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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年前，刺桐绚烂的泉

州城，曾为世界海洋商贸史的

重要地标。“东方第一大港”,

梯航万国，连接中外，呈现出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

1000 年后的今天，环湾向

海的泉州城，成为世界遗产地

图上的文化坐标。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节点，坚韧进取，融通

古今，吸引着人们前来寻见宋

元中国。

北京时间 7月 25 日 17 时

38 分，随着第 44 届世界遗产

大会主持人敲下木槌，本届大

会中国唯一申报的世界遗产

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通过审

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

国的世界遗产名单上再添一

颗来自福建泉州的璀璨明珠，

遗产总数增至 56 处。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

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反映

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

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

含的 22 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

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

商贸等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

同促成泉州在公元 10 世纪至

14 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

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

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

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世界遗产委员会依据《实

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操作指南》所规定的标

准，决定将其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2001年在福

建工作期间，亲自研究部署泉州

项目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经过20

年不懈努力，“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福

建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向出席

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致信祝贺，向

所有关心支持申遗工作的国内外

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目前，福建共

有武夷山、福建土楼、泰宁丹霞、

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泉州：宋

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等5

处世界遗产，跨入遗产大省行列。

中国与会代表团团长和国

家文物局、泉州市相关负责同

志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感谢

各方对泉州申遗的大力支持，

表示要以申遗成功为新起点，

认真执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进一步加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实施更加严格的

保护管理措施，继续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为推动

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筑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本届大会计划用5天时间审

议 2020 年和 2021 年两个年度

的39个世界遗产提名项目，并于

7月28日更新《世界遗产名录》和

《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回望 20 年申遗之路，文

化的韧性、万众一心的合力、

百折不挠的拼劲，让泉州这座

底蕴深厚、温润的古城，璀璨

绽放在人类文明的星空。

泉州是一座“活着”的文化

遗产之城，拥有 5 项世界级非

遗、44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次入列《世界遗产名录》的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由泉州22处代表性古迹

