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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

巴黎圣母院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是巴黎的
象征、法国的象征，于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巴黎圣母院是欧洲早期哥特式建筑的杰出代
表，堪称史诗级建筑，其雕刻艺术和绘画艺术，以
及堂内珍藏的大量艺术珍品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在
文化遗产界享有极高盛誉。巴黎圣母院与当地人的
生活水乳交融，是巴黎人、法国人的重要精神寄
托。每年，有将近1300多万游客慕名前往。

破坏严重
伤痕累累

2919年4月的火灾严重损毁了巴黎圣母院的整
体结构。木质结构几乎全部被烧毁，标志性尖顶和
部分屋顶坍塌，虽然建筑主体结构得以保留，但稳
定性受到很大影响。巴黎圣母院的尖顶高90多米，
用大量橡木和铅制造而成，被誉为巴黎圣母院的点
睛之笔，是教徒心目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虽然老
橡木并不易燃，但还是难逃火灾厄运。三分之二的
屋顶坍塌，建筑的力学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因而上
部结构很不稳定，墙体有倒塌风险。拱顶烧毁后，
飞扶壁失去支撑，也有塌陷风险。石质材料经过高
温燃烧和消防降温，稳定性和强度会不同程度发生
变化，暂时还没能进行全面评估。

融化粘连的脚手架对拱顶造成严重威胁。火灾
发生前，巴黎圣母院正在进行局部修缮工程，包括对
尖顶的修复。为了进行修复，在屋顶上安装了几百吨
重的脚手架，约由5万根管件构成，由于火势过于凶
猛，许多金属管件变形并融化粘连在一起。脚手架本
身有坍塌的危险，而建筑本身已经非常脆弱，脚手架
又与拱顶相连接，所以，脚手架对几个拱顶的安全造
成严重威胁。如何在不引发其他问题的前提下拆除
脚手架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当下最复杂的工程之一。

因为只有拆除脚手架之后才可以进入拱顶，想
要拆除旧的脚手架，需要搭建新的脚手架，以便工
人上去将旧的脚手架锯开，然后才可以将它们一块

块吊下。目前，新的脚手架也在陆续搭起。2019年
12 月，塞纳河边已经竖起一台 75 米高的吊车，要
通过它来拆除脚手架。这项工程将持续几个月。

“一旦脚手架被挪走，我们就可以评估圣母院的状
态，以及需要被替换的石块的数量。”巴黎圣母院
院长说。

修复重建
艰辛探索

火灾发生的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任命了
前军队总司令担任重建工程总负责人。修复重建工
作受到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

尖顶是这次修复工程的焦点，一度引发各国建
筑界、遗产界的头脑风暴。修复与初建有所不同，
需要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有结构、材料和风格，还要
防止施工中出现二次坍塌。因此，灾后的修复之
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制订科学合理的修
复重建方案，需要系统研究巴黎圣母院的建造过程
和建造机理，也需要对灾后的建筑力学结构、材料
受损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还要充分汲取此次火灾
教训，加强安防消防设计的科学性。

全面研究是修复重建方案设计的重要基础。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预防性考古研究院、法
国历史古迹研究实验室、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
心等科研机构组成了多学科研究团队。仅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就有25个实验室的100多位研究人
员参与了该项研究，主要从砌体结构、木质结构、
金属结构、玻璃、声学、数字数据采集和人类学 7
个方面开展研究。此次开展的系列研究将追根溯
源，为世人揭开巴黎圣母院的神秘面纱，全面还原
历次重建和修复过程，如不同时期分别做了哪些工
作，经历了哪些重大改变，建筑材料来自哪里，有
什么特点，灭火过程对建筑物产生了哪些影响等。
火灾固然是灾难，但利用这次机会对巴黎圣母院结
构及其档案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不失为
一件好事，可以为此次修复重建提供重要依据，也
可以为未来的保护之路奠定良好基础。

