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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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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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韧性
遗产作为气变威胁下的保护对象和应对
气侯变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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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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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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1 月 2 日 周三 北京时间 14:00-16:00 (6:00-8:00 UTC)
主题：文化与自然 

主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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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世界遗产、气候变化和韧性

遗产作为气变威胁下的保护对象和应对气侯变化的方式

第四期对话将于2022年9月14日北京时间14:00-16:30 (UTC+8)举
行，主题为“世界遗产、气候变化和韧性——遗产作为气变威胁下的保
护对象和应对气侯变化的方式”。

呼吁对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冰川消退和海洋酸化等诸多问题的
关注之声已持续了多年，加之近年来地震、山火和极端高温天气频发，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切实可见。“气候变化”一
词不再只是在各类国际文件和各国战略文件中冰冷的关键词，而是人
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同时也迅速成为世界遗产地最重要的风险之
一。

第四期纪念《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世界遗产对话系列活动将通
过来自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专家提供的示例和案例研究，讨论“世界
遗产、气候变化和韧性——遗产作为气变威胁下的保护对象和应对气
侯变化的方式”。嘉宾们将受邀根据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专业经验分享
观点，共同探讨可以运用哪些工具来保护那些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遗
产，同时遗产本身又如何作为一种可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并在遗产保
护领域之外提供缓解气变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1条提出 “使城市和人类住区
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复原力和可持续性”，其中第4个子目标（11.4）指
出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然而，保护和拯救遗
产的意义远远超出目标11之外，因为遗产可以成为促进实现其他可持
续发展目标1的杠杆。希望通过本次对话，推动对下一个50年路线的畅
想。

气候变化是指温度和天气模式的长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由自然
原因造成，如太阳周期的变化。但自19世纪以来，人类活动一直是气候
变化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最
近科学家们还发现由于海底火山喷发所产生的大量水气也是保持地球
高温的因素之一。过去十年是地球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十年，随着温
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人类不得不面临气候变化后果的接踵而至：
极端干旱、水资源短缺、重大大火、海平面上升、洪水、极地冰融化、灾
难性风暴，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2014年，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2指出，以当时的
情况为基准，“如果平均气温上升3摄氏度，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一的文化

遗产将受到长期威胁，全球近700个世界遗产地中的136个将位于海平
面以下”。报告进一步强调，“预计到2030年，世界文化遗产将面临气候
变化风险，全球70%的珊瑚将遭受长期退化”。但仅仅不到十年的时间，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针对以“遗产与气候”为题的2022年
国际古迹遗址日（每年4月18日）所强调的那样，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
自然遗产地和六分之一的文化遗产地正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60%
的森林世界遗产受到气候变化相关事件的威胁……有三分之二作为重
要碳储存库的海洋遗产，包括15%的全球蓝碳资产，正面临退化的高风
险。若不采取行动，珊瑚可能于本世纪之交消失。”3 

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涉及全球所有的遗产类型和类别，已
然成为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气候变化和恶劣
天气事件”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用于监测遗产地保护状况的14个标准因
素和子因素之一4。迄今为止，世界遗产委员会已经审查了来自63个国
家93个世界遗产地的346份保护状况报告。这些影响包括：考古遗址遭
受洪灾后盐结晶引发的砖体退化、环境污染，干旱导致的湿地和粮食
可持续性问题，以及海洋水域的改变、温度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珊
瑚礁的影响等等，不胜枚举。

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世界遗产本身，还涉及到居住在遗产
地内和周边的人口。由于生计可能受到的威胁，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文
化多样性也受到破坏，并导致贫困、移民、冲突和饥饿加剧等更为糟糕
的情况。

保护遗产价值意味着管理风险以及气候事件后的干预措施。知识、
研究和监测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提前计划并开发适当的工具和评
估需求。这意味着考虑区域规划和各级各部门的协调治理，从更大的
范围内审视世界遗产。这些措施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遗产：考古遗址、城
市、乡村遗产、纪念物、自然遗产、海洋、森林、地质、生物多样性……在
当下的危机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合适的工具和方式，以
确保遗产的长期保护。

