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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中国
——解码泉州世遗

据新华社福州7月25日电（记
者邰晓安 施雨岑）中国“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25
日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
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

位于闽南沿海地区的泉州古称
“刺桐”，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
贸易中蓬勃发展，成为各国商旅云
集、多元文化交融的“东方第一大
港”。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是10世纪至14世纪产生
并留存至今的一系列文化遗产，分
布于以今天泉州城区为核心的泉州
湾地区，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
司遗址等22个遗产点。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25日的
会议决定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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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巨大
贡献。

泉州
申遗成功

成为中国
第56处世界遗产

7月25日傍晚，福建福州，随着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场落锤声响，“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
式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海相伴，向海而生，有着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10至14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期，泉州港以“刺桐港”之名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

历经千年，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存在泉州仍然得到精心呵护，活化利用。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赋
予这些遗存新的活力，也给泉州带来新的机遇。“宋元时期，多种文明在泉州交流碰撞，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美美与共，
这对于今日的世界仍然是重要启示。”泉州申遗文本负责人傅晶说。

美美与共的千年回响

泉州涂门街，这条长约千米的古街上，清真寺、关岳
庙、文庙比邻而居。很多外地人初到泉州，往往诧异于
这一文化上的和谐。而泉州本地人对此却习以为常。

“10至14世纪，泉州创造了一个多元、开放、共
享的典范城市。如今，多元、开放、包容依然是泉州
这座城市的底色。”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
林瀚说。

“宋元时，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外国人
不仅仅做贸易，他们对泉州这座国际化港口城市也
有很深的认同感。”泉州晋江市博物馆陈埭回族史馆
馆长丁清渠说，创造泉州港奇迹的、讲述泉州港故事
的，不仅仅是泉州人、中国人，千年前所有居住在泉
州的人都是泉州荣耀的参与者。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一幅大型手绘《刺桐
梦华录》生动再现了宋元泉州港的多元共融景象：熙
熙攘攘的码头上，身着各色服饰、不同容貌的商旅百
姓，或忙碌或游戏，和谐交融。

这一繁荣景象，如今仍在延续。站在六胜塔旁
眺望，不远处便是泉州港石湖码头，港区的保税物流
中心（B型）7月初刚刚封关运营。这种比保税仓库、
出口监管仓库开放性更强的监管方式，将有力提升
泉州港的贸易便利化和国际竞争优势。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起点城市，泉州市正在全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先行区建设。2021年上半年，泉州市外贸进出
口1248.1亿元，同比增长55.3%。“十四五”期间，泉
州将建设“公铁海空”一体的海丝国际物流中心，连
接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据新华社福州7月25日电 记者郑良 邰晓
安 许雪毅）

梯航万国的刺桐古港

洛阳桥，耗银千万两的宋代超级工程至今
人来人往，显示出交通运输的畅通；尾林窑址，
山坡上层层叠叠的古代瓷片，可以管窥生产规
模的庞大；草庵摩尼光佛，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强
大的文化包容力跃然纸上……

走近泉州22个遗产点，至今能触摸到宋
元泉州从生产运输到销售贸易、从山区腹地到
沿海平原、从多元社群到城市结构的多元繁荣
景象。

“这些遗产点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系统，在
10至14世纪是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傅晶说。

走近泉州石狮市的石湖码头遗产点，岸礁上
千年前挑夫搬运货物的石阶依然清晰可见。不
远处，高约36米、为宋元时期泉州港“潮声帆影”
指引方向的六胜塔傲然耸立。它们共同见证了
古代泉州港最为繁盛辉煌的时刻。

“当时泉州市场的消化能力、转运能力、辐射
能力都很强，客商在这里可以采购到任何他需要
的货物。”泉州石狮市博物馆馆长李国宏说。

北宋中央政府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也
就是海关，泉州成为国家级对外窗口。中
外商人在泉州做生意得到制度和法律的充
分保障。

“比如，外国商人在交易或生活过程中发生
什么意外状况，可以得到外商财产保全等涉外
法律的保驾护航。”李国宏说。

在他看来，“中国人走向深蓝，探索未知世
界，走出去请进来，泉州不是最早的，但在宋元
时期是做得最成功的。”

