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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正式发布

四项考古新成果揭示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

/ 国家文物局，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文物局

9月5日，国家文物局、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四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对

相关妨害文物管理行为的认定，进一步

规范涉案文物认定和鉴定评估程序，进

一步明确文物犯罪案件的管辖，进一步

9月16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会上通

报的四个考古遗址的最新重要进展，揭

示了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

脉络。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城咀石城遗

址具有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的三重

防御体系，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史

前考古学文化谱系，阐释老虎山文化、

永兴店文化等地域文化类型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新的实证。山西兴县碧村遗

址是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

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是揭示晋陕

高原龙山时代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要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一步四部

门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和文物行政部门，严格执

行刑法、文物保护法和《意见》的有关

规定，准确把握政策要求，规范案件办

理程序，有效防范和打击文物犯罪，切

实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安全。

支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

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的结构布局，

为研究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提供重要依

据。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拓

展了商代考古研究空间，反映商时期东

西方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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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与中国侨联签署合作协议

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联席会议召开

/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9月20日，国家文物局与中国侨联在北

京签署《关于加强涉侨文物保护利用合

作协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

文物局局长李群，中国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万立骏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中国侨联副主

席候选人连小敏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

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侨务+文物”

有效联动、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行

动。根据合作协议，国家文物局与中国

侨联将在加强国内涉侨文化遗产的保

9月22日，国家文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

合作共建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

联席会议在西安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陕西省省长

赵一德出席并讲话。李群强调，汉长安城

遗址是中华文明重要标识地，是具有世界

影响力和多重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在

合作协议的框架安排下，要统筹各方力

量，持续加大考古研究和科技创新力度，

护管理，推进海外中华文化遗产的研究

交流，鼓励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参与文物

回归，共同促成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共

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指导支持涉侨

博物馆发展等方面展开合作。

积极服务民生改善，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

制机制束缚，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

动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高质量

发展，为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

用之路贡献“西安探索”“陕西经验”。赵

一德表示，要进一步建立完善沟通对接、

多方协作、要素保障和督导落实机制，确

保《合作共建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

特区协议》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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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刘玉珠委员获得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 国家文物局

9月20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优

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表彰会在京召

开。6件聚焦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的提案获得优秀提案，国家

文物局获得先进承办单位。优秀提案

中，刘玉珠委员在2020年两会上提出

的《关于大力发展博物馆“云展览”的

提案》聚焦大力发展博物馆“云展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文物局指

导各级各地博物馆，积极拓展文物在线

服务，“云展览”成为“互联网”时代下，

博物馆对传统展览方式进行创造性转

化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特殊时期博物馆

服务的新形态。博物馆“云展览”依托

数字网络和融媒技术，多维度展示传播

绚丽多姿的文化遗产，是当下和未来创

新融合文博线上线下服务，更好满足公

众需求，推动文物资源活起来的重要方

式和途径。提案提出，从盘活存量、夸

大增量、聚合海量、激发变量四个方面

继续加大“云展览”推进力度，使“云展

览”成为一种观展新常态。

06 中国博协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在郑州召开
/ 中国博物馆协会

8月31日，第九届“博博会”开幕前夕，

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

在郑州召开。国家文物局相关领导和

文博行业的相关单位出席了座谈会。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参

加会议并发言，刘玉珠对博协成立40周

年表示祝贺，表示中国博协在新时代博

物馆工作中起到了行业引领作用，有力

推动了我国新时代博物馆事业不断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在博博会开幕之际

举办座谈会，总结过往以启未来，对顺

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贯彻文物工作22字

新方针，非常有意义。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愿意与中国博物馆协会广泛合作，

提供多元助力。中国博协理事长刘曙

光发表了题为“以服务会员为中心，以

专业建设为引领，积极参与国际治理，

构建中国博协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讲

话，回顾总结了中国博协四十年的奋斗

历程，提出了协会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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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第九届“博博会”在郑州圆满举办
/ 人民网河南频道

9月1日至4日，备受瞩目的第九届“中

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在河南郑州圆满举办。本届“博博会”

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共有437家博

物馆和208家企业参展，参展规模为历

届“博博会”之最。展期内迎来了10万

余人次参观，其中还有不少观众专程从

外地赶来参观。本届“博博会”展览设

有“主题展示区”“博物馆展区”“文博

相关企业展区”“文博公益事业展区”

