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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1号会议室通过的画面 ©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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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

纪念《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
世界遗产对话系列活动
下一个50年：世界遗产作为韧性、人文和创新的源泉

世界遗产：弥合文化与自然保护的鸿沟世界遗产：弥合文化与自然保护的鸿沟
“连接文化与自然”对《世界遗产公约》贡献的再认识“连接文化与自然”对《世界遗产公约》贡献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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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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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之世界遗产对话系列活动

下一个50年：世界遗产作为韧性、人文和创新的源泉下一个50年：世界遗产作为韧性、人文和创新的源泉

2022年6月至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上海）（WHITRAP Shanghai）（以下简称WHITRAP上海中心）将组织一系
列为期6个月的“世界遗产对话（World Heritage Dialogues）”，以此庆祝《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1972年11月16日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通过50周年纪念。

WHITRAP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的一个二类中心，其核心任
务之一是分享世界遗产管理方面的挑战和成功案例。

本次“世界遗产对话”是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WHITRAP上海中心
为纪念《公约》50周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设立40周年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建院70周年系列活动及“同济规划百年”所展开的系列学术活动。
另外，2022年11月15至16日，还将举办“世界遗产与城乡可持续发展——韧性
与创新”国际会议，以及主题为“世界遗产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下展
览。“世界遗产对话”系列的成果将在2022年11月16日举办的“世界遗产与城乡
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上进行展示，同时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讲座项目和WHITRAP培训活动的一部分。

WHITRAP上海中心“世界遗产对话（World  Heritage Dialogues）”将就《
公约》过去的成功和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成就与挑战展开探讨。这些对话
将有助于我们对“下一个50年：世界遗产作为韧性、人文和创新的源泉”的畅
想。

本次系列对话活动以圆桌讨论的形式进行知识分享，旨在展示和讨论世
界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经验、《公约》的优势和重要性，以及更好地实现保护
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和推广亚太地区经验的方法。每场对话都将围绕一个特
定主题，邀请来自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世界遗产社区成员，分享和对比各
自的方法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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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世界遗产与生活质量

• 乡村遗产

• 遗产的数字化工具

• 气候变化与韧性

• 大型世界遗产

• 文化与自然

《公约》共有194个缔约国，是国际上签署国家最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文书。自其通过以来，世界遗产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之一。目
前，已有164个国家的1154处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亚太地区共有277处世界遗产，占遗产名录总数的24%，其中包括95处文
化遗产，75处自然遗产和12处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其分布范围从中亚一直延伸
到太平洋岛屿。这些遗产地展示出多样的遗产类型和不同的保护管理模式，
为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的保护提供了各类本土管理机制。

本次会议将采用中英文同声传译的方式，对话的视频及总结将会公布在
WHITRAP的官方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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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日程：

第 1 期
主题：世界遗产与生活质量
时间：6 月 11 日 周六 
    北京时间 15:00-17:30 (7:00-9:30 UTC) 

第 2 期
主题：乡村遗产 
时间：7 月 27 日 周三 
    北京时间 14:00-16:00 (6:00-8:00 UTC)

第 3 期
主题：遗产的数字化工具 
时间：8 月 17 日 周三 
    北京时间 14:00-16:00 (6:00-8:00 UTC)

第 4 期
主题：气候变化与韧性 
时间：9 月 14 日 周三 
    北京时间 14:00-16:00 (6:00-8:00 UTC)

第 5 期
主题：大型世界遗产
时间：10 月 12 日 周三 
    北京时间 14:00-16:00 (6:00-8:00 UTC)
 
第 6 期
主题：文化与自然
时间：11 月 2 日 周三 
    北京时间 14:00-16:30 (6:00-8:00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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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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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弥合文化与自然保护的鸿沟

