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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人类共同财富 共创互尊互鉴未来
世界遗产青年论坛和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回眸
本报记者 莫思予 蒋雅琛

一场场主题演讲干货满满，一个个案例分享特色突出，一次次
分组讨论气氛热烈……作为世界遗产大会的前奏，世界遗产青年
论坛和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首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汇
聚了 30 个国家的 32 名青年专家代表、48 个国家的 90 名遗产地管
理者。经过数日“头脑风暴”，最终形成的会议成果已提交世界遗
产大会，向世界展示了青年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积极作用，为世界
遗产保护管理能力建设作出贡献。

【青年论坛】
探讨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生计”

5 日，
2021 世界遗产青年论坛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世界遗产青年论坛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报记者 叶义斌摄

疫情背景下，全球 78%的世界遗产受到影响，波及当地社区的
生计。如何摆脱困境？5 日至 9 日，在连续 5 天的世界遗产青年论
坛中，青年代表以及专家学聚焦“世界遗产与可持续生计”，探索遗
产在实现社会目标、
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方面的有益之举。

【遗产地管理者论坛】

【共话福州】

探讨“世界遗产治理——做好管理变化与延续性的准备”
世界遗产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这一重担最终
落在遗产地管理者肩上。7 日至 13 日，遗产地管理者论坛在线上为遗产地管
理者和处于世界遗产诸多程序核心的人员架起桥梁，以“世界遗产治理——做
好管理变化与延续性的准备”为主题，
开展交流研讨。

◎变化与应对

来自福州古厝集团的黄乐婷作为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引荐
人，
用英文向与会的全球青年专家介绍三坊七巷。
用英文向与会的全球青年专家介绍三坊七巷
。 本报记者 陈暖摄

◎专家分享 交流碰撞智慧火花

围绕“人与治理”
“旅游与社区发展”
“以创新为社区赋能”等议题，今年
的论坛特别邀请了来自世界遗产相关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分享研究所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乔蒂·霍萨格拉哈尔剖析了世
界遗产可持续未来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她说，可持续城市发展以及公众积
极参与将对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对于拥有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区和城市来说有着更加非比寻常的意义。
”
“整合所有利益相关方并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并非易事，除此之外还
存在资金匮乏、治安与政治环境不稳定、管理者缺乏制定有效目标的能力
等常见问题。”世界遗产协调员马提亚斯·里普认为，未来遗产管理要转变
为以“人”为尺度的遗产治理方式，强调世界遗产地社区内资源的有效配
置，
并实现对社区的有效赋权。
阿者科村地处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通过“阿者科
计划”，这个曾经守着“绿水青山”过苦日子的乡村，搭起了通往“金山银山”
之路。
“旅游和社区发展，实际上重点在社区，包括社区的参与以及社区利
益的获得。只有当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中，并在其中有获得感，才能留住
乡愁，让保护好乡村遗产成为可能。”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
观测点管理与监测中心主任保继刚说。

目前，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面临众多
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口
增长、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等全球热点问题，向世
界遗产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此，来自国际文化财产保护及修复研究中
心的 Eugene Jo 表示，健康的遗产地管理可以有
效应对多重风险和动态变化，并为社会带来积极
效应。
“如今越来越强调和考验遗产地管理者对于
风险的应对能力，以及遗产地在管理保护之下的
韧性。”清源视野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咨询部项目
主管郭语涵指出，作为遗产地管理者，需要有非
常强的意识和应急方案来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
挑战。
交流探讨中，与会的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凸显
了使命感和应对挑战的勇气。谈及人为等社会
因素对遗产地的影响，来自“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
中哈吉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委
员会秘书处的李尔吾博士认为，
要在以人为本的前
提下，
最大程度地保障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环境以及利益相关人的利益。
“为了保护丝绸之路
的突出普遍价值及真实性、
完整性，
保障 33 处遗产
点的利益相关者最大利益，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完
善国际间的协调工作，
确保遗产的安全与可持续性
发展，
让它们的生命得到进一步的延续。
”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
闽江河口湿地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进
行自然保护的典型案例，
很好地将资源的
竞争性使用者变成优秀的管理者，
这种经
验具有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的意义。

◎管理与治理

聚焦对难以预期变化的应对，今年的论坛首
次将管理上升到治理层面，旨在更好地实现世界
遗产保护的目的。
“治理对于遗产，特别是文化遗产还是相对
新鲜的概念。”世界遗产专家 Leticia Leitao 表示，
管理意味着通过某些方法实现既定目标，治理侧
重决策机制形成的过程，治理体系由行动者、工
具、透明且包容的决策过程组成。
世界遗产专家 Sarah Court 指出，治理强调
思考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遗产保护中的参与程度、
话语权与决策权的大小，这是遗产地健康、有效
管理的前提。
鼓浪屿作为主要研究案例，贯穿整个论坛各
项议题的讨论。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区管理委
员会主任林跃锋介绍，鼓浪屿突出社区参与和人
在遗产地保护中的核心地位，并为此建立了包括
立法、政策和机制在内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遗产地管理者们也纷纷交换各自的经验和
想法。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张延提及中国大运河时说，大运河是线性文化遗
产，贯穿区域面积较大，涉及多个部门不同法律
法规的不同保护要求，同时还关系到周边居民居
住环境，需要将各部门标准进行融合，探索利益
相关群体之间的合理保护路径，在不断沟通中共
同进步。

