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巴黎圣母院等名胜古迹不仅起着

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的作用，也是

法国旅游业的基石。法国在文化遗

产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1887年，法国通过法律保护具

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念性

建筑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1913年

又颁布了沿用至今的 《历史古迹

法》，设立专门负责对历史古迹分

类的机构、将所有古迹登记造册。

诚如此，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

又为何破坏力度如此之大？

专家认为，年久失修与木质结

构屋架是导致火势蔓延的重要原

因。

不少法国名胜古迹为石质结

构建筑。 巴黎圣母院则不同，它拥

有巴黎市最古老之一的木质屋架，

且规模宏大， 长度超过 100 米、宽

度达 13 米， 因此塔楼起火后迅速

蔓延至屋架。

此外，近年来巴黎圣母院一直

被相关部门评估为 “状况堪忧” 。

上一次大规模维修还是在 1990 年

代，本次维修从 2018年 4月开始。

目前火灾损害虽然还没有得到

完全评估， 但三分之二的屋顶已被

大火损毁，标志性塔尖也已倒塌。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基金会主

任埃里克·菲舍尔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预计

需要“数十年” 。

据新华社电 有“法国国宝” 之称

的巴黎圣母院 15 日晚突发大火，尖

塔倒塌、屋顶坍陷。 截至当地时间 16

日凌晨 3 时（北京时间 9 时）左右，

火势大致扑灭。 这座有着大约 800年

历史的哥特式建筑 “保住了主体结

构” ，举世闻名的两座钟楼得以保住。

15 日 18 时左右，巴黎圣母院突

发火灾。 随后数小时内，大约 400 名

消防队员动用数十辆消防车、 至少

18 个高压水枪、 多架无人机以及一

个机器人灭火。火灾现场升腾起浓重

烟柱，数公里之外可见。

火苗很快吞噬一座尖塔，导致尖

塔倒塌。紧接着，整个屋顶塌陷。经过

消防队员奋力扑救，法国文豪雨果小

说《巴黎圣母院》中描述的两座钟楼

总算得以保住。

巴黎消防部门负责人 15日 23时

许告诉记者，“我们保住了巴黎圣母院

的主体结构” 。后续任务是给建筑物内

部降温，预计至少持续数小时。截至 16

日 3时许，明火大致扑灭。 一名消防队

员负重伤，尚无其他人员伤亡报告。

巴黎检察机关 15 日晚说， 正着

手调查这场大火的原因。多名警方消

息人士说，初步推断火灾是意外。

火灾发生时，巴黎圣母院正处于

维修状态， 可以看到搭建好的脚手

架。 巴黎市长伊达尔戈介绍，由于维

修施工，巴黎圣母院内部分艺术品早

就被转移走，多座铜像被移除，得以

逃过大火。 法新社报道，评估火灾损

失需要数天时间。

法国总统马克龙原定 15 日晚发

表一场演讲，因巴黎圣母院突发火灾

而紧急取消演讲，与妻子布丽吉特和

多名内阁部长赶赴火灾现场。

马克龙在午夜前向媒体通报说，

巴黎圣母院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已经

保住，最糟糕的情形得以避免。 他向

紧急情况应对部门和消防人员表达

感谢，称赞消防员的“非凡勇气、专

业精神和坚韧意志” 。

马克龙誓言要重建巴黎圣母院，

表示将发起筹款行动，呼吁海内外捐

助。“我们将重新建造它。 这无疑将

是法国命运的一部分，是今后数年的

重点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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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4 月 15 日傍晚，法

