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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 
 

自 1996 年以来，World Monuments Watch 每两年一次号召国际社会关注全球由于自然灾害或由于社会、政治和经
济变化的影响而受到威胁的历史遗产。2016 年 World Monuments Watch 将继承这个传统，继续寻找鉴定具有重大
机会进行积极改善的临危建筑史迹。  
 
World Monuments Watch 是 WMF 致力于激励历史遗产管理，建立合作关系，并提倡建筑史迹保护的旗舰倡导项目。
自成立以来，这个项目涵括了全世界 1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40 处建筑史迹。World Monuments Watch 通过三方面
的活动来推动遗产工作： 
 
• 支持和推广 

World Monuments Watch 的发布是影响到全球范围广大拥护者的重大新闻事件。WMF 通过不同的新闻媒介、
专门网站、社交媒体以及编撰推广资料来提升国际社会对建筑史迹的认知度。推广资料包括 World Monuments 
Watch 出版物、可下载的 World Monuments Watch 展示图和为每个列入名单的建筑史迹定制的宣传海报。 

 
• 社区参与 

吸引国际社会对建筑史迹的关注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持续性的保护只有靠当地的工作来完成。WMF 旨在通
过“Watch Day”来把群众和建筑史迹联系起来。“Watch Day”为社区提供机会来呼吁列入观察名单的建筑史迹之
重要性，同时也增强了对遗产保护的支持。 
 

• 项目合作及支持 
对列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 的建筑史迹引起的关注，将为地方机构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可以用来从不
同来源寻求项目支持，包括国家、地区和市政府、基金会、企业赞助、国际援助组织，以及私人捐赠。从 1996
年以来，WMF 为其选定的建筑史迹项目提供了超过 9 千万美金的资金，而其它来源又提供了超过 1 亿 9 千万
美金的资金。World Monuments Watch 还协助支持立法工作，鼓励机构之间的互相合作，改善监控工作，并促
进开发利益和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 

 
World Monuments Watch 周期 
选定的建筑史迹在 World Monuments Watch 上列出的周期为两年。作为 World Monuments Watch 全面审阅工作
的一部分，建筑史迹可以被重新提名并考虑再次列入名单。World Monuments Watch 不授予任何建筑史迹历史地
标身份或永久命名。列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 也不代表该建筑史迹的管理或其它工作进行地不充分。通过每
两年一次的更新，World Monuments Watch 将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自于各类不同建筑史迹的问题、意见以及它们在
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建筑史迹提名资格 
所有时代的历史遗产建筑史迹，无论古代或是现代的，都有资格被纳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建筑史迹性质
可以包括住宅、政治、商业、军事或宗教建筑；工程及工业厂房；文化景观；考古建筑史迹；以及小城镇的镇际风
景线和历史城市中心。私有和公有的建筑史迹都可以被纳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但是 WMF 不向私有的建筑
史迹项目提供经济援助。 
 
选拔标准 
提名先由 WMF 工作人员和其他遗产专家进行首轮评审。合格的提名随后由一个历史遗产界专家小组做进一步评审。
这些专家包括学者、专业人员以及重要文化组织的代表。对于 World Monuments Watch 提名的评估基于下列标准： 
• 建筑史迹的重要性 
• 情况或改善机会的紧迫性 
• 行动计划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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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要求 
任何人都可以向 World Monuments Watch 提名，包括熟悉某个建筑史迹的个人或政府机关、教育机构、非盈利组
织或其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提名人不一定必须是建筑史迹的法定所有人，但是如果获得提名，建筑史迹的所有人
会收到通知。 
 
在提名和选拔的过程中和获选之后，建筑史迹提名人和 WMF 之间必需进行紧密合作，确保推广工作和沟通的一致
性。提名人必须随时准备与 WMF 直接沟通提名事宜，提名人并将作为该建筑史迹在 World Monuments Watch 的
法定主办人。我们期望提名人向 WMF 提供有关该建筑史迹的更新信息，协助媒体采访和社区参与，并利用 World 
Monuments Watch 身份向地方和其他资金来源寻求支持。如果建筑史迹项目受到 WMF 拨款，我们期望提名人与
所有相关权力机构合作监督项目的运行。 
 
提名程序 
2016 年 World Monuments Watch 提名表的语言为英文，可以从安全网站上下载。 不能以电子文件形式或以英语
提交的提名人请通过 watch@wmf.org 与 WMF 联络。 
 
 
提名表和提名程序包括以下内容： 
 

A – 背景资料 
有关该建筑史迹及提名人的基本信息。 
 
B – 建筑史迹资料 
有关该建筑史迹历史及使用情形的基本信息。 
 
C –建筑史迹潜力 
对该建筑史迹的獨特顯著價值、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事宜、该建筑史迹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 
采取有效行动的可能性之描述。 
 
