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别 报 道2016年7月11日 星期一8

《更路簿》是我国南海渔民自明代以
来就使用的航海手册，除了记载通往某
个地区的航程和航向，还详细记录了南
海诸岛、屿、礁名称及准确位置等。渔民
在海上燃香一支所花费时间为一更，一
更一般能行驶 10 海里左右；路指的是航
海罗盘指向的针路，即航向。《更路簿》以
口头流传方式使用多年后，开始有手抄
本。起自明代，即郑和下西洋之前的 15
世纪初叶，《更路簿》以不同的抄本流传
至今，已经存在了 600多年。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从1989年开始
关注和研究《更路簿》，迄今已有20多年。

“战国时期的古书《逸周书·王会解》
中记载，商代国王汤叫大臣们制定‘四方
献令’，伊尹便建议，‘正南⋯⋯请令以珠
玑、瑇瑁⋯⋯为献’，这说明，早在公元前
18 世纪，我国南海沿岸居民就已从事南
海水产资源的开发。”周伟民告诉记者，
考古发现，西沙群岛甘泉岛有一处唐宋
遗址，出土一批唐宋瓷器、铁锅残片以及
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这证明至少从唐
宋时期开始，我国渔民就已经在西沙群
岛居住生产，早已经是南海诸岛的主人。

南海诸岛礁的命名是印证主权的铁
证。在《更路簿》中，渔民给南海中 136
个岛礁起了“乳名”，其中东沙群岛 1 个，
西沙群岛 38 个，南沙群岛 97 个。除了以
渔家口述形式流传外，更以书面形式记
载于《更路簿》的手抄本中。渔民的命名
全是海南方言称谓，乡土味道浓厚。“渔
民们依据自己生产、生活中经常见到的
物品形象，赋予南海岛礁富有特色的俗
名。”周伟民说，《更路簿》里记载的南海
诸岛琼人俗名，具有命名具体、位置确
定、形象生动等特点，能反映岛礁的主要
特征。

“潭门的老船长告诉我，南海北礁被
称为‘干豆’，这在《更路簿》里也有记载，
原因就是潭门渔民出海总要在船上带一
些豆子泡发豆芽。最初的渔船经常在北
礁触礁沉没，后来的渔民们经常能在这
里拾获不少沉船遗留下的豆子，而且豆
子经过日晒，大都已经干瘪，因此潭门渔
民就将北礁称为‘干豆’。”周伟民说，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乳名”为国家
在法定南海 280 多个岛礁命定“官名”时
起了直接参考作用。

“《更路簿》中记载了中国人最早发
现南海诸岛、最早命名以及长期管辖的
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对南海诸岛及
其邻近海域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周伟
民说，“现存的十几本《更路簿》已经能够
充分反映，南海渔民的足迹遍布海南岛
沿岸、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
海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从这些线
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
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而这些作业痕
迹更能作为海南渔民经营和开发南海的
确凿证据。

在世世代代海南渔民的努力下，《更

路簿》不断完善，使得海南渔民可以游刃
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通过不断
开辟这条捕捞作业的“黄金海道”，让闻名
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畅通起来。

“比如，潭门老船长彭正楷拥有的
《更路簿》中，记载了 17 条西沙捕鱼线
路、200 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 条从南沙
返回海南岛的航线、7 个海上交通枢纽和
渔业生产中心。”周伟民举例说。

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

今年 61 岁的何世轩是海南省琼海
市潭门镇文教村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
靠海谋生的渔民家庭。1973 年，17 岁的
何世轩开始尝试随同父亲出远海到西
沙、南沙等海域捕鱼。1979年，何世轩当
了船长，主要带领渔船在西沙、东沙航海
作业。1985年开始到南沙捕鱼作业。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的祖父和父
亲在出海之前都要拿出《更路簿》和《海
图》，根据风向与风速来核实即将出发的
线路。”何世轩告诉记者，《更路簿》对潭
门渔民来说是“命根子”。潭门渔民祖祖
辈辈靠着原本或手抄本到西南、中沙等
海域捕鱼。

“《更路簿》记录了航行的方向、时
间、距离、途中所见岛屿、暗礁、海流变
化、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气变化规
律等内容。没有它，我们出海后就没有
办法找到回家的路。”何世轩说。

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到南沙海域
作业的基本上都是潭门的渔民，因为很
多国家或地方的渔民没有《更路簿》这个
航海法宝，不能远行。

现在，虽然何世轩出海用上了现代
导航设备，但是仍然离不开《更路簿》里
记载的经验。“我们每年出发去南沙，大
多数选择立冬过后，乘着东北季风前往
南沙，春节或清明过后再乘着西南风回
到潭门港，历时大概有三四个月。”何世
轩说，这些祖辈们几百年来总结下的经
验非常准确，《更路簿》里都有记录。

