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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丽媛与菲律宾总统夫人丽莎共同参观国家博物馆

· 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预计9月在沙特阿拉伯召开

· 刘玉珠理事长出席第二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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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彭丽媛与菲律宾总统夫人丽莎共同参观国家博物馆
/ 新华社

1月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夫人彭丽媛与陪同菲律宾总统

马科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总统夫人丽莎共同参观中国国

家博物馆。在国家博物馆馆

长陪同下，两位元首夫人一同

参观了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

故宫博物院联袂推出的“和合

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

展”。展厅陈列的青花开光花

鸟图菱花口折沿盘等400余件

中国历代文物藏品精美绝伦，

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中华民族“尚和合、求

大同”的价值追求。

彭丽媛同丽莎边看边交流。双

方愉快回忆起两国老一辈领导

人交往的历史，对两国友好关

系发展感到高兴。彭丽媛表示，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

民族奉行的处世之道。中菲是

隔海相望的近邻，菲律宾是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国家。期

待两国人民弘扬传统友谊，推

动中菲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彭丽媛陪同菲律宾总统夫人丽莎参观国家博物馆

丽莎感谢彭丽媛邀请她参观国家博物馆，赞叹

博物馆里陈列的藏品精美、丰富，希望更好更深

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她表示，两国人民应传

承丝绸之路精神，不断增进互信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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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全国文物局长会议在京召开，总

结2022年文物工作，部署2023年工作任

务，谋划推进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会议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

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新时代

文物工作方针，推动文物事业发展再上

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而团结奋斗。文化

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出席会

议并讲话，指出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的高度，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出重要

要求。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文化和旅

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作工

作报告。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督察

司、文物古迹司、人事司主要负责同志进

行交流发言。

02 全国文物局长会议在京召开

2023年全国文物局长会议

03 李群在人民日报发文谈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 人民日报

1月5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李群在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文章

《准确把握和认真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

方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文章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全国文物工作会议

确立“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

作方针，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精神。新时代新征程，

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物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确保文物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 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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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李群调研“北京中轴线”保护与申遗工作
/ 国家文物局

1月6日上午，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

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一行现场调研北京

中轴线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听取北京

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部

署开展下一步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谈绪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一同调研。李群充分肯定了近期北京

中轴线申遗保护取得的工作进展。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物保护和北京老城整体保护的重

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

文物工作会议精神，以北京中轴线申遗

保护为抓手，认真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

方针，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各

项工作，助力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李群指出，下一步要进一步发挥部市

合作机制作用，切实加强各部门各单

位之间的沟通、协作，抓紧做好北京

中轴线申遗所必须的文物建筑腾退修

缮、考古遗址保护展示、标识展示系统

建设与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推进申遗各项准备工作的

落实，为实现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

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国家文物局有关

司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市文

物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5 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源联动促
进品牌消费的通知》
/ 国家文物局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

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与历史

文化资源联动促进品牌消费的通知》。

该《通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加强老字号历

史文化资源挖掘、促进老字号历史文化

资源利用以及激发品牌消费潜力三个方

面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和具体任务，明确

相关工作要求，着力提升老字号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文物、博物馆等历史文化资

源联动、融合、发展水平，积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通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

消费需求的目标，积极推动老字号依托

历史底蕴和文化精髓开发创意产品、营

造消费场景、提升消费者体验，进一步顺

应国潮消费趋势，释放品牌消费潜力，丰

富品牌消费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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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国家文物局印发2023年工作要点
/ 国家文物局

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2023年工作要

点。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国家文物

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

作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全国文物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加

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

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动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贡献力量。2023年，国家文

物局将从“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

持保护第一，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管理

工作”“深化文明历史研究，加强科技

创新和人才培养”“让文物活起来，丰

富人民历史文化滋养”五个方面有序

推进35条重点工作。

07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创始成员国高官会议在京召开
/ 国家文物局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创始成员国高官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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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中华司法研究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和专家委员会在京成立
/ 国家文物局

1月12日上午，中华司法研究会文物司法研

究分会和专家委员会在京成立。文化和旅

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最高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马世忠出席

