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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护到经营： 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西欧经验
张舜玺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随着国家财政窘迫及社会生活现实需要，战

前文化遗产局限性显现。在人与文化遗产关系的调整中，文化遗产经营理念逐渐形成。法律规制及时
对经营主体适格性、经营对象、经营形式作出回应。西欧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建构有
着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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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传统知识和技能能够建构确立一个社会共同体，如果失去文化遗产，
失去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地标和自然景观，以及从先祖身上传承下来的传统和具体生活方式，我们将无法
在历史的长河中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社会共同体会因此失去凝聚的依据。尽管这种观点已为大家
所接受，但仍不足以使保护文化遗产成为人类生存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的绝对标准。文化遗产保护只是
社会发展中诸多价值之一，如何实现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平衡与其相比来说具有同样合理性，甚至更为
迫切的需求，成为决定文化遗产命运的关键。这既关系到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营造，又关乎人
类文明的代际传承。如何通过立法，将文化遗产保护规范化，显得尤为重要。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的
立法始于法国大革命。到了 20 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战争的创伤也使得
人们对文化遗产有了新的认识，这成为文化遗产发展的关键转折点。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西欧国家的
文化遗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法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的文化遗产保
护在理论上缺乏共识，在实践中乱象丛生，文化遗产状况不容乐观。梳理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法律发展
进程，对解决中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困境无疑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战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其局限
（ 一） 现代保护制度的开端
尽管针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有着悠久的历史 ① ，但现代意义上所指的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一般认
为起自法国大革命［1］。国家继承了原来由君主承担的对自己领土上所有居民提供保护的责任，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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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针对文物的立法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有所发端，中世纪的教皇，王权兴起过程中的君主已然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

以颁布法令的形式进行调整。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主要是教会与王权的专属财富，特权垄断性特征明显。参见 J． － Y Andrieux，Patrimoinedt histoire，Paris，Editions Belin，
1997，p．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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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功能。革命党人以议会法令的形式没收了国王、贵族、教会的财产后，“文化遗产”的
概念旋即被打上了国家的印记，进入公共领域成为重要的公共财富［2］。1810 年《拿破仑刑法典》首次以
国家正式立法的形式对文化遗产保护有所回应，法典第 257 条规定“对破坏古迹和其他艺术品的行为，
根据情节轻重处以 1 个月至 2 年的刑期，以及 100 至 500 法郎的罚金。”1887 年法国议会通过《历史纪
念物保护法》，开篇即宣称历史纪念物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由国家提供强制性保护，任何人未经
许可不得拆除损毁。该法案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立法，在世界范
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土耳其、瑞典、丹麦、挪威、英国、德国、日本都先后以其为
重要参照制定本国相应立法［3］，开启了文化遗产国家保护的全球进程。