“连接文化与自然”对《世界遗产公约》贡献的再认识

第六期纪念《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世界遗产对话”系列活动的主题
是“世界遗产：弥合文化与自然保护的鸿沟——‘连接文化与自然’对《世
界遗产公约》贡献的再认识”。会议将邀请各位嘉宾根据各自领域的专
业经验分享观点，讨论弥合自然与文化之间的鸿沟，加强自然与文化
之间的联系，是否能促进对遗产价值的理解，提升遗产保护和管理？
是否有助于应对世界遗产地内外所面临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的影响、
提高生活质量、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世界遗产公约》1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一个法定文件中把文化遗产
和自然遗产的保护联系起来。《公约》第1条和第2条提议将文物、建筑
群和遗址视为文化遗产，将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
然面貌、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
区，以及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视为自然遗产。《公约》没有
明确提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但系统地提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
《公约》第5条中，主张为保护、保存和展出各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
遗产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并列出了各缔约国应视本国具体情况而尽
力做到的一些措施。

然而，文化和自然遗产之间联系的细节性问题是在《实施〈世界遗产公
约〉操作指南》2中得到了界定，该指南提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并定义
了突出的普遍价值和三种世界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
混合遗产。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出现第一次具像化地将自然和文化
联系起来。

文化与自然之间更详细的联系体现在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遗
产地：危地马拉的蒂卡尔国家公园3，该遗产地于1979年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满足标准(i)(iii)(iv)(ix)(x)，即三个文化标准和两个自然标
准。这是第一个被列入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然而，对混合遗产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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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直不明确，其概念在许多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误解，特别是在中
国。

我们看《世界遗产名录》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遗产中也添
加了一些文化的标准，以进一步反映一个遗产地的丰富属性。这其中
的一个主要变化是文化景观4概念的出现，这反映了当下关于文化与
自然联系的讨论，它进一步承认了自然和人类综合下产生的“作品”的
复杂性。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将其记入《实施〈世界遗产公
约〉操作指南》的决策，文化景观不是作为一种世界遗产类别，而是作
为文化遗产中的一种类型。文化景观背后的理念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人
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思考遗产的方法，一
种更加跨学科的方法，因为它考虑的是一种文化与自然之间相互联系
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物体。虽然文化景观属于文化遗产，但是，现有的
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混合遗产却体现了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如今，共
有121处遗产地被归类为文化景观，其中6处是跨境的，1处已被除名。
然而，详细分析《世界遗产名录》中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后，可以发
现还有许多其他遗产地可以被视为文化景观，特别是农村或农业景观
类的遗产地。

澳大利亚乌卢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5是一处已被列为自然遗产的遗产
地，它被重新申请、提名列为具有文化景观属性的混合遗产，该公园最
初于1987年作为乌卢鲁（艾尔斯岩－奥尔加山）国家公园被列为世界自
然遗产，然后于1994年被重新提名为混合遗产。修正后的突出普遍价值
中，指出该遗产地构成了世界上最古老人类社会传统信仰体系的一部
分，即乌卢鲁（一块巨大的独石柱）、卡塔曲塔（穹顶形巨石），以及阿
南古土著这个地方原来的所有者。修正后的突出普遍价值反映了无形
的价值，更反映了原住民的传统知识和对这个地方的保护管理方法。
这很重要，因为这促进了更好地理解当地传统知识、原住民的信仰和
生活方式、管理土地和海洋资源的方法，对他们来说，文化和自然是紧
密相连的。

上述案例体现了对遗产保护管理的新视角，以及这次对话活动的讨
论重点，即弥合文化与自然保护的鸿沟。需要进一步弥合的鸿沟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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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对价值的承认，更在于不同的遗产保护管理和地方治理方法。如前所
述，尽管《公约》从一开始就将文化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但帮助《公约》执
行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却反映了文化和自然在概念和体
制上的分歧，负责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遗产保护的部门各不相同，各自拥
有不同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涉及了不同的法律框架。

所以，《世界遗产公约》应在促进不同实施方法的产生，以及倡导对遗产价
值和保护模式的不同理解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超越了仅仅对世界遗产的
保护和管理，还强调了遗产具有应对当下所面临挑战的重要作用。这种范
式转变使得人们可以进一步探索遗产在改善人们的福祉、实现可持续性、
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关键作用。

