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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解读：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公布的 2021 年“4·18”国际古迹遗址⽇的主题为——Complex Pasts: 

Diverse Futures，中⽂翻译为：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 

ICOMOS 已经多次在国际古迹遗址⽇关注⽂化遗产的包容性议题，从 2017 年的遗产与民

主，到去年的共享遗产，再到今年的主题。可以看出，国际遗产领域的有识之⼠对社会、遗

产、⼈的复杂性认知不断深⼊，对平等、包容的呼声愈发强烈。⽽在实践上述议题的过程中，

我们更加认识到，所谓⽂化和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是⼀个抽象的普世概念，⽽是根植于每个⼈

⽣活的⼟壤之中。不同国家和族群所处的地理空间，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所依托的⽂化脉络

各有不同，不同个体所看待和体察⽂化遗产的⽅式、视⾓也是多样的。因此，客观认识国情，

尊重个⼈需求，是将复杂过往讲述给多彩未来的路径。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化遗存最丰富的国度之⼀。历史在这⽚⼟地上留下了千姿

百态的印迹。76 万处⽂物古迹、5000 处国保单位、56 个民族，55 项世界遗产，从古建筑、古

遗址、古墓葬，⽯窟⽯刻，到壁画岩画、农业景观，再到现当代⼯业遗产和⾰命⽂物，每⼀

处遗产又都蕴藏着丰富的故事，这是⼀部似乎永远讲不完的历史画卷。那些源源不断的考古

新知，让我们在窥见祖先们神秘⽽多彩⽣活图景的同时，不断刷新甚⾄重塑着对中华⽂明的

认识。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复杂的过去”，看到了历史的光亮，也洞察到那些黯

淡的⾓落。通过审视这些历史的光影变幻，我们获得了更为包容客观的⼼态，去理解⾃⾝所

处的⽂化⼟壤。 

从中国看世界，更能够感受到“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这⼀主题所表达的愿景。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2020 年，国际遗产界经历了艰难的⼀年。在疫情影响之下，⽆数

⽂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受到冲击，旅游收⼊骤降，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些困境之上则是国际政治和⽂化⼤环境的复杂化：联合国教科⽂组织所倡导的⽂化多样

性、包容性的⽬标，⾯对着来⾃种族主义、单边主义甚⾄是反智主义的冲击。本应多姿多彩

的全球历史⽂化空间中，再度浮现出了⽂明的傲慢、⽂化的偏见、对他者的刻板印象、对特

定⼈群的污名化……这些⼈类历史上肮脏的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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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坚定践⾏者，ICOMOS 依旧相信，守护全⼈类共同遗产，

于⼈的思想中构建和平的⽬标永不过时。重新审视⽂化遗产的多彩之美，重拾包容平等的价

值观，重塑以⼈为本的遗产保护利⽤路径，是全世界遗产⼯作者的集体使命。 

复杂的过去，其实也投射在复杂的当下。今天的中国有着⾃我个性绽放的环境，每个⼈

都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化遗产不再是少数专业⼈⼠的功课，遗产的多彩之美也不再

停留于书本和禁宫之中。⽂化遗产正成为快速现代化进程和多元⽣活⽅式的润滑剂。中国⼈

的⽣活中都有对于历史和⽂化价值的渴求，多媒体和⾃媒体的蓬勃发展，让关于历史与⽂化

的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更迅速、更复杂。卡尔·贝克尔曾说，⼈⼈都是⾃⼰的历史学家。每个

⼈或许因为⽣活经历和视⾓的不同，对⽂化遗产有不同的感悟，但他们都有着获得知识、参

与遗产实践，乃⾄成为“⾃⼰的历史学家”的权利。 

未来之所以多彩，就是因为在中国，我们始终致⼒于让每个⼈获得这样的权利。⼈⼈都

能够接触、参与和解读⽂化遗产，这些权利不会因为⼈的年龄、性别、收⼊、职业⽽有所差

异，也不应由于他们的民族、信仰和⽣活⽅式⽽区别对待。⽆论是刚刚摆脱贫困标签的乡亲，

还是奔波于都市街巷的打⼯⼈，⽆论是见证历史城市变迁的长者，还是正在拥抱智慧⽣活⽅

式的年轻⼈，甚⾄是因⽣理缺憾⽽难以便捷接触遗产的残障⼈，在⽂化遗产⾯前都是平等的。

只有实现社会对每个个体的包容，对个体复杂条件和多样的需求予以理解和观照，才能够在

更⼤维度坚守“复杂的过去”这⼀叙事，也才能够照亮多彩的未来。 

“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这⼀主题让⼈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多⾯。⽽我们更应该认清，

⼈虽⽣⽽不同，但都拥有平等的⽂化权利。让所有的历史信息完整真实地进⼊所有⼈的⽣活，

让⽂化遗产的故事在每个⼈⾯前实现“⽆障碍”地传播，让复杂的过去塑造多彩的未来，既是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的题眼，更是推动⽂明交流互鉴，塑造⼈类命运共同体这⼀中国智慧的

国际表达。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21 年 4⽉ 18 ⽇ 

 

 

 

 



 3 

ICOMOS 主席特蕾莎·帕特⾥⻄奥的致辞 

 
 
法⽂原⽂ 
 
ICOMOS Chine – 18 avr i l  2021,   
 
par  Dr  Teresa Patr íc io ,  prés idente de l ’ ICOMOS 
 
Bonjour ,  
 
je  su is  Teresa Patr íc io ,  la  prés idente é lue de l ’ ICOMOS, le  consei l  
in ternat ional  des monuments et  des s i tes.  L ' ICOMOS se consacre à la  
conservat ion et  à  la  protect ion des monuments,  des ensembles et  des 
s i tes du pat r imoine cu l ture l .  Nous sommes la  seule organisat ion 
in ternat ionale non gouvernementa le  de ce type qui  t rava i l le  dans 151 pays 
du monde et  le  pr inc ipa l  défenseur  de la  conservat ion du pat r imoine 
cu l ture l  dans le  monde pour  les générat ions fu tures.  
Je remerc ie  le  comi té  de l ’ ICOMOS Chine de m’avoi r  inv i té  à  vous envoyer  
ce message à l ’occas ion de la  cé lébrat ion du 18 avr i l ,  la  journée 
in ternat ionale des monuments et  des s i tes de l ’ ICOMOS.  
  
Tout  d ’abord,  Avec ce message,  je  voudra is  souten i r  e t  encourager  les  
étab l issements pat r imoniaux des ef for ts  remarquables pour  accuei l l i r  les  
v is i teurs  en s i tuat ion de handicap dans les mei l leures condi t ions,  e t  ce 
quel  que so i t  le  handicap cons idéré.   
  
Deuxièmement ,  je  vous souhai te  la  b ienvenue à vous les v is i teurs !  Vous 
ouvr i r  les  por tes des monuments est  pr imord ia l ,  vous fa i re  découvr i r  les  
s i tes du pat r imoine mondia l ,  l ’h is to i re  e t  les  t rad i t ions de vot re  pro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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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 ture et  de ce l le  des aut res,  apprendre l ’ impor tance de l 'u t i l i sat ion des 
techniques de const ruct ion t rad i t ionnel les,  de l 'a r t isanat  e t  des 
connaissances loca les,  mais  auss i  l ’éco log ie  et  l ’ impor tance de protéger  
la  b iod ivers i té .  
Ouvr i r  les  por tes des monuments à tous est  une démarche 
d ’apprent issage de la  c i toyenneté qu i  représente un vér i tab le  en jeu 
d ’appropr ia t ion de la  mémoire co l lect ive et  du sent iment  d ’ ident i té  
cu l ture l le .   
  
Pour  la  journée in ternat ionale des monuments et  des s i tes de cet te  année,  
l ’ ICOMOS vous propose de réf léch i r ,  de ré in terpréter  e t  de réexaminer  
des réc i ts  pat r imoniaux ex is tants ,  e t  cec i  dans un souc i  d ’ inc lus ion et  de 
reconnaissance de la  d ivers i té .  
  
La not ion de pat r imoine est  fondamenta le  dans nos cu l tures et  soc ié tés 
d ’au jourd ’hu i .  S ’ i l  paraî t  essent ie l  à  tous de devoi r  préserver  les œuvres,  
les  savoi r - fa i re  e t  les  monuments du passé,  la  conservat ion du pat r imoine 
cu l ture l  ex ige,  toutefo is ,  un examen cr i t ique du passé,  tout  comme sa 
prat ique ex ige de prévoi r  l 'aveni r .  
  
Cependant ,  nos soc ié tés au jourd ’hu i  sont  conf rontés à la  dest ruct ion à 
grande échel le  de s i tes pat r imoniaux causée par  tous types menaces so i t  
d ’or ig ine nature l le  so i t  d 'or ig ine humaine.  «  La dest ruct ion du pat r imoine,  
peut  compromet t re  la  surv ie  de not re ident i té ,  de nos pays et  de la  p lanète.  
A ins i  nous avons le  devoi r  de préserver  le  pat r imoine pour  les générat ions 
fu tures.  »  
  
Le pat r imoine cu l ture l  est  un é lément  v i ta l  de nos soc ié tés,  qu i  s ’expr ime 
dans la  manière dont  nous racontons nos h is to i res,  dont  nous nous 
souvenons du passé et  dont  nous pro je tons l 'aveni r .  
  
A l ’occas ion de la  cé lébrat ion de la  journée in ternat ionale des monuments 
et  des s i tes,  vous lancez cet te  magni f ique in i t ia t ive d ’ouvr i r  les  
monuments à tous.  
 
Je su is  par t icu l ièrement  heureuse de cet te in i t ia t ive et  je  remerc ie  
ICOMOS Chine !  
 
Je vous souhai te  une t rès bonne v is i te .  
 

中⽂译稿 

⼤家好， 

我是特蕾莎·帕特⾥西奥（Teresa Patríci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主席。

ICOMOS 致⼒于保护和保存全世界的古迹、建筑群和⽂化遗产。我们是全球唯⼀⼀个在 151

个国家开展此项事业的国际⾮政府组织，也是为⼦孙后代保护世界⽂化遗产的主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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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邀请我在 4·18 国际古迹遗址⽇的庆祝活动中

为中国同仁们致辞。 

⾸先，我⽀持和⿎励⽂化遗产机构做出努⼒，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条件来接待残疾⼈群体，

⽆论他们属于何种残疾。 

其次，欢迎各位来宾！让古迹遗址的⼤门向公众开放，让⼤家发现世界遗产，探寻⾃⾝

和他者的历史和传统，了解传统建筑技术、⼿⼯艺和当地知识，关注⽣态和保护⽣物多样

性。  

为所有⼈打开古迹遗址的⼤门，是⼀种塑造公民⾝份的⽅法，使⼈重温集体记忆，获得

⽂化认同感。 

今年的国际古迹遗址⽇，ICOMOS 为⼤家提供了⼀个对现有遗产故事再思考、再解读、

再审视的机会，以包容和认可遗产的多样性。 

遗产是今天⽂化和社会的基⽯。保护过往的作品、知识和古迹对每个⼈⽽⾔⾄关重要。

但是，保护⽂化遗产，需要对过去进⾏思辨性的审视，其实践也需要⾯向未来。 

然⽽，我们今天的社会⾯临着各种⾃然或⼈为威胁，让遗产遭受⼤规模破坏。遗产的破

坏会危及我们的个体认同，以及国家和地球的存亡。因此，我们有责任为⼦孙后代保护我们

的遗产。 

⽂化遗产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它体现在我们讲述故事、回忆过去和规划未来的路径之中。 

在庆祝国际古迹遗址⽇之际，你们发起了向所有⼈开放古迹遗址的宏伟倡议。 

我⼗分⾼兴看到这⼀倡议活动，感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 

祝⼤家参观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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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我在故宫画彩画——听障⻘少年⾛进⽂
化遗产地 

2021 年 4⽉ 18 ⽇上午，由国家⽂物局指导，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故宫博物院、中国

听⼒语⾔康复研究中⼼以“多彩的遗产，多彩的未来”为主题，联合举办了 2021 年度国际古迹

遗址⽇活动—— “我在故宫画彩画——听障青少年⾛进⽂化遗产地”。⼗五名听⼒障碍青少年

在故宫博物院专家的带领下，⾛⼊⽂化遗产地，学习古建筑彩画知识，亲⼿绘制彩画图样，

并与⽂物保护专家们热烈交流互动。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协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

院长王旭东等与孩⼦们⼀同参加了活动，并互动交流。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化遗产研究院

院长柴晓明，北京市⽂物局局长陈名杰，中国听⼒语⾔康复研究中⼼副主任张冬梅，以及中

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故宫博物院、中国听⼒语⾔康复研究中⼼的部分专业⼈员和⽼师全程

参加了活动。 

 
“我在故宫画彩画”活动现场 

1983 年联合国教科⽂组织第 22 届⼤会通过，每年的 4 ⽉ 18 ⽇为“国际古迹遗址⽇”，旨

在全球范围内宣传推⼴遗产保护理念，提升公众遗产保护意识。随着国际社会对⽂化包容性

与多样性的需求⽇益增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将 2021 年的主题定为“复杂的过去，多彩的

未来”。主题指出，每个⼈、每个群体看待和讲述遗产的⽅式各不相同，应建⽴更具有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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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事⽅式，更全⾯地解释遗产，向更⼴泛的群体传播遗产价值。尤其需要关注因经济、社

会甚⾄⽣理原因⽽存在的弱势群体对遗产的需求，以开创⼀个更加宽容与和平的未来。 

活动期间，孩⼦们近距离接触了⽂物保护知识，并充分发挥⾃⼰的想象⼒，绘制出了宝

珠吉祥草、灵芝纹等各式各样的彩画样式，并制作成钥匙链留作纪念。孩⼦们对⽂物的世界

充满好奇，纷纷向专家们提问，对彩画的等级，不同时期的彩画风格，以及彩画今天⽣活中

的⽤途等⽅⾯进⾏了认真的思考，并提出了⾃⼰的见解。孩⼦们的热情与活泼，让活动现场

⽓氛活跃，充满欢声笑语。 

 
“我在故宫画彩画”活动孩⼦们绘制彩画样式 

 
“我在故宫画彩画”活动孩⼦们制作彩画钥匙扣 

宋新潮指出，中国始终致⼒于让每个公民获得平等的⽂化权利，⼈⼈都能够接触、参与

和解读⽂化遗产。这些权利不会因为⼈的年龄、性别、收⼊、职业⽽有所差异。让⽂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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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在每个⼈⾯前实现“⽆障碍”地传播，既是今年国际古迹遗址⽇的题眼，更是推动⽂明

交流互鉴，塑造⼈类命运共同体这⼀中国智慧的国际表达。 

 
活动现场互动交流 

王旭东表⽰，故宫不断推动“⽆障碍”参观，旨在让更多⼈、通过多种⽅式，接触遗产、

热爱遗产，守护遗产。他希望这次故宫之旅能让孩⼦们感受到彩画之美，发现⽂化遗产之美，

进⽽创造美好⽣活。他⿎励孩⼦们接触学习和传承祖国的优秀传统⽂化，茁壮健康成长，通

过多彩的遗产，迎接多彩的未来⼈⽣。 

张冬梅表⽰，这次“听障青少年⾛进⽂化遗产地”活动，通过参与⽂物保护实践，孩⼦们

能够期待更丰富多彩的未来，融⼊正常社会⽣活。她期待本次活动能够引领和⽰范⽂物⾏业

与残疾⼈事业的紧密结合，推⼴⽂化遗产“⽆障碍”的理念，倡导让残疾⼈融⼊社会，让更多

⽂物古迹⾯向所有⼈开放。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新任主席特蕾莎·帕特⾥西奥⼥⼠专门为活动发来致辞视频，与中

国同仁们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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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画彩画”活动现场合影 

2、清源⽂化遗产“国际古迹遗址⽇”系列活动 

2.1 国际古迹遗址⽇专题研讨会：共享与共识，遗产价值的多视⾓认知1 

4 ⽉ 18 ⽇，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化遗产管理研究专委会和清源视野联合主办的

