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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罗威尼礼拜堂的中堂长 20.88 米，宽 8.41 米，高 12.65 米。
后堂由一个正方形区域和一个五边形区域组成。这些空间的墙壁和
天花板上，尽为乔托及其团队留下的作品。蓝色的基调如梦似幻，
从《天使报喜》到《最后的审判》，38幅连环画面再现了700年前意
大利人的精神世界。在乔托之前，短缩法、明暗造型这些在平面上
创造深度错觉的艺术手法已在欧洲被遗忘了千年之久。但乔托重拾
这些手法，进而改变了欧洲绘画的历史走向。这方殿堂虽小，却足
以印证薄伽丘在 《十日谈》 中的评价：乔托“生而具有超群的想象
力，凡自然界的森罗万象，他无一不能运用他的妙笔画得惟妙惟
肖，令见者几疑是物的真体。”当年正值欧洲文艺复兴之初。佛罗伦
萨出现了但丁、乔托两位巨擘，分别以文学、绘画揭开艺坛大幕。
1302 年，但丁被家乡永久驱逐。周游各地时，他也曾来到帕多瓦，
得到好友乔托的热情款待。乔托曾为但丁绘像，但丁则在 《神曲》
中称赞乔托是鹰扬画坛的巨擘。这真是一段投以木桃、报以琼瑶的
佳话。

2006年，意大利把斯克罗威尼礼拜堂列入申遗名单。如果一切
顺利的话，它将在2020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将是继世界现存最
古老的植物园后，小城帕多瓦拥有的第二项世界遗产。

当然，帕多瓦这个“小小的雕花箱子”里还有许多珍宝。比如
1222 年创办的帕多瓦大学，哥白尼、伽利略先后在此求学、任教；
帕多瓦大学的人体解剖室 （Anatomical Theatre of Padua） 兴建于
1595年，是世界现代医学和人体科学的重要起点。又比如斯克罗威
尼礼拜堂旁的埃雷米塔尼教堂 （Church of the Eremitani），传奇画
家曼泰尼亚 （Andrea Mantegna） 曾在此绘制了一系列壁画，可惜二
战时大多毁于战火。意大利人历经数十年修补，用8.8万块碎片拼合
出其中的77平方米，堪称文物修复史上的经典案例。

若再有机会来到意大利的威尼斯，我想就住在车程20分钟外的
小城帕多瓦。

正在申遗的
欧洲艺术史明珠

乔鲁京 文/图

2006年，意大利将斯克罗威尼礼

拜堂列入申遗预备名单。如果一切顺

利的话，它将在2020年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这将是继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植

物园后，小城帕多瓦拥有的第二项世

界遗产。

在英语诗人布罗茨基笔下，威尼斯被形容为“巨大的雕花箱
子，里面装满神秘莫测的珍宝”。水城的光环，几乎吸引了游客所有
的注意力，也就遮蔽周边如帕多瓦、维琴察这些小城的光华。我曾
在帕多瓦逗留了一个白天，但数年来只要回想那次旅行，我都后悔
为何不在帕多瓦住上几晚。

出帕多瓦火车站，步行不远就是斯克罗威尼礼拜堂 （Scrovegni
Chapel）。这座伫立于草坪上的红砖小房子有 700多年历史，与世界
各地的史迹相比，谈不上有多么古老，外观朴实无华，高度甚至不
及旁边栽种的树木。但它却是欧洲艺术史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公元 1303 年 3月 25日，36岁的画家乔托接受当地富商恩里科·斯克
罗维尼 （Enrico Scrovegni） 的委托，带领一支40人的团队，开始为
这座小小的礼拜堂绘制壁画。

乔托用了整整两年，完成了委托。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
《艺术的故事》 里，称许这满墙壁画揭开了艺术史新的一章，“一个
崭新的艺术时代就从乔托这个伟大的画家出现开始。”何以有如此高
的评价？行前，我早早在官网上预订了参观日期和具体时刻。在约
定的时间检票入场后，游客们被领入礼拜堂旁边一间候览室。这里
会播放相关的影像短片，实际目的是通过等候来降低客人们的体
温、湿度，同时也仿佛过滤掉外界的“尘埃”。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既反
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也体
现出本土文化与世界不同文化价值观
的包容、吸纳与发展。鼓浪屿是 16
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海上贸易活动风
云变幻、潮起潮落的见证者，所以，
鼓浪屿能够形成历史国际社区，其本
身是东西方海洋文明交流、碰撞和融
合的产物。

以福建为中心，中国东南沿海民

众从事海洋生产、生活和贸易、运输
活动的传统，有着悠久历史并且始终
未曾中断。东南沿海民众与海洋不离
不弃、生死以赴。17 世纪，闽南郑
氏海商集团控制着中国东南沿海贸
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内，与欧
洲殖民者展开海上贸易博弈。鼓浪屿
出现在马尼拉帆船贸易时代欧洲人出
版的航海图上、岛上发现 18 世纪西
班牙船员的墓碑遗存，以及曾经作为

郑成功安营扎寨、操练水师基地等史
迹内容，都反映出东南沿海民间经久
不绝、百折不挠的海洋实践过程。

1842 年厦门成为通商口岸。至
19 世纪中后期，外国侨民主导了鼓
浪屿民居聚落的变迁。进入 20 世
纪，鼓浪屿以闽商为主体的返乡海外
华人人数迅猛增长。他们为自己和家
人兴建别墅、私家花园和各式洋楼，
在推进鼓浪屿空间形塑和社区发展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鼓浪
屿近代国际社区的空间格局和风貌特
质方最终形成。