D – 项目提议（可选项） 
向 WMF 提出在该建筑史迹开展特定项目的资助要求。*  
 
E – 图像及補充说明材料 
有关图像资料的具体要求请参考以下的提名资料清单。  
 
F – 提交填写完整的提名表 

 
* 纳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 并不保证从 WMF 获得项目资助。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某个项目可能有资格从

捐赠者或内部基金获得经济资助或者可能有资格得到 Challenge Fund。获取以上资金的资格由 WMF 根据
该建筑史迹是否有能力来有效地使用这类资金来决定。WMF 可以通过资助、技术援助、教育活动（例如研
讨会、加强设计演习等）和倡导的形式来提供项目援助。WMF 资助建筑和考古保护，包括规划、文献编集、
评估和修复项目。WMF 不资助综合研究或财产编录项目、考古挖掘、可移动物体或艺术品的保护、或新建
筑项目。WMF 不向私人拥有的建筑史迹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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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提名之前，请完成以下步骤： 
 
1． 阅读导则并下载以备未来参考。 

 
2． 在 WMF 的网站 http://www.wmf.org/watch/2016-inquiries 上提交基本调查表，三個工作天後可收到用户名和密

码，并用它们下载 2016 年 World Monuments Watch 提名表。等待期間請勿重複寄送調查表。 
 
3． 在获取您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后，请马上登录以下链接： 

http://wmfwatch.org。请注意：同一用户名无法供多人同时登录，也可能会导致传送资料遗失。 
 
4． 完成提名表（A，B 和 C 的部分必须完成，D 部分可以任选）。 

 您可以存下已经填好的内容，过后再继续完成。您也可以在 WORD 档案填写、复制与剪贴至提名表内，但是
请注  
 意每个项目的字数限制。 

5． 上载支持信、图像、图像编录单，以及说明材料（E 部分）。一旦您提交填写完整的表格后，您将只能查看您
的提名表；您将不能对提名表进行修改或输入新信息。 

 
6． 在 F 部分，点击“Submit Nomination”按钮提交提名表。 
 
 
提名限期 
完整的提名，包括所有的说明材料，必须于 2015 年 3 月 1 日之前传送完成。不完整的提名或在规定限期后收到
的提名将不予考虑。 
有关提交资料的要求请参考以下的提名资料清单。 
如果电子提交不可行，请通过 watch@wmf.org 与 WMF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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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资料清单 
 
必需资料： 
 
❑ 提名表 A 部分 – 背景资料  

 
❑ 提名表 B 部分 – 建筑史迹资料 

 
❑ 提名表 C 部分 – 建筑史迹潜力 

 
❑ 提名表 E 部分 – 图像及补充材料 
 

❑ 支持信 
❑ 建筑/建筑史迹的建筑图(若可取得) 
❑ 十（10）到十二（12）份建筑史迹照相图像。 其中至少一部分图像必须是最近的，显示该建筑史迹当前的

状况。图像应包括：  
• 建筑史迹的构造 
• 建筑史迹总览图 （外部和内部） 
• 显示建筑史迹特征和对社区重要性的详细图像 
• 显示问题、挑战以及建筑史迹使用情况的详细图像 

 
图像必须是 JPEG 或 TIFF 格式。最小分辨率为 300 dpi， 最小尺寸必须大约为 5x7 英寸。 
 
每个图像必须作为一个单独文件提交。文件名称必须包括与图像编录单（见下文）对应的图像编码数字。
图像须不包含文字和水印。 
嵌入 PPT，WORD，PDF 或其他文件格式的图像将不予接受。 
在无法提交电子图像的特例下，可以提交 35mm 幻灯片、幻灯片，或照片。图像不得与其他资料用胶水或
胶带粘贴、或用订书机或其他方式装订在一起。 

  
❑ 图像编录单 

每个编码的图像请包括以下信息： 
• 图像编号 
• 国家 
• 建筑史迹名称 
• 图像摄取日期 （最好包括月份） 
• 描述图像内容的简洁说明 （例如：“受火灾破坏的三号楼东外墙”） 
• 摄影师名字和/或单位的名称 

 
任选资料: 
 
❑ 提名表 D 部分 – 项目提案 
❑ 显示建筑史迹在其所在地区或国家的位置的地图 
❑ 说明材料，例如额外的推荐信、记实建筑史迹或记录建筑史迹现状的建筑图纸、保护工作汇报文件或与建筑史

迹相关的技术评估资料，与该建筑史迹有关的学术资源目录（书籍、文章、网站等），或其它资料。 
 
请注意：不完整的提名或用传真方式提交的提名将不予考虑。不附有支持信、地图、清晰说明的图像，和图像编录
单的提名将被视为不完整。我们不提倡过度或过于复杂的介绍资料（多重录像，书籍等）。收到完整提名后我们将
尽量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在必要情况下通过传真或邮政邮件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