418 国际古迹遗址⽇专题研讨会在奥北科技园 8号楼清源讲堂现场举办，并通过腾讯会议进⾏

线上同步直播。协会理事长宋新潮、秘书长闫亚林出席。 

为响应今年国际古迹遗址⽇主题——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Complex Pasts，Diverse 

Futures），本次研讨会以“共享与共识，遗产价值的多视⾓认知”为题，特别邀请了来⾃国家

⽂物局、中国⽂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清华⼤学、

浙江⼤学以及⼈民⽇报的⽂化遗产保护领域、社会学领域和媒体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活动主

题进⾏案例分享和对谈交流。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对活动进⾏致辞，全⽂如下： 

在这样⼀个时间点举⾏以“遗产价值多视⾓认知”为主题的学术研讨，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的主题是“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其本意便是倡导⼈们从更多元的

视⾓、以更多元的⽅式去认识遗产的价值，特别是倡导遗产领域⼯作者更主动地关注遗产在

 
1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dVUtWbOrWdXuO9FxBLmk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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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当下和未来所依托的社区、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励更多⼈参与到遗产价值的解读和

传播之中。 

今天上午，我们在故宫举⾏了“残障青少年⾛进⽂化遗产地”的活动，在公众层⾯推动遗

产价值的⽆障碍传播。下午的这次研讨会，则是从遗产⼯作者的⾓度，研讨和切磋遗产价值

的多种解读，探讨遗产对于过去的认知、对于未来的塑造所具有的许许多多的可能性。从这

个⾓度⽽⾔，上午和下午的活动互相呼应，共同承载了中国对今年“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

这⼀主题的理解与实践。 

我认为，“遗产价值的多视⾓认知”，其实与今天我们中国所倡导的⽂明交流互鉴、共同

塑造⼈类命运共同体这⼀宏⼤的主题不谋⽽合。这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来分析。 

第⼀，世界遗产实际是⽂明之间、⼈与⼈之间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并构建更具包容性

的社会的体现。每⼀个⼈都是平等的，每⼀类⼈都享有平等的⽂化权益，尤其是解读遗产价

值、参与遗产保护的权利。遗产是多样的，看待⼀项遗产，国家有国家的视⾓，专家有专家

的解读，不同领域的专家有不同视⾓侧重，普通⼈也有普通⼈的理解。很多时候，只是我们

看待历史和⽂化的⾓度不同。这⼏者之间，不是谁压倒谁、谁取代谁，⽽是平等交流的关系。

遗产的公众属性和保护的责任，又需要在参与者之间建⽴能够得以延续的价值共识。这些年，

ICOMOS 尤其强调普通社区民众进⾏遗产保护的权利，就是这⽅⾯认识得到了提升的表现。

今天的若⼲题⽬，也将探讨普通⼈如何理解和参与遗产事务，是对这⼀主题很好的切⼊点。 

第⼆，尊重民间知识、发现历史细节，其实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段。在遗产确定

和申报的过程中，受限于⼀些具体的限制条件和框架标准，我们往往会选取最突出、最有⼒

的要素作为突出普遍价值进⾏阐述，但是这⼀总结的过程中就会忽略掉⼀些东西。在实际的

研究和⼯作中，我们应该去发现遗产在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信息，发现民间的智慧，

发现那些⽐冷冰冰的官⽅⽂本更具活⼒的历史细节。这样，历史会更有趣，遗产会更多彩，

中国⽂化和社会的历史故事也会更具亲和⼒。 

第三，不同的视⾓、不同的声⾳，在⼀起讨论、交流，这个⾏动本⾝的意义⾮常重要。

今天来到现场的对谈嘉宾有新闻媒体领域的、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我们⼀起就某个遗产

的不同价值进⾏研讨，并不是谁要说服谁，⽽是想充分展⽰遗产的多种可能性，展⽰多样的

世界观和历史观，展⽰不同学科学术研究的特⾊。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明因交流⽽多彩，

⽂明因互鉴⽽丰富。”我想，学术和⽣活都是如此。今天上午的活动，我们发现孩⼦们对遗产、

对世界的理解，和我们成年⼈不同。但我们并不会因为这种不同⽽紧张，我们反⽽因此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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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慰。⼈与⼈的不同，⽂明与⽂明的差异，才是⼈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才是⼈类进步的基⽯。

国家⽂物局这些年致⼒于遗产保护与活化利⽤，也越来越感受到来⾃各个⽅⾯的⼒量参与⽂

物事业的活⼒与激情。我们⿎励⼤家在尊重专业知识和基本⽂物规律的基础上，发挥⾃⼰的

创造⼒和想象⼒，通过不同的专长参与⽂物事业，从不同⾓度为⽂物保护事业增砖添⽡。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对活动进⾏致辞 

2.2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化遗产保护教育与北京中轴线课程 

以 2021 年国际古迹遗址⽇“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主题为指导，本系列“青少年⽂化

遗产保护教育与北京中轴线”课程由清源视野（北京）⽂化咨询有限公司主办，2021 年 3 ⽉-6

⽉间于东城区的 8 所中⼩学举开展，以期在校园内实现遗产价值的“⽆障碍”传播。 

为了让参与活动的中⼩学⽣以及学校教师们更⾃由充分地接触遗产、认识遗产、保护遗

产，该课程采⽤了⽂化遗产保护理念及⽂化遗产知识点讲授、课堂互动、⼩组讨论、课外⾃

主调研等教学⽅式，⼒求充分调动学⽣主动学习⽂化遗产及⽂化遗产保护相关内容。具体授

课内容包括：对⽂化遗产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遗产保护的国内及国际机构组织运作进⾏基础

了解；通过对⽂化遗产基本概念、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了解，感知中华⽂化的博⼤精深、中国

古代劳动⼈民的伟⼤的智慧和创造⼒；通过认知并学习科学严谨的遗产保护⽅法，建⽴正确

的⽂化遗产保护观念等。 

为了让⽂化遗产教育实现多学科交叉培养及多种能⼒提升的作⽤，本课程还在互动及⾃

主学习环节中增加了对青少年⼉童的逻辑能⼒、动⼿能⼒、观察能⼒、团队合作能⼒、艺术

创作能⼒等多种能⼒的培养。另外，为了让学⽣们对⾃⼰所⽣活的北京市东城区拥有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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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本课程加⼊了⼤量当地的⽂化遗产作为案例，并着重对北京中轴线进⾏了深⼊介绍

及赏析，借此引导学⽣们了解城市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化内涵，培养学⽣们对家乡故⼟的热

爱之情。 

在 418 国际古迹遗址⽇的⼀周内，本课程在中⼩学校内对世界遗产相关知识进⾏介绍，

包括世界遗产的产⽣背景和基本类型，了解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专业咨询机构在世界遗产

保护事业中所具有的作⽤及作出的贡献，并对中国的世界遗产进⾏基本介绍。  

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化遗产保护教育与北京中轴线课程 

3、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讲座：世界遗产中的地质地貌科学保护
和管理2 

3.1 概况 

2021 年“4·18”国际古迹遗址⽇的主题是“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围绕这个主题，⽂

化遗产保护规划国家⽂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科技委建筑遗产分委会特邀

中国林草局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UNESCO 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北京）副主

任、北京⼤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导师李江海教授，于 2021 年 4⽉ 16 ⽇举办讲座《世

界遗产中的地质地貌科学保护和管理》，讲座内容线上同步直播。讲座由科研基地主任、院

建筑遗产分委员会主任陈同滨研究员主持。 

 

 
2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PrqN1cdZSaGOFWSmP3q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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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海教授与讲座主办⽅、部分嘉宾合影 

3.2 嘉宾讲座与交流讨论 

李江海教授从⼆⼗余年的世界⾃然遗产研究与保护⼯作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出发，就世

界遗产价值标准及全球对⽐、世界⾃然遗产的⼗三个地质主题及其代表性遗产、不同类型的

⾃然遗产⾯临的主要威胁、中国潜在的世界⾃然遗产等问题展开讲述。讲座内容涉及世界⾃

然遗产的认定、地质地貌类世界遗产特征、⾃然遗产的科学保护与管理等内容。线上和线下

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韶关丹霞⼭国家级⾃然保护区、贵州师范⼤学等多家遗产研究、保护

与管理机构的从业者听取了本次讲座。 

讲座结束后，主持⼈陈同滨研究员结合李江海教授有关⾃然遗产的讲座内容，指出⽂化

遗产可获得借鉴的⽅⾯有三：⼀是在遗产价值研究的技术路线上突出分级分类、强化对⽐分

析；⼆是在阐述过程中要使⽤图表与数据量化统计来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客观性；三是

要从国家利益和⼈类⽂明的⾓度提升遗产保护的⼯作格局。 

与会年轻⼀代⽂化遗产保护⼯作者就⾃然遗产的灾后修复、遗产概念的社会属性及其引

发的申报与保护管理问题、⾃然遗产与⽂化遗产对于真实性的认定等问题与李江海教授展开

了深⼊的讨论。 

本次讲座不仅给听众讲授了⾃然遗产认知与保护管理⽅⾯的基本知识与理念、⽅法，同

时也激发了青年⼀代对于遗产保护⼯作本⾝的思考，促进了多学科领域、特别是⾃然遗产与

⽂化遗产保护之间的互动，探讨了未来多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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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 RE 睿•国际创忆馆数字沉浸展：发现·北京中轴线3 

4.1 探展《发现·北京中轴线》 

RE 睿·国际创忆馆创意总监裴唯伊带领⼩朋友参观数字沉浸展《发现·北京中轴线》，

通过展项讲解及互动轻松获取有关于北京中轴线的秘密。《发现·北京中轴线》数字沉浸展

将⼤家⾛进中国⼈的哲思之海，见证“中”这⼀概念的诞⽣，俯瞰北京中轴线，探秘梁思成笔

下的“北京城脊梁”，穿越故宫、景⼭、钟⿎楼……更有近百张北京城数字影像⾸次展出，世

界⽂化遗产⼤揭秘等。让⼩朋友初步建⽴起对北京中轴线的认识，在专家以及公众中的声⾳

中了解中轴线的⽂化价值，锻炼其理解能⼒以及深度思考能⼒。 

 
《发现·北京中轴线》展览活动 

4.2 世界⽂化遗产知识⼩课堂 

在⼩朋友了解中轴线及其⽂化价值基础上，由 RE 睿·国际创忆馆创意总监裴唯伊向⼤

家进⾏趣味讲解，带领⼤家进⼀步了解世界⽂化遗产的定义以及它与常见的⽂化遗产之间的

区别。结合实际⽣活中的事物，让⼩朋友⽤最简单易懂的⽅式了解并掌握新的⽂化概念，锻

炼其理解能⼒、归纳能⼒。 

4.3“我是⼩⼩申遗官”活动 

 
3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7_IAnhPABtWRPDkoe7ZH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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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E 睿·国际创忆馆创意总监裴唯伊引导下，⼩朋友独⽴梳理活动中对北京中轴线价

值的认识，分别扮演“申遗官”各抒⼰见，说出北京中轴线能够成为世界⽂化遗产的理由。从

多元的⾓度了解北京中轴线的⽂化价值，了解申遗所要具备的条件，锻炼⼩朋友的逻辑思维

能⼒、语⾔表达能⼒等。 

5、慈⻦⽂旅“国际古迹遗址⽇”系列活动4 

5.1 明⼗三陵永陵神路调查寻访 

慈鸟⽂旅明⼗三陵探访活动拉开了“国际古迹遗址⽇”系列活动的序幕，共有来⾃各个城

区的 35名⽂博志愿者参加活动，志愿者平均 52岁，年龄最⼩的 20岁，最⼤的 72岁。明⼗三

陵永陵神路是永陵村民出⼊永陵村的必经道路，⽬前永陵神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经常

可以看到重载卡车在神路上驶过，神路上的⽯板已有多处被轧碎或轧裂，亟需保护。因此，

此次探访活动的主要⽬的是：勘察永陵神路现状，向有关部门提出保护建议，⼴泛利⽤⾃媒

体宣传古遗址保护的意义，动员更多的社会⼒量加⼊古遗址保护的活动中来。本次寻访中发

现了⼀块未纳⼊保护的古碑，相关情况已经以书⾯形式上报北京市⽂物保护协会。 

 
明⼗三陵探访活动志愿者 

5.2 故宫探寻⾦砖的⼯匠精神 

 
4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t8tUfkTdLpRndUSVeJCO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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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诸多巧夺天⼯的建筑、材料中，⾦砖似乎并不起眼。但它却是低调的“实⼒派”，

是明清王朝奉旨成造的“钦⼯物料”。百年间，⾦砖静卧在故宫的殿宇地⾯，虽饱经沧桑，却

依旧清澈透亮、光洁如新，诠释着故宫⽂化和匠⼈精神。 

该活动为亲⼦活动，共有 14 组家庭参加（20 多名志愿者），年龄最⼩的志愿者只有九

岁。每个学⽣志愿者都穿着本校校服参加活动，在资深的⽂博志愿者⾦宝岩和赵杰⽼师带领

下，亲近⽂物，了解藏在其中的⽂化密码，每⼀位学⽣志愿者均做出庄严承诺：志愿为⽂化

传承和保护⽂物贡献⾃⼰的⼒量。 

5.3 ⼤运河遗址探访 

⼤运河遗址探访活动共有 27 名志愿者参加，他们来⾃北京市各个城区，年龄最⼩的 41

岁，年龄最⼤ 76岁。探访从通州⼤运河⾥⼆泗码头遗址始，依次到张家湾古桥、皇⽊⼚运河

故道-----本次活动发现的问题均已提交北京市⽂物局“献⾔献策活动”征询部门。 

 
明清皇宫紫禁城探访活动志愿者 

 
⼤运河遗址探访活动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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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1、天津记忆⽂化遗产保护团队：后疫情时代的民间⽂化遗产保护国
际交流5 

1.1 概述 

2021 年 4⽉ 18 ⽇是第 39个国际古迹遗址⽇，今年的因疫情和其它原因，天津记忆⽂化

遗产保护团队组织线上交流活动，题⽬是“后疫情时代的民间⽂化遗产保护国际交流”。此次

活动⾸次尝试跨国民间进⾏对话，邀请了英国遗产保护组织、孤独教堂之友、⽜津皇狮⽂化

国际交流协会代表 HELLEN HAN ⼥⼠，在英国⽜津当地与天津团队线上交流，介绍了当地

的⽂化遗产保护民间⾏动。 

 
中英民间⽂化遗产团队线上交流活动 

1.2 线上研讨 

国际遗产领域的有识之⼠对社会、遗产、⼈的复杂性认知不断深⼊，对平等、包容的呼

声愈发强烈。所谓⽂化和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是⼀个抽象的普世概念，⽽是根植于每个⼈⽣活

的⼟壤之中。不同国家和族群所处的地理空间，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所依托的⽂化脉络各有

不同，不同个体所看待和体察⽂化遗产的⽅式、视⾓也是多样的。因此，客观认识国情，尊

重个⼈需求，是将复杂过往讲述给多彩未来的路径。 

 
5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9glR_H6qc8rAcHCR8Lqh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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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近代中国历史最复杂多样、建筑和⼈⽂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近代中国历史在

这⽚⼟地上留下了千姿百态的印迹。从古建筑和近现代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农业景观，

再到现、当代⼯业遗产和⾰命⽂物，每⼀处遗存又都蕴藏着精彩的故事，这是⼀部似乎永远

讲不完的历史书。在这⼀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复杂的过去”，看到历史的光亮，也洞察到

那些黯淡的⾓落。通过审视这些历史的光影变幻，可以获得了更为包容、客观的⼼态，去理

解⾃⾝所处的⽂化⼟壤。 

从百年天津看近代中国，再放眼世界，更能够感受到“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这⼀主

题所表达的愿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2020 年，国际遗产界经历了艰难的⼀年。

在疫情影响之下，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些困境之上则是国际政治

和⽂化⼤环境的复杂化：联合国教科⽂组织所倡导的⽂化多样性、包容性的⽬标，⾯对着来

⾃种族主义、单边主义甚⾄是反智主义的冲击。本应多姿多彩的全球历史⽂化空间中，再度

浮现出了⽂明的傲慢、⽂化的偏见、对他者的刻板印象、对特定⼈群的污名化……这些⼈类

历史上肮脏的残留物。 

不过，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坚定践⾏者，ICOMOS 依旧相信，守护全⼈类共同遗产，