（ 二） 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法国 1837 年历史纪念物法案创设了“列级”、施工许可、国家责任三项制度。战前西欧的文化遗产
保护立法基本围绕这三方面开展。
“列级”是指将某处遗产认定为历史纪念物并纳入保护名录的过程。最初列级并未分类，后根据保
护对象的文化价值高低作出区别并制定不同的保护制度。如法国的分类遗产（ classé monument） ，注册
遗产（ inscription monument） ，英国的注册古迹（ schedule ancient monument） ，历史建筑（ historical building） 等对应遗产的不同种类和级别。法国 19 世纪末的列级制度在涉及私有财产时需征得所有权人同
1913 年历史纪念物法案在遗产认定标准上以“公共利益”、“足够价值”取代 1887 年
意。进入 20 世纪，
法案中的“国家利益”。在公共利益面前，国家可不征得所有权人同意，直接将私有财产认定为列级遗
产。西欧其他国家受此影响，国家在文化遗产认定上发挥着强势作用。
施工许可是指针对列级遗产开展的任何有可能影响到其文化遗产特征的工程，都需事前获得来自
国家的行政许可。禁止未获得许可擅自开展工程，且工程须受到国家的严格监控。此外，
20 世纪三四
十年代，列级建筑周边环境也纳入了施工许可的范围。1943 年 2 月立法划定列级遗产周围 500 米的保
护范围。以列级遗产为中心，其半径 500 米可视范围内的开展建设工程需事先获得行政机关的授权。
英国议会于 1931 年对 1913 年法案修订，授权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保护项目保护区域内古迹及周边区域，
以通过对古迹周边环境规划控制的方式实现古迹保护的目的。
国家责任是指国家不分所有权属性，对重要的文化遗产承担主要的保护费用，私人仅负有不破坏的
消极保护义务。英、法两国 1913 年古迹法均有规定国家对私人所有的古迹承担维修责任。法国 1905
年颁布政教分离法案，在该法案影响下 1913 年修订的历史纪念物法案将国家责任的范围扩展至教会财
产。
战前西欧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最大的特征是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国家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
对所有权限制的补偿①。这些矗立于公共空间中的建筑，其历史与美学特征构成了公共地役［4］。国家
可不征得所有权人的同意径行将其认定为“历史纪念物”。列级遗产所有权人在公共利益面前需强制
遵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法律。这被认为是西欧遗产保护制度的重大突破［5］。虽然这种手段极大地促
进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在保护形式上的严格要求，尤其是在功能上的限制，还是为日后埋下隐忧。
法国当代文化遗产法专家 Marie Cornu 女士对这一时期遗产立法有过极为精辟的评价，她认为法国 1913
年法案所体现出的立法精神为文化遗产自身的历史、美学特征的技术性保护提供社会条件，但这种将文
化遗产作为独立保护对象的立法形成了对文化遗产价值发挥的桎梏［6］。
（ 三） 战前保护制度的局限性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创伤与战后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

①

法国人权宣言第 17 条在肯定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承认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

条件下，可以作出限制。拿破仑民法典同样有类似规定。

15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式。随着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战后欧洲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原有保护制度的局限
性逐渐凸显。
首先，激进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战后住房改造的现实需要发生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满目疮
痍，大量文化遗产及其周围环境遭受极大破坏。以法国为例，法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大部分
城市中心区域受损严重，整个诺曼底地区的中世纪文化遗产在战争中毁于一旦。一方面战争造成数千
万人口无家可归，流浪者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城市历史中心区域在战争的作用下残破不堪，
巷道狭窄逼仄、阴暗潮湿脏乱、疾病流行，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生活质量低劣。在此背景下，家园重建与经
济恢复成为了各国战后的头等大事，然而战前制定的激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却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
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文化遗产似乎不那么重要，许多历史建筑其内部结构已远不适应现代生活，严
格固守其形式对现代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人们采取了消极的方式应对严格的纪念物保护法。在改
善居住条件面前，许多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城区、建筑未能获得来自国家的保护认定。同时一系列住房
改造的法令纷纷出台。1958 年法国第五共和国重组建设部（ ministère la construction） ，计划在十年内拆
除 1954 年调查确定的 45 万套住宅，进行大规模新住宅建设，并以政府补贴为支持拆除城市中心区的