出于安全考虑，教堂内外安装了数千平方米高
约10米的防护网，以保护行人和在现场施工人员的
安全，有些危险地带又得到特殊保护。圣母院的主
拱结构较为复杂，火灾后变得非常脆弱，为了进行
彻底诊断，一直同时在进行人工检测和自动监测，
技术人员定期通过绳索进入其中，检查拱顶的安全

状况。清理残骸的工作主要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完
成，易碎或已经被损坏的雕塑被移走，其他雕塑则
在原地保护。为了降低飞扶壁倒塌风险，已经开展
了数个月的加固工作，也就是在下面放置木制支撑
物来支撑它们，28个飞扶壁得到加固，这是修复工
作正式开始前的重要步骤。火灾过后，中殿和耳堂
有大量木头和石头残骸，研究人员运用 3D 图像制
作了一份中殿和耳堂残骸的清单，以便确定它们塌
陷之前在建筑中的确切位置，对拱顶掉落石头的性
质和结构进行评估分析，从而决定能否继续使用，
他们的研究工作已经为准确判断圣母院状况以及确
定所需修复工作的程度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谈到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不得不提及一位重要
人物，他就是被誉为法国哥特式艺术和建筑创新学
者的安德鲁·塔隆博士 （Andrew J. Tallon）。早在
2015年，他就使用 3D 技术收集了巴黎圣母院的大
量信息，发现了巴黎圣母院当年建造和翻新过程中
一些重要线索，由此创建了一份详细的数字档案。
这一珍贵档案或许可以为修复重建巴黎圣母院提供
重要依据，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中的重要
作用也将得到彰显。

深刻反思
汲取教训

虽然巴黎圣母院火灾原因一直没有公布，但主
流观点认为是修复工程施工疏漏引起。此次火灾再
次给世人敲响警钟，文物安全不能有丝毫疏忽，稍
有疏忽，后果便不堪设想。世界各国的文物建筑
中，木结构建筑占很大比例，火灾隐患更加突出，
安全防范任务更加艰巨，因此需要深刻汲取此次火
灾教训，全面强化责任意识，推动安防、消防设施
设备不断升级，加强对修复工程施工人员培训和现
场安全监管，从源头上遏制火灾的发生。

巴黎圣母院火灾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引起
研究人员的极大重视。由于铅具有良好的可塑性，
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尖顶在建造时使用了超过 300
吨的铅，这些铅在大火中融化后形成铅尘向周边扩
散，严重污染了周边环境。检测发现，巴黎圣母院
周边已经有儿童血液中含铅量超标。为深度清理铅
污染，巴黎市政府使用高压喷洒的方式，向巴黎圣
母院附近区域土壤中施放能去污的表面活性剂和胶
粘剂，巴黎圣母院的施工也因此暂时停止。这也从
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火灾的危害，以及预防火灾发生
的重要性。

修复中的巴黎圣母院
刘爱河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布《全国文物火灾隐患整治
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下称 《实施方案》），明确了16项主
要任务。

根据该《实施方案》，关于颇受关注的文物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强调要
求重点排查大型古建筑群、传统村落、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文物建筑、博物
馆和文物保护工程工地等火灾诱因较多的单位或场所；重点整治生活用
火、生产活动用火、宗教场所用火、电气安全故障以及可燃物和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管理、消防设施设备使用维护理等方面存在的火灾隐患和问题。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列出突出火灾隐患和
问题清单，照单督办整改。

《实施方案》 提出，通过开展“三年行动”，推动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
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文物消防安全责任制不断健全；深化源头治理，持续
整治火灾隐患，有效化解重大文物火灾风险；推进文物平安工程，加强消
防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消防安全制度和应急预案。

关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强调，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和各文
物、博物馆单位要积极推进高效预警、智能监管等方面的先进设施设备适
用，推动无人机、巡查机器人、卫星遥感监测等智能装备在安全监管和检
查巡查中加大应用，提高火灾防控效率与能力。