活动并讲话，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主持

活动。李群强调，成立文物司法研究分会和

专家委员会是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国家文

物局高度重视运用司法手段加大文物保护

力度，与最高人民法院健全合作机制，共同

推进文物司法保护工作。马世忠指出，文物

司法研究分会和专家委员会的成立是最高

人民法院和国家文物局长期保持密切合作

中华司法研究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和专家委员会成立

的结果，对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

法院相关庭室、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月12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创始

成员国高官会议以线上方式在京召开。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长李群发表开幕致辞。亚美尼亚、柬

埔寨、朝鲜、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巴基

斯坦、叙利亚、阿联酋、也门等联盟创始

成员国代表线上参会。会议由中国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解冰主持。李群表示，

习近平主席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上提出共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行动”的重大国际倡议，此后亚洲国家

积极响应，发起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联盟。创始成员国相向而行，不断为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与会代表感

谢中国启动联盟机制化运作，高度赞赏

本次会议对联盟机制化运转的积极作

用，祝贺联盟章程达成共识。会议讨论

并一致同意《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章

程》，确定联盟创始成员国为第一届理事

会委员国，中国为主席国。会议决定联

盟秘书处设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六三担任联盟

执行秘书长，并确定今年将在中国举办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高级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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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2023年重点文博节目片单今日在央视综合频道发布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月1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央

视综合频道重点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在

北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等共同发布2023

年央视综合频道20档重点节目片单。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编务会议成员李挺等出席活动。重

点节目片单中的“探源中华文明”篇章，

集中推介了由国家文物局、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摄制的多档精品力作。《简

牍探中华》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聚

焦“简牍”这一重要题材的大型文化节

目，以“简牍的前世今生”为线索，用全

新表现形式，讲述简牍古代诞生、近代

发现、当代研究传承的传奇故事。大型

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把考古探索与

文献研究有机结合，创新展现中华民族

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新

一季《古韵新声》系列节目通过“文物

展演+文化访谈+古风乐舞”的形式，挖

掘节日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探寻文物

里的中国智慧。

2023年央视综合频道重点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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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博与煤矿文工团携手打造文物“活化”品牌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煤矿文

工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双方基于共同的

理念、一致的目标，选好题目做好文

章，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卢映川表示，希望双方秉承开放共享

的理念，深化“博物馆+院团”的跨界

融合；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为着力点，努力构建资源

整合与创新转化新格局；以良好的外

部合作激发创新精神，努力开拓文艺

新境界，联合开发传播更多承载中华

文化、中国精神的项目，打造具有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文物“活化”品牌。根

据协议，双方将本着依法依规、诚实守

信，发挥优势、注重实效，着眼长远、

互惠共赢的原则，在共同开展文物活

化创作、打造国博小剧场系列展演项

目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 光明网

11 山东立法保护全国最古老的长城
/ 中经网

1月1日起，《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

正式施行。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齐长城穿越山

东多市，绵延一千余里，是长城的重要

组成部分，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

国现存有准确遗迹可考、年代最早的

长城。《条例》立足于齐长城保护工

作需要，根据齐长城历史久远、占压土

地体量大、易受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影

响等现实情况，重点解决保护工作中

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条例》共

六章49条，作为文物保护法和长城

保护条例的配套法规、中华民族文化

瑰宝的保护法规、文化建设领域的重

要法规，按照“保护第一，加强管理，

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科学协调齐长

城保护与沿线区域生产、建设活动之

间的关系，为有效保护齐长城提供了

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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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哈尔滨开启归国文物“虎鎣”首次巡展
/ 国家博物馆