于⼈的思想中构建和平的⽬标永不过时。重新审视⽂化遗产的多彩之美，重拾包容平等的价

值观，重塑以⼈为本的遗产保护利⽤路径，是全世界遗产⼯作者的集体使命。 

 
中英民间⽂化遗产团队线上合影 

复杂的过去，其实也投射在复杂的当下。今天的中国有着⾃我个性绽放的环境，每个⼈

都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化遗产不再是少数专业⼈⼠的功课，遗产的多彩之美也不再

停留于书本和禁宫之中。⽂化遗产正成为快速现代化进程和多元⽣活⽅式的润滑剂。中国⼈

的⽣活中都有对于历史和⽂化价值的渴求，多媒体和⾃媒体的蓬勃发展，让关于历史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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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更迅速、更复杂。卡尔·贝克尔曾说，⼈⼈都是⾃⼰的历史学家。每个

⼈或许因为⽣活经历和视⾓的不同，对⽂化遗产有不同的感悟，但他们都有着获得知识、参

与遗产实践，乃⾄成为“⾃⼰的历史学家”的权利。 

未来之所以多彩，就是因为中国始终致⼒于让每个⼈获得这样的权利。⼈⼈都能够接触、

参与和解读⽂化遗产，这些权利不会因为⼈的年龄、性别、收⼊、职业⽽有所差异，也不应

由于他们的民族、信仰和⽣活⽅式⽽区别对待。⽆论是刚刚摆脱贫困标签的乡亲，还是奔波

于都市街巷的打⼯⼈，⽆论是见证历史城市变迁的长者，还是正在拥抱智慧⽣活⽅式的年轻

⼈，甚⾄是因⽣理缺憾⽽难以便捷接触遗产的残障⼈，在⽂化遗产⾯前都是平等的。只有实

现社会对每个个体的包容，对个体复杂条件和多样的需求予以理解和观照，才能够在更⼤维

度坚守“复杂的过去”这⼀叙事，也才能够照亮多彩的未来。 

“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这⼀主题让⼈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多⾯。⽽⼈们更应该认清，

⼈虽⽣⽽不同，但都拥有平等的⽂化权利。让所有的历史信息完整真实地进⼊所有⼈的⽣活，

让⽂化遗产的故事在每个⼈⾯前实现“⽆障碍”地传播，让复杂的过去塑造多彩的未来，既是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的题眼，更是推动⽂明交流互鉴，塑造⼈类命运共同体这⼀中国智慧的

国际表达。 

三、河北 

1、秦皇岛市⼯业遗产保护与利⽤研讨会：共话遗产保护、创造多彩
未来6 

2021 年 4 ⽉ 16 ⽇上午，为迎接“国际古迹遗址⽇”，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利⽤“考古青年

⽂化沙龙”活动空间举办了“多彩的未来——⼯业遗产保护与利⽤”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秦皇

岛市玻璃博物馆、秦皇岛港⼜博物馆、秦皇岛电⼒博物馆三座依托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

⼯业遗产建设的三家专题博物馆发起，同时邀请致⼒于⼯业遗产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秦皇岛港⼜⽚区⼯业遗产的保护与利⽤。 

会上，三家博物馆代表分别做了主题发⾔，专家、学者和⽂物主管部门同志围绕⼯业遗

产保护管理及展⽰利⽤进⾏了研讨。通过研讨会形成的共识，三家博物馆将从⼯业遗产保护

 
6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HLULfOJvHo19EzKHpT3k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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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旅融合、展览交流、社会教育、⽂创研发、课题研究、教育培训、宣传推介等⽅⾯

开展全⽅位的合作，带动⽚区⽂化旅游产业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沿海强市、美丽港城

提供精神动⼒和⽂化⽀撑。 

 
⼯业遗产保护与利⽤研讨会现场 

四、吉林 

1、⻓春⿊⼟⽂学社采⻛活动：追溯⻓春百年古迹、抒⿊⼟家国情怀7 

4⽉ 18 ⽇是“国际古迹遗址⽇”，在这⼀天⾥，⿊⼟⽂学社长春分社组织开展了“追溯长春

百年古迹  抒⿊⼟家国情怀”采风活动。⿊⼟⽂学社社长贾鸿良、长春分社社长崔颜锋、社友

许迎东等⼀⾏先后来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个地下通讯站，长春的第⼀个⽕车站、长春

最⼩的公园、长春第⼀座⽔塔、百年前的沙俄俱乐部等众多城市遗迹和景观进⾏采风。 

贾鸿良社长在采风结束后认为，通过此次活动，让⼤家对长春的历史⽂化底蕴有了更为

深刻细致的了解。“⿊⼟”是⼀个⽂学爱好者和作者的家园，通过这种有意义的活动，让⼤家

有了⼀个内容⽐较充实，主题形式多样的写作素材，对⼤家今后的⽂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本

⼟素材。社友许迎东表⽰，下⼀步将会继续积极参加此类采风活动，深刻了解和熟悉本地的

 
7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9EFDDLaXQc9IjGEmDPBz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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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化渊源，将采风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融⼊到⽂学创作中，并努⼒创作出更多更好的

⽂化作品。 

据悉，开展此次活动其⽬的就是继续扎根基层本⼟、扎根地域⽂化，发掘出更好的⽂学

素材，⽤⼿中的笔、纸上的⽂字，描绘出更多反映本⼟⽂化的好⽂章，推动⿊⼟⽂学创作事

业的蓬勃发展，⽤⽂学精品为建党 100周年献礼。 

 
贾鸿良社长（左）与许迎东在长春⼆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旧址前合影 

五、江苏 

1、南京城墙东⽔关考古遗址公园直播访谈8 

南京城墙是中国乃⾄世界优秀的⽂化遗产，以南京为牵头城市的中国明清城墙项⽬积极

开展申遗⼯作。2018 年，南京市举办了南京城墙保护与利⽤国际论坛，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知名专家为“中国明清城墙”申遗把脉开⽅，出谋划策。2020 年 3 ⽉，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城防与军事遗产委员会（ICOFORT）正式批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成为机构会员，这是中

国⾸个加⼊ ICOFORT的⽂博单位。 

2021 年 4•18 国际古迹遗址⽇到来之际，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将在东⽔关遗址公园举办

直播访谈活动，向公众阐释、展⽰、传播南京城墙⽂化遗产及其在城市⽣活中的现实意义。

直播特邀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邵磊研究员，重点介绍明初都城南京的护城河体系、东⽔关遗址

 
8 内容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0lMuQ5zvCnMOOtA18oMX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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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阐述⽂化遗产保护在南京城市⽣活中的现实意义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特殊作

⽤。 

2、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研究中⼼“国际古迹遗址⽇”主题活动9 

2.1 海丝探迹——浡泥国⺩纪念园社区微展览 

今年的 4⽉ 18 ⽇是第 19个国际古迹遗址⽇，今年的主题是“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

为此，市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研究中⼼联合⾬花台区⽂物保护管理所（浡泥国王墓管理所）、

铁⼼桥街道举办《海丝探迹——浡泥国王纪念园社区微展览》，旨在让更多南京市民⾛近⽂

化遗产，感受南京海丝⽂化的独特魅⼒。 

经过数⽉的精⼼策划和布展，“海丝探迹——浡泥国王纪念园社区微展览”第⼀场于 4 ⽉

15 ⽇在⾬花台区铁⼼桥街道春江社区落地。 

本次微展览共有 20块展板，以浡泥国王墓为切⼊点，介绍了⼀带⼀路、海上丝绸之路以

及南京海丝遗产的相关知识。展览内容深⼊浅出，体现了⽂化遗产价值的“⽆障碍”传播，帮

助更多的普通市民平等⾃由地接触⽂化遗产、认识⽂化遗产、保护⽂化遗产，让⽂化遗产成

为⼤家共同的“多彩未来”。 

展览受到春江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认为展览图⽂并茂，通俗易懂，⼤家通过展览知道

了 4.18 国际古迹遗址⽇、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知识，还进⼀步了解了⾝边的⽂化遗产价值，

同时也增强了⽂化遗产保护意识和对本地区的⽂化认同感。 

 
观看展览的社区居民 

 
9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3ktMCXduj-AjDUDFlhxQ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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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讲座：朝贡之外——明代朝鲜赴华使⾂的私⼈贸易 

明代初期赴华使⾂私⼈贸易的地点主要是在南京，通过相关研究，展现明朝与朝鲜在官

⽅朝贡关系之外的，更多层次的贸易与⽂化交流，有助于我们进⼀步深⼊理解明代中国与朝

鲜之间乃⾄东亚各国间的交流关系。讲座于 4⽉ 17 ⽇上午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平台开展。 

3、南京市⽂旅局“国际古迹遗址⽇”主题活动10 

3.1 东吴名将，江表虎⾂——东吴丁奉家族墓出⼟⽂物展 

为了加强南京市⽂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化遗产成为⼤家共同的“多彩未来”，4 ⽉

18 ⽇，南京市⽂旅局在六朝博物馆举办南京市 2021“国际古迹遗址⽇”暨“东吴名将，江表虎⾂

—丁奉家族墓出⼟⽂物展”开幕式。 

作为三国东吴的都城，南京有着丰富的地下三国⽂化遗存。2019 年下半年⾄今，南京市

考古研究院在五佰村地块发现并清理古代墓葬 10 座，其中 4 座东吴砖室墓（编号

2020NGWM2~M5）保存较好，形制趋同，时代清晰，出⼟器物丰富，为近年来六朝墓葬考

古中所少见。尤为重要的是，M3出⼟砖地券，墓主明确为三国东吴名将丁奉。丁奉墓是⽬前

发现的具有明确记载的官职最⾼的三国东吴名将之墓。这次重要考古发现为南京六朝墓葬研

究，尤其是为东吴时期达官贵族的墓葬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次展览共展出来⾃丁奉家族墓出⼟的 230 余件⽂物，包括⾦、银、铜、铁、陶、瓷、

漆器等不同类型。展览通过墓葬礼俗、出⼟器物、考古发掘、⽂物保护等多⾓度⽴体展现了

三国⽂化及古都南京的⽂化底蕴。 

 
东吴丁奉家族墓出⼟⽂物展展品 

 
10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lDCjg69yV5E33rYACXu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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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届南京市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评选推介活动 

近年来，南京市坚持系统性保护，持续深化⽂物保护利⽤改⾰。先后制定颁布了《南京

市历史⽂化名城保护条例》《南京城墙保护条例》《南京地下⽂物保护条例》《南京市⽂物

建筑修缮⼯程管理办法》等地⽅性法规、政府规章等⽂件。积极探索对南京历史⽂化地位以

及新特征的理解和认识，在加强历史⽂化名城保护、⽂化遗产保护和利⽤上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三五”期间完成古迹遗址保护项⽬ 200 多项。完成了南京城墙⼩桃园段抢险维修⼯程、

南京城墙武定门段维修、⿎楼修缮及环境整治、秦淮民居群——程先甲故居抢险加固、南京

长江⼤桥公路桥维修⽂物保护等 200 多项⽂保⼯程。其中，南京长江⼤桥公路桥维修项⽬获

国家⽂物保护最⾼奖“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 

今年，市⽂旅局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市⽂物⼯作传播⼒、影响⼒，为宣传推⼴优秀古迹遗

址保护项⽬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充分发挥⽂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社会的积极作⽤。围绕今年

“国际古迹遗址⽇”的主题，开展了⾸届南京市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评选推介活动。通过各

单位积极申报，各区把关推荐，从近 5 年完成的⼯程项⽬中，合格中选好，好中选优，历时

1 个多⽉，选出 22 个参评项⽬⼊围，在⼊围的 22 个项⽬中最终评选出 10 个优秀古迹遗址保

护项⽬。在 4⽉ 18 ⽇启动仪式上，为获得南京市优秀古迹遗址保护⼯程项⽬的单位颁奖。 

 
⾸届南京市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评选推介活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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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浙江 

1、宁波市保国寺主题活动：国宝伴您 60 年11 

2021 年是宁波建城 1200周年，也是宁波市唯⼀⼀处第⼀批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保

国寺公布 60 周年。4 ⽉ 18 ⽇是 “国际古迹遗址⽇”，在“四明有⼭，名⽈灵⼭，初有骠骑将军

庙，故又名骠骑⼭……”的诗朗诵《千年保国寺》中，由宁波市天⼀阁博物院（宁波市保国寺

古建筑博物馆）、宁波市志愿服务基⾦会主办的“国宝伴您 60 年——寻找 1961 年出⽣的志愿

者爱⼼捐赠仪式”在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举⾏。 

此次活动⾃ 3 ⽉ 4 ⽇启动以来，在为期 1 个半⽉的时间⾥主办⽅结合志愿者个⼈服务时

长、专业特长，报名、选拔出了宁波市 60周岁的注册志愿者共 222名。这些志愿者来⾃于不

同⾏业，但都因为抱有对社会⽆私奉献这⼀共同追求⾛在⼀起。 

活动现场，主办单位向 10 位此次寻找到的志愿者代表赠送了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纪念第

⼀批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公布 60 周年的纪念套装。现场 60 名志愿者在向宁波志愿者和有

意参与志愿服务的市民发出的《“守护⽂化遗产、延续甬城⽂脉”倡议书》上签名，并在千年

保国寺⼤殿前还亲⾝体验了保国寺宋代⼤殿 1:2⽃拱模型的组装搭建，以更直观地⽅式了解中

国传统建筑⽂化中杰出的营造技艺。 

 
宁波保国寺主题活动志愿者合影 

 
11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UY-xtF3R7lb-DITOafCI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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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少年⼉童出版社：《五千年良渚⺩国》图书推介12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发布今年主题时指出，每个⼈、每个群体看待和讲述遗产的⽅式

各不相同，应建⽴更具有包容性的叙事⽅式，更全⾯地解释遗产，向更⼴泛的群体传播遗产

价值。尤其需要关注因经济、社会甚⾄⽣理原因⽽存在的弱势群体对遗产的需求，以开创⼀

个更加宽容与和平的未来。 

浙江少年⼉童出版社作为专业少⼉出版社，始终致⼒于向少⼉读者进⾏⽂化遗产科普。

浙江少年⼉童出版社推出了《五千年良渚王国》⼀书，并推出英⽂版，⾛向国际。图书由良

渚古城发现⼈刘斌领衔执笔，以⼿绘科普的形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为他们了解良渚⽂明

提供了⼀种兼具权威性和趣味性的途径。 

 
《五千年良渚王国》英⽂版与中⽂版 

七、安徽 

1、⻢鞍⼭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义务讲解活动13 

4 ⽉ 18 ⽇上午，市朱然博物馆（市美术馆）“义封社”举办了“纷繁的历史、多彩的未来”

义务讲解志愿活动。活动当⽇，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志愿者们个个热情满满，他们分别在

 
12 内容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RbLngbH0jcTZu90nI4fbEA 

13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QVUNpbvz6lkZAcjmqTUo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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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然博物馆西门、朱然墓室陈列、朱然⽣平浮雕长廊等陈列点主动为游客进⾏义务讲解。本

次活动的开展，为学⽣志愿者们搭建了展现⾃我的实践平台，使孩⼦们更多的了解家乡历史。

他们⽤真诚的微笑传播家乡⽂明，传承志愿者服务精神。 

 
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义务讲解活动现场 

⼋、福建 

1、⿎浪屿“国际古迹遗址⽇”系列活动14 

1.1《救世医院的前世今⽣》社教体验 

恰逢“4·18 国际古迹遗址⽇”来临之际，为提⾼公众的⽂化遗产保护参与意识由⿎浪屿

管委会主办故宫⿎浪屿外国⽂物馆承办的特别活动将围绕“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主题开