在尽力保护遗产的同时，气候变化的空前加速使我们可能面临威胁
过于强大而无法缓解的情况。届时，我们是必须放弃遗产吗？如果对历
史遗迹的物质性破坏无可避免，那我们能否至少保留它的精神性的遗
留呢？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尽管气候变化会影响遗产的物质载体和非物质价值，以及人
类的生存环境，但遗产本身同时也可以为缓解气候变化的方案。我们
可以从遗产，无论是自然、文化还是和混合遗产中学到什么？当遗产保
护与发展相关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抉择？

我们可以借鉴传统机制，或通过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来学习，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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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保护了人类自身的环境。保护湿地或森林所具有积极影响远远超
出保护区的边界。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系统、精巧的农业生产形式、具有
历史意义的城市布局，或适应气候及其环境的建筑施工技术，都可以
为人类如何减轻负面影响带来灵感。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也提供了历史
上的可持续实践的案例。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伊朗或印度的波斯坎儿
井系统，或西班牙灌溉者法庭的智者委员会都是相关的例子。

50年前，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之时，自然和环
境问题虽已受到国际社会5的广泛关注，但气候变化并未成为遗产保护
界讨论的重点。尽管《公约》的文本并未明确提到气候变化，但提及了
通过规划和治理来确定遗产的作用和功能6。这一点在今天仍然适用：
良性的治理是管理气候变化影响的关键，也是采取长期性的政策来预
防风险的关键。有鉴于此，对遗产的作用和功能进行反思，视其为可效
仿的榜样，并增强其教育价值，将有助于两大目标的实现，即在保护我
们的遗产的同时，改变发展方式，以期实现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未
来。 

对我们当下和未来的50年而言，《世界遗产公约》的确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具意义。

1 https://whc.unesco.org/en/sustainabledevelopment/
2 https://www.pik-potsdam.de/en/news/latest-news/archive/2014
3 https://whc.unesco.org/en/news/2408
4 https://whc.unesco.org/en/factors/
51972 also celebrate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5-16 June 1972, Stockholh. https://www.un.org/en/conferences/environment/stockholm1972
6 In particular in the Article 5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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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气候变化和韧性
遗产作为气变威胁下的保护对象和应对气侯变化的方式

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
线上会议，北京时间14:00-16:30

14:00-14:15 对话介绍

玛丽诺艾拉·图尔努，WHITRAP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14:15-14:30 世界遗产、气候变化和韧性

穆星宇，WHITRAP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14:30-15:05 “Pecha Kucha”6分钟发言

Patricia O’Donnell，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园林建筑师联合会文化景观科
学委员会主席

刘耕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Erin Rose，Gunditj Mirring传统原住民业主公司执行官

李锦生，中国城市规划高级专家

李昂，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Diane Menzie，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园林建筑师联合会文化景观科学委
员会成员

宋峰，WHITRAP北京中心副主任

15:20-16:20圆桌讨论

主持人：穆星宇，WHITRAP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16：20-16:30 总结

玛丽诺艾拉·图尔努，WHITRAP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参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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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诺艾拉·图尔努

WHITRAP 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玛丽诺艾拉·图尔努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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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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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星宇

