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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传承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

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但是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乡改造开发的关系却是一
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方法/过程] 采用实地调研、案例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分析了美国黑石河峡
谷遗产廊道、日本纪伊山脉胜地的基本概况，总结了上述两个案例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对北京西山文
化带的建设启示。[结果/结论] 研究表明，国际上山岳型遗产地保护发展有不少成功经验，可以概括
为重视文化遗产保护，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协调；因势利导发展旅游业，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相结合；完善规划管理体系，政府管理与民众意愿相统一；成立专门机构，促进国家、地方、民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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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这启示北京应进一步凝练西山文化带的文化特色和内涵、切实保护和利用好自然和文化资源、
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加强规划引导和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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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
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
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在此背
景下，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在“着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一篇中明确提出，推进区域
文化遗产连片、成线保护利用。挖掘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价值，制定实施西山等三条文化带保
护利用规划[1]。
西山通常分为大西山和小西山。大西山是西部山地的总称，属于太行山脉。小西山是
西山向北京平原的前出部分，主要位于海淀区和石景山区，是以三山五园（“三山”指香山、
万寿山、玉泉山，
“五园”指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
、八大处为核心的
文化遗产聚集区，也是较为典型的山岳型遗产地。2017 年 7 月随着青海可可西里和厦门鼓
浪屿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世界遗产达到 52 处，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
的国家之一。其中，山岳型遗产地就有 17 处，占总数的 32.7%，是中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河流型、草原型、古村落型等其他遗产地不同，山岳型遗产地拥有众多的人文景
观、宗教景观、地质地貌景观，以及多样性的动植物资源和较为适宜的人居环境。同时，受
地形地势等条件的影响，山岳型遗产地具有生态环境脆弱、可恢复性差、旅游辐射功能和拉
动力不强、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更加突出、山脊线两侧开发不均衡等问题[2-4]。如何处理
好上述问题，特别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乡改造开发的关系[5]，既是北京建设西山文
化带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又是一个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意义的长期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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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绚烂多彩的文化，但是文化资源大国，并不意味着一
定是文化强国。文化强国特指那些能够很好保存和创造优秀文化的国家，美国、日本等国就
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带建设方面成绩斐然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依照各自的国情所采取
的具体策略各有侧重，但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具有宝贵的启示作用。本文通过对美
国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和日本纪伊山脉胜地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总结出关于山岳型文化遗
产保护发展和文化带建设的一些成功经验，为北京西山文化带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

2 国外案例概况
在国外众多的山岳型遗产地保护发展的案例中，美国的黑石河峡谷国家遗产廊道和日本
的纪伊山脉胜地是两个比较具有特色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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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国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
美国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建立于 1986 年，凭借其独特而丰富的资源整合模式和别具一
格的遗产保护策略，近年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借鉴。遗产廊道位于美国东北部，从
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Worcester）一直延伸到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途径黑
石河、密尔维尔、萨顿、密尔巴顿、马萨诸塞等 24 个城镇，全长 74 公里。这条遗产廊道在
美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美国第一个棉纺厂就坐落在黑石河沿岸的罗德岛州的柏德基，使
用水力作为能源的创举开启了美国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因此，黑石河峡谷也被称为“美国
工业革命的诞生地”[6]。
1986 年 1 月 10 日通过的国会立法（Public-Law 99-647），明确提出保护黑石河峡谷区域
独特且重要的自然、历史、文化价值。1998 年黑石河被命名为美国遗产河流（American
Heritage River）
。随后，政府又对黑石河水质进行了治理，使曾受到工业污染的黑石河峡谷
水域复原为可供游泳、垂钓的舒适场所。峡谷区域拥有上万个历史建筑物和遗迹，串联着关
于工业革命时期当地农场主、机械工人、银行家、运河挖掘者等形形色色的历史故事[7]。经
过近 30 年的不懈努力，2014 年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成为美国最新的七大国家公园之一，不
仅科学地保护了当地的文化遗产，而且带动了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真正做到了文化保护与
资源发展相结合[8]。
2.2 日本纪伊山脉胜地
纪伊山脉位于日本奈良、京都之南，是伸向太平洋的纪伊半岛的大部分山岳地带。纪伊
山脉胜地是日本的神道教和佛教中心，2004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对纪伊山脉的描述为：吉野大峰、熊野三山、高野山三座胜地坐落在纪伊山脉
茂密的森林中，俯瞰太平洋，它们通过多条参拜古道连接奈良和京都两个古都，反映出根植
于日本自然崇拜古老传统的神道教与从中国和朝鲜半岛引入日本的佛教的相互融合。该遗址
及其周围的森林景观是 1200 多年持续保留完好的圣山传统的写照，是日本现存文化的一部分[9]。
纪伊山脉胜地约在 6 世纪中期成为真言宗的山岳修行场，朝圣路线的形成则始于 8~9
世纪的社会动荡时期。纪伊山脉胜地的各寺院高僧辈出，很快成为日本的佛教胜地，历代天
皇与将军纷纷到访参拜与赏樱，极大地促进了纪伊山脉胜地寺庙设施的改善，并带来皇室和
贵族的资金和管理支持。12 世纪末纪伊山脉胜地在日本的圣山地位得以确定并一直维持至
今。14~16 世纪随着皇室中央集权的衰落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朝圣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贵族
之间，而是扩散到所有可以负担旅行支出的阶层。1868 年明治维新后，虽然寺庙的土地被
政府收回，但从政府和普通人得到的支持并未减少，道路条件的改善也使得前往纪伊山脉胜
地朝圣和旅行的人数开始增加。1897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保护历史建筑的《古神社、寺庙保
2