“不卫生”街区重建。1964 年英国《住房法》（ the Housing Act） 提出标准住宅集中区的理念，对非标准住
宅进行整治、限制使用或拆除。在住房改善的过程中许多虽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但使用状况较差的
历史建筑被拆除。
其次，文化遗产保护受制于国家财政。两次世界大战严重消耗了参战各国的国力，战后重建很大程
度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支持。国民经济恢复尚显艰难，国家财政在对现存列级文化遗产的保
护上更为捉襟见肘。1962 年法国议会修正 1913 年法案中列级遗产全权由国家保护的规定，要求私有
列级遗产的所有权人承担修复、维护的义务，国家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和补贴。但因财政的窘迫，
导致各国在由国家负担的列级遗产的认定上有意无意地放缓了步伐。纵观西欧各国由国家财政提供保
护的遗产名录，战后重建前十年内新增者寥寥无几。
最终，大规模拆除重建的城市更新运动造成大片历史文化景观消失，“大片历史中心城区以新建的
［7］
，也引起了人们对文化遗产
名义被夷为平地，大量精美的装饰艺术被平庸的、灾难性的装饰所代替”

与日常生活关系新的思考，并由此开启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阶段。
二、
20 世纪 60 年代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转变
二战后初期的重建与城市更新计划很快就出现预想不到的问题： 首先，在拆除重建的住房保障计划
下，所需新建住房远远超出预期。从法国建设部 1962 年的数据看，需更新的住宅数量由 1954 年统计的
45 万套上升到 600 万套［8］，这已经是一个国家财政无法完成的项目。
其次，旧城肌理的断裂导致社会问题频发。城市历史中心地段被当作低标准，不卫生的区域被清
除，造成严重后果。一方面城市公建与商业化发展超出了市场的容量，另一方面原本稳定的社区被拆
毁，低收入的居民被迫迁往更偏远的地区，原有的生计空间与多年累积的邻里互助关系被强制切断，加
剧低收入人群的贫困程度［9］。
再次，在今天看来战后重建初期住房项目基本采用标准化建设，建设项目没有太高的建筑价值，同
质化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过往特征化明显的生活场景［10］。
以上种种，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50 年第五次会议申
明其使命之一为促进人类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传承，并号召成员国开展相应制度建设［11］。1949 年欧盟
委员会成立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文化交流并保护共同的文化遗产，
1960 年首先在其成员国间开启了建
筑遗产保护［12］。在城市复兴中，历史文化环境的重要性重新被纳入考虑范围。与 20 世纪初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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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不同，一种新的保护理念与方案逐渐形成。
（ 一） 整体性保护方案
“保护区”方案的提出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新转向的开始。1959 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创设文化
部，部长马尔罗（ Andre Malraux） 倡导历史古迹应与其所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保护。他“指出历史
［13］
的灵魂不仅仅由杰作构成，孤立的杰作会有僵化死亡的危险”
，并提出“保护区”的概念（ Les secteurs

sauvegardés） ，即当城市中的某些区域体现出历史的、美学的特征，或其建筑群整体或局部应该得到保
护、修复、价值重现时，国家可以对此设立保护区，在此区域内实行特殊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审批程序。
在马尔罗的推动下，法国 1962 年 8 月通过立法将这一概念法律化，即著名的马尔罗法［14］。该法整合了
1913 年 12 月历史古迹保护法与 1943 年法关于历史古迹周边 500 米保护范围的规定，确立了保护区内
列级遗产与非列级遗产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环境的法律地位。国家通过规划控制文件（ PSMV） 强化公
共或私人土地的治理的协调性，确保其文化风貌与景观特征。非经国家许可不得擅自在保护区内开展
工程。英国 1967 年颁布《住宅改善法》（ Civic Amenities Act） ，该法案在英国第一次提出保护区的概念。
由地方政府选定登录的建筑和历史价值的区域，以规划控制的方式为其外观和特征提供整体性保护。
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其他西欧国家也纷纷针对历史文化特征明显的区域设立“保护区”制度。
然而“保护区”方案只是欧洲城市复兴的路径之一，随着战后经济复苏人口增长，城市外扩与郊区
建设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保护区内因实行严格的规划控制，在居住条件与生活便利上远不及郊区新
建标准化住宅，经济条件允许的居民纷纷搬离保护区，空心化的趋势开始蔓延，留守的赤贫群体进一步
加剧了保护区的颓废。随着新的社会问题产生，经济恢复与住宅改善成为了保护区在外观保护外不得
不考虑的事项。在文化遗产保护上，人的因素开始得到重视。任何文化遗产都处于当下社会，“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开始在更广泛和深入的意义上思考文化遗产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历史
建筑物的修复为例，不仅仅是保持其原有风貌，其居住和使用的现代性和舒适性也应得到考虑。
（ 二） 经营理念的产生