展《救世医院的前世今⽣》社教体验。 

活动带领公众以 PPT 演⽰的形式认识 53 个⿎浪屿世遗核⼼建筑，然后重点参观和感受

救世医院的建筑外观、结构，了解其“前世今⽣”的故事，并在创意⼯坊的⼿⼯环节中，通过

动⼿做⼀个⿎浪屿建筑缩影的纸雕灯笼，触摸和认识遗产，强化⽂化遗产保护的公共意识。 

 
14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XGWKiPSol8oRVdZH33gJ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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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医院的前世今⽣》社教体验活动 

1.2⾛进监测中⼼，认识世界遗产 

为实现遗产价值的“⽆障碍”传播，让公众直观认识世界遗产监测保护⼯作，增进公众对

⿎浪屿⽂化遗产及其价值的理解，深⼊了解管委会⽂化遗产监测、修缮、利⽤与传承的保护

⼯作体系，提升公众对遗产保护的认识，活动通过启福社⼯服务中⼼公开招募参与⼈员，邀

请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收⼊的社会公众参与，⼀起⾛进监测中⼼。 

活动期间，监测中⼼蔡松荣主任概要介绍了世界遗产知识、⿎浪屿世界⽂化遗产保护体

系和⿎浪屿世界⽂化遗产监测中⼼职能，通过互动向观众重点介绍了⿎浪屿⼊选世界遗产的

标准、⿎浪屿的世界遗产价值及核⼼要素内容，以及⿎浪屿保护⼯作的实践与成效，呼吁公

众积极参与到⿎浪屿的保护和传承中来。有专业⼈员的介绍，有居民代表、旅游业者和⼩学

⽣的积极提问，互动交流融洽。既普及了⽂化遗产保护常识，又增进了保护机构和遗产地居

民的互信。 

1.3“⽂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年建筑师沙⻰ 

4⽉ 20 ⽇，⿎浪屿管委会邀请李渊⽼师与多家设计单位的青年建筑师代表与⽂保处、风

貌办代表齐聚现场，开展以“⽂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为主题的沙龙。李渊⽼师（⿎浪屿风景区

党⼯委委员、厦门⼤学建筑与⼟⽊⼯程学院教授、博⼠⽣导师）从实践案例、实践基地、研

究借鉴、基地成果、成果内容、后续研究及机制探索七个⽅⾯进⾏了全⾯介绍。并提出“数字

化与遗产保护相结合是⼀项系统性⼯作，要充分发挥政府、⾼校和企业各⾃的优势，促进⽂

化遗产保护⼯作⾛向新的⾼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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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中⼼开放⽇现场合影 

 
“⽂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青年建筑师沙龙 

2、福州历史⽂化街区主题活动：坊巷寻遗 · 多彩未来15 

今年的“国际古迹遗址⽇”福州古厝集团积极响应“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主题号召，

于 4 ⽉ 17 ⽇、4 ⽉ 18 ⽇期间在三坊七巷、上下杭、朱紫坊、南公河⼜和梁厝五个街区举办

“坊巷寻遗 · 多彩未来”主题活动。 

 
15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wEZuqITY2eMrRgnjdGS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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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坊七巷历史⽂化街区：从古厝闽剧展演、⽂化惠民演出、公益宣讲、主题线路体验、 

线上直播五个主题活动展现古厝遗产的魅⼒与修复历程。三坊七巷街区以古厝⽂化、闽都⽂

化为主题，在⽔榭戏台和光禄坊公园举办⾮遗闽剧展演和⽂化惠民演出。三坊七巷⽂化志愿

者和红领⼱志愿讲解员，向游客们讲述坊巷历史，⽤⾃⼰的实际⾏动传承与保护古厝遗产。

三坊七巷街区的讲解员陈盈盈在“云游坊巷”线上直播间中，为⼤家介绍福州城市记忆保护修

复展，以福州历史⽂化名城保护修复⼯作为脉络，娓娓道来福州千年古城的城市记忆。 

 
三坊七巷街区讲解员带领游客游览名⼈故居 

上下杭历史⽂化街区：通过惠民演出的⽅式，提升市民游客对遗产多样性、现实关联性

及其保护需求的认知，唤起⼤家保护⼈类共同遗产的热情。上下杭⼈⽂历史艺术展则是从上

下杭现存的代表性建筑切⼊，以史料⽂献展⽰为基础，⽤⽼照⽚诉说过去，⽤⽼物件展现历

史，还原“福州传统商贸博物馆”的历史⾯貌。 

朱紫坊历史⽂化街区：推出华彩漆韵、海军之魂、红⾊景观等街区打卡路线，⿎励公众

更⼤限度地关注和思考⽂化遗产对个⼈和社会⽣活的影响。此外，还开展了朱紫坊历史⼈⽂

古迹公益宣讲和⾮遗⽂化展演活动。 

南公河⼜特⾊历史⽂化街区：在“国际古迹遗址⽇”这天，由讲解员带领游客探寻河⼜古

今，⼀起品味古建筑，感受河⼜底蕴，认识南公河⼜街区璀璨的⽂化遗产，重温延续⾄今的

历史记忆。 

梁厝特⾊历史⽂化街区：上演福州传统曲艺表演，评话⽼师通过福州⽅⾔形式，向市民

游客朋友讲述梁厝的科教盛况和名⼈轶事，进⼀步宣扬了福州的⾮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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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东 

1、⽇照市“国际古迹遗址⽇”系列宣传活动16 

4⽉ 18 ⽇，由⽇照市⽂化和旅游局主办，市⽂旅产业服务中⼼（市⽂物保护中⼼）、市

博物馆承办的“4.18 国际古迹遗址⽇”主题活动在⽇照市博物馆⼴场举⾏。本次活动通过《⽇

照考古历程图⽚展》、发放《<⽇照市⽂物保护条例>解读》宣传页等形式，向⼴⼤市民进⾏

⽂物基本知识、⽂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照历史⽂化遗存遗址保护的宣传，拉近了公众与⽂化

遗产的距离。活动的开展，进⼀步增强了群众的⽂物保护意识，提⾼了公众参与⽂化遗产保

护的积极性，使⽂化遗产的保护理念更加深⼊⼈⼼。 

 
博物馆向市民发放⽂物条例宣传页 

2、五莲博物馆“国际古迹遗址⽇”系列宣传活动17 

4 ⽉ 18 ⽇是第 39 个“国际古迹遗址⽇”，五莲博物馆认真组织精⼼筹备，围绕“复杂的过

去，多彩的未来”这⼀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活动包括线下的⽂物法律法规宣传与

“童⼼向党、献礼百年” 浅浮雕制作活动。博物馆通过制作宣传单页，向市民发放⽂物法律法

规及博物馆宣传材料,普及⽂物知识,增强全民⽂物保护意识。摆放“神韵五莲—历史⽂化展”流

动版⾯，宣传五莲历史⼈⽂资源、有关⽂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等，提升民众⽂化素养。同时，

 
16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KgSChvOSf_sa5GNcigKmA 

17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4ohmX6CaeveQ1fE0lOW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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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100 周年这条主线，博物馆以“童⼼向党、献礼百年”为主题，以馆

藏⽂物为题材，通过浅浮雕制作的新颖形式，将历史和艺术相结合，展现底蕴深厚的五莲历

史⽂化以及绚丽多彩的⼈⽂风情。为中⼩学⽣提供⼀个发展兴趣、发挥特长的平台，掀起⼀

股欣赏⽂物、品味⽂明的热潮。另外，还有线上宣传活动《看漫画涨知识》与《云游览》，

通过漫画的形式进⾏解读，图⽂并茂，科普⽂物保护知识。通过录制“云游览”微视频，介绍

馆藏精品⽂物，讲好五莲故事，宣传五莲⽂化。 

 
博物馆“童⼼向党、献礼百年” 浅浮雕制作活动现场 

⼗、河南 

1、安阳市殷墟博物馆讲座：认识中华⽂明——从安阳殷墟开始 

今年遗址⽇主题为“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励开展遗产价值的传播。为宣传推⼴

遗产保护理念，提升公众对遗产多样性、现实关联性及保护需求的认知，殷墟博物馆以“认识

中华⽂明——从安阳殷墟开始”为主题，于 4 ⽉ 18 ⽇在社区与线上开展包括《我是⼩⼩考古

家》公益讲座、《世界⽂化遗产我们的精神家园》公益讲座、“殷墟博物馆实景课堂”公益活

动系列活动。 

《我是⼩⼩考古家》公益讲座是殷墟博物馆联合安阳市新华书店开展的“了解古⽼的殷

商，⾛向多彩的未来”青少年公益社会教育活动。讲座以甲⾻⽂为主线，讲述殷墟考古过程和

殷墟古遗址。邀请⼩朋友现场参加考古互动游戏。向参加活动的⼩朋友赠送殷商⽂化少⼉图

书及殷墟⽂创。《世界⽂化遗产我们的精神家园》公益讲座⾛进社区，向居民讲述商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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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青铜器、都城遗址等博⼤精深的殷商⽂化。“殷墟博物馆实景课堂”公益活动联合 21

中开展。 

 
《世界⽂化遗产我们的精神家园》公益讲座⾛进社区 

2、驻⻢店市博物馆主题活动：探寻天中历史印记18 

2021 年国际古迹遗址⽇主题为“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为充分挖掘驻马店地区的古

迹今⽣，展⽰和弘扬天中⽂化，驻马店市博物馆围绕“⽂化遗产在⾝边”主题，特别推出了

“4.18 国际古迹遗址⽇——探寻天中历史印记”线上主题活动，通过介绍驻马店地区重要考古

发掘遗址和馆藏珍贵⽂物等内容等古建遗址，展现天中地区历史⽂化和历史底蕴，让更多群

体都能够平等⾃由地接触⽂化遗产、认识⽂化遗产、保护⽂化遗产，让⽂化遗产成为⼤家共

同的“多彩未来”。 

3、洛阳古都研学主题活动：“神都考古记”系列考古体验课程19 

4⽉ 18 ⽇ 国际古迹遗址⽇当天，洛阳古都研学组织青少年开展“神都考古记”系列考古体

验课程，体验包括考古勘探、探⽅发掘、⽂物修复等全流程。研学团队将⼤型探⽅划分成 20

块 3平⽅⽶的⼩型探⽅，提前将“⽂物”预埋在其中。“考古”场地设有多个⼩型探⽅，通过导师

 
18 内容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hpaIHPCXBRMQIHY2oyGmwA 

19 内容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tDfHwFu6KsD-nHpS59Ni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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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学习探⽅的结构，掌握探⽅发掘的基本规则，通过使⽤专业考古⼿铲与⽑刷，亲⼿发

掘出探⽅中的“⽂物”，并按照导师的指导对“⽂物”的出⼟位置进⾏标记，严格按照指⽰对出

⼟“⽂物”进⾏初步的清洗与预保护。⽂物修复在尊重原来材料、原始状态和可靠的纪录档案

基础上进⾏，且修复的技术、使⽤的修复材料和要求的保存环境各不相同。在研学导师的带

领下，学习⽂物修复⼯作的程序，掌握⽂物修复的⽅法，亲⼿在实验室中清洗、粘合⾃⼰考

古发掘出的“⽂物”，完成全⾯修复，并带回家。对考古⼯作的真实还原，使青少年们能真切

地感受到庞杂⽽又条理⼗⾜的考古现场，刷新对于考古的认知。对考古现场的解读分析，可

以让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明⽩考古学的作⽤，以及考古对于弘扬⽂化⾃信和促进社会发展的

意义。 

⼗⼀、湖北 

1、⽆界沙⻰：百年翟雅阁·“⽼城新⽣”研讨会20 

4 ⽉ 18 ⽇是⼀年⼀度的国际古迹遗址⽇，今年的主题为“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武

汉各界代表齐聚昙华林翟雅阁博物馆，召开“百年翟雅阁，⽼城新⽣研讨会”，纪念翟雅阁建

成 100 周年。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享遗产委

员会秘书长丁援主持活动，中国武汉⼯程设计产业联盟秘书长、武汉设计之都促进中⼼理事

长⾦志宏，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林琨为活动致开幕辞。 

 
百年翟雅阁·“⽼城新⽣”研讨会海报 

 
20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8M5vjOLDlY2oIELMP3y-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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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汉⼯程设计产业联盟秘书长、武汉设计之都促进中⼼理事长⾦志宏回顾了武汉申

请联合国教科⽂组织创意城市⽹络设计之都时所作的不懈努⼒，以及翟雅阁成为武汉设计之

都客厅的前因后果和发挥的重要作⽤，并对翟雅阁的未来寄予了极⾼期望。他表⽰，翟雅阁

于 1921 年建成，今年是建成 100周年。⽽今天国际古迹遗址⽇·⽆界沙龙在翟雅阁博物馆举

办更是具有⾮常独特的纪念意义。这栋建筑叫做博物馆，不仅仅是说它陈列了很多展品，⽽

是它本⾝就是⼀个展品，⼀个活的教科书，是武汉献给世界的作品。翟雅阁所有的修缮进程

都是按照尊重历史原貌，恢复往⽇风采的原则进⾏的。不仅如此，它还是⼀个纯粹的公益性

的建筑，⼀个将它的价值体现在城市⾼端⽂化定位上的建筑，⼀个不向市民收费的博物馆。

更有意义的是，翟雅阁⽼城新⽣的步伐并没有就此停滞，本次论坛还有⼀个翟雅阁 BIM 数字

化模型的展⽰环节。数字化时代，⽼城新⽣不能只满⾜于⽼建筑的创新使⽤，⽽是通过数字

化的⼿段表达出来。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向，有了数字化的加持，让实体的东西，变得⽆

界，让全世界通过⽹络共享。数字化让翟雅阁在它 100 年的时候不仅恢复了荣光，成为了设

计之都的展⽰基地，城市⽂化的品牌阵地，同时也昭⽰未来，向未来⼤步迈进。“复杂的过去，

精彩的未来”，正是有了⼀⼤批⼈在这⾥贡献、守护，我们的未来才会更加精彩！ 

 
百年翟雅阁·“⽼城新⽣”研讨会现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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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1、⼲东省古迹保护协会“南粤古驿道重⼤发现”推介活动21 

南粤古驿道是⼴东省宝贵的历史⽂化资源，⾃ 2016 年⼴东省政府将南粤古驿道保护利⽤

⼯作写⼊政府⼯作报告以来，在南粤⼤地上掀起了发现、调查、研究、保护、利⽤和宣传南

粤古驿道及沿线相关⽂化遗产的热潮。2018 年度“南粤古驿道重⼤发现”评选活动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反响，为梳理近两年南粤古驿道保护利⽤⼯作成果，2020 年在⼴东省⽂化和旅游厅、

⼴东省⾃然资源厅、⼴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共同指导下，⼴东省古迹保护协会联合⼴东

省规划师建筑师⼯程师志愿者协会举办“南粤古驿道重⼤发现评选活动”，相关专家对各地申

报材料进⾏审核后，最终推选出 15 处“南粤古驿道重⼤发现”，这些“重⼤发现”包含：古道和

交通史迹、城市与村落、商品⽣产与贸易史迹、多元⽂化史迹等。2021 年初，由⼴东省⾃然

资源厅、⼴东省⽂化和旅游厅主办，⼴东省古迹保护协会与其它单位承办，在应元路南粤古

驿道展厅布置“古道寻踪——古驿道‘百科全书’展”，对新发现的南粤古驿道进⾏宣传展⽰。 

现为响应 2021 年国际古迹遗址⽇“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主题，并向社会公众推⼴展

⽰最终⼊选的 15 处南粤古驿道重⼤发现，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南粤古驿道的历史⽂化发展，⿎

励社会公众参与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利⽤⼯作，传承岭南历史⽂化，⼴东省古迹保护协会举办

“南粤古驿道重⼤发现推介活动”。 

4⽉ 14 ⽇上午，由⼴东省⽂化和旅游厅、韶关市⼈民政府主办，⼴东省教育厅、⼴东省

⾃然资源厅、⼴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东省体育局、⼴东省⼴播电视局、共青团⼴东省