ChinaXiv合作期刊

存法》
，1919 年将保护范围延伸至自然遗产并在 1929 年再次强化。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
的复苏，纪伊山脉胜地的游客数量再次增多，每年吸引多达 1500 万游客来参拜和游览[10]。

3 国外经验总结
美国黑石河峡谷国家遗产廊道和日本纪伊山脉胜地都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很多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留。在遗产保护方面，黑石河峡谷建立了专门的遗产廊道，从
文化价值的传承、传统模式的保护、规划管理的统筹、历史文化的宣传等多个方面推动遗产
廊道的保护、利用与管理，实现了工业革命之后遗产地的重塑，促进了黑石河流域城镇、经
济、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发展。纪伊山脉胜地自古以来就注重朝圣文化传统的延续，遗产
区域的生态景观又因为受到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关注而得到充分保护，同时建立明确的管理规
划体系，通过文化传播与各具特色的景观吸引大量游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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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视文化遗产保护，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协调
黑石河峡谷国家遗产廊道管理规划《Reflecting on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中制定
了三个层面的保护目标，分别是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9]。短期目标是对廊道的保
存和保护，内容是恢复、保护、保存廊道的文化、历史、自然资源，特别是对廊道内关于美
国工业化发展、转变的重要景观的保护。根据美国登记注册的历史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黑
石河地区有 471 个非常有价值的历史和考古资源。这些资源包括 144 个建筑物、4 个石碑、
165 个考古与非考古地点、158 个构筑物。其中，建筑物包括住宅、农场、商店、工厂等；
石碑包括纪念碑和河段的标注里程碑；地点包括整体或部分遗存的和在地面上看不见但仍是
考古资源的地点；构筑物包含水池、桥梁、闸河、筑堤、管沟、控水门、纤路等。中期目标
是维护和加强管理。黑石河有一半的河段是有水的，这些河段需要加固维护，有的需要重修。
因此建议重修的河段节点需要制定计划以便进行管理和维护。长期目标是复原和重建。目前
黑石河已经确认了 5 个关键节点需要复原或重建，这些节点都是具有特色的区域。
既保护自然景观，也设立人文景观，促进自然与人文景观协调统一。纪伊山脉胜地自古
以来就是日本自然崇拜的代表，除了神社庙堂之外，这里的山水草木都被赋予了神性，远古
森林得到了完好保存。纪伊山脉胜地独特的宗教氛围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而自然崇拜的
传统又使文化景观发展的同时保存了自然景观的原貌。在通往各个神社灵地的参拜道中，山
体、岩石、森林、河流、瀑布等遍布其间，这些自然要素成为神化的崇拜对象，对遗产区域
和周边环境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十分重视传承朝圣的文化传统，胜地内部仍
以步行道为主要交通系统，并且步道系统完善。在胜地的三座圣山之间有参拜道相连，参拜
道一般不到 1 米宽，大部分为土路，罕见石质台阶[10]。参拜道设计陡峭难行，不以快速流
动为目的，被认为是一种修行手段（图 1）
。