1960 年代以后联合国与欧盟委员会关于文化遗产的各类文件，如《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宣
言》、《考古遗产保护与经营宪章》、《阿姆斯特丹宣言》等多次指出当文化遗产与当下生活发生互动时，
其所蕴含的文化要素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价值。根据这些国际性或欧洲区域性文件可以做如下总结：
就包容性经济发展而言，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财富，一部分有形文化遗产如建筑类承担着居住商用等使
用功能，是一类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此外还能够带来投资，能在当地与创造性和可持续发展活动相结
合从而提供稳定各类体面的就业机会，包括环境保护、施工建设、食品生产、传统疗法与药典、各种手艺
及工艺产品制造。就包容性社会发展而言，作为表达价值观念、证明身份的载体，文化遗产借助其强有
力的象征和审美特征，能组织社会生活、协调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来说，文化
遗产是构成人们精神生活的要素。承认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并开展有效的经营对其所带来的利益实行均
等共享，能够增强人们的地域感和归属感，增强人们对他人的尊重，提高人们的集体利益感，还能提高人
们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这一切都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然而“珍遗无言”，文化遗产这些价值的实现仅依靠单纯的陈列展示是无法做到的，人对遗产所携
带的信息的破译、解读、营造、使用等积极干预成为了遗产价值与当代社会生活联系的关键。在遗产价
值发挥的过程中西欧文化遗产的概念在范围和词义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理念逐渐
形成［15］。人们开始用一类综合性、开放性的词汇来指涉这一人与遗产的互动过程。在法语中以“politique”来对应［16］，此处的“politique”并不是指“政治”的含义，而是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内涵丰富的人对
于事物积极干预的行动和过程［17］。在英语中常用 evolution、management、operation 这类体现人对遗产积
极作用的词汇。在中文语境中笔者以“经营”一词来对应人对文化遗产积极干预及人与文化遗产的动
态过程。《辞海》中对“经营”的解释原意为“经度营造”，语出《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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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引申为筹划营谋，又可指经管办理经济事业。相似的汉语词汇为“管理”，但我们日常所说的“管
理”多侧重于以人为中心，而“经营”侧重于以物为出发点，带动人与物关系的形成，故而取之，以定义指
涉文化遗产作为过往时空的人造物，当其在当下社会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陈列、展示，而是多途径发挥
其价值带给人类幸福时，这一价值营造及协调人与遗产关系的过程。简言之，遗产经营即为在人的作用
下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生活开启的异时空对话与互动过程。
尽管文化遗产是过往人造物的遗存并蕴含极为丰富的信息，但其在当下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却是
一个人为选择的过程。其所展现的价值，取决于人的选择，也有赖于人的经营。这其中既有人的精神与
审美需求的选择，也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发挥的强大的过滤作用。公众在文化服务的接
受上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在休闲时间是否去博物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兴趣。当主导的意识形态
试图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类公共文化服务向社会提供时，因精神需求与人的理解的多样性，这类服务与治
安、教育、供水、供电等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服务有着显著差别，往往难以强制的形式向公众供
给［18］。在人的自主选择起着关键作用时，一方面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必须考虑如何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
吸引更多的公众，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提供最好的服务。另一方面在遗产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经济
价值实现的过程中，经营也愈发成为人们在处理文化遗产与人的关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们现在需
全面考虑如何使文化遗产与人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尤其是那些以人造不可移动物的形式构成社会生
活场域一部分占据着有限生活空间的遗产。当文化遗产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互动时，法律必然介入对
遗产经营的调整。
三、文化遗产经营法律制度的形成
文化遗产经营，在理念上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背景下如何在代际关系的视角实现文化遗产与
人类幸福的过程。随着法律对社会生活关系介入程度的加速与影响范围的扩展，文化遗产的有效经营