四大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博博

会”参展的博物馆包含47家红色、革命

主题博物馆和纪念馆，较之往年增加了

2.4倍。此次“博博会”还是一届富有

科技感的“博博会”，各大展馆充分展现

了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设备和高科技手

段，全力打造沉浸式观看体验，讲述新

时代背景下的数字发展进程。此外，组

委会还组织了“100小时·直击博博会”

直播活动，邀请郑州市领导、主办方领

导、文博界专家、学者、馆长走进融媒直

播间，共话本届“博博会”与博物馆发

展，同时带领不能到场的观众走进“博

博会”展场。

08 中国博协联合腾讯基金会发布“腾博基金”
/ 中国日报

9月1日，中国博物馆协会与腾讯基金会

联合发起的“齐行共进：博物馆纪念馆文

化传播与可持续发展公益基金”在郑州

“博博会”主会场召开发布仪式。国家

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玉才指出，

“腾博基金”的成立，既是中国博协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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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落户西岸艺岛

09 全国首部社会文物领域地方性法规出台
/ 中新网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艺术品交易若

干规定》将于10月1日起施行。作为全

国首部社会文物领域地方性法规，《规

定》强调要设立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

交易服务中心，推动文物艺术品市场

数字化转型发展，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优化文物市场发展模式。规定指出，

要建立好服务中心监管机制和文物鉴

定专业人员培养机制，并搭建全市统

一的信用信息监管平台，围绕提升社

会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形成开放、活跃、诚信、有序的文物

市场新格局。《规定》还提出，要固化

实施文物临时进境“6个月×N”制度，

即可以6个月为单位连续申请文物临

时进境延期复出境，这是国家文物局

授权上海实施的全国唯一的自贸区保

税区内文物进出境创新制度，旨在进

一步推进文物管理工作的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吸引社会力量支持

博物馆建设的重要实践，也充分展现了

腾讯公司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践行社会

责任的企业担当。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

长刘曙光指出，“腾博基金”预计在三年

内投入4000万元用于文博公益事业，是

中国博物馆协会迄今收到最大的一笔社

会资助，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博物馆专

项发展基金。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表

示，在“腾博基金”项目中，腾讯基金会

将发挥前期经验优势，继续秉持“科技向

善”的指导思想，以“数字赋能”为技术

路径，通过针对性的资金扶持与项目活

动，挖掘培育有实力有潜力的优秀青年

人才，提升和改善中小博物馆、长城沿线

乡村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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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国100处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亮相郑博
/ 中国经济新闻网

为展现中国考古百年足迹和丰硕成果，

“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展”于9月2日在郑州博物馆面向公众

展出，来自国内不同区域的代表性文物

集中亮相。本次展览以“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为主线，通过中国百年来100处

考古发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集中展示

中国考古百年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

成就，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

的物质精神文化，并带领观众探索东亚

人类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夏商周青铜

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

历史问题。同时推出的还有“文明的渊

薮——河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展

示河南地区百年考古一系列重大发现。

两个展览汇集全国文博力量，共有21省

份79家考古文博单位共同参展，展出来

自全国的889件（组）精品文物，其中一

级文物达115件（组），部分文物为考古

发现后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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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国迄今规模最大一次古沉船整体打捞正式启动
/ 上海市文物局

9月6日，实施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

捞迁移的主作业船“大力号”驶离停泊

码头，起航前往长江口二号古船遗址现

场，正式启动古船整体打捞和迁移，标

志着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船考古与

文物保护项目进入关键期。7月6日，古

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海上预处理阶段

作业完成后，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和具体指导下，上海市文物局迅速铺开

古船整体打捞和考古等各项工作，一方

面，会同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开展古

船整体打捞迁移海上作业的前期准备

工作；另一方面，对近期水下调查发现

的文物进行了清理和初步研究，为后续

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后的考古和文物保

护工作打下基础。

12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进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 福州日报

近期，福建省闽江河口

湿地相关申报材料，由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秘书处递

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中心。世

界遗产中心官网显示，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

海、陆生物地理过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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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an	Minjiang	River	 Estuary:	

