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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文化：
感受耕海人劳作习俗

四面环海的海南， 岛上临海而
居的人们很多以捕鱼为生。 而他们
中的很多人， 自古以来就有闯深海
的传统。 这个过程中，便逐渐形成深
厚的海洋文化。

在海南的渔业重镇潭门， 这里
的南海文化尤为浓郁。这里是“南海
航道更路经”、“祭兄弟公出海仪
式”和“鲤鱼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发祥地。

世代深耕南海的潭门渔民在漫
长的航海历史中， 依靠经验绘制了
一本祖辈相传的航海 “秘本”———
南海航道更路经，也称更路簿。 它是
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图。 而图中记
载的航海路线， 航行要领， 气象水
流， 更不知是多少渔民用鲜血换来
的“生命航线”。 更路簿的流传，也
为证明西沙和南沙群岛属中国领土
领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火山文化：
欣赏火山人生活智慧
现今绿树葱郁的海南岛， 其实

很大一部分地区曾经火山频发、熔
岩流淌、寸草不生。 其中，海南岛北
部地区有火山 100 余座， 它们主要
分布于海口（琼山）、文昌、琼海、定
安、澄迈、临高、儋州等 7 个市县以
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熔岩覆盖面积
达 4000余平方公里。琼北火山群也
是我国最著名休眠火山群之一。

漫长的岁月里，在 1000 多平方
公里的琼北火山地区， 火山人与石
头相依相伴，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石
头的围困和赐予中， 火山人创造了
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独特的精神
世界，形成了这里特有的火山文化。

火山文化中， 最令人叹为观止
的是当地人对石头的运用。 走进火
山地区的村庄， 如同走进石头的世
界。 村门、村墙、村道、民居、水井，庙
宇、雕像、牌坊、碑刻……石头在火
山人的手中， 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
材料。 琼北火山地带的房屋，大部分
用石头垒砌而成， 这些隐于绿树之
中的民房，有着一种粗狂的美，同时
又充满生活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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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游人分享另一个人文海南
蓝天、 大海、沙

滩、椰树……也许在
大多数人的脑海中，
这就是海南的全部。
然而， 海南拥有的，
并非只有这些。

贬官文化、黎苗
文化、华侨文化……
在这个海岛上，还承
载着丰富而辉煌的
文化。 随着旅游业的
转型升级，这些文化
元素逐渐被挖掘，并
赋予旅游业新的生
命力，给游客的海岛
之旅增添新的体验。

贬官文化：
缅怀古时文人政客

由于远离大陆，被浩瀚烟波所包
围的海南岛，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贬谪
之地，流放之地，古人有“一去一万
里， 千之千不还”、“鸟飞犹需半年
程”之叹。

隋唐以后，海南开始成为中央王
朝贬谪官员的流放地。 据统计，古代
被流放到海南的官员近 200 人，其中
不乏苏轼、李德裕、韦执谊、李纲等中
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无论是失势的政客还是落魄的
文人，淳朴的海南都以大海般宽广的
心胸接纳着他们。 而这些贬官们也在
海南留下了不少文化遗存，并对古时
海南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
影响，也因此形成了海南独具特色的
贬官文化。 为了纪念他们，海岛上的
人们建设了不少文化场所。

一提起三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那两块镌刻着“天涯”和“海角”的
巨石。 也许正是因为这里已是古人以
为的天之涯海之角，成为海南贬官文
化较为集中的体现。 从隋到明，被贬
到海南的贤相、名臣、学士有 15 人之
多， 其中有 10 人就居住在三亚崖城
镇的水南村，至今村中仍有多位被贬
名相、大臣、学士的后人居住。 因他们
的先人来自不同地方，所以不同姓氏
的民居建筑风格各异。

而在所有被贬人士中，对海南的
历史进程、风俗习惯影响最大、最有
成就的无疑是当年被贬至昌化（今儋
州市中和镇）的苏轼。 苏东坡对当地
人们的语言、教育、医疗、劳作习惯、
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黎苗文化：
品味少数民族风情

说起海南的本土文化， 就一定绕
不开黎苗文化， 它是海南本土文化极
具特色的符号。 黎族人民是海南岛最
早的开发者和定居者， 早在 3000 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就聚居于此。 而苗族
则是海南的第二大少数民族， 移居至
海南岛也有 400 多年的历史。 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 由于其生存环境的相
对封闭，黎族、苗族人民创造了独特而
灿烂的民族文化。 他们的传说、风俗、
歌舞、饮食、服饰、建筑、宗教等等，都
成为海南岛的文化瑰宝。 随着时代的
变迁， 虽然有一些黎苗文化已经出现
了汉化的现象， 但很多仍保持着其特
有的原生态。