第六期“世界遗产对话”活动将探讨世界遗产体系中自然与文化分类所带来
的挑战，以及弥合文化与自然保护的鸿沟的方法、机遇与挑战，并在此过程
中，希望为畅想未来50年的发展道路做出贡献。

1 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

2 https://whc.unesco.org/en/list/64/

3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4 https://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

5 https://whc.unesco.org/en/list/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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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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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弥合文化与自然保护的鸿沟
“连接文化与自然”对《世界遗产公约》贡献的再认识

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
线上会议，北京时间14:00-16:30

14:00-14:15 活动介绍、嘉宾介绍、合照

Marie-Noël TOURNOUX，WHITRAP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14:15-14:35 世界遗产：弥合文化与自然保护的鸿沟——“连接文化与自然”

对《世界遗产公约》贡献的再认识

韩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博导，ICOMOS-IFLA国际文
化景观科学委员会（ISCCL）副主席

14:35-15:20 “Pecha Kucha”6分钟发言

Steve BROWN，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高级研究员

小野渡，日本遗产保护顾问

Yeshi SAMDRUP，不丹内政和文化事务部文化司的保护建筑师

Maya ISHIZAWA，秘鲁独立建筑师和遗产专家

刘剑，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陈耀华，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
主任

15:20-16:10 圆桌讨论

主持人：韩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博导，ICOMOS-IFLA
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ISCCL）副主席

讨论嘉宾：Steve BROWN、小野渡、Yeshi SAMDRUP、Maya ISHIZAWA、刘剑、陈
耀华

16:15-16:30 总结

Marie-Noël TOURNOUX，WHITRAP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16:30 闭幕

Marie-Noël TOURNOUX，WHITRAP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韩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博导，ICOMOS-IFLA国际文
化景观科学委员会(ISCCL)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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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景观学系教授、博导，
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
（ISCCL）副主席。

韩 锋 教 授 是 同 济 大 学 建 筑 与 城 市 规 划 学 院 景 观 学 系 教 授 、 博
导。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ISCCL）副主席、委员会“
连接文化与自然工作小组”召集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保护地
委员会（WCPA）专家。中国自然资源部林业与草原局世界遗产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创始主任委员。

韩锋教授长期致力于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实践，受ICOMOS和IUCN委托
对世界遗产提名进行技术评估，对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提名、评估和保
护管理有丰富的经验。领衔亚洲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研究与保护实践。
她核心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城市历史景观》及《世界遗产与可持续
旅游》的项目文件起草、政策制定，并领衔项目在亚太地区的实施与示
范。主持中国世界遗产武当山、庐山、武陵源、海龙屯等多处中国风景
名胜区总体规划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试点研究与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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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Noël TOURNOUX 

WHITRAP 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Marie-Noël TOURNOUX于2018年4月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并担任项目主管。她毕业于法国巴
黎索邦大学艺术史和英国文学专业，曾是法国文化部文化管理部研究
员。2002年至2017年，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工作，参与
了世界遗产管理以及欧洲和非洲的城市保护项目，并与地方政府进行了
广泛的合作。
在WHITRAP上海中心工作期间，她主要侧重于城市遗产和发展以及《关
于历史性城镇景观（HUL）的建议书》的实施。她曾参与了欧洲（利物
浦）、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技术支持项目和保护状况监测活动，主要侧重
于城市遗产和文化景观（特别是农牧业景观），如协调世界遗产塞内加
尔圣路易斯岛的保护和发展，实施国际业务项目，以及遗产影响评估。
她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1年通过的《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
书》的编制，还实施了与HUL相关的项目和研究。在2015年至2016年期
间，她协助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全球报告《文化:城市未
来》的编写。
在WHITRAP期间，她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
（HUL）的建议书》的推广、促进文化遗产的宣传和认识，并与厦门大
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合作，记录分析了福建土楼世界文化遗产和厦
门市历史区域。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城市项目紧密合作的专
家。
她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SCCL-IFLA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CIVVIH的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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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BROWN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高级研究员