The	 ecotone	 between	 mar ine	

and	 terrestr ial 	 biogeographical	

regions）已经正式成为我国世界遗

产预备项目，上报日期为8月16日。这

是继	“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

后，我国今年递交的第2个世遗预备项

目。世界遗产中心资料显示，闽江河口

湿地申遗涉及4个边界相互连接的自

13 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对话”，82件澳门绘画亮相故宫
/ 北京日报

9月23日，“阅世遗情——澳门艺术博

物馆藏濠江风物建筑绘画展”开幕，82

件展品的创作时间跨越两百年，视角聚

焦澳门风貌。澳门艺术博物馆策展人

吴方洲介绍说，澳门和故宫都是世界文

化遗产，此次所有展品都是澳门艺术博

物馆藏品，希望借此展览实现两处世界

文化遗产的对话。展出的都是以澳门

风貌为题的绘画作品，创作年代从18世

纪持续到21世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

旭东说，这次展览是澳门艺术博物馆藏

品首次在故宫展出。这些展品浸透着

艺术家丰富情感，记录了澳门曾经的

城市景观与风土人情，见证着澳门的

历史发展与风云变迁，折射出澳门作

为一座中西交融、多元荟萃之城的独

特魅力，有助于推动澳门与祖国心心

相通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增进故宫

博物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机构的

交往与协作。

然保护区：福建长乐闽江河口国家湿地

公园、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福建马尾闽江河口湿地省级自然

保护区、福建长乐海蚌资源增殖省级自

然保护区。福州市自然保护地规划发

展中心主任王英姿表示，希望通过闽江

河口湿地申遗工作，推动候鸟迁徙沿线

国家和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凝聚

保护湿地、呵护候鸟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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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服贸会”文博文创展区近千件新品闪亮“出圈”
/ 中新网

9月5日，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落下帷幕。服贸会期间，文博文创展

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博物馆文创受到

观展群众的热捧。本次服贸会文博文创

展区共有28家参展博物馆推出的近千

件新上线文创产品与观众见面，其中首

都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铁

道博物馆等博物馆的系列“高颜值”文

创产品闪亮“出圈”，文物元素“潮”玩

涌动，深受一大批年轻人的喜爱。“8+”

名人故居、白塔寺、大钟寺等博物馆展区

内，印章打卡人潮不断。公众不仅能够

欣赏到集文化性、创新性、艺术性、实用

性、趣味性于一身的文博文创，还能一站

式购买、速递到家，得到心仪的文创产

品，真正做到“文化惠民”。

15 多家文博单位亮相东盟博览会
/ 阳江新闻

9月19日至21日，“2022中国—东盟博

览会旅游展”在广西桂林成功举办。广

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以2021年全国十

佳文化遗产案例获得者的身份参展，向

国内外友人展示灿烂的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本届旅游展的文化遗产旅游展区由

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策划

组织。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成都

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多家荣获2021年全

国十佳文化遗产案例和百强案例的博物

馆、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保护单位、专业

文化企业悉数亮相。展区涉及革命文物、

考古遗址、乡村遗产等众多遗产门类，集

中展示了相关案例项目在价值阐释、文

物保护利用、旅游品牌营销、游客旅游体

验度、促进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

面表现出的优势和特色，体现了当前我国

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特点和趋

势，成为本届旅游展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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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栖古镇数字藏品：塘栖盛宴

16 中国大运河古镇联盟成立，40个古镇共护文化遗产
/ 澎湃新闻

9月16日，中国大运河古镇发展研讨会

在杭州市临平区大运河畔的塘栖古镇召

开，会上由塘栖、张家湾、杨柳青、瓜洲、

南阳、南浔、崇福、乌镇八大运河古镇联

合发起，携手全国大运河沿线40家古镇

共同筹划的中国大运河古镇联盟正式成

立。联盟成员将以“大运河”为纽带，以

“传承·创新·发展”为理念，通过有效联

动、资源共享、聚合传播，共护文化遗产、

共创古镇价值、共扩古镇影响、共筑合作

繁荣、共谋发展思路、共享发展经验、共

促联盟发展，着力推动大运河沿线古镇

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会上还发布了全国首个大运河

古镇数字藏品“塘栖古镇”——以“品味

塘栖”为主题，将古镇著名景观绘制成菜

肴，通过临平大运河畔的“名山（超山）、

名湖（丁山湖）、名镇（塘栖）”中心场景，

形成景观与美食相互辉映的“塘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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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收官，博物馆以另一种方式
“活”起来