1月5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虎鎣：新时

代·新命运”首次巡展在哈尔滨市博物

馆开幕。虎鎣为西周晚期青铜器，原为

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

年3月，虎鎣即将在英国拍卖的消息传

出，国家文物局立即开展多方面工作，

推动虎鎣追索返还工作。北京时间

2018年11月23日，虎鎣重回祖国怀抱。

13 广州南越王博物院与马六甲郑和文化馆合作推动海丝申遗
/ 中新网

1月9日，中国广州南越王博物院、马来

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在南越王博物

院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这是近期南越

王博物院迎来的首次重大跨国合作，双

方将在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

护、旅游发展和展览宣传等方面进行深

层次、全方位合作。马六甲市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明代航海家郑

和曾率船队在马六甲开展互利的商业

文化交流。马六甲郑和文化馆是当地为

纪念郑和的航海成就与和平精神所修

建，展示郑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的航海

活动。广州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

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的牵

广州南越王博物院与马六甲郑和文化馆签约仪式

同年12月11日，虎鎣正式入藏国博。此

次巡展还选取39件/组国博馆藏文物，

向观众全面呈现虎鎣背后蕴含的丰富

历史文化信息，系统讲述国宝长达一个

多世纪的漂泊故事，深刻反映中华民族

从贫弱走向复兴的伟大变革，为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汇聚力量。

头城市。南越王博物院与马六甲郑和文

化馆签订友好合作协议，双方将架起友

好的桥梁，依托各自的文化遗产资源优

势，加快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间

交流，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合开展

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合作，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海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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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河南安阳殷墟发现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
/ 人民日报

安阳殷墟王陵区东部考古发掘现场

1月10日，殷墟发布的最新考古报告引发

关注。2021年开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团队对商王陵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考

古勘探。两年后，确认陵园东西两侧的

两个坑为陵园墓葬。在王陵区东南半扇

形空旷地带，发现一处面积4万多平方米

的西周遗址。这是殷墟中发现的最大的

西周遗址。据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

阳工作队专家牛世山介绍，王陵周围有

两条沟渠。坑与殷商时期的墓葬、祭祀

坑之间没有重叠或断裂的关系，只是后

来的坟墓破坑和祭祀坑，这一现象证明

魏沟早于西周初期。2022年，考古队将

在公园围墙西南角外、上王陵公园内、上

王陵公园东墙外4处进行发掘，出土有商

晚期、西周、东汉、宋元等年代遗存。

15 四川出台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
/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1月14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加强石窟寺保护

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

提出，2023年基本构建起四川石窟寺保

护研究工作新格局，到2025年石窟寺保

护利用长效机制基本形成、川渝石窟寺国

家遗址公园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2035

年基本建成中国南方石窟寺保护利用高

地。《实施方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旨在走出一条具有

四川特色的石窟寺保护利用之路。《实施

方案》明确了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

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确定了石窟寺保

护利用工作的十一项主要任务，提出实施

“数字四川石窟”行动、实施“石窟四川”

保护工程，提出提升综合展示水平、深化

文化交流合作、创新项目工程管理、强化

机构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育体系等主要

任务。最后，《方案》还提出了实施保障

措施，将强化对石窟寺保护利用项目实施

情况的事中事后评估，推行“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落实石窟寺保护利用情况通

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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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预计9月在沙特阿拉伯召开
/WHC

1月24日，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特

别会议上，近期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执

行局主席国的沙特阿拉伯王国近日已致

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表

示愿意于2023年9月10日至25日主办

第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地点

是沙特首都利雅得市。这将是近二十年

以来首次于9月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

自2002年起，世界遗产大会一直于每年

6月或7月开幕。根据决议草案，9月的

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议程总量方面

与上一届大会类似，也将会是一年审议

两年份额的加长版会议。但此次大会将

于线下举行，是新冠疫情后首次于线下

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会上将审议原定

于2022年审议的28项提名以及2023

年的27项提名，共计55项提名，年均审

议提名数创下近二十年以来新低。中国

2022年提名项目“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

化景观”将在大会上审议。

02 乌克兰、黎巴嫩、也门三国世界遗产项目紧急列入《名录》
/UNESCO

1月24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部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