自然离不开法律的规制。法律规制是对社会生活中零散的生活事实进行抽象，形成具有高度概括性的
法律概念，继而以规则的形式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形成次生的综合的法律关系。文化遗
产经营法律概念及法律关系成为了对应法律规则的核心内容。而经营作为一种较晚出现的制度并非是
对保护的否定，而是与保护共同构成了文化遗产法律规则的基础。
（ 一） 文化遗产“经营”法律关系
“经营”的法律概念。在关乎人类幸福的宏大叙事背景下，遗产经营自然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为
一个综合性、开放性概念，充分融入遗产与人互动的方方面面。法律作为一类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特
殊规则侧重点在于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正当性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的行为实施干预，如引导、强制、矫
正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遗产经营是指在人与遗产的互动中，法律对经营行为的评价。表现为以法律
规则的形式明确经营对象、范围、方式、程度，并界定相关参与主体权利义务的经营法律关系。
经营法律关系。文化遗产经营法律关系主要包括经营主体适格性、经营对象、经营权利义务三方面
内容。20 世纪 70 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国际层面的普遍共识后，西欧国家纷纷在文化遗产经营法
律关系的四个层面上展开一系列法律变革。
1． 在主体适格性上，传统上政府是遗产管理的主体，不仅要承担公有遗产的管理费用，还要对私有
遗产的管理给予补贴。在遗产经营理念的影响下，西欧国家的遗产机构和遗产管理方式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转型，一方面增强遗产机构的独立性，另一方面鼓励社会主体广泛参与遗产经营事务。根据
各国的实践在主体适合性的转向上可划分为中介模式、去国家化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市场化模式四种
类型。
（ 1） 中介模式，是指将遗产经营的主体资格赋予特定的中介组织，开展相关的遗产经营活动，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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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受政府和公众对遗产资助的组织。英国的遗产经营多采用该类型，其他西欧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
采用。英国国民信托，是创立于 1895 年的社会组织，1907 年国会通过国家信托法（ National Trust Act）
授权其可进行购买、捐赠或管理历史纪念物相关事宜。英格兰遗产（ English Heritage） 是 1983 年国家遗
产法（ National Heritage Act） 创设的半官方机构，接受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赞助，为其提供专业咨询，管
理英格兰地区的文化遗产事务。它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是一种非部门的执行单位（ Excutive Non －
department Public Body） 。这些中介组织在经营遗产与人的互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运作资金，创造
社会价值。英国国民信托会经营了 145 间茶坊或餐厅，并且发展成英国最大的家庭式食物（ home －
cookedfood） 的供应者，在 2010 年为该会赚入超过 2 亿新台币（ 540 万英磅） ［19］，有力地支持了文化遗产
保护活动。法国社会中介组织不甚发达，但法律仍授予特定的文化遗产类中介组织经营资格。如 1996
年成立的“遗产基金会”于次年获国家承认成为类似英格兰遗产的半官方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扶
植。该基金会主要针对未纳入国家保护体系的“小遗产”（ patrimoine de proximité） ，将这些接近被“遗
忘”的遗产重新纳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直接创造就业机会或间接发展旅游、商业、手工业等新经济。
（ 2） 去国家化模式，是指在遗产经营的过程中淡化国家直接干预管制的色彩，在西欧国家经营主体
改革的过程中表现为遗产机构独立性增强和地方分权两种形式。在传统的文化管理制度中，不可移动
文物、博物馆等遗产单位是作为政府的分支机构存在，既接受国家或政府的全面控制，又高度依赖国家
和政府资源。一方面政府全面控制遗产单位的财政和人事管理，另一方面遗产单位没明确定的经营目
标，也无法发挥自主管理能力。在去国家化的改革中，遗产单位的所有权和公共属性不变，但脱离政府，
成为独立的事业单位，享有高度的自主经营权。卢浮宫是去国家化改革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改革前，
卢浮宫的管理一度面临困境，因接待能力严重不足，在 2002 年闭馆率达到 26% 。2003 年改革启动，卢
浮宫与文化部和财政部签署资金和发展目标合同，获得自主经营的独立法律地位。卢浮宫首先是取得
了人事招聘任命和人员工资自行发放的自主权，2004 年获得了自行支配的全部门票收入的权利（ 在此
之前门票收入的 45% 需上交国家） 。并且取得了独立开展文化产业经营的权利，通过出借展品，针对访
客涉及新的付费项目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实现了遗产管理的良性循环［20］。地方分权是指将一部分
国家权力移交给地方行政机构，后者在前者的监督下管理地方事务，对本地区事务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和