委员会协办的华南研学（韶关）推介会在⼴东省博物馆举⾏。会上，⼴东省古迹保护协会理

事长曹劲荣获主办单位颁发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研学顾问聘书。下午，⼴东省古迹保护

协会理事长曹劲在⼀楼学术报告厅作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粤北华南教育抗战史迹保护与

利⽤》专题分享。 

此次推介活动不仅是⼀次梳理和⼩结，同时也是再接再厉的起点，南粤古驿道研究、保

护与活化利⽤持续推进，遗产价值的拓展与深化将不断对⼯作投⼊和⽔平提出新的要求。 

 
21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xDZkFT7NRXrS7byel0Rwmg 



 37 

 
“南粤古驿道重⼤发现”评选颁奖仪式 

2、台⼭市富城幼⼉园“国际古迹遗址⽇”主题活动：让遗产讲述历
史智慧22 

4⽉ 18 ⽇是国际古迹遗址⽇，富城幼⼉园举⾏主题活动——让遗产讲述历史智慧。活动

带领青少年了解国际古迹遗址⽇的由来、领略世界名胜古迹，⾛进家乡台⼭的名胜古迹，并

打卡当地古迹遗址，如陈宜禧纪念亭、新宁铁路遗址、台⼭市华侨⽂化博物馆、海⼜埠、梅

家⼤院等，初步了解⽂化遗产的内涵，感受古⽂化的魅⼒，提⾼⾃觉保护⽂化遗产的意识。 

 
带领孩⼦了解国际古迹遗址⽇由来 

 
22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UESZ1mmGB9ymscyXMamI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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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 

1、成都⾦沙遗址博物馆展览：重⽣·绽放——⾦沙遗址发现 20 周年
纪念展 

20 年前，在成都西郊被发现的商周⾦沙遗址，作为中国新世纪第⼀个重⼤的考古发现，

震惊海内外。其出⼟的⼤量⽂物，不仅填补了古蜀研究的⼤量空⽩，甚⾄改写了成都历史以

及四川古代史。20 年来，在⾦沙遗址研究不断推进的同时，⾦沙遗址博物馆也凭借在⽂保、

研究和公众展⽰等⽅⾯的创新，成为国内遗址类博物馆的标杆。 

2021 年 2⽉ 8 ⽇，“重⽣·绽放——⾦沙遗址发现 20周年纪念展”将在⾦沙遗址博物馆正

式开幕，通过回顾⾦沙遗址从发现、发掘、保护到建成国家级遗址公园的全过程，以“变化”

为核⼼主题，全⾯展⽰⾦沙遗址的发现给考古学、历史学研究带来的新变化，⾦沙遗址博物

馆 20 年来所经历的⽂博事业的变化，以及⾦沙遗址博物馆的不断发展给成都这座城市带来的

变化，展⽰遗址与城市共⽣，传统与未来互融的遗产保护与利⽤理念。 

⼗四、陕⻄ 

1、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安国际保护中⼼“国际古迹遗址⽇”系列
活动23 

     2020 年对于国际遗产界来说是艰难的⼀年，因为疫情影响，许多⽂物古迹的保护与管

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即使⾝处逆境，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国际遗产保护事

业依然选择多彩的未来。未来之所以多彩，更在于每⼀个⼈不管年龄，性别，地位等都拥有

审视与理解⽂化遗产价值的权利。 

 
23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gmw.cn/toutiao/2021-

04/22/content_34784546.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53887091164086820&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group_id=6953887091164086820&timestamp=161909399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

=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4222019580102120812091E073C39&share_token=737da0ab-

f6e0-462a-a648-2949c2805b5c&wxshare_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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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杂的过去与多彩的未来，在遵循疫情政策管理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

保护中⼼以及志愿者组织丝路青年社，联合西安市⽂物保护考古研究、西安市沣东新城⽂物

局、西安市周秦都城遗址保护管理中⼼、西安市莲湖区星星残疾⼈阳光家园、《关中⽊作》

产学研联合⼯作室、陕西咿呀咿呀游娱乐⽂化传媒有限公司、丝路历史游戏⼯作室，围绕国

际古迹遗址⽇主题举办了丝绸之路商贸主题《从长安到罗马》体验游戏及丝路知识问答活动、

《世界遗产保护国际案例》专题讲座、残障⼉童参观丰镐遗址花园村五号宫殿遗址地考古发

掘现场与⽂遗⼿⼯⼩课堂活动以及⽂化遗产进校园的⼀系列⽂化遗产宣传活动。 

4⽉ 18 ⽇，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IICC-X）、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沣东新城管委会主办“丰镐遗址考古公众开放⽇”主题活动，在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门街道镐

京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举⾏。活动通过考古公开课和⾛进西周都城镐京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形

式展现丰镐遗址多年以来的考古成果，特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

建，现场作了《关于丰镐遗址考古发掘⼯作的介绍》主题讲座,重点讲述了丰镐遗址近年考古

发掘中的重⼤考古发现，以及相关⽂物保护法律法规常识。本次活动现场还以图⽚展板展⽰

为载体，向观众⽣动讲解了近年来丰镐遗址出⼟的精美器物、考古基本⼯具、⽂物保护⼩常

识等。同时，主办单位还联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IICC-X）开展⼀次青

少年社交活动，邀请莲湖区星星残疾学校的残障孩⼦们通过参观西周丰镐遗址、秦阿房宫遗

址与⼩⼿⼯互动游戏，认识⽂化遗产，了解并⾛进⽂化遗产，推动⽂化遗产教育⾛进特殊群

体，努⼒创建平等的、⼈⼈都可享受的⽂化遗产教育平台。 

 
⾛进西周都城镐京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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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系列活动，积极响应 ICOMOS 建⽴更有包容性的叙事⽅式、更全⾯解释遗产、向更

⼴泛的群体传播遗产价值的倡导。以多样的形式，巧妙的构思，让喜爱⽂化遗产的学⽣、⽣

活在遗产周围的百姓、以传承⾮遗⼿⼯为⼰任的听障⼯作者、渴望与世界交流共融的残障⼉

童以及我们每⼀位奋⽃在⼀线的⽂化遗产保护⼯作者紧密的联系在⼀起，通过活动，让所有

⼈平等⾃由地接触遗产、认识遗产，让⽂化遗产保护的萌芽⽆障碍⽆边界的在⼈们⼼中⽣根、

成长、绽放成多彩灿烂之花。正如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这次主题解读中的所说“复杂的过

去：多彩的未来’这⼀主题让⼈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多⾯。⽽我们更应该认清，⼈虽⽣⽽不同，

但都拥有平等的⽂化权利。让所有的历史信息完整真实地进⼊所有⼈的⽣活，让⽂化遗产的

故事在每个⼈⾯前实现“⽆障碍”地传播，让复杂的过去塑造多彩的未来，既是今年国际古迹

遗址⽇的题眼，更是推动⽂明交流互鉴，塑造⼈类命运共同体这⼀中国智慧的国际表达。”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国际古迹遗址⽇”系列活动 

2、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主题活动：千年道路上的搏艺24 

2021 年 4⽉ 15 ⽇—18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结合 2021 年国际古迹遗址⽇主题——“多彩

的遗产，多彩的未来”，依托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址特⾊举办“千年道路上的搏艺”国

际古迹遗址⽇系列活动。活动采⽤⽹络直播、请进来、⾛出去等多种形式，产⽣了良好社会

效果。 

 
24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L9NNBWkLxUSq29YjFW8O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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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18 ⽇上午，在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讲解员带领 14 组亲⼦家庭⾸先参观遗址公园，

了解汉阳陵道路遗址现状。随后孩⼦们⼿拿游戏线路图，在遗址公园内的⾐冠道、徼道、神

道、司马道等千年前的道路遗址上游戏通关。游戏在道路相连的不同遗址点设⽴关卡，孩⼦

独⽴或与家长合作参与蹴鞠、投壶、射箭、纸鸢、举重等汉代体育游戏，通过游戏关卡，完

成环形道路参观游览，在游戏中加深对道路遗址和汉代体育⽂化的学习。 

4⽉ 18 ⽇下午，活动⾛进陕西省三原县东周⼉童村，这⾥是专门代养代教因⽗母犯罪伏

法、服刑、劳教⽽⽆⼈抚养的少年⼉童的民间慈善机构。在这⾥，教育员按照汉阳陵遗址公

园的线路形状，布置相应游戏关卡。孩⼦们⾛在模拟的千年道路上，聆听教育员解说道路的

作⽤，在每个游戏关卡前了解遗址的特点和蹴鞠、投壶、射箭、纸鸢、举重五个游戏渊源和

规则，了解遗址背后故事的同时体验汉代体育精神。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国际古迹遗址⽇系列活动以汉阳陵道路遗址为依托，以汉代体育⽂化

为特⾊，带领未成年⼈，尤其是贫困⼉童，了解遗址，感受⽂化，积极践⾏联合国教科⽂组

织倡导的⽂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标，重新审视⽂化遗产的多彩之美，重拾包容平等的价值观，

重塑以⼈为本的遗产保护利⽤路径。 

 
汉阳陵道路遗址上进⾏投壶游戏 

3、⼤明宫研究院“国际古迹遗址⽇”主题活动 

3.1 讲座：⼤明宫讲唐之⼤明宫考古那些事25 

 
25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XsafZ2AhIYvMVVsHeI8Q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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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16 ⽇⾄ 18 ⽇，⼤明宫研究院、⼤明宫基⾦会与多家单位携⼿，共同举办国

际古迹遗址⽇系列活动，旨在让公众⾛进遗产、关注遗产，领会世界遗产的价值和魅⼒，让

更多⼈认识、了解⼤唐盛世背后的跌宕起伏，感受⼤明宫遗址⽂化魅⼒，增强民族⾃信，让

公众可以在千年遗址中回望历史，共话盛唐，感受⼤明宫⽂化惠民活动的⽂化内涵和蓬勃朝

⽓。 

国际古迹遗址⽇恰逢《⼤明宫讲唐》⾸次开讲，⼤明宫研究院邀请了龚国强（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西安唐城考古队队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教授）做客

⼤明宫⽂化交流中⼼，通过讲座形式，让遗址说话，让历史发声，共话“⼤明宫考古那些事”，

共同传承民族⽂化记忆。龚国强队长从⼤明宫为何创建、城门遗址、后宫园林等九个⽅⾯旁

征博引、深度解读。对⼤明宫考古遗址的成果进⾏分析和介绍，可谓⼲货满满、内涵丰厚。

为听众⽣动揭秘传神莫测的考古风云，也让⼤家了解到⽂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激发出公众

对历史⽂化以及世界遗产保护的积极思考。龚⽼师的讲解为⼤家揭开了考古的神秘⾯纱，⼀

同回到 1300 年前的旷世国都，再次感受到盛世⼤唐的辉煌与荣耀。 

 
《⼤明宫讲唐》讲座现场 

3.2 ⼤明宫遗址保护倡议书 

作为世界⽂化遗产的守护者，⼤明宫研究院通过《⼤明宫遗址保护倡议书》印发宣讲，

激发全民的⽂保意识和⽂化⾃信，让天天守护，⼈⼈共享，个个传承成为⼀种⾏为⾃觉和⽂

化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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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折翼天使慈善运动会26 

4⽉ 18 ⽇，国际古迹遗址⽇主题系列活动之折翼天使慈善运动会在⼤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盛⼤举⾏。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ICC-X）的⽀持下，⼤明宫基⾦会联合西安马拉松赛组

织委员会、西安上善公益慈善基⾦会共同策划组织，希望通过此次慈善活动，聚集社会⼒量，

传播公益理念，让因经济、社会以及⽣理原因⽽存在的弱势群体，得到社会⼴泛关注，平等

共享遗产保护所带来的惠民福利。 

今年的主题是“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这⼀主题让⼈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多⾯。⽽

⼈们更应该认清，⼈虽⽣⽽不同，但都拥有平等的⽂化权利。让所有的历史信息完整真实地

进⼊所有⼈的⽣活，让⽂化遗产的故事在每个⼈⾯前实现“⽆障碍”地传播，让复杂的过去塑

造多彩的未来，既是今年国际古迹遗址⽇的题眼，更是推动⽂明交流互鉴，塑造⼈类命运共

同体这⼀中国智慧的国际表达。 

 
折翼天使慈善运动会合影 

4、秦都咸阳城考古队研讨交流：传承保护-科技发展，我们在这⾥27 

4⽉ 18 ⽇，秦都咸阳城考古队邀请咸阳师范⼤学杨波教授，针对秦咸阳城遗址保护地带

如何开展保护与发展，进⾏了多学科合作探讨。杨波教授结合VR、三维技术复原咸阳地区的

⽔⼟流失情况，许卫红⽼师对近年保护⼯作做了框架规划。另外考古队成员与考古志愿者还

共同⾛访发掘现场，体验RTK实地测绘等活动。 

 
26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fZpTLBMQy1Yo-YzbZhe9vQ 

27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cJsqcxLcF-vMWeUBUVm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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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咸阳城考古队研讨交流 

⼗五、⽢肃 

1、⽢肃省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及周边社区影响志愿服务：“4.18”
国际古迹遗址⽇特别版——乐遗计划28 

活动以莫⾼窟等 4 处世界遗产景区为服务对象的乐遗计划，以“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志愿服

务”为主题，倡导“传递、分享、保护”的活动理念，与旅游部门（包括景区）、社区和学校合

作，通过设计适于游客参访和深⼊体验的互动教育活动，增加⽂化遗产旅游地的教育和深度

体验功能；影响和带动周边社区透过可持续旅游发展可持续⽣计，强化周边社区与世界遗产

的利益关联。在这⼀框架下，培养⼀批具有世界遗产友好观念的游客、社区和青少年。 

 
“乐遗计划“志愿服务活动框架 

 
28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QNUePPCn36A8yG_V4Js5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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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佛洞“国际古迹遗址⽇”⻘少年社会教育活动29 

为响应“4·18 国际古迹遗址⽇”号召，推动⽂化遗产保护传承，加⼤敦煌⽂化艺术的宣

传推⼴，激励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与到⽂化遗产保护中来，4 ⽉ 18 ⽇下午，西千佛洞

⽂物保护研究所邀请敦煌市转渠⼜中学师⽣，开展了国际古迹遗址⽇社会教育活动。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的主题是“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当天，西千佛洞⽂物保护研

究所组织师⽣参观了西千佛洞，普及⽂化遗产知识，让同学们充分感受到我国优秀传统⽂化

魅⼒的同时，培养青少年保护⽂化遗产、珍爱历史遗迹的情怀，提⾼⽂化遗产保护意识。 

 
西千佛洞实地参观 

在社教部讲解员的指导下，同学们还开展了“我为⽯窟添粉黛——⽯头画”⼿作体验活动。

活动中，学⽣们通过对敦煌⽯窟艺术元素的⼤胆想象，在⽯头上勾画出了⾃⼰⼼中的敦煌⾊

彩，体验活动增进了学⽣们对敦煌⽂化艺术的了解。 

3、凉州区“国际古迹遗址⽇”主题宣传活动30 

为进⼀步加⼤⽂物保护宣传⼒度，提⾼全社会对古迹遗址的保护意识。在 2021 年度国际

古迹遗址⽇(4 ⽉ 18 ⽇)来临之际，凉州区⽂旅局、区长城⽂化保护站在长城镇、清源镇开展

“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2021 年国际古迹遗址⽇”宣传活动。4⽉ 16 上午在长城镇五墩长城

 
29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irOmYTtoYwqDKaXVIORMlg 

30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o7UZE1Y3IoXVn6Hnqq6a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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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段、清源镇新地长城 1-2 段开展《⽂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肃省长城保护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现场发放宣传材料 200 多册，引导⼴⼤⼈民群众树⽴⽂物保护意