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10至14世
纪迎来了又一次异彩纷呈的繁荣期，形成了大
航海时代前的“首个世界体系”。

身处这一体系中的泉州，是其中的佼佼
者。它不仅仅是一座繁荣的海港城市，更是
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世界级城市平
台。大批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商
旅、使者陆续定居泉州，呈现出“市井十洲人”
的繁荣景象。不同习俗和文明和谐共存、相
互交融，也造就了泉州开放、多元、包容的城
市气质。

傅晶表示，宋元泉州最独特的价值，就是形
成了一种区域整合、多元繁荣的独特发展智慧
和卓越成就。这种杰出的社会发展智慧让泉州
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10至14世纪能够
代表世界的典范城市。

历久弥新的半城烟火

泉州古城，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林
立，充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这里也是泉州遗
产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此次6.41平方公
里的古城全部作为遗产保护缓冲区，这在全国
文化遗产项目中并不多见。

“这意味着，整个泉州古城内新建、扩建、
改建项目都将受到严格限制。”泉州市申遗办
副主任吕秀家说。

此前，国际专家来现场考察时，感叹泉州
古城很宝贵，格局肌理很完整、遗产非常丰富，
建议把古城全部纳入缓冲区，以便让古城今后
可以更好地保护下去。

这番建议得到泉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
“泉州的老百姓从古到今都有爱护遗产、

保护遗产的自觉性。”吕秀家举例说，泉州府文
庙在清代就立了示禁碑，不允许摆摊设点；洛
阳桥同样也立有示禁碑，要求附近的窑厂不能
靠近开挖。

泉州的城市更新，也在小心呵护古城这难
得的烟火气。

为了提升泉州古城人居环境，近年来，泉
州对多条街巷实施改造提升，改善居民生活环
境却不过多影响他们，不采取大拆大建或盆景
式开发，而是大力推行“微改造”，让古城“见
人、见物、见生活”。

泉州古城办项目建设组副组长谢永明说，
古城原来的建筑，有的基础设施老化，有的存
在功能缺失，改造主要是提升古城的排水排
污、电力电线、立面改造等基础设施，让古城更
宜居。“对城市建设者来说，这种‘微改造’属于

‘自讨苦吃’，却保障了城市文脉的活态传承。”
最早示范“微改造”的金鱼巷，效果已经显

现：街道两侧的建筑风貌保持不变，但密如蛛
网的电线下地了，地下管网铺设了，功能设施
焕然一新。

“我在古城长大，夏天喜欢坐在戏院门口
柱子的莲花瓣上，很清凉。戏院对面屋顶开满
蓝花楹，跟花的毯子一样。”谢永明说，改造后
的老城，依然带着温馨的旧时模样。

文化遗产保存的完整性是成为世界遗
产的一个必要条件，获评世界遗产又会进一
步增强本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泉州市文
旅局文保科副科长李庆军认为，这种自豪感
会加强社会凝聚力，有利于让文化遗产保护
得更好。

游客在“微改造”后的
泉州市金鱼巷游玩。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泉州石狮六胜塔。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泉州草庵摩尼光佛景区。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新华社南京7月25日电（记者郑生竹）记者
25日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4日0-24时，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2例（均为普通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
例。截至目前，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至57
例。南京市于25日11时开始在全市开展第2轮
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目前，37例确诊病例均在南京市公共卫
生医疗中心治疗，生命体征平稳。20例无症状感
染者目前也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集中隔离
和医学管理。

为阻断疫情传播，南京市25日11时起对全
市常住人口、外来人员开展第2轮全员核酸检
测。21日20时，南京市启动第1轮全员核酸检
测，至24日20时，共检测920.9万人份。

25日起，南京市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再
次调整：江宁区禄口街道石埝村由中风险地区调
整为高风险地区；禄口街道茅亭社区信陵路388
号定为中风险地区；高淳区桠溪街道省道239与
桠定路交叉路口芜太建材店所在建筑范围、建邺
区南苑街道所街26号、溧水区永阳街道万科城香
樟苑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南京新冠感染者增至57例
正开展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