决策权，特别是在预算方面。意大利的地方行政机构长期以来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文化遗产经营上也
不例外。法国自 20 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地方分权运动兴起，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开始发生转变，国家将
越来越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从 2000 年以后开始将部分列级文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地方，由地方接管列
级文物的保养、修缮及开发利用等综合性经营活动。
（ 3） 公私合作模式，是指国家作为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与私人在遗产经营事项上成立管理公司，开
展合作经营。一方面保证遗产的公有属性和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质量，另一方面借助私人的资金和管
理技能提高遗产经营质量和效率。埃菲尔铁塔的经营即属这种模式。2005 年 巴 黎 市 政 府 与 （ BTP
Eiffage，Unibail，LVMH，DexiaCrédit local et EDF 等私主体公司合作成立埃菲尔铁塔管理公司（ SETE） ，由
该公司承接埃菲尔铁塔的遗产效应经营。其中巴黎市政府占 60% 的股份，SITE 公司运营周期为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每年须向巴黎市政府上缴 600 万欧元［21］。
（ 4） 市场化模式，多指一些私人所有的文化遗产单位，在法国市场上就活跃着大大小小的商业性质
的文化遗产经营管理公司，为国家、地方行政机构及私人提供各类经营性服务。
2． 在经营对象上，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是遗产本体与其衍生服务与项目区分开来。遗产本体经营是
指针对遗产本身的解读、研究，并将遗产本身携带的文化信息传播出去实现遗产价值的过程。遗产衍生
项目经营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在遗产本体信息传播过程中吸引更多的受众，达到更好的价值实现效果；
二是指通过复制技术对遗产的关键文化信息实现大规模传播达致产业化的效果。这是遗产经营的重要
前置性条件，围绕遗产本体展开的研究、修复、保存与服务可以称之为遗产的核心内容，衍生性服务和项
15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目可相对称之为遗产非核心内容，大多数商业化和服务性的经营是建立在遗产非核心内容之上。如游
客接待、娱乐活动等其他辅助性事务以及纪念品、影视作品、动漫、表演等文化符号的复制传播活动。
3． 在经营权利义务上，多以契约的方式来规定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国家遗产的经营上，除公法
人自行经营外，还以公共服务契约的形式引进不同主体经营。公共服务契约是指其他私部门主体承接
部分政府职能，向社会提供某类公共服务。法国公共服务契约有着悠久的历史，近现代以来成为行政法
的重要内容（ la délégation de service public） 。私主体在国家遗产经营上的公共契约有： La concession 涉
及设施建设的特许经营权，L’affermage 行政出租，La régieintéressée 国家提供设施交付私人经营公共服
务。
（ 二） 经营与保护的制度辩证
在人对文化遗产认识的过程中，虽然经营的重要性日渐显现，经营制度也愈发成熟，但西欧任何国
家都未尝松懈对保护的制度完善。首先，文化遗产具有稀缺性，且极为脆弱。这类过往时空的人造物和
生活方式一旦被破坏、失去，当下时空的人力将无法再现其历时性的真实。人们能否理解文化遗产的价
值部分取决于表达这种价值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可信。人们通过对原始“持存”的第二次“开显”，绽放
出固执的此在①。其次，人们并不满足于对文化遗产复制品的观赏，而执意直面“现场”，观赏“原物”，
这是一种对过去、现在、未来共同组成的特殊时间序列及人类社会的历史属性的探求。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甚至把与稀缺性的文化遗产的会面，看成是直面真理的神圣时刻。奈良真实性宣言将保护定义为
“所有用于了解遗产的行动，包括了解遗产的历史意义，保护其材料，以及在必要情况下的修复。”该宣
言进一步指出： “保护一切形式和任何历史阶段的文化遗产是保护根植于遗产中的文化价值”。然而
［22］
“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
，加之人类生存

空间的有限性与现实生活经营的必要性不可能保留过往历史的一切遗存，经营自然成为了保护的目的。
但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营的关系上，需要明确的保护是经营的是基本前提。必须认识到，所有的历史文
化遗存不仅属于当地人，也属于未来的人类。
在对经营重视的同时，法律在保护上并未放松要求。英国法律规定，对破坏古迹及登陆建筑的行
为，可判处两年以下监禁及 2 万英镑以下罚款。法国法律规定，在未获得许可下擅自实施拆除或改造纪
念物的行为可判处 3750 欧元的罚款。国家对私人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补贴，往往与私人对遗产的经营
行为有关。特别是对于保护级别较低的遗产，业主如欲申请维修补贴或减税，通常需证明该处遗产能向
公众提供一定的服务。以英国 II 类登录建筑为例，尽管该类建筑保护级别低，列级数量众多，业主仍需
承担维护责任。在英格兰地区，只有通过了英格兰遗产的再利用项目评审，才有机会获得补贴。在经营
与保护的辩证下，有效地推动了在保护前提下的文化遗产再利用。文化遗产经营已然成为西欧经济的
重要支柱。
四、对西欧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从保护到经营这一制度转型体现的是思考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以及如何在保护