国巴黎圣母院主体建筑发生严重

火灾。

当地消防部门称， 在近 400

名消防员的四个小时的努力下，

巴黎圣母院的主建筑结构得以幸

存。火灾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

紧急赶往现场， 在社交媒体上表

达了对巴黎圣母院火灾的痛心。

大量路人自发聚集在圣母院附

近，遥望火灾地点，下跪祈祷，希

望这栋 800 多年的古建筑能够扛

过灾难。

@ 圆明园遗址公园 官方微

博 16日下午 5点发文《文明 不

能承受之殇》衷心祈愿文物都能

够远离灾难，代代传承。

文章表示，159 年前，英法联

军抢劫并火烧圆明园后， 谴责最

深的是个法国人， 而这个人就是

《巴黎圣母院》的作者维克多·雨

果。雨果说：有一天有两个强盗闯

进了圆明园，一个打劫，一个放火

……他们一个叫英吉利， 一个叫

法兰西……

而现在， 因雨果名著而闻名

天下的巴黎圣母院也遭受了烈焰

之苦。 这场大火让人不自觉想到

中国文化曾经历的磨难， 曾经那

场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 万园之

园留下的灰烬， 是中国历史耻辱

柱上最疼的一根钉子。

文章写道：这一刻的中国人，

怎能不想起， 背负了一百多年圆

明园烧毁的心灵创伤，何其艰难、

何其罔然，可惜圣母院，可惜圆明

园，文化不应该这样毁灭，更不应

该人为践踏。

文物的损毁、 消失不仅带走

了文物本身， 更带走了文物所承

载的千年文明。一场文化之殇，带

来世人对于文物保护的警醒与重

视，文明是脆弱又坚韧的。我们能

够做到的就是尽力地守护它，尽

量延缓它的消逝，传承它的精神。

每件文物都是文化的象征， 每座

博物馆都是人类文明的宝库。 衷

心祈愿文物都能够远离灾难，代

代传承。

记者注意到，就在公众为巴

黎圣母院惋惜、祈祷之时，网上

也冒出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 对

此， 央视新闻移动网 16 日下午

刊发评论文章《国耻不能忘却，

但不应该落井下石》：事实上这

两件事真的有什么可比性吗？圆

明园毁于战乱和野蛮，是历史的

伤痕；而巴黎圣母院此次火灾事

故是和平时期由消防安全造成

的遗憾。 两者的相同之处恐怕只

因为它们都是世界人类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史上

的奇迹，它们的消失同样是全人

类的损失。

央视评论表示， 文明需要人

们铭记，历史也需要人们铭记，不

能用某些幌子来遮盖历史， 但也

不应该打着历史的名义发泄自己

的情绪。 牢记历史并不等于延续

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前行。爱国没

有错，但请保持理智。

■本报综合

法国企业家、地方政府和一些

国际组织和团体 16 日宣布将捐款

或协助筹款，帮助重建遭大火重创

的巴黎圣母院。

法国亿万富翁、路易威登集团

总裁贝尔纳·阿尔诺说，他的家庭和

路易威登集团将为重建工程捐款 2

亿欧元（约合 15.2亿元人民币）。

法新社报道，这一声明紧随路

易威登“老对手” 开云集团的认捐

声明。 开云集团总裁弗朗索瓦·亨

利·皮诺当天早些时候宣布，为

“完整重建巴黎圣母院” 捐款 1 亿

欧元（7.6亿元人民币）。

沙卢瓦集团总裁西尔万·沙卢

瓦告诉法国新闻广播电台，这家木

材企业作好准备提供栎树木材，用

于制作支撑教堂顶部的木质格架。

沙卢瓦说：“重建肯定要耗费数

年，甚至数十年，需要数以千计立

方米的木材。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

木材，树干十分粗的那种。 ”

巴黎大区主席佩克雷斯说，大

区 政 府 将 提 供 1000 万 欧 元

（7577.7 万元人民币）。 巴黎市长

伊达尔戈呼吁发起国际筹款。

设在美国纽约市的非营利团体

法国遗产基金会同样发起筹款，以帮

助重建“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标志”。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承诺，

为重建巴黎圣母院，这一位于巴黎的

联合国机构将与法国“站在一起”。

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

尼说，这一欧洲联盟机构当天召开

全体会议时将在会场外设捐款箱。

16 日一大早就不断有民众来

到巴黎圣母院， 看望这位受伤的

“老朋友” 。 有人带来鲜花，放在塞

纳河堤岸，更多的人则站在河边默

默注视不远处的圣母院。巴黎市民

吉兰说， 得知巴黎圣母院起火，他

非常伤心，因为巴黎圣母院代表着

法国的精神支柱。他说：“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美好的圣

母院。 ” ■本报综合

法国各界认捐巴黎圣母院重建

巴黎圣母院位于巴黎市中心

塞纳河畔，始建于 1163 年，1345 年

完工，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

迹之一，因雨果同名小说而闻名世

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令人痛心的是，不少艺术珍品

在大火中损毁。巴黎副市长格雷瓜

尔介绍，消防队把“抢救尽可能多

的艺术品”当作头号任务。

巴黎消防部门负责人加莱说，

巴黎圣母院最珍贵的艺术品储藏

在“建筑物后部” ，因此消防员将

重点防护这一区域。

据法国媒体 Franceinfo 报道，

当地时间 15 日晚， 巴黎圣母院主

教帕特里克·肖维表示， 圣母院内

最重要的文物———耶稣受难荆棘

冠已经被成功抢救。

荆棘冠对天主教信徒来说意

义重大。 信徒们相信，在耶稣受难

前，罗马士兵曾强迫耶稣戴上这顶

荆棘冠，因此它是基督教信仰中历

史最悠久的圣物之一。 1239年，法

国国王 “圣路易”（路易九世）从

曾劫掠了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威尼

斯人处购得了荆棘冠，并将它放置

于正在修建中的巴黎圣母院中。

Franceinfo 报道称， 除了荆棘

冠，路易九世的一件长袍也已被成

功抢救。“这两者对天主教徒来说

非常重要，是在这场疯狂的悲剧中

一个令人安慰的消息。 ” 主教帕特

里克·肖维说。

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消息震惊

世界，英国、德国等多国领导人向

法国表示慰问。

巴黎圣母院大火后，被保留的

文物去向一直备受关注。 据法媒

BFM 电视台， 在 HteldeVille 酒店

避难后，从火灾中救出的巴黎圣母

院文物将被转移到卢浮宫。

愿文物

都远离灾难

代代传承

圆明园官微就巴黎圣母

院大火发文：

被救出的重要文物将转移到卢浮宫

年久失修与木结构致火势蔓延

巴黎圣母院

突发大火

目前大火已扑灭，保住了主体结构

法国总统表态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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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尖塔倒塌瞬间

未起火前的巴黎圣母院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