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

包括开元寺、南外宗正司遗址、泉

州文庙及学宫、清净寺、市舶司遗

址、天后宫、德济门遗址、顺济桥

遗址、真武庙、江口码头、石湖码

头、六胜塔、万寿塔、安平桥、草庵

摩尼光佛造像、洛阳桥、伊斯兰教

圣墓、老君岩造像、九日山祈风石

刻、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

阳下草埔冶铁遗址。

在泉州项目申遗文本技术团

队负责人傅晶看来，泉州的系列

遗产包括寺庙、桥梁、墓葬、建筑

遗址等多种类型，体现宋元泉州

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

社会结构，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系

统，“这无疑丰富了世界文化遗产

的项目类型，弥补了世界文化遗

产中的东方海洋文明空白”。

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

港口和航线以泉州刺桐港为中

心，南宋市舶司的建立促使泉州

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市舶司有点像今天的海关，

南外宗正司是管理宗室的机构，

都属于官衙，反映了当时古泉州

的城市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说。

让世人刮目相看的桥梁技

术造就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

一的洛阳桥，“睡木沉基”技术建

成了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梁式

石桥安平桥，产于磁灶窑和德化

窑等窑炉的精美陶瓷作品推动

了海上贸易活动，安溪青阳块炼

铁产品被证明是宋元时期海上

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商品……

世界遗产大会上决议认为，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所包含的 22 个遗产点

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

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

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 10 至

14 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

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

作出巨大贡献。

“泉州的文化多元、开放、包

容。”行走泉州古城，人们会发

现，这里多种宗教和谐共存、多

元文化兼容并包。泉州申遗成功

后，这座古城的荣光以及背后的

丰富蕴涵，正被更多人所看见。

梦圆时刻，申遗路上的每个

重大节点，全程参与了泉州申遗

的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

主任何振良历历在目。习近平总

书记 2001 年在福建工作期间，亲

自研究部署泉州项目申报世界

遗产工作。以“海上丝绸之路东

端———泉州”开启申遗之路至

今，泉州走过了 20 个年头。其间，

经历诸多变数和波折，韧劲十足

的泉州，从未放弃努力。

“代表中国申遗，责任重大，

历届泉州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

不留退路。”泉州市副市长周真

平说，泉州市把申遗作为“一号

工程”，多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申遗，是一项系统工程。泉州

市成立系列遗产协调管理领导

小组，先后出台三部地方法律法

规，并将遗产保护纳入各级领导

干部政绩考核综合评价体系，纳

入财政预算等“五纳入”，22 个遗

产点均设置了日常管理实体。

“泉州申遗成功，贵在保护持

之以恒。”晋江市文保中心主任

吴金鹏说。晋江磁灶金交椅窑址

2002 年开始考古挖掘，当地先后

投资 3000 多万元，建设了悬空观

光梯和窑棚。纳入遗产点之前，

窑址保护及考古研究也未停止。

申遗，更是一项专业工程。

“不同于以往入列的项目，泉州

是通过多种元素组合支持一个

主题申遗，可以说史无前例、挑

战巨大。”泉州海交馆馆长丁毓

玲说。

主题之变，是泉州申遗成功

的关键。

2019 年，在国家文物局协调

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

化遗产专家、博物馆及遗产项目

负责人苏珊·奥吉来泉实地考察

后，调整遗产点的叙事逻辑，确

定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这一鲜明主题。泉

州申遗之路，方向进一步明晰。

随即，“国家队”力量迅速下

沉泉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福

建博物院到泉州开展考古发掘

工作。

三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汪勃驻扎泉州、“深

挖”泉州，也爱上了泉州。“泉州古

城是文化传承有序、信仰协同发展

的典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在 2020年 12月召开的泉州

古城考古学术研讨上，汪勃和考古

专家们一道，发布了市舶司遗址、

南外宗正司遗址、安溪冶铁遗址、

德化窑址等考古成果，为申遗提供

了有力的实证物证。

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是

增补的 6 个遗产点之一。“这个

点的发现，可谓大海捞针。”泉州

海交馆副馆长林翰回忆说，为找

到“泉州是重要的冶炼生产基

地”的佐证，他和同事把文献中

泉州含有“冶”和“铁”的几百处

地名全找了出来，再发动相关专

家挨个跑、重点跑、反复跑。单安

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林翰就

跑了 8趟。

“这一天，我们盼了 20 年！”

喜讯传来，九日山祈风石刻的守

护者胡家其难掩激动。

1989 年，为整理好九日山祈

风石刻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考察，胡家其放弃在厦门的高

薪职位返回泉州，接下这一重

担。

环境整治、石刻整理、讲解接

待……他每天起早摸黑修葺石

刻，不敢懈怠。1991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

莅临泉州，对九日山的摩崖石刻

赞叹不已。蒙尘明珠再度闪耀，

但胡家其的守山之旅至今不止。

在泉州，申遗工作使遗产保

护更加深入人心，像胡家其这样

的爱遗护遗人士还有很多。“官

方主导、社会参与”形成了良好

的传统，这也是“泉州：宋元中国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经历千年

能够完整保存的根本原因。

从 1998 年开始，九日山下的

南安市丰州镇旭东村 150 多名村

民自发排练《九日山祈风仪典》，

每年表演不间断；在开元寺，数

千名义工承担了寺内的疏导人

群、维持秩序、清洁卫生等工作；

在泉州很多地方，人们推动遗产

保护进村规民约、进社区进校园

进企业、进千家万户，形成千人

讲解志愿者、千人一线巡查员，

培养了万人爱遗护遗热心人士

……

千百年来，泉州人对本土文

化的热爱已刻进骨肉，这种情怀

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泉州

人爱遗护遗的文化基因。同时，

泉州坚持申遗惠民的理念，让群

众的获得感因申遗而逐日增强。

“近年来，洛阳桥开展环境综

合大整治，面貌焕然一新。这不仅

提升了历史街区的环境品质，还留

下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洛阳桥

桥南古街居民王先生感慨地说。

“活态传承”是遗产保护的另

一把“金钥匙”。泉州重视保护与

遗产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通

过组织、支持开展闽台对渡文化

节、妈祖信俗等传承活动，让群

众通过活态传承更广泛地参与

到遗产保护中。同时，通过把历

史建筑用作文化空间，吸引周边

居民参与文化传承，使遗产保护

能够“见人，见物，见生活”。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泉

州保护文化遗产新的起点。”泉

州市委书记王永礼表示，泉州将

继续加强对申遗成果的保护与

巩固，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

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

传承好、利用好，让申遗成果惠

及更多的民众，并与世界各国人

民共享遗产财富。

（《福建日报》《星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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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下草埔青阳冶铁遗址考古

发掘现场

晋江安平桥 市舶司遗址 老君岩 洛阳桥全景

朝天门，五代时期城门之一，今为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