特别会议上，按《实施〈世界遗产公约〉

操作指南》的规定，审议紧急情况下受

理的3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按紧

急程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

世界遗产名录》。这3项分别是黎巴嫩

“黎波里的拉希德·卡拉米国际会展中心

（RachidKarami	 International	Fair-

Tripoli）”、乌克兰“敖德萨历史中心

（The	Historic	Centre	of	Odesa）”和

也门“古萨巴王国遗迹（Landmarksof	

乌克兰新晋世界遗产地“敖德萨历史中心”

the	Ancient	Kingdom	of	Saba）”，

委员会认为这是对遗产地突出普遍价

值以及全人类保护遗产使命的认可。

2022年夏，UNESCO在意大利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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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的支持下，为乌克兰的敖德萨申遗项

目提供了国际专家支持。截至目前，

UNESCO已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信息

领域为乌提供了1800万美元资助。根

据《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承诺不会有

意对世界遗产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

破坏，并协助其保护。列为濒危遗产同

时将获得更多的国际技术和资金援助。

03 ICOMOS成立太空遗产国际科学委员会
/ICOMOS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近

日宣布成立太空遗产国际科学委员会，

将遗产的范围从地球上的航空航天设

施拓展到月球和太阳系。新委员会的

使命是推动在地球上、轨道上和太空

中人类物质和非物质航空航天遗产

的辨识、调查、保护与可持续管理，并

关注对人类在宇宙中的遗产的理解和

系统化。专委会主席、伦敦大学学院

（UCL）考古研究所盖伊·乔拉耶夫表

示：新委员会的成立是定义、辨识、分

析、推广和管理人类航空航天相关遗

产的里程碑。委员会成员将包括涉及

航天和太空探索的遗产专家，并与其

他	ICOMOS科学委员会及国际科研

机构密切合作。

人类太空探索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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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ICCROM对巴西利亚世界遗产破坏表担忧
/ICCROM

ICCROM日前对巴西利亚世界遗产近

期遭到破坏表示担忧，并呼吁尊重一切

文化遗产，同时表示愿为巴西遗产保护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建议。始建于1956

世界文化遗产巴西利亚

年的巴西利亚城是城市规划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代表着建设首都城市的现代主义

思想。城市规划师路西欧·科斯塔（Lucio	

Costa）和建筑师奥斯卡·尼梅耶（Oscar	

Niemeyer）认为：城市中的一切元素都应

与城市的整体设计吻合，并创造了布局对

称的行政管理区和居民住宅区，使其犹如

“飞翔之鸟”。巴西利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

是立足过去、展望未来的城市，在国家工业

化的同时秉承了文化传统。1987年，巴西

利亚以标准(i)(iv)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5  ICOMOS和ICCROM加入达沃斯建造文化联盟
/ICOMOS

1 月 16日，ICOMOS和	 ICCROM在

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第二届欧洲文化部

长会议上，正式加入了建造文化联盟

（Baukultur	Alliance），并将致力于实

现2018年《达沃斯宣言》的各项目标。

本次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宣言》的具体目

标，并探讨了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的机

遇。会上，ICCROM沙迦地区办公室主

任扎奇阿斯兰（Zaki	Aslan）会见了瑞

士联邦文化办公室咨询和专业部门（文

化遗产）负责人、ICCROM理事会成员

伯努瓦·杜伯桑（Benoît	Dubosson）

和ICCROM理事会成员奥利维尔·马丁

（Oliver	Martin）。“建造文化联盟”将

达沃斯建造文化联盟

文化置于核心地位，旨在推动建成可持

续、富有活力的社区，创造更好的生活品

质，为所有人带来福祉。ICCROM表示

接受“建造文化”这一理念，认为整体性

和科学的方法是文化遗产领域未来所必

须的，并将与全球伙伴通过教育和能力建

设共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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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第四届OWHC亚太区会议“丝绸之路与世界遗产城市”
拟于9月在韩国举行
/OWHC亚太区秘书

