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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5 日 17 点 38 分，我国世界遗

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4 届世

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

泉州市副市长周真平告诉记者，本次泉州

申遗项目的遗产整体由 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

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

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具有功

能、空间、社会、文化上的紧密关联，完整地体

现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

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包括：九日山祈风石

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

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

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

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

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

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航运发达带动贸易繁荣

“在审议落锤的那一刻，深感一切努力与

付出都是值得的，让我们一同致敬这座城市的

千年荣光。”几年来参与了泉州申遗项目的泉

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林瀚说。

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曾是 10 世

纪至 14 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

的商贸中心之一，它作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

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

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

态度。

“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

口。”“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彩色风帆与

绸伞，相映生辉。雕舫画艇，十分精致。”14 世

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伊本·

白图泰游记》中记载了彼时东方第一大港泉州

港的盛况。

泉州海岸线绵延曲折，有许多天然深水良

港。位于泉州城东南 17 公里的石湖半岛西

岸，有一处利用天然礁石建造的码头，称石湖

码头。石湖半岛三面临海，其西侧为一半月形

海湾，形成了天然的避风良港，航运条件极为

优越。

泉州石狮市博物馆馆长李国宏介绍，石湖

码头是体现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运输网络的代

表性遗产要素。石湖所在的地理位置很适合

建造码头，而且石湖港航道低潮位水深 14米，

高潮位水深 36米，海底为平岸花岗岩结构，不

易淤积，非常适合大型船舶停泊。自从唐代开

元年间，泉州航海家林銮在此兴建码头之后，

从事航运与海外贸易就成为石湖村民最重要

的生产形态和经济来源。10 世纪至 14 世纪，

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兴盛，万寿塔、六胜塔两

座航标塔又相继兴建，石湖码头的航运功能得

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石湖码头是泉州外港码头的珍稀物证，

实证了宋元泉州优良的建港条件，与晋江北岸

的江口码头共同呈现了宋元泉州港的水陆转

运系统。”李国宏表示。

泉州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起点，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兴

起，瓷器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三大主要输

出商品之一，泉州地区陶瓷业空前繁荣。举世

闻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上有 1 万多件青

白瓷就来自于泉州主要的瓷器产区德化。清

代沉船“泰兴号”上也有 35万件青花瓷来自于

德化，见证了德化陶瓷出口的辉煌历史。

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陈丽芳告诉记

者，德化窑址是泉州乃至中国外销瓷窑址的杰

出代表，是体现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出口商品生

产代表性遗产点。受益于宋元泉州海洋贸易

的繁荣，德化窑迅速崛起，无论是青白瓷、白瓷

的生产技艺、造型装饰，还是庞大的生产规模，

都彰显出泉州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强大的

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

交流融合创造多元文化

对大多数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古城西街

是认识泉州这个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第一站。西街是泉

州最古老的街区，漫步其间，你可以悠然触摸

一座千年古城的肌理格局。

在热闹的西街上，有一家知名的网红咖啡

店。从咖啡店的露台上向街道另一侧看过去，

就是泉州极负盛名的景点开元寺。古老的开

元寺双塔高高矗立，一东一西，遥遥相对，这个

场景也成为网络上众多泉州游记和旅行攻略

的封面图。

宋元时期泉州的繁荣，除了有手工业商品

生产基地和强大交通网络的支撑，更离不开多

元的社会结构和世界性族群的参与。以开元

寺、清净寺、府文庙及学宫等为代表的建筑群，

正是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多元社群的代表性遗

产要素。

记者来到开元寺时，正值中午时分，盛夏

的烈日炙烤着整座城市，但丝毫没有阻挡游客

的热情。开元寺法师释德远介绍，开元寺是宋

元时期泉州规模最大、官方地位最突出的佛教

寺院，始建于公元 7 世纪，10 世纪奠定主体格

局，至今保存着中国古代大型佛寺建造形制发

展成型初期的典型布局。

“开元寺所代表的寺院经济及高规制的建

筑、多元文化遗迹充分反映出宋元海洋贸易带

给泉州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共存特征。与寺院

关联的地方政权统治者、宋元官方、僧侣、地方

大族等人群对宋元社会经济和海洋贸易具有

重要贡献。”释德远说。

涂门街是泉州文化遗产最丰富的一条街，

从西往东，分别坐落着代表儒家文化的泉州府

文庙及学宫、代表伊斯兰文化的清净寺，还有

锡兰侨民旧居、关帝庙……千年以来，各种宗

教信仰和谐共处于一条街道上，可见泉州文化

的包容融合与多元性。

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主任、研究馆

员何振良是泉州当地的文化名人，对府文庙、

天后宫、德济门等遗产了如指掌。据他介绍，

泉州府文庙及学宫位于 10 世纪泉州城的东南

部，是儒家祭祀场所和泉州最高等级的教育机

构，由西侧的文庙和东侧的学宫两组中轴对称

的建筑院落构成，建筑群的高规制也反映了海

洋贸易给泉州带来的经济和文化繁荣。

“南外宗正司、府文庙、开元寺等众多史

迹，显示出宋代皇族群体、知识分子、僧侣、外

国商人等群体在泉州的活跃，展现了泉州作为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强大的文化包容力，其蕴含