识，积极参与⽂物保护⾏动，营造“保护⽂物、⼈⼈有责”的社会氛围。 

 
凉州区长城保护法规宣传 

4、天梯⼭⽯窟“国际古迹遗址⽇”主题宣传活动31 

2021 年 4 ⽉ 18 ⽇是第 38 个“国际古迹遗址⽇”，根据国家及省、市⽂旅部门相关⽂件要

求，为进⼀步加⼤⽂物保护宣传⼒度，提⾼全社会⽂物古迹保护意识。武威市天梯⼭⽯窟保

护研究所结合其实际情况，实⾏景区免费开放活动，实现其对内的⽂物保护理论学习，对外

的⽂物保护意识宣传的“双向互动”活动。按照活动安排，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提供免费⽂物知

识及保护⼯作讲解，为游客提供参观咨询服务。通过正确引导与宣传，发动游客积极参与⽂

物保护⾏动，树⽴正确的⽂物遗址保护意识。 做好活动保障⼯作，为游客提供志愿者服务。 

古迹遗址分布众多，⼈们可以通过这些古迹了解⼈类发展历程和世界⽂化的异彩纷呈。

2021 年度国际古迹遗址⽇的主题是：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天梯⼭⽯窟保护研究所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在共享遗产、共享⽂化的同时，可以为保存古迹遗址多彩的未来点燃⼀颗⽕

种，增添⼀份⼒量。天梯⼭⽯窟作为古迹遗址的组成部分，做好⽂物保护和宣传呼吁，让更

多的⼈参与其保护⼯作是义务所在，通过努⼒，让更多的⼈看到古迹遗址所具有的⽂化意义

和⽂明呈现。 

 
31 内容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IYfmb6FfyR8-RevuOLe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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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窟寺“国际古迹遗址⽇”主题宣传活动32 

4·18 国际古迹遗址⽇当天，为了将中华优秀传统⽂化发扬光⼤，让更多的民众⾛进历

史，了解⽂物古迹，北⽯窟寺于古迹所在地和西峰区东湖公园门前⼴场分别组织开展了⼀系

列的主题宣教活动。在活动现场，向⼴⼤市民提供免费讲解服务，发放⽂物保护条例宣传⼿

册，邀请市民参与横幅签字留念等，为⼤家⽣动展⽰了北⽯窟寺的⽂化内涵和魅⼒，受到了

⼴⼤市民的⼀致好评。 

北⽯窟寺，不仅是陇东⼈民精神财富的有⼒见证，更是我国众多古迹遗址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其“多彩的过去”，早在 1988 年北⽯窟寺就已被国务院评为全国第三批重点⽂物保护单

位。作为⽢肃四⼤⽯窟之⼀，北⽯窟寺历代⼯作⼈员坚守⽂物守护的初⼼，牢记⽂化传承的

使命，相信在⼀代又⼀代⼈的共同努⼒下，定能造就其“多彩的未来”。 

 
北⽯窟寺讲解员带领游客实地参观 

 

 

 

 

 

 

 

 
32 内容与图⽚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wfR4TWopVuIL5_t_N5fH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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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ICOMOS 其他国家和地区委员会、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古
迹遗址⽇主题活动 

2021 年共 41 个国家和地区、4 个组织举办了国际古迹遗址⽇纪念活动，各国和地区根据⾃⾝
遗产特点，结合⽂化、历史、艺术、经济、甚⾄⽔利等⽅⾯，对遗产保护进⾏探讨和传播。虽然
疫情尚未结束，但纪念活动的数量相较去年有明显增加，各国和地区、各组织充分利⽤社交媒
体，⼤量活动从线下移⾄线上，不但形式更加丰富，还可以同时⾯对多种群体，专家学者、学
⽣、⼉童、残章青年和对遗产和遗产保护感兴趣的⼈群等都能参与进来，让今年的纪念活动获得
了更⼴泛的社会影响⼒。 

1、亚洲 

1.1 中国台湾 

活动① 2021 年⽂化遗产教育跨学科整合会议 
主办⽅ 中国科技⼤学规划设计学院、⽂化资产中⼼ 
地点 中国台湾 
主要内容 为庆祝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国际纪念⽇，中国科技⼤学以促进跨学科专业发展为

出发点，举办 2021 年⽂化遗产教育跨学科融合专题会议。会议旨在协同整合政府、
学术界和⾮政府组织的资源，培养⽂化⼈才，同时⿎励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如正规
和⾮正规教育、认证培训等）进⾏保护研究，深⼊探讨建⽴培养此类重要⼈才的综
合培训机制的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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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韩国 

活动① ICOMOS 论坛 "地点、记忆和遗产" 
主办⽅ ICOMOS 韩国 
地点 ⾸尔 
主要内容 第⼀部分：专家演讲，包括“遗产地和它的记忆”、“战争中的釜⼭遗产：其过去和未

来”、“冷战时期那些经历过殖民的地⽅的意义（以釜⼭两地为例）”、“经历城市再
⽣，如何保留曾经的记忆（⾸尔的⼯业遗产）” 
第⼆部分：⾃由讨论 

 

1.3 印度 

活动① ⽂化作为⼀种理念和现实：从灵魂培养到当代宇宙学 
主办⽅ ICOMOS印度、联合国教科⽂组织⼤学与遗产教席、ICOMOS PRERICO、亚洲⽂化

景观协会、国际图联 
时间 4⽉ 18 ⽇ 
地点 加拿⼤、意⼤利、印度、⽇本 
活动形式 国际⽹络研讨会 
主要内容 美洲、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国际对话旨在强调 "⽂化、遗产、⾝份、多功能性和相互

联系 "的意义——这是⼀个关于分享⼈类固有意义和经验价值的思考，每个国家/⽂
化领域必须在此基础上建⽴⽂化外交和政策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本次国际⽹络
研讨会旨在分析所有的主要条件，以实现社区的⼈性化和协调发展，从⽽提⾼全球
和平与幸福。其⽬的是通过 "共享⽂化、共享遗产、共享责任 "的途径，促进更深⼊
的理解，以实现和激活个⼈尊严和社会责任。共同分享艺术的前提是，每个⼈都能
为⼈类发展去研究、唤醒、理解和交流他们的⽂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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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② ICOMOS印度新晋学者指导计划启动 
主办⽅ ICOMOS印度EPWG⼩组 
时间 4⽉ 17⽇ 
地点 印度 
主要内容 该计划旨在通过实时完成或正在进⾏的项⽬或研究，⿎励和促进导师和学员之间的

跨代学习。该计划以确定经验丰富的专业⼈员作为 "导师"，新晋学者作为 "学员"。
其⼴泛⽬标是在科学、管理和知识共享⽅⾯为组织内部的长期连续性和可持续性作
出贡献。 

 
活动③ “当前的⼤流⾏病与遗产” 短视频在线播放 
主办⽅ ICOMOS印度西区分会 
时间 4⽉ 18 ⽇ 
地点 印度 
主要内容 当前的⼤流⾏病是这⼀代⼈⾯临的史⽆前例的⼀个情况。许多成员都经历过各种特

殊情况，许多⼈也发现了遗产保护、教育和宣传的新⼯作⽅法。ICOMOS印度西区
成员将上述主题收集不超过 3分钟的视频。12 个被选中的视频将在 ICOMOS印度⽹
站和社交媒体上进⾏在线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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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④ 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遗产志愿者计划申请者在线会⾯ 
主办⽅ ICOMOS印度西区分会 
时间 4⽉ 18 ⽇ 
地点 印度 
主要内容 世界遗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在过去的两年⾥⼀直在接收来⾃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

遗产志愿者计划的志愿者。由于全球⼤流⾏病的影响，2020 年⼀直⾯临着挑战，⽽
今年看来同样不确定。为有志之⼠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年轻成员举办的公开⽹络
会议将有助于该倡议重新获得欢迎。 

 
活动⑤ 20世纪的遗产是如何体现多样的过去与复杂的未来？ 
主办⽅ ICOMOS印度东区分会 
时间 4⽉ 18 ⽇ 
地点 印度 
主要内容 主题活动⽬的是以印度东部和东北部为参照，对 20世纪遗产的遗产进⾏反思，⽤具

体的例⼦来强调多样的特征、风险和各种可能性。作为庆祝国际古迹遗址⽇的⼀部
分，讲述被遗忘遗产的故事、重新发现我们周围的 20世纪遗产，在其多样性中浸透
⼀种⾃豪感，并考虑其未来的可能性，这可能是⼀个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的旅程。 

 
活动⑥ “复杂的过去，多样的未来”国际座谈会 
主办⽅ 印度奥兰加巴德的 Babasaheb Ambedkar Marathwada 博⼠⼤学的旅游管理系 
时间 4⽉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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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奥兰加巴德，印度 
主要内容 “复杂的过去，多样的未来”国际研讨会由来⾃波兰什切青海事⼤学的 Alexandra 

Lopko 博⼠、⼟⽿其 Necmettin Erbakan⼤学的 Kevser Cinar 博⼠、勃⾉第⼤学的
Anne-Marie Lebrun 博⼠和印度的 Rajesh Ragde 博⼠做主题发⾔。 

 

1.4 新加坡 

活动①  “结构、环境卫⽣和社会⼯程：19世纪末⾹港和新加坡的铁结构市场” ⽹络研讨会 
主办⽅ ICOMOS新加坡 
时间 4⽉ 18 ⽇ 
地点 新加坡（线上） 
活动形式 Facebook直播 
主要内容 通过将新加坡和⾹港的城镇市场和中央市场分别定位为公共卫⽣空间，本讲座深⼊

探讨现代欧洲市场移植到亚洲殖民地背景下的三个相关⽅⾯，并试图回答为什么铁
制结构在这⼀时期的市场建设中占有突出地位。⾸先，通过了解热带⽓候和市场地
理位置的特殊性，建⽴环境和建筑材料之间的联系。其次，强调卫⽣专业⼈员和市
政⼯程师⽽不是建筑师作为殖民时期城市环境主要⽀持者的重要性；最后，分析卫
⽣和社会理论的变化以及从瘴⽓和传染理论到微⽣物病菌展⽰的转变是如何不均衡
地转化为建筑形式和功能。ICOMOS新加坡认为了解这些历史市场建设的基础因素
可以产⽣更有⼒的讨论、解释和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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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来⻄亚 

活动① 马来西亚的 "新村" 
主办⽅ ICOMOS 马来西亚 
地点 马来西亚（线上研讨会） 
主要内容 马来西亚新村雏形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末第⼆次布尔战争的集中营，这是⼀种⽤于剥

夺敌⼈的同情⼼的军事战术。这些营地除了作为博物馆遗址外并未延续到今天。马
来亚新村发展⾄今要么被附近的城市中⼼所吸收，要么已经发展成为相当重要的⼈
⼜、经济活动中⼼。虽然新村的⼤部分⼈是华裔，但过去和现在仍有⼤量⾮华裔居
民。在 Faisal Abdul Rahman的主持下，会议将探讨马来西亚新村的背景以及将其列
为国家遗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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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菲律宾 

活动① “通过卡莱萨研究和吉普尼车探讨遗产的创造、选择和保护”讲座 

主办⽅ ICOMOS 菲律宾 
地点 菲律宾 
主要内容 城市历史学家迈克尔-潘特博⼠讨论了战前马尼拉的卡莱萨（carruaje）的演变。在上

个世纪，它被认为是"不现代 "的过去遗物，必须让位给更新、更安全的交通形式。
今天，它主要是为那些寻求怀旧体验的游客⽽存在，也是对城墙和其他历史区的⼀
种不完整的解释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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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亚美尼亚 

活动① 动画“亚美尼亚的七⼤奇迹”观影会 
主办⽅ ICOMOS亚美尼亚 
地点 亚美尼亚埃⾥温国⽴博物馆-建筑研究院 
时间 4⽉ 18 ⽇ 14:00 
活动形式 线下+facebook直播 

主要内容 
活动向观众播放亚美尼亚的七⼤奇迹动画影⽚，并向学龄前⼉童和学⽣宣教参观古
迹的注意事项，这也是本次活动的教育意义——培养公民从⼩对⽂化遗产充满敬爱
之⼼和保护意识，通过保持清洁等⾏为共同守护影响民族⼏代⼈的历史遗迹。 

 

1.8 格鲁吉亚 

活动① 为了多彩的未来 
主办⽅ ICOMOS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国家信托，格鲁吉亚蓝盾医保，格鲁吉亚⽂化遗产⼿

⼯艺协会 
时间 4⽉ 18 ⽇ 12:00-16:15 
地点 第⽐利斯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 12:00-12:30 由格鲁吉亚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持的遗产地的可持续修复项⽬（挪威

外交部和⽂化遗产管理局）论坛 
• 13:00-13:30 讲座：格鲁吉亚、英国和法国志愿者共同参加的 Tsiskarauli 家族塔修
复项⽬（格鲁吉亚国家信托） 

• 13:30-14:00 讲座：格鲁吉亚⽣态旅游业（格鲁吉亚国家信托） 
• 15:00-16:00 ⽹络视频研讨会：遗产传统知识和遗产保护（格鲁吉亚蓝盾医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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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吉亚⽂化遗产⼿⼯艺协会） 
• 16:00-16:15 视频：格鲁吉亚现代主义建筑的保护和可持续利⽤ 

 

1.9 以⾊列 

活动① 摄影⽐赛 
主办⽅ ICOMOS 以⾊列 
时间 作品提交期限为 4⽉ 4 ⽇，⽐赛结果于 4⽉ 8 ⽇公布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向以⾊列 ICOMOS 会员征集跟主题相关的摄影作品 

 

1.10 沙特阿拉伯 

活动① 2021 年沙特阿拉伯的世界遗产庆祝活动 
主办⽅ ICOMOS沙特阿拉伯、⽂化部、沙特保护协会、沙特乌姆兰协会、阿⼘杜勒-阿齐兹

国王基⾦会 
时间 4⽉ 18 ⽇，下午 10:00 
地点 利雅得和吉达，沙特阿拉伯 
主要内容 根据 2021 年主题，协会将所有参赛作品，包括⼴泛的短视频、照⽚、⾃由⼿绘和关

于沙特共享遗产的诗歌进⾏现场直播。节⽇庆祝活动和展览将在 4⽉ 18 ⽇在
AlTuraif世界遗产地和吉达历史世界遗产地通过 Youtube和其他应⽤程序在线播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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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 

2.1 法国 

活动① ⽂化景观-从景观遗产的概念到管理⽅法 
主办⽅ 凡尔赛⾼等建筑学校、ICOMOS法国、皇家港博物馆等 
时间 4⽉ 16⽇学术研讨会，4⽉ 18 ⽇⽂化活动 
地点 法国圣康丁昂伊夫利纳 
活动形式 线上视频会议、短⽚ 
主要内容 活动从⽂化景观的⾓度切⼊今年的主题，从 Port-Royal-des-Champs、Saint-Quentin-

en-Yvelines城市群和 Chevreuse⼭⾕地区⾃然公园的例⼦中探索⽂化景观的概念。活
动第⼀部分，包括演讲、线上圆桌会议和视频，为参与者提供了交流、反思的机
会，并从各种⽂化景观的实例中扩⼤了视野。活动第⼆部分向所有⼈提供了⼀个在
线景观步⾏的机会，邀请⼤家探索和分享该地区⽂化景观中未被发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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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意⼤利 

活动① 未来青年 
主办⽅ 乌尔⽐诺市政府和乌尔⽐诺⼤学 
时间 4⽉ 16⽇ 
地点 乌尔⽐诺 
主要内容 从城市历史景观、环境可持续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标的⾓度，让年轻⼀代参与保

护和加强世界遗产活动的⼤学教育讲习班。 
 

活动② 复杂的过去，不同的未来，紧密的社区 
主办⽅ CIPA 
时间 在⾼中办的活动-6⽉结束 
地点 意⼤利莱科 
主要内容 通过培促进对领⼟的关怀和保护 

 
活动③ 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原⽣材料建造的建筑遗产 
主办⽅ COMOS-ISCEAH 
地点 卡利亚⾥ 
主要内容 线上图⽚展 

 
活动④ 恢复困难的记忆：前精神病院的推介 
主办⽅ ISC20C 

16.04.2021
En ligne 

(en direct de l’hôtel d’agglomération  
de Saint-Quentin-en-Yv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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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ASSOCIÉ le !" avril #$#!, promenade virtuelle. A la découverte de la diversité des paysages culturels entre les aires patrimoniales 
de Port-Royal-des-Champs, Saint-Quentin-en-Yvelines et du Parc naturel régional de la Haute Vallée de Chevreuse.