由世界遗产城市组织（OWHC）亚太区

秘书处和韩国庆州市主办的第四届世

界遗产城市组织亚太区会议“丝绸之路

与世界遗产城市”拟于9月在庆州举行。

在韩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交30周年之

际，秘书处代表团于去年12月中考察了

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并邀请撒市在与庆

州缔结友好城市十周年之际参会。考

察团还同撒马尔罕考古研究所和布哈

拉国立大学等科研机构就遗产和文化

领域的交流合作签署了备忘录。考察

团表示，通过“丝绸之路”项目，庆州市

将拓展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国际视野，而

此次赴乌考察是同中亚地区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深入交流合作、共同繁荣的重

要起点。

07 埃及世界遗产地卢克索发现完整古罗马城市和鸽子塔遗址
/CNN

近日，在埃及南部城市卢克索工作的考

古学家发现了一座拥有1800	年历史的

完整罗马城市。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

秘书长穆斯塔法瓦齐里说，这座城市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至3世纪，是“卢

克索东岸发现的最古老、最重要的城

市”。发掘工作自2022年9月就开始进

行，逐步发现了一批工具、罐子、青铜器

和罗马铜币，以及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居

住村落。考古学家还首次发现了两座

鸽子塔，推测它们是用来饲养在罗马帝

国传递信息的鸽子。这一罕见的考古

发现“恰逢其时”，卢克索丰富的出土文

物及本月发现的大量陵墓，为期待已久

的开罗大埃及博物馆提供了最新的展

品，埃及旅游和古物部希望这将成为后

疫情行业复苏的催化剂。卢克索（底比

斯古城及其墓地）于1979年以标准i、

iii、vi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古埃及

文明繁荣鼎盛的见证。埃及卢克索考古新发现古罗马城市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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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卢浮宫拟采取观众限流措施改善博物馆参观体验
/ 光明网

面对激增的观众，卢浮

宫馆长劳伦斯·德·卡尔

（Laurence	 des	Cars）

日前决定限流三分之一，

将日参观量从4.5万人次

减少到3万，以提供“更愉

悦的观赏体验”，特别是对

60%的首次参观者。在巴

黎即将迎来2024年奥运

会千万游客之际，卢浮宫

也不会举办大型展览。在

2021年因疫情参观量跌至

280万后，2022年卢浮宫

参观量暴涨至780万。尽

卢浮宫博物馆的拥堵游客

管仍低于2019年疫情前的960万和2018年的巅峰

1020万，馆长认为有必要限流，控制在玻璃金字塔

外和《蒙娜丽莎》像前排队的长龙。在这一政策下，

2023年的参观量将维持在750-800万。馆长表示，

这也将为博物馆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减少罢工

的发生。

09 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建馆百年展《安阳——中国古代列王
之城》
/ 艺术中国

《安阳——中国古代列王之城》展出的部分安阳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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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史密森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

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宣布百周年庆典的计划。从2022年11

月持续至	2023年，博物馆将以为期一年

的活动及节目庆祝成立百周年，以加深

大众对亚洲艺术及文化的认识。活动将

以“旅程”（Journey）为主题，突出了

博物馆正在成为与全球及本地互动机构

的发展趋势。为迎接百年庆典，博物馆

按照查尔斯·朗·弗利尔最初的设想重新

修复了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孔雀厅，此展厅从博物馆开幕

起便一直令访客着迷，它展示了美国设

计与亚洲陈设美学的对话。同时，博物

馆将推出三个主要展览：《锦绣之地：皇

家乌代普尔的画作》《安阳——中国古

代列王之城》《Ay-ō的快乐彩虹地狱》。

《安阳——中国古代列王之城》是美国

首个专门展示安阳的重要展览，展期为

2023年2月25日至至2024年4月28日，

展出地点为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10 诺曼福斯特基金会为乌克兰哈尔科夫提供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 诺曼福斯特基金会