黎苗文化中， 最令人们印象深刻
的，就是他们那些美丽的服饰。 在海南
很多黎族、苗族聚居的市县，都对黎族、
苗族的纺织技艺进行大力的保护和宣
传。

其中, 黎族传统的纺染织绣技艺
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
种由黎族妇女创造的纺织技艺，集纺、
染、织、绣于一体。而黎锦的图案，则是
了解丰富多彩的黎族文化最为直观的
途径。黎锦图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主
要是妇女服饰上的各种花纹图案，以
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生产工具纹
以及三角形、 菱形等多种几何图形的
纹样居多。另一类是刺绣在龙被、织锦
壁挂、 织锦挂包和各种装饰物上的图
案，以人形纹、龙纹、凤纹、鹿纹、青蛙
纹、树木花草、雷电日月水火等吉祥物
居多。

虽然黎族、苗族的纺织技艺一度出
现传承断层的危险， 但在政府的扶持
下， 又有很多当地妇女重拾这项技能，
并出售纺织工艺品发家致富。

侨乡文化：
感触异国和本土文化的碰撞

海南四面环海，正是有了海路的便
利，海南人自古就漂洋过海，到其他国
家谋生。 而他们所到达的国家，大多都
分布于东南亚，海南人称之为“南洋”。
那些后来归国探亲的华侨们，将南洋文
化带回自己的故乡。 本土文化和南洋
文化的碰撞，在海南这个海岛上衍生出
了独特的华侨文化。

华侨归乡，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往往
就是建房。因此，这些由华侨们出资打造
的建筑， 是海外文化在海南落地最有力
的印证。骑楼就是其中的典型。海口的骑
楼老街，曾经是海口商贸繁荣的见证，这
些建筑具有独特的欧亚风格。 而在文昌
铺前， 这里的骑楼则深受南洋骑楼风格
的影响。 在老照片中，人们还能找到琼海
嘉积新民街、 三亚崖城骑楼等当时盛大
的规模，但如今都已几近消失。

除了多作为商业用途的骑楼外，在
海南的文昌、琼海等地乡间，还散落着
诸多当年的豪宅大院。 这些建筑多融
汇了当地民居和南洋建筑的特色，在当
时的年代，算得上是让人叹为观止的盛
景。

南洋的印记，也深深烙在了海南人
的饮食之中。1940年代开始，东南亚的
归侨们， 不但把喝咖啡的传统和制作、
冲泡咖啡的手艺带到海南兴隆和福山，
还生产出后来声名远扬的兴隆咖啡和
福山咖啡。 在其他大城市还将咖啡当
成高档奢侈品的时候，海南人早已将咖
啡视为最为普通的日常饮品，他们亲切
地将这种口味独特的咖啡称为 “歌碧
黑”。 除了饮品，海南的酥皮包、椰香
饼、水晶糕等很多糕点也带着浓郁的南
洋味道。 在海南，满街可寻的老爸茶店
则是南洋饮食文化和休闲文化在海南
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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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经济圈论坛与琼北旅游合作工作办公室主任于济东：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没有文化，旅游就没有内涵、没有生命力。 琼州文化十分丰富，

是极具特色的。 海南有自己独特的本岛特色文化，比如说以黎锦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还比如说有建设以海南
文明生态村为代表的生态文化， 比如说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 还有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这些都丰满了海南旅游诸多的文化元素，构成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目前，我省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不够
紧密，许多文化资源没有通过包装策划成为文化魅力、成为旅游商品，很多旅游产品也没有体现出深刻的海
南特色文化内涵。 因此，要充分挖掘海南独特的红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海洋文化和
现代时尚文化，大力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与旅游业形成良性互动。 (符王润)

荩贬官文化到访地：
海口五公祠： 位于海口的五公

祠， 是为了纪念唐宋时期贬谪到海
南的五位著名历史人物： 唐朝名相
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李光、赵鼎、
名臣胡诠。 这组建于清朝的古建筑
群蕴藏着深厚历史底蕴。

儋州东坡书院：位于儋州市中和
镇、修建于北宋的东坡书院是为纪念
被流放至此的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而
修建的， 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也是海南重要的人文胜迹之一。

荩黎苗文化到访地：
槟榔谷： 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的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
区，是海南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槟榔
谷位于甘什岭自然保护区内， 两边
森林茂密， 中间是一条连绵数公里
的槟榔谷地，故称槟榔谷。景区由原
甘什黎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村、雨林
苗寨狩猎文化区等组成， 是海南省
民族文化“活体”博物馆。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位于五指
山市的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是海南目
前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这座具有民
族特色的四合院式建筑，雕梁画栋、
飞檐翘角、 古朴壮观。 馆内辟有 6
个主展厅和 2 个机动展厅以及民族
工艺商场和工作室，互配成套。各展
厅分别展出各种文物、 民族民俗物
品、历史图片和资料，反映了从新石
器时期起的各个历史阶段黎族、苗
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
情，以及他们同汉族、回族人民共同
发展、建设海南的历史。

荩侨乡文化到访地：
文昌市： 海南著名的侨乡之一。

会文十八行村、铺前胜利老街、会文
铺前林家宅、头苑符家宅、锦山潘家
宅、翁田张家宅等华侨大屋。

琼海中原镇： 在外华侨就有 6
万，华侨遍布全球 28 个国家，是海
南除了文昌外华侨最多的侨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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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保亭槟榔谷景区体验黎
苗文化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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