Renseignements : Musée de la ville de Saint-Quentin-en-Yvelines
Quai François Tru!aut. 78180 Montigny-le-Bretonneux

01.34.52.28.80 / museedelaville@sqy.fr

Colloque

Paysage culturel
De la notion à l’outil de gestion pour un patrimoine paysager 

Port-Royal des Champs | Saint-Quentin-en-Yvelines

Colloque organisé en partenariat entre 
l’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chitecture 

de Versailles %LéavV/ JHPP&, le musée national de Port-
Royal des Champs, le musée de la ville de Saint-Quentin-

en-Yvelines, l’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 Saint-Quentin 
%CHCSC& et le Parc naturel régional de la 

Haute Vallée de Chevreuse

Dans le cadre de la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es Monuments et des Sites, 

Avec le patronage d’ICOMOS-France

Inscription nécessaire et gratuite en ligne 
https://www.eventbrite.fr/e/billets-paysage-culturel-de-la-

notion-a-loutil-de-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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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4⽉ 18 ⽇ 
主要内容 线上图⽚展 

 
活动⑤ “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图⽚展 
主办⽅ CAR，Camuno中⼼ 
时间 4⽉ 18 ⽇ 
地点 布雷西亚 

 
活动⑥ “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 ICAHM 视频介绍 
主办⽅ ICAHM 
时间 4⽉ 18 ⽇ 
地点 帕多⽡ 

 

2.3 英国 

活动① 世界遗产的世界 
主办⽅ ICOMOS 英国、EPWG⼩组 
时间 4⽉ 19 ⽇，中欧标准时间 20:00-21:00 
活动形式 线上活动 
主要内容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ICOMOS 英国邀请世界遗产专家分享他们⾃英国⾸次申遗以

来 30 多年在该领域的⼯作经验。每位演讲者讲述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个⼈历程，并回
答听众的任何问题。演讲者包括 Susan Denyer（ICOMOS 英国）、Enid Williams
（英国⽂化部）和 Rebecca Jones（苏格兰历史环境）等。 

 
活动② 街头艺术的绘制和保存 
主办⽅ 可持续保护基⾦会 
时间 4⽉ 18 ⽇ 
地点 Hotwalls 创意园，朴次茅斯，英国 
活动形式 本次活动由可持续保护基⾦会组织，⽬的是促进以社区为基础的军事遗产再利⽤，

朴次茅斯周边的军事遗产可以转化为艺术/⼿⼯艺/创意园等助⼒区域振兴。活动邀
请 4名街头艺术家在军事遗产成功再利⽤的案例也是本次活动现场，朴次茅斯⽼城
的 Hotwalls 创意园进⾏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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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爱尔兰 

活动① 钻⽯⼴场上的战争纪念碑 
主办⽅ ICOMOS爱尔兰 
时间 4⽉ 18 ⽇ 
地点 北爱尔兰伦敦德⾥ 
活动形式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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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希腊 

活动① 发⾏ 418 主题线上期刊 
主办⽅ ICOMOS希腊 
时间 4⽉ 17⽇ 
活动形式 线上 

 
活动② 从 1821 年希腊独⽴⾄今，希腊⽂化遗产保护的两百年 
主办⽅ ICOMOS希腊、希腊蓝盾 
时间 4⽉ 19 ⽇ 
活动形式 ⽹络视频研讨 
主要内容 会议在希腊独⽴ 200 年和国际古迹遗址⽇主题的背景下，讨论希腊古迹对社会的影

响⼒（1821 年以前），和希腊⾰命对之后⽂化遗迹保护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建⽴
法治新希腊的影响，会议同时讨论希腊⽂化遗产作为欧洲乃⾄世界的⽂化符号，其
在和平和战争时期⽂化管理制度的完善和保卫⽂化遗产（有形/⽆形的）的策略，以
及国际⽂化类组织在遗产保护⽅⾯扮演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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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③ 在幼⼉园举办主题纪念活动 
主办⽅ 希腊 Thessaloniki幼⼉园 
时间 4⽉ 19 ⽇ 
活动形式 线下 
主要内容 在幼⼉园开展题为 “保护环境和⽂化遗产：活在我们⾝边的遗迹”教育项⽬。 

 

2.6 德国 

活动① 德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贡献 
主办⽅ ICOMOS德国 
时间 4⽉ 18 ⽇，12:00-19:00 
活动形式 线上（德语） 
主要内容 • 讨论煤炭开采对遗址和⽂化景观的危害 

• 审视 20世纪德国犹太建筑师的⾓⾊ 
• 讨论世界遗产预备名单：表现主义建筑先驱 Erich Mendelsohn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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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荷兰 

活动① ⽔？⽓候变化和住宅的研讨 
主办⽅ ICOMOS荷兰、荷兰城堡基⾦会 
地点 荷兰 
时间 5 ⽉ 27⽇ 13:30-16:45 
活动形式 线上直播（会议为荷兰语，直播提供英语字幕，参会注册费 10欧，学⽣免费） 
主要内容 当谈起⽓候变化和⽔源，很难和遗产联系到⼀起，⽆论是制度、政治，或学术和科

学研究⽅⾯，遗产和⽔都是互不相通的两个话题。活动主办⽅荷兰古迹遗址保护协
会和荷兰城堡基⾦会希望改变这⼀现状，遗产可以在可持续⽅⾯提供解决⽅案，并
已经被⼀些房地产采⽤。 

 

2.8 瑞典 

活动① ⽓球头：伊朗宪法⾰命的重构 
主办⽅ 联合国教科⽂组织 “遗产未来”教席、林奈⼤学 
时间 4⽉ 18 ⽇ 
地点 卡尔马，瑞典 
主要内容 “⽓球头：伊朗宪法⾰命的重构”线上展览 

 



 64 

2.9 波兰 

活动① 遗产主题活动周 
主办⽅ 历史和⾃然遗迹保护基⾦会 
主要内容 活动周内，通常关闭的遗迹将向公众开放，⽬的是调动地⽅和建筑的潜⼒，也将向

参观者呼吁捐款，以帮助翻新 "历史的见证"。 
 

2.10 葡萄⽛ 

活动① ⾯具后的遗产的声⾳ 
主办⽅ ICOMOS葡萄⽛等 
时间 4⽉ 18 ⽇ 20:00 
地点 科英布拉⼤学图书馆，巴西萨尔巴多历史中⼼，中国澳门（facebook） 
活动形式 线下+线上 
主要内容 线下：参观科英布拉⼤学图书馆图书馆（参观同时由当地钢琴家、器乐师、歌唱家

交响乐团现场演绎） 
线上：纪录⽚讲述疫情带给遗产新的意义，以及葡萄⽛⽂化遗产在过去和未来对巴
西和中国澳门的影响。 

 
活动② 共享遗产概念 
主办⽅ ICOMOS葡萄⽛和共享遗产科委会 
时间 4⽉ 18 ⽇ 
地点 线上 

 
活动③ 游学 
主办⽅ ICOMOS葡萄⽛和共享遗产科委会 
时间 4⽉ 18 ⽇ 
地点 各遗产地 
活动形式 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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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虚拟游览只能收获看和听，⽽线下参观可以通过触觉、嗅觉和味觉得到更多的感
受，对遗产的理解也更深刻，这是虚拟仓⽆法⽐拟的。线下参观还可以提升地⽅政
府的保护意识和⾃信，增强公众对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活动④ 虚拟参观 
主办⽅ ICOMOS葡萄⽛和共享遗产科委会 
时间 4⽉ 18 ⽇ 
地点 线上 
主要内容 疫情让我们不得不推迟参观计划，但疫情也唤醒了忙碌的我们，让我们可以通过登

陆线上参观、视频、3d建模、邮件等虚拟⼿段，学习、交流和分享我们的遗产。 
 

活动⑤ ⼀些线上讲座、视频会、论坛和校园活动 
主办⽅ ICOMOS葡萄⽛和共享遗产科委会 
时间 4⽉ 18 ⽇ 
地点 线上 
主要内容 疫情将我们分离，但⽹络让我们⼀直在⼀起，我们邀请⼤家参与由我们会员组织的

⼀系列活动。 
 

2.11 ⻄班⽛ 

活动① 协作遗产：在维基百科环境中⽣成可访问的内容 
主办⽅ ICOMOS西班⽛和西班⽛维基媒体 
时间 4⽉ 17⽇ 
活动形式 线上活动 
主要内容 在国际古迹遗址⽇的框架内，第⼀届合作遗产于 2021 年 4⽉ 17⽇举⾏，这是

ICOMOS西班⽛和西班⽛维基媒体推动的⼀项倡议。为了响应 ICOMOS 对更⼤包容
性和多样性的全球呼吁，2021 年国际古迹遗址⽇的主题邀请⼈们对现有的叙述进⾏
反思、重新解释和重新审查。ICOMOS西班⽛希望探索通过任何设备获取这些⽂化
遗产叙事的可能性，并成⽴⼀个常设⼩组，在世界最⼤的⾃由百科全书中创建、编
辑和翻译关于⽂化遗产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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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② 了解科学研究⾼级委员会的遗产：Chapiz之家 
主办⽅ 科学研究⾼级委员会 CSIC、CSIC驻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代表团、阿拉伯

研究学院 
时间 4⽉ 12-18 ⽇ 
地点 西班⽛安达卢西亚 
主要内容 科学研究⾼级委员会 CSIC、CSIC驻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代表团，特别是

阿拉伯研究学院（EEA），希望在今年提出的 "复杂的过去：多样的未来 "主题下，
通过⼀系列活动参与庆祝，分享 "⽂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对过去进⾏批判性审查，正
如其实践需要对未来进⾏展望⼀样"的理念。由于⽬前 COVID-19引起的健康危机，
阿拉伯研究学院（EEA）安排在 4⽉ 18 ⽇和之前的⼏天⾥可以到 Casa del Chapiz，
或是通过 YouTube频道和各种社交⽹络（@eea_csic）在线参与活动。阿拉伯研究学
院认识到需要关注代表不同⽂化和社区的遗产（SDG10），旨在使城市和⼈类住区
具有包容性、安全、弹性和可持续性（SDG11），以说明⼀个更加宽容和平的未来
（SD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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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③ 分享你的照⽚! 
主办⽅ 巴伦西亚耶稣会教堂 
时间 4⽉ 15⽇-5 ⽉ 
地点 巴伦西亚耶稣会教堂，西班⽛巴伦西亚 
主要内容 参与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与教堂相关的照⽚，或者⽼照⽚图像发给巴伦西亚耶稣会

教堂。巴伦西亚耶稣会教堂技术团队将把它重印在纸上并进⾏实地考察，寻找最佳
的⾓度来捕捉图像，以反映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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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匈⽛利 

活动① 古迹中的博物馆 
主办⽅ 匈⽛利国家博物馆 
时间 4⽉ 22 ⽇ 10:00-11:30 
地点 匈⽛利布达佩斯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匈⽛利现有博物馆 875家，它们之中⼤多数坐落在历史建筑中，当这些博物馆想要

翻新或做些改装，往往不能顺利实施，多数想法很难达到匈⽛利遗产管理部门的要
求，本次线上交流，为⼤家讲讲现⾏匈⽛利遗址保护法规，为博物馆相关管理者如
何能同时保护好遗址，又能建设现代的展馆，提供好的案例和实⽤的建议。 

 

2.13 俄罗斯 

活动① 线上马拉松活动 
主办⽅ ICOMOS 俄罗斯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马拉松项⽬包括来⾃热点地区和修复地点的现场直播，其中⼀个地点将是北京莫斯

科饭店。活动参与者了解其雕塑在 2020 年完成的修复情况。活动还为参与者准备了
拜科夫之家（2021 年莫斯科重要的修复对象）的在线参观，就那⾥的保护⼯作⽽
⾔，它已经恢复了居住功能。 

2.14 波⿊ 

活动① 波⿊在奥匈帝国时期的建筑地图：萨拉热窝地图 
主办⽅ ICOMOS波⿊，波⿊建筑师协会 
地点 波⿊，萨拉热窝 
时间 4⽉ 19 ⽇ 18:00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讲述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莫斯塔尔等地的建筑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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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② 纪念巴尼亚卢卡奥匈帝国军事建筑建⽴ 130周年（1891-2021） 
主办⽅ 巴尼亚卢卡⼤学建筑系、⼟⽊⼯程，ICOMOS波⿊ 
地点 波⿊，巴尼亚卢卡 
时间 4⽉ 20 ⽇ 12:00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公开课，波⿊塞族共和国档案馆和当代艺术博物馆（前奥匈帝国军事建筑）建⽴
130周年的故事 

 
活动③ 沿着萨拉热窝建筑地图中的斯肯德利亚⼤桥-拉丁桥线路⾏⾛ 
主办⽅ ICOMOS波⿊ 
地点 波⿊萨拉热窝，斯肯德利亚⼤桥-拉丁桥 
时间 4⽉ 18 ⽇ 全天 
活动形式 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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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塞浦路斯 

活动① 
图⽚展+讨论：是什么让⼈遗忘了法马古斯塔废城？在围城外看我们曾经的家园法
马古斯塔城 

主办⽅ 东地中海⼤学城市研究和发展中⼼，法马古斯塔协会 
地点 塞浦路斯法马古斯塔 
时间 4⽉ 17⽇ 10:00图⽚展，12:00圆桌讨论 
活动形式 线下展览和线上社交媒体 

主要内容 
活动⽬的是唤醒社会对法马古斯塔这⼀特殊历史城市价值的认知，和保留这些价值
的重要意义，关注历史环境的都可以参加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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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② 塞浦路斯的宗教遗产 
主办⽅ RTCYPP塞浦路斯当地的宗教和平组织 
地点 塞浦路斯 
时间 4⽉ 18 ⽇ 
活动形式 线下展览和线上社交媒体 

主要内容 

活动灵感来⾃于由希腊东正⼤主教 Chrysostomos⼆世等主持，2011 年开启的青年群
体团体“和睦家”项⽬，此次活动让青年⼈讲述他们复杂的历史；各⾃信仰的宗教遗
产不被尊重的经历；承诺尊重彼此的信仰和互助；共同将历史转化为多彩的未来，
激励塞浦路斯的青年⼈学习、感激和尊重民族多样的宗教遗产。 

2.16 斯洛⽂尼亚 

活动① 线上圆桌会议：⽂化遗产和遗产社区的多⾯性 
主办⽅ ICOMOS斯洛⽂尼亚 
时间 4⽉ 16⽇，巴黎时间下午 1:00 
活动形式 线上活动 
主要内容 可移动和不可移动⽂化遗产的成功保护是众多研究、不同知识、个⼈经验与合作的

结果。合作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多⽅⾯的遗产时不是孤⽴的，⽽是始终与他
⼈、与社区和/或（遗产）社区保持联系。今年国际古迹遗址⽇主题是 "复杂的过
去，多样的未来"，ICOMOS斯洛⽂尼亚重点关注社区和遗产界在不可移动⽂化遗产
及其翻新⽅⾯的作⽤。⾸先将探讨遗产和遗产社区的多⾯性，简要介绍社区在保护
不可移动遗产⽅⾯的作⽤，然后讨论 "社区 "和 "遗产社区 "的概念。在⼩组成员的简
要介绍之后，将有更多的时间让与会者和观众进⾏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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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地中海沿岸国家 

活动① 考古实践和地中海地区的社会 
主办⽅ Dr. Jaime Almansa-Sanchez，西班⽛遗产科学学院以及其他参与⼈ 
时间 4⽉ 16-18 ⽇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活动庆祝各同仁耗时 3年对地中海地区考古遗址管理的深⼊研究，并围绕今年的 418
主题活动，组织 4场圆桌、3场线上课（Instagram、Twitter等）、1 个⼯作室（以
上活动均为公开活动）和⼀些⾮正式但严谨的集结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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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洲 