Steve Brown博士是一位考古学家、批判遗产学者和遗产实践者。他是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高级研究员、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
会（ISCCL）前主席、委员会“连接文化与自然工作小组”召集人。Steve
是即将出版的《劳特利奇文化景观实践手册》的主编。他是即将在2023
年9月于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ICOMOS科学研讨会的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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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a ISHIZAWA

秘鲁独立建筑师和遗产专家

Maya ISHIZAWA是一位独立遗产专家，专注于文化景观的管理和遗产
地自然与文化互动的研究。她在秘鲁利马接受建筑师培训，在日本庆应
大学获得媒体和治理硕士学位，并在德国科特布斯工业大学的遗产研究
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她担任ICCROM-IUCN世界遗产领导团队的顾
问、ICOMOS国际的顾问，并担任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
会协调员。此外，她还参与了PANORAMA自然文化主题社区的能力建设
计划，是一名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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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渡

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日本投票员，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路线科学委员会
（亚洲大洋洲地区）副主席，
日本遗产保护顾问，
多与日本东京的PREC研究所公司合作。

小野渡担任顾问25年以上，参与了10多份由日本提交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提名文件的准备，多次参与日本世界遗产管理规划的制定，
并在国际协定会议和日本环境影响评估中为日本代表团提供咨询和协
助。他拥有日本国民政府认定的环境影响评估注册土木技术员资格。
他在《亚洲茶叶景观：专题研究》（Durighello、Reina、Rebecca 
Currie和Monica Luengo编撰，ICOMOS，2021年）中撰写了《全球
茶叶生产历史简介》，并在《Attributes——a way of understanding 
OUV》（东京国立文化财产研究所，2020）中发表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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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hi SAMDRUP

不丹内政和文化事务部文化司的保护建筑师

Yeshi SAMDRUP先生于2012年被任命为内政和文化事务部文化司的
保护建筑师，参与不丹遗产领域的重要活动。他参与制定了第一个不丹
文化遗产相关的立法框架，并为保护不丹文化景观遗产地制定了方法。
他还曾在不丹的多个国家级重要保护项目中担任保护建筑师，并参与
到不丹的国家遗产名录制定中。他还是不丹国家级民居研究工作成员，
是社区参与项目的热心推动者。除了与遗产地相关的工作外，他还致力
于教育宣传文化遗产，让青年参与、保护、推广文化。他具有文化遗产
国际合作工作经验，发表过多篇关于不丹国际遗产的论文。他拥有印度
Maulana Azad国立技术学院的建筑学学士学位和日本东京大学的城市工
程硕士学位，并对促进文化遗产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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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副总建筑师、研究员、文物保
护工程责任设计师。

刘剑，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总建筑
师、研究员、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中国建设科技集团领军人物。
兼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ICOMOS-ISCCL）委
员、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副秘书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文化景观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专家库专家等
职。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设计咨询工作。参与完成高句丽
遗址、杭州西湖、哈尼梯田、丝绸之路、土司遗址等5项世界遗产申报
咨询项目；主持嘉峪关、西夏陵、北庭故城遗址、临淄齐国故城、克拉
玛依工业遗产、赤水长征文化公园等50余项文物保护规划或工程设计项
目。主持完成《中国乡村景观分类与保护策略研究》等课题研究。在世
界遗产申报、文物保护规划、遗址公园规划、文物保护与展示工程设计
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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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耀华

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陈耀华，现为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
计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
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表决委员会中国代表。现任任国
家林草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林学会自然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陈耀华教授长期从事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与实践，具有丰富的遗
产保护经验。主持和参与主要规划及研究课题60余项。包括东岳泰山、
北岳恒山、云南大理、浙江普陀山等15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开平碉楼与村落、中华五
岳、太行山等世界遗产的申报、研究和保护管理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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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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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 

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Toru HAGUIWARA先生和总干事Rene MAHEU先生签署的《公
约》的原始文件，现存于教科文组织档案室

摄影师： Yue Shen
版权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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