福建拥有3项世界文化遗产。除“福建土楼”、“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外，“武

夷山”还是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文化遗产各自有着丰富的价值特征。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文化遗产背后，又都

映衬着中国海洋文化的独特内涵。

福建文化遗产地的
蔚蓝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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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距 今 3750 余 年 的 架 壑 船 棺 、 距 今
2400年左右的城村汉城遗址，是业已
消逝的古闽族、闽越族文化遗存。虽
然留下许多历史谜团，但学者们认
为：古闽族、闽越族已经掌握当时较
高水平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习惯于水
上生活，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典型的
海洋族群。

武夷山朱子理学文化、茶文化都
对武夷山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武
夷精舍、兴贤书院、朱熹摩崖题刻都
被列入核心遗产点。宋代也是中国海
洋贸易兴盛期。朱熹在创立理学过程
中，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
要求，对传统的义利观、本末观进行
了新的思考和诠释。朱熹在大量著书
立说、大力兴办书院的同时，曾亲自
做过“坊刻”书商以谋生，这为其将
理学人格融入商业文化提供了实践基
础。朱熹的 《四书集注》《朱文公文

集》《朱子语类》 等建本图书通过对
外贸易和人文交流等途径，大量留传
海外，使福建成为当时中华文化对外
传播的重要地区。

武夷山遇林亭窑址出土的黑釉瓷
器，见证了北宋时期斗茶之风的大肆
盛行。这些瓷器还随海上贸易和文化
交流流传到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
国，对当地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产
生了影响。

明末时期，西方殖民扩张势力进
入东南亚，武夷红茶借助东西方海洋
贸易也进入欧洲市场。由于适应工业

革命蓬勃兴起带来的日常需要，武夷
红茶与英格兰牛奶、加勒比海红糖一
起，为英国产业工人提供热量和能
量。1773 年 12 月 16 日，北美爆发波
士顿倾茶事件，所倾茶叶大部分是武
夷红茶。一直到 19 世纪前期，以武

夷红茶为代表的中国茶叶大量外销，
贸易收益颇为可观。而从 19 世纪下
半叶开始，随着印度、锡兰等地逐步
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红茶供应地，武夷
红茶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才开始逐步
走向衰落。

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包括“六群四
楼”：永定初溪、洪坑、高北土楼群，振福
楼、衍香楼；南靖田螺坑、河坑土楼群，华
安大地土楼群，南靖和贵楼、怀远楼，共
46 座。福建土楼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一朵
奇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
民居建筑杰作。

福建土楼最早出现于宋元时期，经过明
代早、中期的孕育，自明末进入成熟发展阶
段。如今以人类山村民居建筑瑰丽奇绝的身
姿惊艳世人，并且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福建
土楼历经漫长岁月的淘洗，不仅单体建筑规
模宏大、蔚为壮观，而且愈来愈呈现艺术
化、功能化、多样化的特点，体现出雄厚的

“硬”财富实力与深厚的“软”文化功力的
深度结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46 座福建

土楼，经文物专家研究认证，建于明代的有
4座，其余大多数建造于清代甚至20世纪前
期。

明代嘉靖年间仍然执行严格的海禁政
策。东南沿海地区海商与海盗合体，私商与
倭寇难分。隆庆元年 （1567年），明政府调
整海禁政策，准许民间私商在漳州月港远贩
东西二洋。在这一时期，烟草通过海上贸
易，由福建商人从吕宋传入到漳州月港；经
试种成功后，快速沿九龙江向上游和周边地
区扩展，并传到福建省内外各地。福建土楼
从九龙江沿海平原向山区延伸分布，并且日
益成为建筑艺术典范。这一特点，既符合其
建造之初为满足动荡年代防御的功能需要，
也反映了借由烟草种植、经营等商业活动所
产生的巨大财富效应。

作为 2020 年中国唯一推荐的申遗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
心”体现了传承至今的多元、共荣海洋商业传统。在中国申遗预备名单中，
列入了海上丝绸之路、三坊七巷、闽浙木拱廊桥、闽南红砖建筑、万里茶道
等项目，其中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属于海洋文化遗产，其它项目与中国海洋历
史文化和传统海洋商贸精神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利用这个宝贵时机，加强
对包括福建在内的世界遗产价值阐释和传播，有利于进一步树立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尤其是深入发掘和宣扬福建世界文化遗产蕴涵的海洋历史文
化气质，对于加快福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作者为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二级调研员）

左图：从空中鸟瞰
永定初溪土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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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振成楼是具

代表性的福建土楼，其
兴建规模与烟草行业积
累的巨大财富有极大关
系。“楼外种植烟草，楼
内加工烟丝”是过去当
地常见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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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鼓浪屿黄家花园是印尼
华 侨 企 业 家 黄 奕 住 （1868—1945）
的私家住宅群。该建筑通过对购得
的早期外国人宅园进行改建，注入
中国传统建筑理念。 黄恒日摄

图为斯克罗威尼礼拜堂 （Scrovegni Chapel） 外景。

右图：礼
拜堂内，墙壁
和天花板上，
绘满乔托及其
团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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