/ 北京市文物局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市文物局共同

出品的文博探秘文化类节目《博物馆之

城》第一季正式收官。节目选择八家不

同品类的博物馆，通过嘉宾们真实深入的

幕后体验过程，将跨越历史的动人瞬间直

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实现当下与历史的隔

世对望，不仅彰显了古都风韵与时代面

貌，更向社会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

文化根基，在泛娱乐化的传媒趋势中，牢

牢擎起了传播主流文化信仰的旗帜。

17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旅游专业委员会成立
/ 中国文物学会

近期，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旅游专业委员

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福建

省武夷山市召开。中国文物学会副会

长王军、杨晓波，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傅柒生，文物旅

游专委会主任委员赵古山、特邀专家及

团体会员单位代表等出席会议。成立

大会上，王军宣读了《关于同意设立文

物旅游专业委员会的决定》，宣布了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的选举结

果，进行了专委会揭牌仪式。文物旅游

专委会旨在团结和动员广大文博工作

者、文旅工作者及热心文物旅游事业发

展的社会力量，用好文物资源，讲好历

史故事，努力推动文博界的文物旅游体

系建设，助力我国文物旅游事业发展。

同日，文物旅游专委会还举办了新形势

下文物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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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开放日活动
/ 人民网

9月17-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巴黎总部举办开放日活动，庆祝《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开放日期

间，参观者有机会亲自探索教科文组织总部大

楼，近距离感受这里保存的众多艺术作品。此

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

的办公室、教科文组织会议厅等重要场所也同

时开放，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教科文组织的日

常工作，加强公众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兴

趣。教科文组织在总部现场向参观者播放纪

录片并设有“下一个50年”摄影展。让参观者

感受世界各地的遗产魅力。许多家长带着孩

子前来，在一层展区用积木搭建

他们心中的世界遗产。开放日

还举办有关自然遗产面临挑战

的讲座，专家与公众进行交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

02 ICCROM发布文化遗产与相关社区灾害风险管理报告
/ICCROM

近期，ICCROM	和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菲

律宾教育讲习基金合作，发布出版物《变革的

故事II：遗产藏品

的灾害风险管理

从线上学习转向

线上行动》。作为

“变革的故事”第

二辑，报告汇总了	

ICCROM“国 际

文化遗产及藏品

灾害风险管理再思考”培训的成

果。该课程旨在扩大灾害风险

管理（DRM）的规划范围，以管

理错综复杂的灾害风险情景，其

中级联动风险可能会汇集在一

起对文物造成重大破坏。参与

本课程的所有博物馆、档案馆和

遗产地都进行了全面的灾害风

险评估，并制定了适合其背景的

灾害风险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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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ICOMOS专委会20世纪遗产专题框架工具研讨会举办
/ICOMOS

ICOMOS	20世纪遗产专委会于9月21

日在欧洲文化之都考纳斯举行《20世

纪遗产专题框架：遗产地评估工具》研

讨 会。ICOMOS	 ISC20C邀 请 世 界

遗产社区参加一系列关于“20世纪历

史主题框架”的区域研讨会，作为重新

思考与20世纪遗产相关的全球叙事的

工具。研讨会不仅旨在发展对20世纪

遗产的知识和广泛理解，而且还支持展

示、分享和扩展他们在20世纪的新案例

和想法的机会。在考纳斯举行的研讨

会将集中讨论“新民族国家”这一世界

现代化现象的主题。基于考纳斯欧洲

文化之都的经验，研讨会将讨论当代诠

释在识别、理解和传播这一叙事过程中

的作用。

03 ICCROM研讨会：文化资本评估-遗产隐含价值的评估
/ICCROM

ICCROM于9月14-16日在罗马举行研讨会：文

化资本评估-遗产隐含价值的评估。研讨会以	

ICCROM关于支撑遗产投资决策的经济评估方法

的新研究为基础，旨在建立遗产科学家、文化经济

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提高评估文化遗

产作为资产的隐含价值及

其社会效益的方法。David	

Throsby教授主持线上研

讨会并作主题发言。此次旨

在弥补学术研究和政策制

定工作之间的缺口，同时对	

ICCROM成员进行了调查。

调查的内容是各地目前采用

的评估方法，以及其在支撑

关于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化

遗产的保护、维护和复原的

公共决策中的应用情况。调

查结果将于	2023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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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