中发挥营造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使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过程。当前中国不仅尚未对文化遗
产经营有清晰的界定，未能形成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营制度，甚至还停留在保护与经营对立的层面
上。在理论上未能形成共识，文博界人士与旅游界人士及旅游开发背后的地方政府各执一词，文博专家

①

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 1188—1204 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6 人类不仅要不断地“开显”筑造，使自然的各种

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也要“保藏”这些筑造。对作为开显“物”的文物的保护和保藏，就是对真理的第二次开显，是对原始“持存”（ 无意
识的、不作为文物的） 的第二次（ 刻意的、明确作为文物的） 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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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强调文化遗产的公物及国家所有权属性，对开发利用等经营活动持质疑态
度； 地方政府及旅游公司多认为文化遗产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应充分发挥其经济效应。理念上的分歧导
致了实践中的混乱： 一方面，文化遗产经营界限不清，规章办法间多有矛盾。古建多变为高级餐厅会所，
少数人的专权引发国家文物局的整顿。而对辟为博物馆、参观场所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又作出严格
限制，严禁出租、承包、转让、抵押等经营性活动。另一方面，市县一级不可移动文物亟须维护资金，地方
文物管理单位推出“认养模式”，寻求社会经营，导致在开发建设中文化遗产多呈盆景式保护状态，其周
边的历史文化环境破坏殆尽。西安“曲江模式”主导下的文化开发建设，依托于历史文化环境先讲一个
很大很美的故事，之后建主题公园引来游客和现金流，最终导致周边土地快速升值。虽未对文物保护单
位实体造成损害，但在文物周边或历史文化环境内开发建设不相称、不协调的房地产项目，引发了人们
对其“重商业，轻文脉”的强烈质疑［23］。实际上扼杀了文化遗产给社会的正面效果，抑制了其社会价值
的实现。文化遗产经营实际上成为了垄断性行为，并与遗产所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割裂开来，甚至对居
民的生活带来干扰和不便。在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中，除了直接出售手工艺
品外，经营的大部分经济价值并未反馈到当地普通居民本身。
大量的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现实表明，国家财力无法做到对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而文化遗产经营，
并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已成为必然。那在法律制度上就应当有所回应，以期文化遗产与人类社会生
活紧密相连，并完全融入社会、经济、环境发展过程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西欧国家百年来
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上走过了保护到经营的道路，尤其是在整体性保护下的经营鼓励措施与利益均分
制度，对当下中国文化遗产法制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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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nservation to Management： the Experiences of
Western Europe’s Cultural Heritage Law Systems
Zhang Shunxi
（ Law School，Ｒemin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opened the process of leg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With the national
financial distress and social life reality needs，the legal systems before the Wars appeared its limitations． In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cultural heritage，the concept of management gradually generated． The law systems
adjusted the regulation on legal personal，object and the formations of management in time． 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Western Europe’s transformation and what are China’s special needs for reforming cultural heritage legislation should be an attention．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Legal System； We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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