3.1 加拿⼤ 

活动① 加拿⼤⽊质遗产科委会与加拿⼤⼈⽂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 Cecil Chabot 博⼠对
话（Cecil Chabot 博⼠是加拿⼤⼈⽂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博⼠后研究员，⽬前任
教于康考迪亚⼤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蒙特利尔魁北克））。（仅英语） 

主办⽅ 加拿⼤⽊质遗产科委会 
地点 加拿⼤ 
时间 4⽉ 15⽇ 16:00-18:00 
活动形式 线上 Zoom 

 
活动② Twitter话题“复杂的过去” 
主办⽅ ICOMOS 加拿⼤ 
时间 4⽉ 18-21 ⽇ 
活动形式 线上 Twitter 
主要内容 由加拿⼤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线上发起话题“复杂的过去”，并邀请⽹友⼀起讨论，

分享⾃⼰跟世界⽂化遗产相关的故事、照⽚和视频，⽬的是展⽰⽂化遗产带给⼈们
纷繁复杂的记忆，及其存在的复杂的意义。 

 
活动③ 圆桌：与蒙特利尔遗产保护组织⼀起探讨⽆形遗产（仅法语） 
主办⽅ 蒙特利尔遗产保护组织 
地点 加拿⼤ 
时间 4⽉ 19 ⽇ 13:00 
活动形式 线上 Zoom 

 
活动④ 以国际古迹遗址⽇主题为背景，对新晋学者⼯作展开讨论（英语/法语） 
主办⽅ ICOMOS 加拿⼤ EPWG⼩组 
时间 4⽉ 20 ⽇ 17: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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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式 线上 
 

活动⑤ 世界遗产和有争议的记忆：社会结构在其中有哪些价值？（英语/法语） 
主办⽅ 加拿⼤各世界⽂化遗产地管理者  
地点 加拿⼤ 
时间 4⽉ 21 ⽇ 19:00-21:00 
活动形式 线上 Zoom 
主要内容 世界⽂化遗产地并⾮凭空存在的，⽽是社会结构的⼀部分，承载了⼈类活动的记

忆。活动与加拿⼤各世界⽂化遗产地管理者们⼀起讨论社会结构赋予某⼀遗产地的
价值和这⼀社会价值使之成为联合国世界⽂化遗产地之间的关系。 

 

3.2 美国 

活动① 关于社会和遗产的代际对话：来⾃⾮洲和美国的观点 
主办⽅ ICOMOS 新晋学者中来⾃美国与⾮洲的代表 
时间 4⽉ 18 ⽇ 
地点 阿克拉、拉各斯、伦敦、华盛顿特区和悉尼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如何利⽤遗产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问题在国际讨论中越来越突出，因为遗产不仅

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个反映当今社会现实的⽂化进程。遗产在应对社会挑战⽅
⾯的作⽤是什么，包括社区内与社区间的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应如何将遗产纳
⼊决策过程，以确保地⽅和区域层⾯的可持续发展？遗产与更⼴泛的社会⼒量之间
有什么关系？⾮洲各国政府的领导⼈设想了⼀个⾮洲⼤陆没有冲突、没有贫困、没
有侵犯⼈权和灾难的未来。该愿景在⾮洲联盟 2063议程中概括了遗产在社会中的意
义，反映了对每个⼈不分性别、种族和年龄，包容、平等和融合的愿望。遗产确定
了⼈们的⾝份和历史，并有助于在灾难后重建社区，创造对过去新的共同理解，刺
激当地发展并为更好的未来创造机会。在美国，最近的全国性讨论和抗议活动凸显
了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和不平等现象，这些问题继续分裂着这个国家。探讨历史遗
迹在不同社区的问题、⽃争和贡献，对规划国家公平未来的道路⾄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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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② 费城国家历史地标重新开放⽇ 
主办⽅ 全球费城协会 Global Philadelphia Association 
时间 4⽉ 18 ⽇ 
地点 费城，美国 
主要内容 全球费城协会与 21 个历史遗迹和博物馆合作，举办 "费城国家历史地标重新开放⽇"

活动，以⿎励⼈们对该地区的历史和遗产进⾏亲⾃和虚拟探索。参与景点将为游客
提供参观、虚拟项⽬、特别活动、折扣和奖品等活动。 

 
活动③ 圣安东尼奥传教⼠国家历史公园关于世界遗产⽇的推特讨论 
主办⽅ 圣安东尼奥传教⼠国家历史公园 
时间 4⽉ 18 ⽇，美国中部时间下午 7点 
地点 Twitter线上 
主要内容 4⽉ 18 ⽇下午 7点，圣安东尼奥传教⼠国家历史公园⼈员以“连接的保护”为主题，

在推特上与世界各地的世界遗产地⼈员进⾏现场交流，以庆祝世界⽂化遗产⽇。世
界遗产地是不可替代的历史、遗产、⽣命和灵感的场所，围绕遗产问题进⾏对话，
让公众更好地了解世界遗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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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④ "美国遗产多样化"世界遗产⽹络研讨会 
主办⽅ ICOMOS美国 
时间 4⽉ 22 ⽇ 
活动形式 线上活动 
主要内容 为庆祝 2021 年国际古迹遗址⽇，这次⽹络研讨会研究了美国遗产专业⼈员正在从事

的⼯作，以便为所有⼈创造⼀个更加多样化和包容的未来，并对积极变化着的机会
进⾏讨论。⽹络研讨会以美国内政部鱼类、野⽣动物和公园⾸席副助理部长
Shannon Estenoz的主题演讲开始，讲述该机构对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的承诺。之
后四位专业⼈⼠进⾏⼩组讨论，分享他们对美国遗产的不同看法，以及⽇后可以采
取的步骤，使古迹保护项⽬和整个社会更加公正和包容。 



 77 

3.3 墨⻄哥 

活动① "复杂的过去，多样的未来 "国际遗址⽇主题活动 
主办⽅ ICOMOS墨西哥 EPWG⼩组、联合国、联合国萨卡特卡斯世界遗产学院 
时间 4⽉ 17⽇ 10:00-14:00 
地点 墨西哥 
主要内容 通过许多现有的倡议，从⽓候⾏动、以权利为基础的遗产⽅法以及可持续发展⽬标

的⼗年⾏动和 "⽂化-⾃然路线"，已经出现了实现更具包容性叙述的途径。2021 年国
际古迹遗址⽇提供了⼀个机会，为⼴泛参与提供了⼀个开放的平台。 

  

3.4 智利 

活动① 位于⼗字路⼜的⽡尔帕莱索世界遗产 
主办⽅ ICOMOS智利、⽡尔帕莱索⽂化公园 
地点 智利⽡尔帕莱索 
时间 4⽉ 18 ⽇ 10:30-12:30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近期⽡尔帕莱索市政府与⽂化遗产部签订了协议，对遗产地管理者的⾓⾊重新界

定，活动围绕⽡尔帕莱索世界⽂化遗产的管理进⾏讨论，发⾔⼈包括⽡尔帕莱索市
市长、⽂化遗产部秘书、历史村镇科委会的学者专家和来⾃世界遗产城市联盟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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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买加 

活动① ⽛买加学⽣：城市设计、建筑、响应联合国可持续的⽬标 
主办⽅ ICOMOS⽛买加，⽛买加科技⼤学建造环境 ⽛买加⽂化、娱乐、体育部 
时间 4⽉ 18 ⽇ 15:00-20:00 
地点 ⾦斯敦 
活动形式 线上 zoom 

  

3.6 海地 

活动① 遗产论⽂和辩论赛 
主办⽅ 海地旅游业⼥性从业者倡导组织，海底 SCO旅游 
时间 2⽉ 25⽇开始，4⽉ 18 ⽇结束 
地点 ⽢蔗种植历史公园 
活动形式 线下 
主要内容 组织海地在校⽣和青年参与题为“我决⼼保护我国遗产”的作⽂⽐赛和辩论赛。 

 



 79 

3.7 委内瑞拉 

活动① "复杂的过去，多样的未来 "国际遗址⽇主题活动 
主办⽅ ICOMOS委内瑞拉 
时间 4⽉ 18 ⽇ 
地点 委内瑞拉 
活动形式 线下 
主要内容 每年的国际古迹遗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都会为其委员会、成员和合作组织提

出⼀个主题。今年以 "复杂的过去，多样的未来 "为主题，强调了⾃古以来伴随着委
内瑞拉⽂化遗产保护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盾性。委内瑞拉⽂化遗产的多样性是⼀
个现实，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评估⼀直聚焦于某些类型，⽽将许多其他类
别、时期和使⽤者抛在⼀边。出于机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化的利
益，某些资产⽐其他资产更受青睐，这种情况从委内瑞拉遗产第⼀次被承认时就已
存在。 

3.8 巴拿⻢ 

活动① 遗产笔记 
主办⽅ ICOMOS巴拿马和伊⽐利-美洲再殖民时期城市规划的研究⽹（西班⽛语） 
时间 4⽉ 15⽇-4⽉ 22 ⽇ 
地点 主办⽅社交媒体账号（instagram、facebook、twitter） 
活动形式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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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洲 

4.1 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 

活动① 世界遗产教育竞技（学校学⽣和青年） 
主办⽅ CVT/Club联合国某志愿者俱乐部，青年志愿组织 
时间 4⽉ 23⽇ 
活动形式 线下 
主要内容 活动旨在提升青年⼈的遗产保护意识，并号召他们参与遗产的保护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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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埃及 

活动① 奥卡沙-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伟⼈ 
主办⽅ 阿布⾟拜勒神庙发现 50周年纪念，⽂化发展基⾦会 
地点 开罗艺术创作中⼼歌剧院展馆 
时间 4⽉ 8 ⽇ 18:30 
主要内容 • 播放纪录⽚第⼋⼤奇迹，该⽚导演为约翰·费耐伊，记录了阿布⾟拜勒神庙和

埃及 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侯赛因·⽐卡尔的⼤量画作。 
• ⾳乐表演，由阿布⾟拜勒四重奏改编和演奏⾳乐家 Aziz El-Shawan50 年前的作
品。 

• 讲座，历史的教训给未来的启⽰（建筑师 Hamdy El-Setouhy），讲座切合今年
418 的主题，总结了拯救阿布⾟拜勒神庙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 

 

 

4.2 摩洛哥  

活动① Zoom线上研讨会 
主办⽅ ICOMOS 摩洛哥、拉巴特⽂化遗产保护基⾦会 
活动形式 Zoom线上研讨会 
主要内容 ICOMOS Morocco举办系列活动，包括以"拉巴特：丰富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 "为主

题的⽹络研讨会，回顾拉巴特及其地区从古代到现在的千年历史，讨论拉巴特的特
殊和普遍价值以及⾃ 2012 年以来被列为世界⽂化遗产后如何保护以便将其传给后代
的问题；还有由伊本佐尔⼤学、印度尼西亚 Telkom⼤学、ICOMOS Morocco和
ICOMOS Indonesia举办的⼀系列⽹络研讨会；以及通过绘画让⼉童了解遗产概念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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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布基纳法索 

活动名称 国际古迹遗址⽇纪念活动-布基纳法索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交流与合作 
主办⽅ ICOMOS布基纳法索，⽂化艺术旅游部，⽂化遗产总局 
地点 布基纳法索 
时间 4⽉ 18 ⽇ 

 

4.5 ⽑⾥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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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① Facebook线上投票 
主办⽅ nou patrimoine nou richess-lle maurice/mauritius 
地点 线上投票 
时间 4⽉ 5-18 ⽇ 
主要内容 以线上投票的⽅式向公众征求意见，是对全部⽑⾥求斯的⽂化遗产进⾏保护，还是

有针对性的选出⼀部分加以保护？ 

 
活动② 让更多⼈了解遗产 
主办⽅ Project 2025 
地点 ⽑⾥求斯 
时间 4⽉ 1-15⽇ 
主要内容 Project 2025 联合各发起⼈，通过⼀系列线上活动，利⽤社交媒体增加社会对了解遗

产地和遗产保护的关注度。 
• 遗产是我们共有的，是独特的⽂化 ID，让我们⼀起保护遗产 
• ⼀个⼈民，⼀个民族 
• 特有的⽂化 ID（由殖民历史造成的多元历史⽂化背景） 
• 共享遗产-⽑⾥求斯的经济是建⽴在多元⽂化历史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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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尼⽇利亚 

活动① 2021 年⾮盟主题年“艺术、⽂化和遗产：助⼒构建我们向往的⾮洲” 
主办⽅ ICOMOS尼⽇利亚、EPWG尼⽇利亚、ICOMOS ⾮洲 
地点 线上线下，尼⽇利亚 
时间 4⽉ 18 ⽇-5 ⽉ 5⽇ 
主要内容 艺术、⽂化和遗产：助⼒构建我们向往的⾮洲”这⼀主题由⾮盟在 2021 年 2⽉ 22 ⽇

宣布启动，将⽂化和⼯业创新作为今年系列活动的重要元素，艺术、⽂化和遗产在
促进⾮洲⼤陆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化建设⽅⾯的具有重要推动作⽤，⾮盟在继续引
领⾮洲⼤陆⾯对疫情挑战的同时，也将助⼒⾮洲各国尽快⾛出疫情阴影，加快经济
复苏步伐。ICOMOS尼⽇利亚将结合这⼀宣⾔和国际古迹遗址⽇主题，在 4⽉ 18 ⽇
-5 ⽉ 5⽇期间举办为期两周半的系列纪念活动，所有活动都将在遵守国家和当地专
家的防疫建议下进⾏。 

 

5、相关国际组织 

5.1 国际⽂化遗产记录科学委员会 CIPA 

 

5.2 新晋学者⼯作⼩组 EPWG  

活动① 主题圆桌论坛 

活动① 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 
主办⽅ 国际遗产记录科学委员会 
时间 4⽉ 18 ⽇ 
活动形式 线上视频 
主要内容 在视频⽹站的 CIPA账号上展⽰全球⽂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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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ICOMOS 新晋学者⼯作⼩组 EPWG 
时间 4⽉ 18 ⽇ 10:30-12:30-22:00 
活动形式 线上 
主要内容 ICOMOS 新晋学者⼯作⼩组邀请全球 30 多位专家学者讲述⾃跟主题相关的研究和观

点，并与参会者互动。 

 

5.3 欧洲遗产⻘年使者 EHYA 

活动① 国际古迹遗址⽇答题竞赛 
主办⽅ 欧洲诺斯特拉奖、欧洲⽂化遗产学⽣协会、欧洲遗产论坛 
时间 4⽉ 18 ⽇ 12:00-4⽉ 25⽇ 
活动形式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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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可持续发展⺫标⼯作⼩组 SDGWG 

活动① 可持续发展⽬标⼯作组集思⼴益分享会： 包容性、性别平等和⼟著⼈ 
主办⽅ ICOMOS 可持续发展⽬标⼯作⼩组 SDGWG 
时间 4⽉ 17⽇，欧洲中部时间下午 1:30 
活动形式 Zoom在线活动 
主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标⼯作组集思⼴益分享会将探讨⼀些不⾔⽽喻的叙述，强调不平等、

性别包容和促进基于权利的⽅法等问题。埃斯卡拉执⾏主任拉⾥-科本将分享关于提
⾼妇⼥和边缘化企业家在遗产实践中的作⽤，这将提供让社区参与实地⼯作的现实
问题，并提供解决⽅案，为农村或城市周边遗产地区的妇⼥提供全⾯的赋权。杜兰
⼤学建筑学院公平多样性和包容组织的副主任Edson Cabalfin将介绍 LGBT 空间和
遗产地的问题、动态、政治，并讨论这些地⽅的复杂层次。本次会议是可持续发展
⽬标⼯作组系列讨论的⼀部分，以听取关于整合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观点，并
创建⼀个共享的知识基础，以平移想法、原则和调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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