ICOMOS发布白皮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知识体系与气候变化》

国际博物馆协会加入气候遗产网络

/ICOMOS

/ICOM

ICOMOS近期发布白皮书《非物质文

化遗产、多元知识体系与气候变化》。

面对国际关于社会对文化与人类造成

气候变化的活动之间的诸多关联之间

认识的不足，白皮书强调了文化和遗产

对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用。白皮

书指出：利用不同认知方式去应对气候

变化等复杂全球问题的重要性已得到

多方认可。近期的研究强调了本土、本

2022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

成为气候遗产网络（CHN）的成员，这

是一个自愿互助网络，致力于通过动

员艺术、文化和遗产社区来应对气候

变化和实现《巴黎协定》。作为指导委

员会成员，ICOM	积极参与该网络，以

确保在促进博物馆在气候行动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作用的同时，与志同道合的

组织开展团结和合作。目前，ICOM

正计划与众多文化部门合作伙伴采取

集体行动，于9月29日在UNESCO	

地和科学知识体系内部和之间差异多

样性。这些知识体系包含了非物质因

素（语言、概念、信仰、价值观、世界观、

精神性）和物质因素（器物、建筑物、景

观和有机体等）。它们均意识到当前和

未来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性，其建

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将有助于

提高气候行动的效果。

Mondiacult墨西哥大会上举行边会，

加强对文化政策应对全球危机作用的

理解，建立关于优先工作的共识，并提

高博物馆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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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中国与叙利亚签署
《关于协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联合声明》

/ 中国文物报

9月26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与叙利亚驻华大

使穆罕默德·哈桑内·卡达姆分别代表

中国国家文物局与叙利亚文化部，在中

国国家图书馆签署《关于协同开展“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联合声明》。

叙利亚文化部部长卢巴纳·姆沙威以

视频方式出席。李群在签署仪式上致

辞。他表示，中叙双方签署联合声明，

是两国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签署的第一

份双边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指出，

中方愿以此为新的起点，与叙利亚共同

发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发起国的

引领作用，为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推

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积蓄更强人文动

力。根据联合声明，中叙将在“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行动”框架下，开展濒危文

化遗产保护、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

博物馆展览交流、打击文物非法贩运及

青年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伊朗

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克沙瓦尔兹扎德，

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

等国驻华使馆代表，以及中国外交部、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共同出

席了签署仪式。仪式后，中外嘉宾还共

同参观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邂

逅·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古代文物

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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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9

巴基斯坦世界遗产摩亨佐·达罗古城遭暴雨破坏

德国计划以碱水面包申报UNESCO非遗项目

/ 澎湃新闻

/brotinstitut.de

巴基斯坦近来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季风

强降雨，暴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超千人

死亡。极端天气还威胁到了世界文化

遗产、摩亨佐·达罗考古遗址。当地时

间9月6日，该遗址负责人阿赫桑·阿巴

9月，德国宣布计划以碱水面包申报	

UNESCO非遗项目。Brezel（中文

又叫椒盐卷饼、德国碱水面包、扭结

饼、德国结、蝴蝶脆饼、碱水结）是源

于德国南部的一种盐味卷饼圈，也是

现在德国最常见的面包之一。Brezel

的经典对称8字形扭曲图案也成为了

德国面包师的象征。根据程序，德国

巴符州的面包师协会率先申请将碱

水面包这一传统工艺列入德国国家

西（Ahsan	Abbasi）表示，遗址内几堵

于4500年前建造的墙已经倒塌，维修

工作正在进行中。阿巴西称，该遗址内

的古佛塔此前一直保持完好无损，然而

近日的大雨使佛塔的部分外墙以及用

于分隔空间的大面积墙壁受损。他表

示，在考古学家的监督下，数十名建筑

工人已经开始了维修工作。近来严重

洪灾波及整个巴基斯坦，信德省是受灾

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联合国难民署对

此表示，已向信德省政府移交了数千顶

帐篷以及其他应急物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候选名单，这也是申

遗成功的先决条件。农业部长	Cem	

Özdemir对该项目表示支持，并计划

同法国、瑞士、奥地利等国联合申遗。

Özdemir表示将致力于使其成为一项

跨国倡议。因为Brezel除了在德国，

在奥地利、瑞士和阿尔萨斯（法国）也

有。巴伐利亚州的农业部长Michaela	

Kaniber目前已经与奥地利和法国的

同事进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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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13号台风“玲玲”致韩国25处文化遗产受到影响 
/the korea herald

