理与环境相融合，更
要考虑到还有大量老百姓生活在古城，必须兼顾居民的
生活便利。希瓦古城环境整治区域照明系统应以烘托该
遗产独特的伊斯兰城镇风貌、确保居民生活的安全与便
利为原则。随着阿米尔·图拉经学院和哈桑·穆拉德库什

材质的新木材。
我们坚持采用文物的原工艺，尽量保留文物建筑
上最完整的信息。所以，在当地招募了一部分传统工
匠。他们熟悉文物建造之初所采用工艺做法，在我们
技术人员的管理和指导之下，开展文物修复工作。由
此，来保证文物的真实性。
《世界遗产》：如何理解希瓦古城的“原形制”？
许 言：希瓦古城的本身形制是一个驿城，相当于
在丝绸之路上比驿站大的一个驿城类小城市。保存比
较完整，整个城墙都在。我们选择修复的地点当时是
处于废弃状态，残缺严重，急需整治、维修。所以，
我们在尊重古城原形制基础之上，进行文物修复和环
境整治。
《世界遗产》：对今后的文化遗产修复，此次希瓦
古城修复，有何经验？
许 言：文物修复的特殊性是“一
事一议”。每一个文物保护的案例，都
有独特性。对我们来说，文物保护工
作也是个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
此次文物修复，使得我们对伊斯
兰建筑特点，有了很大的了解，这也
是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和学习过程。
或许对将来类似建筑维修有很多积极
作用。
《世界遗产》：现在全球疫情还很

接受采访时，许言
（左） 和中国文物修复工作
队，仍在尼泊尔文物修复工
地上，争取抢在雨季到来之
前完成工作。

中国文物修复坚持的“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
原做法”原则，是对世界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理念的具
体应用。
“一开始我十分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用更结实耐
用的新材料，偏偏坚持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后来我慢慢
明白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坚持的‘四原’是在最大限
度地保护历史信息。”阿里谢已经参加希瓦古城修复工作
有两年时间了。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意味着收入，还是
令他十分自豪的事业。“如今我已掌握了正在慢慢失传的
传统砖砌工艺，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应该传承下
去。这个项目结束后我愿意继续投身到我们民族的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中！”
希瓦古城的旅游项目是当地的经济支柱。中国文物
修复工作队在希瓦古城开展的工作，得到了乌兹别克斯
坦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乌兹别克
斯坦代表对中国采取的技术与理念十分认同。乌兹别克
斯坦文化部也给予积极评价。希瓦古城内城的正门因年
久失修，原本已不能让游客通行。中国文物修复团队修
复整治后，内城正门区域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当地已经
重新开放，使古城南北轴线再次畅通。
“我们深知这些古建筑在当地人民心里的地位。人家
把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交给中国人维修，是对我们的信
任。修文物如治病救人，我们援外‘文物医生’得对得
起这份信任。”许言的感受是这样的。

严重。这个时候回不来，大家一定很辛苦。
许 言：我目前正在尼泊尔，参与援助加德满都杜
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中。虽然当地已经有了新冠
肺炎患者，但是我们目前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每天
两点一线，单调但是很忙。5 月份就要进入雨季，我们
必须在雨季到临之前做完瓦顶。文物维修的节奏感很
重要，要非常好地把握住施工季节。我们目前已经把
要修复文物的老构件收集完毕，也已经拼对成功。在
春节前，主要的木构架也已经做完。按照原计划五一
之前，瓦顶要做完。所以，虽然发生疫情，但是我们
的修复工作也不能停止脚步。
当然，我们目前也已经根据中国大使馆的通知做
了防御措施并采购食物和生活日用品。现在每天按时
给工人测量体温，发放口罩和不聚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