◎青年思考 深度参与世界遗产保护

专家学者的分享引发深思，
青年代表们受益匪浅。
“我来参加青年论坛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与世界各国的青年人交
流独具中国特色、富有中国精神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经验，专家为我们梳
理了思路，让我们能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更好地与各国的青年交流和分享。”
青年论坛参会代表、北京大学研究生陈昱阳表示，通过论坛，她不断积累经
验，在接受新知识、新观点的同时，也促使自己不断反思。未来，她会将这
些收获融入自己的学术研究，
希望能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治理作出贡献。
“各国专家代表带来了他们的案例，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青年论坛
中国参会代表、中山大学博士后杨雪珂介绍，这次的论坛为她提供了不少
先进经验。她认为，青年们有更多机会到田野进行调研，希望自己可以参
与遗产地社区发展的相关活动，告诉居民如何发展旅游，提升他们对于遗
产的认识。

好年华同聚福州
服务世遗添光彩
本 报 讯（记 者 林 晗 见 习 记
者 严鑫）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
很荣幸能够在有福之州与全球共
襄世遗盛会。”正在第 44 届世遗大
会会议工作组进行实践的周春霞
说。
据介绍，由北京师范大学周春
霞等 7 名硕士组成的社会实践队
伍，在“好年华，聚福州”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的牵线下，与第 44 届世
遗大会“牵手”成功。
在外宾接待组进行实践的四
川姑娘胡镶向记者介绍：
“ 抵达福
州的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投身到世
遗大会外宾接待的礼仪培训中。”
这对于他们 7 人来说是一次全新
的体验，讲究的站立、坐姿、引导手
势等，是他们用来表示对外宾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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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遗产管
理研究专委会秘书长魏青：
福州既有像三坊七巷这样的城市遗
产 ，那 也 有 像 永 泰 庄 寨 这 样 的 乡 土 遗
产。福州的文化遗产资源能够讲述从古
到今、从中到外的城市魅力。福州正走
在通往世界遗产地的路上，第 44 届世界
遗产大会的举办，必将提供许多有益的
经验和帮助。

【成果点击】
本届世界遗产青年论坛是疫情背景
下，各国青年围绕世界遗产事业坚持开
展交流与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论坛成
果紧切全球形势变化，让全球青年代表
聚集云端，共同讨论并形成了关于世界
遗产保护为当地社区生计发展赋能、遗
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等相关建
议。论坛通过青年代表与专家进行高水
平互动，号召全球青年代表积极参与世
界遗产保护与利用，发挥青年人在世界
遗产保护的领袖作用。
本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是创立
以来规模最大，在地区和遗产地类型的
代表性方面最为平衡的一届。论坛宣言
强调，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状况下，需要与
不同层次的治理机构和多元的行动方持
续开展积极合作，使世界遗产与更大范
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缔约
国应建立基于遗产地层面的管理体系，
并为遗产地管理者持续提供实现可持续
管理目标的资源；遗产地应设计整体性、
实用性的治理工具。

感受古今漆瓷融合艺术
“正当红”器物展在朱紫坊举办

与尊重的成果。
先后参观了三坊七巷、梁厝世
遗林和福州市规划馆的辽宁小伙
张浩东，在这几天的时间里，深深
感受到了福州背后蕴藏着的深厚
的历史感与人文气。
“ 在接下来的
日 子 里 ，我 会 更 加 努 力 地 完 成 任
务，为中国形象增色，为世遗大会
添彩。”张浩东说。
“酷暑虽热，却不及心暖。”队
伍中的学子们告诉记者，来福州的
第一天，机场迎接、安排入住、叮嘱
防暑等周到的安排与细心的照顾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截至目前，在市人社局的精心
匹 配 下 ，已 有 1038 名 来 自 全 国 各
大中专院校的学子进入到福州各
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社址：
福州市鼓楼区小柳路 85 号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现场。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现场
。原浩摄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遗产专
家委员会委员闻丞：
三坊七巷根植过去，又面向世界和
未 来 ，比 其 他 传 统 社 区 的 维 度 要 更 丰
富。未来，三坊七巷的发展空间很大，也
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希望看到
三坊七巷越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21 日，
“ 传承红色
基因·致敬建党百年‘正当红’器物展”在朱紫坊
33 号朱紫坊漆艺众创空间开展。
古往今来，红色是漆器不可分割的一抹重
彩。同样，在中国古陶瓷作品中，红釉器物以其
装饰华丽而闻名中外。本次展览共展出 50 余件
传统雕漆、红釉瓷器作品，包括仿漆雕瓷器，以
及人物惟妙惟肖、服装纹饰精美的剔彩八仙
等。展览还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闽都漆艺逐步实现从
行业到产业转变的几大重要节点。
据本次展览总监严碧霞介绍，在世界遗产
大会举办之际，举办此次展览旨在聚集更多人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同时接受
非遗技艺中美育的教育。希望通过这次展览，
让更多年轻设计师、漆艺和陶艺的从业者们，从
老器物中提炼元素，用当代的审美理解让漆与
瓷产生更多“破次元”
的结合。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8 月 20 日，免费对公众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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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妙惟肖的剔彩八仙。
惟妙惟肖的剔彩八仙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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