图 1 纪伊山脉内部步道

Figure 1 Pilgrimage routes in the Kii Mountain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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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因势利导发展旅游业，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一方面，需要保护文
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另一方面，又要对局部地区进行现代化改造利用。如何把握好这
个“度”？美国黑石河峡谷国家遗产廊道通过编制管理规划《Reflecting on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和发展旅游业取得了很好效果。管理规划中制定了四项目标，分别是解读美
国工业革命历史；保护、加强峡谷社区建设；平衡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促进流域复兴，旨
在保护黑石河峡谷廊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独有文化特色和历史内涵，带动周边城镇经济
发展。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十分适合发展旅游
业。在旅游业发展中，充分利用遗产廊道的文化价值，发展独具特色的旅游活动。黑石河峡
谷遗产廊道传统的聚落特征是源自 19 世纪的农场到工厂模式，这种独特的城镇风貌和廊道
空间形态是吸引游客前来旅行体验的关键因素，也是旅游宣传的亮点。工业革命时期遗存的
古老的农舍、磨坊、教堂可以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感受当地的历史以及各种族移民所产生的文
化多样性。游客可以沿着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的河湾农场（River Bend Farm）边的纤
道徒步或是骑行，呼吸新鲜空气，或是去坎伯兰（Cumberland）的黑石河国家公园走走。沿
河地块为公共开放地，供游人游憩休闲，游客可以在黑石河上花上一天时间划划皮划艇来感
受当地的文化气息。
纪伊山脉胜地的文化传播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来此朝圣，感受当地文化气息，并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纪伊山脉胜地作为日本神道教和佛教的中心，吸引了大批的朝圣者。自二战以
后，特别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上第二条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以来，纪伊山脉胜地更
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希望探寻日本宗教起源的游客。目前，纪伊山脉胜地设有为朝圣者和
游客提供住宿的僧房、宾馆、温泉酒店等设施，还配有通晓当地历史的导游和设计合理的游
览线路，是当地各县的主要产业。纪伊山脉三大胜地，吉野•大峰、熊野三山、高野山，每
一个地方都有其特色，并且根据特色进行相关建设，开展有关活动，所以游客在三个胜地之
间游玩不会感到丝毫的乏味。
3.3 完善规划管理体系，政府管理与民众意愿相统一
自然景观是纪伊山脉胜地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000 多年来都受益于国家最高决
策层的保护，原始生态得到很好保存。政府逐步建立了综合的规划管理体系，包括从顶层的
总体规划到主要文化遗产管理措施的各个方面，明确了遗产产权、保护方法、保护范围、资
金来源、管理措施等一系列规划要素。
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委员会根据专业调研和居民意愿制定专项规划，规划主要研究了遗
产廊道的现状、可能面对的问题以及需要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等。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保
存廊道的文化、历史、自然；向公众叙述工业化的多维故事；通过重建设施、兴办教育、增
加休闲场所等措施，促进可持续开发遗产旅游业，增加公众享受遗产资源的机会；促进地区
和社区的复兴；建立并维护社区的合作网络[11]。专项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在遗产保护和利用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因工业化和周围居民日常生活，黑石河水质曾严重恶化、河岸受
到侵蚀、水位波动、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政府及时制定专项规划，将区域内水系作为
内在联系的自然系统加以保护，加强环保项目的区域协作并将沿河地块开发为公共开放地，
供游人游憩休闲。经过多年治理，黑石河水系水质提高，廊道自然环境大为改善。
3.4 成立专门机构，促进国家、地方、民众相联合
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自 1986 年成立以来，一直由黑石河峡谷国家遗产廊道委员会负责
统筹规划发展。这个委员会由区域内各地政府委任的代表组成。委员会采取的区域保护和发
展策略有以下三点：一是基于大众的公共教育。在廊道保护中的一个经验就是将学校用于说
4

ChinaXiv合作期刊

明廊道的历史和特色的机构，加强当地的公众教育，向全民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二
是整合地方和国家级的合作体系；三是针对重点资源的定向投资。由于黑石河的节点保护需
要获得基金支持，资金来源于对遗产廊道有兴趣的人士的捐赠或者利用国家、州、本地的资
金。因此，资金主要用于选择性的保护和保存，从而提高了资金使用的效率。