WHITRAP上海中心项目主管

穆星宇，曾在意大利罗马学习和工作十二年，聚焦于建筑遗产修复与历
史城市保护领域，专门从事历史建筑与城市的保护实践和东西方修复理
论比较方面的研究；自2013年开始作为修复建筑师参与罗马及其周围
地区的实际修复项目；2016年获得意大利罗马大学建筑历史与建筑修
复博士；2018年成为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研
究员，研究扩展至世界遗产领域，在东西方学术交流中关注并阐述中国
文化的特殊性。2020年回国，自同年7月开始担任WHITR-AP（上海）
中心的项目主管，主要负责中心学术研究和世界遗产相关的能力建设工
作，特别关注气候变化和中国的世界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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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耕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刘耕年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从事自然地理学教学科研工
作，主持科研项目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参加编写专著14部。
主要科研学术领域包括冰川地貌、冰缘地貌、第四纪环境变化等，野外考
察区域包括中国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等，1987-1988年曾
赴南极中国长城站考察4个月。指导硕士研究生18人，博士研究生14人。
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
会地貌演变与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科
学探险协会理事，国家林业和草业局（自然资源部）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
委员。

Patricia O’DONNELL

景观保护建筑师规划师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园林建筑师联合会
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主席

Patricia M. O’Donnell，注册职业景观规划师、美国景观建筑协会成
员、美国注册规划师、美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员、景观保护设计师
规划师、景观遗产保护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1987年创立）。她参与了
600多个景观遗产规划实施项目，以创新的方向成功地解决了诸多遗产
保护与更新问题。她拥有景观建筑和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多年致力于美
国景观设计师协会、ICOMOS、国际园林建筑师联合会、“我们的世界遗
产”平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等工作，以保护、提升美国和全球
各地宝贵的景观文化和自然遗产。她于2021年获得了国家历史保护信托
基金的最高荣誉Louise du Pont Crowninshield奖。她的贡献体现了她本
人对遗产保护的坚定信念，并为维护和振兴我们的遗产保护带来了领导
性的思想和专业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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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生

中国城市规划高级专家

李锦生，长期从事城镇化研究、城乡规划和城乡建设科技管理工作。主
持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城镇化发展政策起草、山西城镇群规划
以及各类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自然景区规划
等二百余项，获省部规划优秀奖30余项，主持完成《平遥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1987-1989）获1991年建设部全国优秀规划二等奖和山西
省一等奖，长期致力于平遥古城保护和申遗工作，并做出突出贡献。主
编《中国城乡规划实施理论与典型案例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广州、
深圳、成都、南京等10本）。获中国青年科技奖（1998年）、国务院特
贴、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山西省十大科技贡献杰出人物。

Erin ROSE

Gunditj Mirring传统原住民业主公司执行官

Erin Rose，来自维多利亚州西南部的Gunditjmara地区，是世界遗产地布
吉必姆文化景观中的代表地区，拥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水产养殖系统。
她是Gunditj Mirring传统原住民业主公司执行官，负责监察布吉必姆文
化景观及其价值的管理和保护。
在此之前，Erin在司法部门工作了数年，在司法系统中为原住民提供文
化上的和进入社会生活上的支持，在此之前，她曾在多个原住民社区组
织工作，为他们提供宣传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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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

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昂，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罗马大学罗马法、法学理论与民商
法博士，师从国际著名罗马法学家斯奇巴尼·桑德罗（Schipani Sandro）
教授。中国比较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法律史学会成员，主要研究
方向为罗马法、法律史与法理学。曾在罗马大学Oliviero Diliberto教授领
导下的中意法文化研究小组中从事比较法研究。在由意大利文化部发起
并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的学说汇纂翻译小组中承担第27卷的翻译工作。

Diane MENZIES

新西兰荣誉勋章获得者

Diane MENZIES， 来 自 新 西 兰 A i t a n g a - a - M a h a k i 毛 利 人 社 区
Rongowhakaata，拥有英国和苏格兰血统，是毛利设计团队Ngā Aho的
明星成员之一。她是国际景观建筑师联合会（IFLA）的前任主席、秘书
长和名誉成员，景观基金会的受托人，新西兰Tuia Pito Ora景观研究所
的前任主席和终身会员，以及ICOMOS-IFLA文化景观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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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峰

WHITRAP北京中心副主任

宋峰，北京大学副教授，WHITRAP北京中心（北京大学）副主任，中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国家林草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公
园和自然保护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

参考文件：
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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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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