根据部署，“三年行动”从今年5月启动，到2022年12月结束，按照动
员部署、排查整治、集中攻坚和巩固提升4个阶段进行。

应对大灾大难，需要一个完
善有力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构
建人类健康共同体？如何防灾、
避害？如何应对突发公共灾害？
需要从法律、伦理、机制、技术
等方面，做出应对。

考古发掘成果，大多都是古
人无意之遗存、废墟。考古人常
想，要是古人有意识有系统地给
我们保存一些具有重要史料甚至
就是直接的历史记录，该多好
啊！文学家曹植 《说疫气》 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
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此
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
疫。”描述了 1700 多年前那场大
疫病及其产生原因，当时著名文
学家“建安七子”健在的 5 位悉
死此疫！可惜，考古学对研究此
次疫情尚无重要贡献。

因此，今天的我们，应有主
动存留“物证”作为文化遗产传
给后人的意识，以将我们经历的
重大历史事件——譬如这次中国
和全球的“抗疫”之真相和经验
教训，告诉我们的后代。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

新冠疫情也将推动考古学全
新领域的发展。

1 加强人居环境考古学研究
《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

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上栋下字，以待风雨。”我们祖先
的居宅经历了山洞式、地穴式、
半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式、土

台式、干兰式等多种建筑形式，
以适应不同居住环境和建筑条
件。聚落形式和规模也在不断变
化中，城市的出现成为文明社会
的重要标志。今天，在城市化发
展中，须从古代数千年人类发展
史汲取有益智慧——在生产生活
资料获取、利用与供给，生产生
活条件创建，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寻求正确道路，创建宜居环
境。

2 加强灾害考古学研究
古人经历了无数次灾害磨

难，有时胜利，有时惨败。而那
些令人惊奇的大工程——譬如良
渚文化大型水坝，面积庞大人口
众多的大型城邑，积极意义和负
面影响各是什么？而今广域、快
速人员与物品交流，大规模建设
与环境破坏，加速了地质、气
候、物种之变化，我们怎样借鉴
古人，趋利避害？

3 加强动物考古学研究
动物驯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

一大创举。如今，古代动物的社
会性——古人如何保持人与动物
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如何合理利
用动物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成为动物考古新课题。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人类
怎样找准自己在世界万物间的位
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文化
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新冠疫情引发

考古学新关注
杜金鹏

考古学通过考古发掘获得实
物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及其发展
规律；发现和保护重要文化遗
产，教育启迪后人。考古学者一
直苦苦思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正
确道路是什么？在中华文明发展
史中，兴衰迭替。如史前时期辽
河流域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
文化，均盛极而衰。太湖地区良
渚文化甚至盛极而亡。这究竟是
天灾还是人祸？我们从中可以获
得什么启迪？

考 古 学 成 果 揭 示 的 答 案 表
明：农业、畜牧业的发明，是人
类在保护自然界秩序同时摆脱自
然界束缚之重大成果，为人类自
由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手工业
的发明和进步，逐步提升了生产
效率和生活质量。原始宗教以神
的名义劝导人们尊重和遵守自然
法则，趋利避害。在神权和兵权
双重加持下的政权，主要致力于
保障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占有，
保障生产和生活资料在国、族内
部的有序分配。

考古学也致力于探索人类精
神世界的演变。古代中国人的精
神体系由自然神崇拜和祖先神崇
拜构成，分别解决人与自然关系
问题、人与人关系问题。商代甲

骨文中大量祭祀活动之记录，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包括动物
在内的自然界，我国先民始终怀
着敬畏和崇拜之心。从新石器时
代开始的龙凤崇拜 （龙凤均为多
种动物的集合体形象），便是最好
说明。墓葬的产生，大约始于距
今 3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时
期。其直接起因似乎是对先人的
敬仰，而背后原因其实还有防
疫。死人 （鬼） 作祟，不如说是
疫病夺命！中国人常说“入土为
安”不仅指死者安息，也是为了
生者更安全。从红山文化、良渚
文化的祭坛和大墓，到明清天
坛、地坛与皇陵，实则一脉相
承。红山文化石筑祭坛和石筑大
墓，规模宏大；良渚文化人工堆
筑土丘，然后砌筑祭坛、布置高
等级贵族墓。夏代都邑偃师二里
头遗址发现有专门的祭祀区域，
分布着一些圆坛、方墠，这是早
期天坛和地坛的雏形。及至商代
晚期，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与宫殿
共存的宗庙与社坛遗址。至此，
中国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寝制
度，基本形成。历代帝王祭祀天
地神祇、祈求政权稳固的“封
禅”制度，也是从新石器时代发
轫的传统。