7月25日7时起，
南京在市域边界公路
暂设 68 个离城查验
点，对从公路离开南京
的驾乘人员进行核酸
阴性证明核验和健康
码查验。

图为在宁洛高速
公路曹庄收费站，执法
人员在查验离城车辆
驾乘人员核酸证明及
健康码。

新华社记者 季春
鹏 摄

南京在市域边界公路暂设离城查验点

湖南省耒阳市源江山煤矿“11·29”
重大透水事故

43名责任人员
被严肃追责问责

据新华社长沙7月25日电（记者白田田）记
者25日从湖南省纪委监委获悉，湖南省纪检监察
机关对耒阳市源江山煤矿“11·29”重大透水事故
中43名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其中11人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
置措施，32人存在失职失责问题被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2020年11月29日，耒阳市导子煤业有限公
司源江山煤矿发生一起重大透水事故，造成13人
死亡。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
组，依规依纪依法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煤矿
安全监察局、衡阳市委市政府、耒阳市委市政府等
单位涉嫌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严
肃追责问责。

其中，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耒阳市政府原
党组成员、副市长曾群利，耒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罗锡钢，耒阳市导子镇煤管站站长欧阳国生，耒阳
市自然资源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曹洲文，耒阳市
公安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谢高求，耒阳市导子镇
原党委书记钟林国等11人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
留置措施。

对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衡阳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吴旭东（2019年3月至
2021年4月任耒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给予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免职；衡阳市委常委、耒阳市原市
委书记罗琼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衡阳市政府党组
成员、副市长杨洪峰，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
赵军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对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煤
矿安全基础管理处处长王中洪，湖南煤矿安全监
察局衡阳监察分局局长王青松，衡阳市应急管理
局党委书记、局长何恒芹，耒阳市审计局党组副书
记、局长郑德任（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任耒
阳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耒阳市导子
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刘运力等28人分别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

吉林长春“7·24”火灾
造成15人死亡25人受伤

新华社长春7月25日电（记者姚湜 段续）
记者从长春市政府了解到，截至7月25日5时，

“7·24”火灾事故现场搜救结束，火灾造成15人死
亡、25人受伤，15名遇难者身份全部确认，涉事企
业负责人已被控制。

2021年7月24日15时48分，长春市消防救
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位于净月区金城街与银丰
路交会处一栋三层建筑发生火灾，该建筑为李氏
婚纱梦想城和吉林省远程物流有限公司共用。当
地已成立吉林省政府长春市“7·24”重大火灾事
故调查组，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

目前，吉林省、长春市卫健委组成联合专家
组，调集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以赴救治伤者，伤
者暂无生命危险。遇难者善后工作已同步开展。

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

6名涉案人员被刑拘
新华社广州7月25日电 珠海市公安机关24

日对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的6名涉案人员
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珠海市政府24日晚发布通报称，石景山隧道
“7·15”透水事故发生后，广东省政府立即成立事
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珠海市公安机关同步开展立
案调查。经初步调查，珠海市公安机关于7月24
日对施工单位中铁二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梁某，监理单位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总监胡某等6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7月15日3时30分左右，广东省珠海市兴业
快线（南段）项目石景山隧道施工段发生透水事
故，导致14名施工人员被困。在经过一周的救援
后，确认全部被困人员遇难。

最高检：

上半年超17万人
因危险驾驶罪被起诉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者刘硕）最高
人民检察院25日发布了今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
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各类犯罪1102975人，
案件总量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表明疫情防控
常态化后刑事犯罪发案量重新呈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上半年，危险驾驶罪仍是检察机关
起诉人数最多的罪名，共起诉173941人。在各
类犯罪中，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案件数量持续攀
升，检察机关共受理157053人，占总体案件量的
14.2%，达到近年来最高值。全国检察机关上半
年起诉赌博类犯罪46575人，其中开设赌场罪
40217人，占86.3%。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今年3月1日施行以
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触犯其中 10个罪名的
2085人提起公诉。其中人数较多的罪名有：袭警
罪1444人，催收非法债务罪307人，高空抛物罪
108人，危险作业罪99人，妨害安全驾驶罪88人。

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方面，全国检察机关上
半年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3719人，同
比上升51.4%；不捕11521人，不捕率为45.6%。
同期，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准逮捕21521人，同
比上升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