4 国际经验的启示
美国黑石河峡谷国家遗产廊道和日本纪伊山脉胜地虽然与北京西山文化带在本底上有
所不同，但在保护发展中的经验都是经典的、全方位的、成功的，值得北京市在建设西山文
化带中借鉴、吸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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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进一步凝练西山文化带的文化特色和内涵
黑石河峡谷廊道至今仍保存着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建筑和文化特色，纪伊山脉胜地也延
续着步行朝拜的传统，两个遗产在开发利用中都保留了各自的文化特色。
反观西山文化带的文化特色和内涵究竟是什么？西山文化带囊括京西南太行山余脉和
京西石景山八大处至香山一带及部分山前地带。这一区域不仅包括以“三山五园”为核心的
皇家园林文化区、以八大处为核心的山地佛教园林区，也包括了北京旧城长河文化廊道，覆
盖了从史前至当代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西山文化带融合了北京的起源文化、宗教寺庙
文化、军事防御文化、民族融合文化、皇家园林文化、陵寝墓葬文化、工业生产文化、科学
考察文化、近现代教育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是多元文化交融荟萃的产物。另一方面，历史
上，大多数能够稳定统治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最后都吸收或者融入了汉族传统文化。与
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的是，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原取得了长久的稳定，却依然保留了
本身的民族特性。西山作为清朝统治的政治中心，是窥视清朝统治的一个历史窗口，这个窗
口不单单体现出满族如何征服中国，体现着汉人对满清政权的认同，同时无疑体现着满清统
治下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过程。因此，对于西山文化带的文化特色和内涵的总结，应该从
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国内与国外、多元与包容等多维尺度进行综合考量，从众多文化
意象中梳理出最能体现西山文化带的文化特色，这是维系持久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根本。
4.2 切实保护和利用好自然和人文资源
在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和纪伊山脉胜地两个案例中，都对当地资源进行了充分利用，如
黑石河流域的沿河湿地、森林、田地、岩石、野生植物、田园景观等，纪伊山脉胜地的远古
森林、山脉、岩石、河流、瀑布都得到了完好保存，并与地方特色人文遗产一同构成了文化
景观。
西山文化带有着“三山五园”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浓厚的文化气息，但却存在文物闲置
和资源浪费等问题。据相关部门统计，西山文化带内有文物资源 463 处（表 1）。由于缺少
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所有者各行其是，许多文物建筑或被破坏弃用，或使用者抵制政府
维修，或修缮后闲置不用，造成文化遗产资源浪费。目前，未开放文物项目约占文物项目总
量的 85%。
表 1 西山文化带内文物数量

Table 1 The number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Xishan Cultural Belt
不可移动文物

国保

市保

区保

普查项目

总数

海淀区

13

18

85

122

238

门头沟区

5

3

25

91

1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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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

2

12

7

42

63

昌平区

0

0

13

20

33

西城区

1

0

1

3

5

总数

21

33

131

278

463

历史上，
“三山五园”地区是大片的山林田园景观，仅有少量的村落散布其间，随着城
市化的快速推进，绿地面积大幅减少，现状绿地面积 4114.7hm2，占“三山五园”总面积的
60.1%。近几十年，随着水资源枯竭，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地区中部的河流陆续消失，应
呈现出的总体山水意境大打折扣。同时，许多能够反映历史事件的村落和地名正在消失。据
考证，西山地区的地名起源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起源于军队驻扎营地，如现在香山大队的很
多村庄名皆有“营”字或以八旗名字命名；另一种是起源于历史传说，如颐和园东南的六郎
庄村、挂甲塔村、东北旺村、韩家川村，村名皆源自南宋抗辽的历史故事。随着城市扩张和
新农村建设，很多村庄将不复存在，村名也将消失，很容易出现集体记忆的断层，造成历史
记忆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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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
黑石河峡谷廊道有专门的黑石河峡谷国家遗产廊道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发展，纪伊山脉
胜地有政府专门编制实施的管理规划体系，包括从顶层设计到主要文化遗产管理措施，明确
了遗产产权、保护方法、保护范围、资金来源、管理措施等一系列规划要素。
西山文化带内文物的管理情况复杂，各级各类文物的产权单位、使用单位、管理单位既
有市区所属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中央机关、部队、村集体、个人（表 2）
。由于产权分
散、缺少统一管理，许多文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
表 2 西山文化带主要公园的管理单位