在哈尔科夫市长的邀请下，诺曼福斯特

基金会去年4月决定为其无偿提供城市

总体规划方案。截至12月中，国际和当

地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史学家已举行

百余次工作会，并在联合国UN4Kharkiv

工作组协调下开展了能力建设。总体规

划确定了五个方向的重点项目：遗产、河

道、产业、住房、科技园。遗产项目将在

城市中心创造新的建筑地标，重建历史

建筑，并营造人性化的公共空间。河道

项目将改造6千米的带状空间，形成贯穿

全城的生态步行和骑行网。产业项目拟

将煤电厂改造为清洁能源和食品中心，

支撑城市工业现代化。住房项目将改造

现有住房，创造安全、现代、节能的住房。

科技园项目将引入高科技产业、科研创业

公司，振兴城市产业基础。同时还将针对

街道、广场、公园、景观等要素及建筑控高

等进行城市设计研究。通过一系列改造

提升，哈尔科夫（UNESCO音乐创意城

市）将在未来成为一座综合产业、科技与

文化的创新之城。

受灾严重的哈尔科夫市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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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意大利庞贝考古公园布设仿古式太阳能板瓦
/ 国家文物局

近期，意大利庞贝考古公园布设了仿古

式太阳能板瓦。庞贝考古公园仿古式

太阳能板瓦为文化遗产提供了一种促

进可持续性的创新模式。这种阳光能

透过的光伏板瓦由无害、可回收的复合

材料手工制成，并可做成砖石、木材、混

凝土等外观，用于历史建筑的屋顶、墙

面和地板。意大利数年前为安装光伏

板系统提供了政府补贴。作为“智慧考

古公园”项目的组成部分，该专利技术

得到意大利文化部认可，并将用于罗马

当代艺术博物馆	MAXXI，以及葡萄牙

世界遗产“埃武拉历史中心”的赤陶瓦

屋面。利兹大学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人

员弗朗西斯卡·吉尔伯托（Francesca	

Giliberto）指出：考古遗址、文化遗址、

古建筑、历史城市应视为减排的资产，

而在保护历史建筑与当代利用之间维

持平衡的关键在于尊重文化遗产价值

的创新技术。

12 伦敦考古爱好者“破译”欧洲旧石器岩画密码
/ 博物馆头条

对欧洲旧石器岩画兴趣浓厚的伦敦考古爱好者

伯纳特·贝肯（Bennett	Bacon）在研究了法国

拉斯科洞穴（Lascaux）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

（Altamira）等世界遗产地的数百幅岩画后从中发

现了规律，并猜想画中的牛、鹿和鱼等动物旁边的

点、线等符号与它们生殖的月份有关。而画中常见

的丫形符号代表交配，即“合二为一”。	这一假想

得到英国高校的关注，并通过考古数据比对得到了

研究支持：岩画中的点线与各地物候学周期存在对

应关系。这种将动物与“月历”结合起来的符号系

统记录了特定地理区域的动物季节性信息，很可能

是已知最早的欧洲旧石器晚期智人符号系统。该

研究发表于2023年1月的《剑桥考古杂志》。伯纳特·贝肯“破译”欧洲旧石器岩画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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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刘玉珠理事长出席第二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并发表主旨演讲

1月7日，第二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

论坛正式开幕。本届新年论坛聚焦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新辉煌”的核

心主旨，包括主论坛、主题论坛、创意

管理峰会、智库对话、青年学者研讨

会等六大类十场主题活动。我会理

事长刘玉珠，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孙庆伟，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

司司长缪沐阳，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

记李凤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少峰，南京艺术学

院副院长李向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驻华代表处主任夏泽翰（Shahbaz	

Khan），泡泡玛特首席消费者运营官

周树颖等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暨

主论坛。主论坛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院长向勇主持。

刘玉珠理事长作为中国文化行业发

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对构

建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作出了深刻

思考。他强调，党中央对繁荣发展我

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方向、方

针、目标和任务越来越明确，贯彻落

实的任务也越来越坚定，这对各级党

委和政府主管部门科学精准施政要

求也越来越高。他分享了五点思考体

会，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

二是明晰文化产业政策导向，三是尊重

产业发展规律，四是积极拥抱文化产业

发展潮流，五是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最后他指出，富有活力的文化从来都是

善于借鉴和积极包容的，中华文明就是

多元一体形成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

除了满足内需，更要立足全球市场，研究

国际市场表达方式和消费习惯，制定国

际化引导政策，大胆放宽创造空间，激发

市场自主活力。

第二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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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会副理事长何超琼、理事都海江
荣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月17日上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在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