的文化融合特征为宋元泉州世界性多元社群

间广泛的交流奠定了基础。”何振良表示。

活态传承激发保护热情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恰恰是遗产保护

迈向一个新时期的起

点。周真平表示，泉州把

申遗工作作为“一号工程”，

牢固树立“申遗是手段，保护才

是目的”的理念，举全市之力，有

效、充分地做好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泉州建立了覆盖全部遗产点的

日常管理运行机制，22 个遗产点均

设置管理实体；《泉州市海上丝绸

之路史迹保护条例》《泉州市中山

路骑楼建筑保护条例》等先后出

台；《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正在制定中。

强化规划保护，坚持规划先

行。周真平说，根据遗产保护管

理要求，划定了泉州系列遗产的

遗产区、缓冲区、景观控制区，进行

严格的管控，确立了在城市管理中

优先服从遗产区划管控要求的总体原

则。比如，把泉州古城整体纳入遗产缓

冲区保护，实施街巷环境提升、业态提升

等综合保护整治项目，改善人居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底蕴。

同时，泉州强化遗产保护技术支撑，特别

是高效提升遗产考古、研究工作。与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联合

开展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安溪冶铁

遗址、德化窑址考古发掘，取得突破性成效，为

申遗提供实物支撑。

“官方主导、社会参与是泉州遗产经历

千年能够完整保存的根本所在。”周真平

表示，22处遗产点中多数属于功能仍在

延续的活态遗产，泉州市组织、支持开

展传承活动，重视保护与遗产点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让群众通过活态

传承更广泛地参与到遗产保护中。

同时，推动遗产保护进村规民约、进

千家万户，激发群众参与保护的自

觉，形成千人讲解志愿者、千人一线

巡查员、万人爱遗护遗热心人士，涌

现了许多泉州人民爱护遗产的事

迹，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全社会各个阶

层的重要情感元素。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也高度评价

了泉州系列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认为

“现有的保护措施足以确保各组成部分和

遗产要素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条件长期保持”

“法律保护和保护措施明确、充分”“已建立的

管理体系非常明确和全面”“监测系统对申报

系列遗产恰当”“泉州当地传统的维护和保护

机制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以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创造了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的典范。历史上，不同海域、不同国度、

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穿越时空阻隔，

多元共存、和谐相处，这些历史建

筑遗产和海上丝绸之路精神，

今天仍真实地存在于泉州

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土

地上，并融入人们的生

活中。这里留下了古

代中国与世界相互

影响的历史记忆，

也为构建人类命

运 共 同 体 提 供

了历史借鉴和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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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泉州是宋元中国杰出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

口。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是国际性的文化交流中

心，经由海路和陆路而来的中外文明在这里相

遇，集中展现了历史上不同海域、不同国度、不

同宗教、不同族群穿越时空阻隔，多元共存、和

谐共处一城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这种多元文化

和平共存的发展模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最佳历史证明。

泉州项目申遗成功，表明它的突出普遍价

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肯定，

意味着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古代中国与世界

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辉煌历史，向国际社会展

现了中华民族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卓越的

智慧和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的精神追求。

泉州申遗成功，将极大助推“宋元中国看泉

州”的城市品牌提升。同时，宋元泉州所彰显的

“多元整合、共同繁荣、共享发展”理念，也将进

一步提升现代城市发展的文化自信。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做好世界遗产保

护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申遗成

功，激励了我们坚守申遗初心、提升文物保护利

用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泉州项目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为契机，泉州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统筹保护与发展，推动世界遗产展示与科普

教育的有机结合，做好世界遗产的公众传播与

展示工作，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宣传好世界遗产，展现泉州

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海洋文化

与城市精神，用世界的语言

讲好文化遗产故事。

申遗成功只是起点。

泉州项目的 22 个遗产点，具有鲜明的海上贸

易和东西方文明交融特征，古老而又生动。

宋元泉州这段辉煌的历史，闪烁着人类

智慧的光辉。向国际社会展示泉州

参与世界海洋贸易活动和文明

交流互鉴的历史文化遗存，

感召着历代泉州人像爱

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去热爱、保护、传

承 这 些 文 化

遗产。

用世界语言讲好文化遗产故事
林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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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泉州江口码头组成部分之一的文兴码头泉州江口码头组成部分之一的文兴码头。。 陈起拓陈起拓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④④ 晨曦中的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晨曦中的泉州开元寺东西塔。。 陈英杰陈英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位于泉州古城涂门街的清净寺位于泉州古城涂门街的清净寺。。 陈英杰陈英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 陈英杰陈英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④④

③③

②②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4∶00 印完时间：5∶15 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