Table 2 Management units of main parks in the Xishan Cultural Belt
园林名称

管理单位

园林名称

管理单位

圆明园

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

中科院植物园

中科院

颐和园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西山林场

林业局

香山公园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海淀公园

海淀区园林绿化局

北京植物园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近年来，市、区政府和旅游、交通、市政、农业、林业、文物等部门对这一区域的投入
力度不断加大，但由于缺少有效的协调沟通和整体规划，各方面的工作被行政区划分割，无
法达成整体保护利用的效果，难以形成管护合力。如在推行农村住宅保温、抗震改造的惠民
措施时，忽略了传统村落的景观保护问题，致使传统风貌遭到破坏。
4.4 加强规划引导和功能定位
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和纪伊山脉胜地都非常重视规划的引领作用，明确规划的任务、需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
以“三山五园”地区为核心的西山文化带在历次城市总体规划中均以历史文化、旅游游
憩、科研教育、生态功能为主，但目前核心区内仍然存在大量城中村并衍生出较大规模的零
售、批发、仓储，甚至是工业功能，不但削弱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作用和价值，而且引发大量
低端产业和流动人口聚集，带来沉重的城市运行和遗产保护的压力。
长期以来，西山地区的旅游发展始终是以颐和园、圆明园、香山等几个景区进行“孤岛
式”建设，相对独立地各自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孤岛，即景区内部文化氛围浓郁，而景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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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则没有相应的文化体现，没有整体的文化氛围。这使得游客过度集中在几个景区，没有
外部景区舒缓的余地。由于缺乏总体规划，旅游服务设施规模小，档次低，无法形成有规模
的旅游服务区，也没有成型的旅游线路，无法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图 2 村庄环境风貌现状

Figure 2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同时，现代交通设施的发展，导致联系遗产的历史道路、历史水系脉络遗失，文化遗产
之间的联系也被现代城镇设施所阻断，如北五环、万泉河高架桥隔断了颐和园与西山，以及
颐和园与圆明园之间的历史脉络联系。

5 结语
长期以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习惯或擅长研究经济带，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点轴系统理
论并成为我国不同空间尺度地域空间规划中得到普遍应用的基础理论，然而对文化带的研究
和认识相对不足[12-13]。从学科发展趋势看，199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出现
文化和制度转向，将传统经济地理学所忽视或认为属于其他分支学科的制度、文化等因素融
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新时空的研究中，从而有力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复兴和与
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对话[14]，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也呈现精明增长的态势[15]。
从现实发展情况看，国际经验表明人均 GDP 在 1000 美元以下时居民消费以物质消费为主，
人均 GDP 超过 5000 美元时转向精神文化消费为主的时期。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8866
美元，已进入富裕国家行列，居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文化正逐步成
为经济社会的必需品，并在城市建设、创新创造、精神塑造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区域
发展和研究的重点逐步从“硬环境”
（城市建设、基础设施）转向“软环境”
（体制机制、传
[16]
统文化） 。因此，探讨文化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驱动机制和互动机理，以及文
化带的形成演化规律、空间组织结构和模式、文化带与经济带的异同点等，是一个值得深入
研究的科学命题。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
京“大城市病”
。然而，以往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更多强调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
保护、产业对接协作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忽视或没有足够重视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而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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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恰恰是这一地区有望率先实现突破的领域，这一突破不仅仅具有现实基础，如京津冀三省
市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而且推进京津冀“艺”一体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如北京和张家口将在 2022 年共同举办冬奥会，依托重大体育赛事打造京张冬奥产
业带，培育沿线重要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这些设想可以将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核心功能
（文化中心）打造，以及国家到 2020 年全面脱贫目标（环京津贫困带）有机统一起来，从
而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西山文化带有这样的条件，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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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Mountain
Heritage Sit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Beijing
Sun Wei1,2 Mao Lingxia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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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hin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world heritages. It is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o inherit and protect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However, it has been a
major practical problem tha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and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Method/process] Methods such as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case analysis,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Blackstone River Valley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 and the Kii Mountain Range. With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two cases
summarized above, the inspiration and the sugges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Xishan Cultural Belt
in Beijing were put forward. [Result/conclusion]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much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 heritage site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harmonizing the natural landscape
with the humanistic landscape; developing tourism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and promot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improving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unifying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public willingness;
establishing authoritative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promoting national, local and public
associat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Xishan Cultural
Belt should be further condensed,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protected and utilized
effectively, specialized agencies should be set up to carry out the unified management, and the
planning guidance and the orientation of func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mountain heritage sites
Xishan Cultural Belt
Beijing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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