据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消息，9月6日台

风“玲玲”袭击韩国之后，仅三天就有	

32起遗址损坏事件被报告。韩国庆尚

北道庆州的石窟庵和佛国寺遗址是遭

受重大破坏的遗址之一。供奉阿弥陀

佛的佛国寺正殿更乐殿屋顶瓦片脱落，

院子里的几棵树也被吹倒。世界文化

遗产石窟庵的入口部分被毁，行政办公

室前院也遭到破坏，目前限制游客进入

该地区。供奉毗卢遮那佛的庆州吉林

寺大济光殿周围的石柱和道路的一部

分被冲走，另一处不可移动文物白东石

佛三合会附近的松树被吹倒。庆州和

金海的王陵也受到了台风的袭击，庆州

新罗元成王（公元785-798年）墓的柱

基和竖井底座倒塌，同时一场严重的泥

石流冲走了黄龙寺的部分土壤。韩国

文化遗产管理局已实施紧急修复计划，

以防止对遗产地的进一步破坏，地方政

府正在努力修复轻微的损坏。

佛国寺正殿更乐殿屋顶瓦片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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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韩国世界遗产城市论坛于9月底召开
/heritage suwon

由韩国UNESCO全委会、韩国ICOMOS和世界

遗产城市组织OWHC亚太区秘书处指导的“世

界遗产城市论坛”于9月29-30日在韩国水原市

召开。论坛主题为“世界遗产城市的可持续利

用”。议题包括：可持续的世界遗产城市与地方社

区、世界遗产与文艺内容、世界遗产与时尚、世界

遗产与企业营销等。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CEO

兰迪·德班（Randy	Durband）、波兰克拉科夫市

文化市长代表罗伯特·皮亚斯科夫斯基（Robert	

Piaskowsk）、UNESCO	WHIPIC	教育和网络

办公室主任沈海丽（Haeree	Shim）等专家学者

受邀出席。

12 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举行，中国长城对话罗马边墙
/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期，第二十五届罗马边墙大会（LIMES	

XXV）在荷兰瓦尔河畔城市奈梅亨举行。

“罗马边墙大会”历史悠久，是从事罗马边

墙相关研究学者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

此次大会开设了“双墙对话”分会场,“中

国长城”首次亮相。中国学者于春雷介

绍了清平堡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双墙

对话”（WALL	TO	WALL）分会场以介

绍中国长城内容为主，由英格兰遗产委员

会资深考古学家托尼·威尔莫特和“双墙

对话”英方联络员大卫·布劳夫共同主

持。中国长城与罗马边墙都是世界文

化遗产，也是世界两大边墙体系。加强

相互之间的持续对话与交流，具有深远

学术意义。罗马边墙研究的视野和方

法，值得中国长城考古研究进行借鉴，

在形成独立研究领域、制订长远考古研

究规划、优化长城考古工作流程和加强

全域学术交流和成果共享方面都有具

体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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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纽约市归还意大利58件被盗文物

“失落”的文明遗迹因干旱重见天日

/ 新华社，美联社

/环球时报

美国纽约市政府9月6日归还意大利政

府58件被盗文物，总计价值近1900万美

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纽约市曼

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消息报道，当天归

还的文物中有21件先前为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一尊雅典娜女

神大理石头像，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00

年，估计价值300万美元；还有一只公元

前470年的酒杯。出席当天仪式的意大

今年，极端高温干旱使世界多地河流与

湖泊水位下降，水下的古城遗址、珍贵文

物乃至军舰残骸和人类尸骨都随裸露的

河床一起重见天日。借助这些残破不全

的珍贵文物，岁月洪流里的失落文明重

利警方代表罗伯托·里卡尔迪说，这些文

物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祖先”的一部

分，它们属于意大利，必须归还当地。

回人们的视野。8月中旬，公元前5000

年的西班牙“瓜达尔佩拉尔石墓”巨石

阵露出水面，当地旅游从业者直呼“石阵

旅游要火起来了”，当地历史和旅游协会

更是主张将巨石阵转移到博物馆中或其

他地方。对于那些无法转移的遗迹，科

学家正在创建其3D模型。不过，水下遗

迹的“昙花一现”昭示着地球气候的恶

化与不定。专家认为，遗迹与文物经历

浮现与淹没的反复过程，将受到严重损

坏，可以说，“重见天日”实际上加速了

文物消亡的进程。因此，如何保护这些

水下遗迹，是考古学界的一道棘手难题。在西班牙露出水面的古罗马军营遗迹

此次纽约市政府归还意大利的部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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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泰姬陵猴子袭击导致西班牙游客受伤
/the national news