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参加单位、委员

名额和委员人选名单。其中，我会

副理事长何超琼、理事都海江当选

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何超琼除担任我会副理事长外，还

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美高梅中国

主席、信德集团行政主席兼董事总

经理，掌管信德集团的策略性发展

及企业管理业务。当选政协委员以

来，她多襄善举，投身公益，交融中

西。践行“双重积极作用”，一如既往

坚定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工

作，为“一国两制”方针在澳门成功实

践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都海江除担任我会理事外，还任故宫

博物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以保护故宫

文物为己任，为改善提升故宫文物展

览质量、提高保护古建筑和可移动文

物水平做出了切实贡献。

何超琼和都海江此次当选，体现了社

会各界的认可，也体现了国家对文化

产业的高度重视，对我国的文物保护

公益事业将产生极大的鼓舞作用。

我会副理事长何超琼、理事都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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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匠文华——罗哲文生平回顾展

03 “哲匠文华——罗哲文生平回顾展”顺利举办

2022年12月，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与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共同主办、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管

理委员会承办、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

筑园林委员会与中国民协中国建筑

与园林艺术委员会学术支持的“哲匠

文华——罗哲文生平回顾展”在原定

展期上决定延期至2023年2月8日。

2022年是著名古建筑学家、“中国特

色古建保护理论”奠基人罗哲文先生

逝世十周年，为缅怀罗哲文先生、继

承弘扬罗哲文先生终生致力于文化

遗产保护的精神，我会专项基金罗哲

文基金开展了展览、座谈会、学术交

流会等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次展览

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并穿插了书

籍、物品等实物，以罗哲文生平为主

线，分为少年求学、梁门弟子、文物卫

士、万里长城第一人、申遗功臣等九

个展览篇章。此次展览还展示了罗

哲文先生历年来出版发行的著作80

余部，他生前使用的相机、背包、照片

放大机、测量工具等物品，整个展览

系统回顾了罗哲文为中国文化遗产

保护事业奋斗的一生。开展以来，罗

哲文先生生前好友、同僚、后辈前来

参观怀念，展览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

注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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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监事动态

▶	 1月9-12日，由腾讯研究院与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联合主办的2023

科技向善创新周圆满落幕。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我会副理事长郭凯天发表开场致

辞，他表示互联网科技企业应用产品、技术、数字能力支持和匹配到国家的高质量发

展，科技向善应是一家企业的内在驱动力。

▶	 1月13日，海口海事法院向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赠送涉南海裁判文书。南海博物

馆馆长辛礼学参加交接仪式并讲话，指出“涉南海案件裁判文书”是我国对南海行使

司法管辖权的有力证明，南海博物馆将妥善保管，让其价值得到充分展示。

▶	 1月16日，2022艺势峰会第六届艺术市场价值榜正式举办，本次峰会以“致敬中国文

物艺术品拍卖30年”为主题，回顾了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历程，北京拍卖行

业协会会长甘学军出席峰会并致辞。

▶	 1月17日，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的“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联展”向观众开

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都海江介绍，希望通过讲述饱含家国情怀、体现家教家风的

文物故事，阐释中华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相互关系，让观众了解古

代的文人精神和担当。

▶	 1月，重庆文保志愿者总队30余名志愿者来到四川隆昌、泸县“扫街”，开展文化遗

产研学调查工作。重庆文保志愿者总队负责人吴元兵与泸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工

作人员与志愿者进行交流，互相分享文物保护、文旅融合、团队建设等话题。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浙江支付宝公益基金会
黄廷方慈善基金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
四川剑南春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马可波罗陶瓷有限公司
北京华品博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文博智慧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萨摩耶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文琰文物保护发展公司
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禹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视袭时代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艺东方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航美互娱传媒有限公司
贝壳找房网
鹰潭立德投资中心

圆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曲阜文化旅游发展投资集团
金溪县腾飞旅游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江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新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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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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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鸣谢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