“南沙哺育了我的祖祖辈辈还有我和
我的后代，我们世代耕耘着这片蓝色的国
土，南海就是我们的‘祖宗海’‘责任田’，
我们代代潭门人把她视作生命一样珍
惜。爱她、守她、护她！”何世轩说。

让《更路簿》在现代“活”起来

随着现代导航技术普遍用于航海，
《更路簿》原有的价值大打折扣，但是，作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路簿》的
历史文化魅力愈发浓厚。

海南大学教授邹立刚认为，《更路
簿》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南海的航海史、
生产史、海外贸易史、生存史，揭示出我
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其海域最早发
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和连续管辖
的历史事实，证明我国的相关岛礁主权
和海域权益。

“令人遗憾的是，仅有一部分《更路

簿》保存下来，又因其为纸质，随着时间
的推移，加上沿海温湿气候和虫蛀鼠咬，
很多文字也已变得模糊不清或老化破
损；尤其是年代久远的更路簿，更是腐烂
残化。”邹立刚说。此外，过去亲历远洋
出海的渔民目前尚在世的不多，海南省
荣获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更路簿》传承人共有 7 人，但在世的仅
有 3人。

“近几年，渔民对《更路簿》的保护意
识已有了很大进步。”海南省博物馆《更
路簿》研究人员朱磊说，在琼海潭门镇，
镇一级政府都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告知渔
民，对他们手里保存完整或残页的《更路
簿》都要加以保护，这是珍贵的史料。

朱磊曾经以解读海南省博物馆馆藏
的《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为基础，通过
对《更路簿》中每一条航程航线的记载，
精心绘制出从海南岛潭门、大洲岛（今海
南万宁）出发，与西沙诸岛之间往返的各

条航线,绘图历时 90余天。
“当时是从文化考古的角度出发的，

更多关注的是先民耕海的路线、岛礁命
名由来等。如今，《更路簿》的历史价值
更为重要，她是维护我国南海海洋权益
的历史佐证。”朱磊说。

除研究学者外，海南省文体厅也组
织开展了对三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次
普查，《更路簿》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海南省文体厅也已经开始着手对《更路
簿》保护出台有关管理办法，使其在支持
传承方面得到制度性保障。

随着科技的发展，卫星导航和定位
系统日益完善，南海渔民已经不再依赖

《更路簿》出海谋生。“但是，《更路簿》不
能‘死’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好好传承。”
今年 81 岁的潭门老船长苏承芬告诉记
者，他经常教育子孙，一定要保护和传
承《更路簿》，造大船、闯深海，深耕“祖
宗海”。

《更路簿》：中国人经略南海的历史见证
本报记者 何 伟

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无可辩驳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

本报记者 沈 慧

本版编辑 来 洁 梁剑箫

“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而且拥有
对南海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权利，这一
立场为历代中国政府所长期坚持，其历史
事实确凿无疑，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其
历史证据不容否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明确表示。

中国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

记者：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发现、命名

并经营南海诸岛可追溯到何时？

李国强：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主权和管辖权的确立，植根于 2000 多年
的历史发展，奠基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
南海的辛勤耕耘与和平利用。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在
南海航行和生产活动，不仅首先发现南海
诸岛，并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东汉杨孚

《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
石。”“崎头”即我国古人对南海礁屿和浅
滩的称呼；而“涨海”即我国古代对南海最
早的称谓。

随着在南海活动的增加，我国人民对
南海的认知程度逐步加深并具体化。宋代，
南海诸岛和南海海域已成为我国人民日常
生产生活的家园，并以“石塘”“长沙”对南海
不同岛礁和不同海域清晰地加以区别和命
名，而且将南海诸岛纳入了版图。

记者：我国最早从何时开始对南海诸

岛实施管辖？

李国强：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辖
从唐宋就渐趋展开。大约成书于1203年至
1208年的地方志书《琼管志》记载，南海诸
岛隶属于广南西路琼管安抚都监吉阳军的
管辖范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最晚从唐宋时
期起，就已对南海诸岛明确了行政辖治。

设立“水师”，纳入海防，则是中国政府
对南海实施管辖的又一重要方式。据宋代
官修兵书《武经总要》记载，公元 907 年宋
太祖建立巡海水师，对南海实施巡管，由此
中国政府将南海海域纳入到海防范围。

明清时期，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实施
管辖的机制更加完备，一方面继续将南海
诸岛明确地纳入版图，清代官方地图如
1724年刻制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
图》、1755 年前印行的《皇清各直省分图》
之《天下总舆图》、1767 年印行的黄证孙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等，无一例外地
把长沙海、石塘海标示于版图之内；另一
方面，持续实施水师巡视，明朝设立巡海

备倭官和海南卫，清朝设立崖州协水师
营，先后负责南海海疆巡视。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在维护南海主权
上一直不遗余力。1909 年，广东水师提督
李准率军地官员及测绘人员至西沙各岛及
海域巡查，命名了西沙14座岛屿。1935年
4 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了《中国南
海各岛屿图》，这是民国政府公开出版的第
一份具有官方性质的南海专项地图，图中
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在北纬4度曾母滩。