考古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模式

考古经常发现古代灾难现象

洪水故事在世界许多地方都
有，我国著名的大禹治水故事，
更是中国从方国时代走向王国时
代的标志。考古发现有许多龙山
时代晚期洪水遗迹，如在河南西
金遗址、大通河遗址、山东尹家
城遗址都曾有过古洪水遗迹存留。

在 内 蒙 古 通 辽 哈 民 忙 哈 遗
址，发现大量集中掩埋的人骨，
现已清理出两百余具。其中在一
座房子里出土了 97具人骨，包括
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底
层尸骨有摆放的痕迹，上层的则
比较凌乱，房子被焚烧。有学者
研究认为，当初这些人过着以狩
猎采集兼营农业的生活，可能在
某年的春夏之交，因为食物不
足，人们挖掘穴居动物的洞穴捕
食动物而感染了瘟疫——最有可
能是鼠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
幸存的人仓促将死者集中在一些
房屋内焚屋埋葬后，仓皇逃离了。

笔 者 在 河 南 偃 师 二 里 头 遗
址，也曾发现一些龙山文化晚期
灾害遗存——在窖穴、灰坑和灰
层中，随意掩埋大量人类尸骸，
葬式各异，无任何随葬品。其
实，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古代灾害
中的极少个例。但它们已可勾勒
出先民曾经遭遇过包括瘟疫在内
的无数灾害之历史画面！

人类是在与各种灾害、疾病
做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

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 3000 多
年前商代甲骨卜辞中，记载了许
多种疾病，如有关寄生虫病症的
记载：“疾其惟蛊”，“有疾不蛊”
（《合集》 13796），应指肠道寄
生虫。卜辞还记载“琥亡”、“琥
亡孽”，甲骨文琥字与疟字通用。

《说文》 云：“疟，寒热休作。”
《黄帝内经·素问》云：“疟，先寒
而后热者。”上述卜辞把最早的疟
疾记载上推到商代晚期。

新冠疫情给出哪些启示？

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有专家表
示，疫情防控将是一场持久战。这促使考
古学者深入思考如何构建人与人、人与自
然间和谐关系，从而重新梳理研究方向。

链接：

当地时间2019年 4月15日，巴
黎圣母院发生火灾，这为文物安全
工作再次敲响了警钟。中国国家文
物局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晚通报了
2019年以来发生的 6 起文物火灾事
故。通报要求各地落实安全责任，
强化消防措施，并在近期要开展一
次文物消防设施设备检测评估，更
换提升老旧、破损设施设备，确保
使用效能。

通报明确，各地文物、博物馆
单位发生火灾事故的，要按照规定
的程序和时限上报，并按照事故原
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
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
教训不汲取不放过的要求，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火灾事故。瞒报、谎
报、迟报火灾事故，或在文物消防
安全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
要依法依纪严肃追责。

消除文物火患 “三年行动”启动

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

在世界各地，许多博物馆就建

立在古迹、遗址之上；更多古迹承

载的信息与功能，事实上已经超越

了博物馆。

大火袭击巴黎圣母院一年之

后，中国的文化遗产工作者并未忘

记这一世界遗产经历的传奇和坎

坷。通过近距离现场观察，体会法

国同行在防护加固、监测分析、档

案整理等方面付出的努力，也从中

寻求经验。

右图：科研人员在实
验室分析彩色玻璃。

（图片来源：巴黎圣母
院图片展）

题图：修复中的巴黎
圣母院外观。拍摄于 2020
年2月。 刘爱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