9月19日，一名西班牙女游客在印度泰

姬陵观光时突然遭到猴子狠咬，导致她

的左腿被咬到鲜血直流，现场工作人员

立即进行止血包扎，该名游客随后便被

送往医院治疗。据统计，一年大约有

700万名游客参观泰姬陵，当地民众担

心猴子攻击事件频传，会影响游客观光

意愿，但猴子在印度被视为是神圣的象

征，光是在阿格拉就有上万只猴子，这

几年土地过度开发，也让野生猴子无处

可去，猴群变得越来越凶猛，泰姬玛哈

陵的工作人员，只能呼吁游客，不要随

意逗弄猴子，保持安全距离	。猴子无

故袭击游客事件也引起当局关注，印度

考古局官员下令，泰姬陵员工须携带木

棍以便驱赶猴子，尽管员工都配备了武

器，但在保护游客方面并没有起到太大

作用，	类似事件仍经常发生。

印度世界文化遗产泰姬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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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袭后的重生：世界遗产哈特拉古城重新开放

维多利亚瀑布恐失去世界遗产称号

/ 澎湃新闻

/参考消息

9月初，伊拉克北部哈特拉（Hatra）古

城迎来了游客，这座曾经被恐怖袭击蹂

躏的两千年历史的古遗址翻开新篇章。

哈特拉古城具体位于伊拉克尼尼微省，

距离首都巴格达西北290公里，摩苏尔

西南110公里处。“伊斯兰国”（ISIS）

武装分子对哈特拉古城遗址造成了“不

可挽回的损失”悲剧发生后，伊拉克专

家与意大利国际地中海和东方研究会

合作，开展修复。2022年2月，哈特拉

近期，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政府计划在世

界自然遗产维多利亚瀑布建造旅游和工

程项目，新建筑物具体包括度假村、一

个高尔夫球场和一座水电站。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已经通知津巴布韦和赞比亚政

府，如果在瀑布附近建造建筑物，该组织

可能会撤销维多利亚瀑布享有的这一称

号。报道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

对该地展开为期5天的考察后撰写了一

份报告。该组织显然担心高尔夫球场会

破坏已形成的大象迁徙走廊。在赞比亚

一侧，还将建造一座拥有数百个床位的

大型酒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立即

古城第一阶段的修复工作结束，当局

公布了目前的成果，包含一座真人大小

的罗马风格雕塑和大神殿一侧的浮雕。

人们在古城举行了仪式，期盼古城重获

新生。2022年9月，摩苏尔一家私人博

物馆“苏莫尔遗产之家“（the	Mosul	

Heritage	House）启动哈特拉之旅项

目，博物馆代表认为此举旨在展示摩苏

尔和尼尼微的遗产和身份，也将助力该

地区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

停工。对此津巴布韦政府似乎并未理会，

尽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之一已经

受到游客量不断增长的威胁。据悉该项

目是津巴布韦改善国内能源供给，并在

2025年培育50亿美元旅游业市场的计

划的一部分。

世界自然遗产维多利亚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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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传统村落消防安全状况实地调研工作取得初步成果

我会2022年6月启动了新一轮的中国

传统村落消防安全状况实地调研工作。

8月底，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咨询委员

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消防安全实地调

研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励小捷一行前往

贵州省遵义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开展

实地调研。至此，8支调研队伍已经完

成了90%以上实地调研工作，调研工

作取得初步成果。9月19日，我会召开

中国传统村落消防安全状况实地调研

汇报会，调研团队围绕各自调研情况、

调研问题及建议和调研报告撰写计划

等方面进行了汇报，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以不同视角梳理、分析、解读、总结

传统村落消防安全调研成果。与会专

家对调研工作给予肯定，同时希望各调

研团队做好调研记录的保存，相互之间

加强交流、总结经验做法、达成共识，为

下一步出具标准化调研报告奠定坚实

基础。

调研组与贵州省、调研地相关领导召开座谈会

02 古籍修复最新成果：修复珍贵彝文古籍《查姆》5册件

9月，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

古籍保护专项基金的资助支持下，由我

会联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云南省图书馆开展的“云南珍贵彝

文古籍修复项目”完成结项工作，此次

共修复珍贵彝文古籍《查姆》5册件：《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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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专家正在进行
拆分书叶