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
公告》的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分别于
1946 年 11 月 29 日和 1946 年 12 月 15 日
完成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接收，并竖
立“太平岛”“南威岛”“西月岛”等石碑，明
确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1948 年
2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公布《南海诸岛
位置图》，标示了南海诸岛 167 个岛礁沙
滩洲地名和南海 11 条断续线，进一步明
确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范围。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是南海最早
的开发者、经营者和利用者；中国政府连
续不断的行政和军事管辖，确立了中国是
南海诸岛唯一的主权拥有者的合法地
位。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
主权，这一立场为历代中国政府所长期坚
持，其历史事实确凿无疑，其发展脉络清
晰可见，其历史证据不容否认。

中国南海主权立场
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

记者：大量外国资料表明南海诸岛

主权属于中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具体

情况？

李国强：事实上，中国对南海岛礁的
主权得到外国的默认。在历史上，越南、
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海
诸岛主权及南海“断续线”没有提出异
议。中国在历史上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
权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大量外
国档案文献、图书资料及地图都显示，西
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

比如，1971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各国
区划百科全书》说：“中国包括几个群岛，
其中最大的是海南岛，在南海岸附近。其
他群岛包括南中国海的一些礁石和群岛，
最远伸展到北纬 4 度。这些礁石和群岛
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1972
年日本出版的《世界年鉴》说：“中国⋯⋯
除大陆部分的领土外，有海南岛、台湾、澎
湖列岛及中国南海上的东沙、西沙、中沙、
南沙各群岛等。”

上述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对南海诸
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的立场，得到许多国
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我国南海渔民自明代以来就使用的航海手册，详细记录了南海诸岛、屿、礁名称及
准确位置——

南海水生生物展参观记

本报记者 张 双

在第 12 个中国航海日到来之际，很多人来到北
京自然博物馆的南海水生生物展进行参观。

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南海，是亚太地区面积最
大的海区，也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海区
之一。南海水生生物展由北京自然博物馆、国家海
洋局海洋日活动办公室、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
心、三沙市海洋与渔业局主办。展览设计制作了 64
块图版，展出了 500 多件南海水生生物标本，辅以
互动多媒体和视频动画等多种方式，再现了南海水
生生物的奇妙世界。

记者在南海水生生物展上看到，几个小朋友分
别扮演成海星、扇贝和小丑虾的角色，你追我赶玩
起了抓捕与逃跑的游戏。参观展览的北京市第四十
三中学的李硕甲同学大呼“神奇”。他说：“南海的
海底世界太神奇了！比我以前知道的要多好多。居
然有这么多的鱼类、珊瑚、大海龟，还有好多是我
叫不出名字的。如果在海底的珊瑚礁上看上面那些
游来游去的鱼，就像我们站在陆地上看鸟在天上
飞吧？”

一个贝类展示橱窗引得众多观众驻足。这些贝
壳都被命名为“某某宝贝”，比如花纹看上去像个
小 酒 桶 的 叫 “ 酒 桶 宝 贝 ”， 像 片 片 雪 花 飘 落 的 叫

“初雪宝贝”，生动传神。在这里，记者听到了一对
父女的对话。女儿问：“爸爸，为什么这些贝壳都
叫宝贝呀？”爸爸说：“因为它们跟小朋友一样，特
别好看，特别可爱。”女儿说：“那它们也是爸爸妈
妈的宝贝吗？”爸爸说：“是的，它们是南海妈妈的
宝贝，我们都要爱护它。”

生物物种的丰富性和脆弱性并存，这一特点在
我国的南海海域体现得特别明显。南海水生生物展
展示了“漂浮游泳，追袭猎食”“守株待兔，固着
生长”“偶有移动，滤食吞食”“争斗依存，发光发
电”等八大板块的水生生物，包括鲸鲨、蝠鲼、玳
瑁等难得一见的生物标本，让观众对南海的生物多
样性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

上图 海南省三沙市七连

屿赵述岛因纪念明朝赵述奉命

出使三佛齐而得名，岛形状近圆

形，《更路簿》里称之为“船舰”。

左图 《更路簿》记载了渔

民们前往南海地区的多个航程

和航向。图为西南沙群岛渔业

更路图。

右图 赵述岛上生活的海南渔

民，绝大部分都来自潭门镇。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7月11日是中国第12个航

海日。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领土，我国在南海有着2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和主权、管辖权

实践，享有历史性权利，完全符

合国际法中有关历史性权利构

成的基本条件。

7 月 9 日，观众在南海水生生物展的大白鲨和长尾

鲨标本前参观。

观众在南海水生生物展的龟类标本前参观。

小朋友在南海水生生物展体验多媒体互动。

南海水生生物展上展览的珊瑚标本。

本报记者 张 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