彝文古籍《彝族九方图》修复前后对比图

葬经》《彝族九方图》《天地起源传说/皇帝故事》

《丧葬查姆故事》《祭祀驱邪经》，这是彝族创世

史诗《查姆》的五查。《查姆》史诗主要流传于云

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安龙堡乡、大麦地

镇、法脿镇等地，反映了彝族的民族历史、文化特

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发展发展过程，内涵丰富，

为我们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

献材料。通过这次修复，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将

针对彝文古籍的特征探索出一套系统安全的修

复方法，这将是民族古籍保护修复的一大突破。

03 亚洲文化遗产教育合作网络项目已经启动

9月，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亚洲文化遗

产教育合作网络项目已经正式启动。该

项目与中山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

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合作，通过面向

亚洲各国青年广泛征集世界遗产保护利

用的优秀提案，为世界遗产保护利用提供

有创意、可落实的方案，为亚洲各国的青

年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学习和互鉴的平

台，积极推动青年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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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2位艺术家加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特约艺术家队伍

9月，我会活动部着手联系邀请艺术家

加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特约艺术家队

伍。截至目前，已经有12位特约艺术家

加入。本次新增特约艺术家年龄跨度大、

行业覆盖广，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其中年

龄最大的是出生于1946年的董文凯先

生。董先生师从徐悲鸿先生，是徐悲鸿

之子徐庆平的同窗好友，他曾为历届国

家领导人绘制肖像作品。年龄最小的是

1994年出生的刘勃阳，曾为2022年北京

冬奥会设计服装与主题画面。目前，我

会特约艺术家队伍已经达到45人。

04 “汉酱·匠心传承”文物修复展走进潍坊

9月21-25日，由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

有限公司联合汉酱酒全国经销商与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汉酱·匠

心传承”文物修复展在济南、临沂、潍

坊、滨州四地市连续举办。文物修复活

动让殷墟里一些残损文物重现往日芳

华，尽显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也同时

感受到汉酱的匠心传承。茅台酱香酒

公司的“问古”殷墟，除了让文物“活”

起来，还致力于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与

故事。在助力文化基因延续、彰显中华

魅力的同时，此举也进一步丰富了汉酱

文化内涵，实现了品牌价值提升。“汉

酱·匠心传承”公益基金定向用于文物

修复、人才培养和文物活化利用，项目

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携手守护文

物、保护历史，传承华夏文明薪火，为保

护民族文化遗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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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监事动态

▶	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十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

会于9月23日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隆重开幕，香港信德集团行政主席兼董

事总经理、我会副理事长何超琼女士受邀出席博览会。

▶	 9月25日国际聋人日，腾讯天籁行动召开2022年度发布会，公布听障产品研发、公益

救助、产研共创方面的关键成果。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

长郭凯天发表了主题为《生态共创，打造社会价值创造的可持续路径》的致辞。

▶	泰康保险集团在广西打造的首家大规模、全功能、国际标准的高品质医养社区——

泰康之家·桂园于9月28日正式开业运营。这是泰康首家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开业

的持续照护医养社区，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视频出席

开幕式。

▶	中国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会理事甘学军9月13日接受《证券日报》专访，回

望在中国拍卖行业的过往经验，谈论立足当下的感受与思考，探讨中小拍卖机构在

未来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走特色化、个性化的道路。

▶	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中国慈善家杂志社、腾讯公司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

部、腾讯公益共同举办的《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精华版）于9月12

日发布，发布会在线举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发表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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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诚宝真酒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古建筑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逸伦正元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德润堂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恒远恒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乐石文物修复中心
北京西花海棠公益基金会
北京延庆区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
北京晏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流市润通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波西米娅  （ 北京 ）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明轮藏传建筑文化研究会
上海法知特律师事务所
上海泰森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来盛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文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特别鸣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香港信德集团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鸣谢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