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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庆端午，情迷疍家。
6 月 2 日的三亚大东海广

场，旌旗蔽日，首届疍家文化节在
此拉开帷幕。 敬畏大海， 献一柱
清香，煎一块马鲛鱼，唱一曲咸水
歌，神秘的疍家习俗在 24小时的
各项活动中，渐渐揭开神秘面纱。

这些旧时分布于珠江下游各
支系的水上居民、流动渔民，祖祖
辈辈浮家泛宅，与水为伴，长期与
风浪搏斗， 被人称为中国古代最
伟大的航海家，又因在海面漂泊，
又被称为海上的 “吉普赛人”，解
放初还差点成为中国第 57 个少
数民族。

古籍对疍家的零散记述不绝
如缕， 可稽的最早文字见诸唐初
著名诗人王勃路过广州时，在为
六榕塔撰写的碑记中提及：“方言
犹操蛮音， 以邑里犹杂蛋夷故
也。 ”史家之偏见不亚三姑六婆，
以致疍家人有历史而乏记载，纵
然冒出英才，亦遭重重埋没。

实际上， 疍家人是在南海北
岸水面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一
支“以舟为家，以渔为业”的族群，
他们生存于此的历史十分悠久，
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有曰：“疍
户，其种未详何出？ ”可见疍家人
存在时代久远，且难觅族源。

在工业革命的钢铁大潮下，
疍家人生存空间受到冲击，在已
廖剩无几的今日， 首届疍家文化
节似乎为我们追寻这些海上“吉
普赛人”，提供了良好契机与诸多
线索。

疍愿：
疍家人的海洋崇拜

6 月 2 日，待日上辰时，主持
人高呼，“吉时已到，锣阵、鼓阵
起。”瞬时，南海岸边鼓声雷动，惊
涛拍岸。 祭海仪式就在这震耳欲
聋的气势中开启，主祭人、陪祭人
与祭人进场，迎神上香，奠帛，叩
拜神仙，行三献之礼，再读祝文，
焚帛。

这便是疍家人极为重视的祭
海仪式，全过程庄严肃穆。 以祭海
为首届疍家文化节的开场大戏，
各主办单位可谓尽心竭力， 三亚
疍家文化协会会长詹长智认为，
疍家人对海洋的崇尚与敬畏，是
该群体的民群心理， 已扎根于每
位疍民心中，代代相传，成为疍家
文化的核心部分， 以此作为开篇
巨著，再合适不过。

众所周知，疍家人崇拜海洋，
在每年休渔期结束后， 便会集体
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而端午节
则是疍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古
疍家人相信龙王会在这一天显
圣。 烤猪、水果、糕点，祭品虽朴
实，却出处透露着虔诚厚重。 据

三亚疍家文化协会学术秘书长张
朔人介绍，在祭海仪式上，有个核
心人物叫“请公婆”，这是疍家人
对“附灵人”的称呼，神鬼可借此
肉身来传达意愿。

“祭海时，‘请公婆’负责主持
仪式，代表疍家人向神灵祈愿，求
海鬼不要作乱，海神保平安。 ”张
朔人说， 疍家人带去的祭品会倒
入海中，寓意孝敬龙王，分享他们
的丰收。

疍家人是虔诚的海洋崇拜
者。 “即使在祭祀祖先时，都要面
朝大海，将祭品如酒、水果、粉汤
等安放妥当，才可进行祭拜。 ”张
朔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 疍家人只
有在祭祀仪式结束后， 才能扬
帆出海。

疍食：
疍家人的海洋味道

疍家人在饮食上充分发挥了

情意与想象， 将民群的爽朗大度
呈现在那口盛菜的大锅里， 将自
由体现在餐桌礼仪上， 将诚信放
在客人的海产品上。

是否还记得 《舌尖上的中
国》， 南海渔船上的油煎马鲛鱼，
不仅有鲜嫩、酥香的口感，淡淡的
鱼腥味让人的味蕾体察广袤大海
之下，那跃动的鲜香？其实马鲛鱼
一直以来便是疍家人的传统美
食，靠海吃海，疍家人沿袭着古老
的海洋味道， 没有煎炒烹炸的繁
琐工艺， 原汁原味才是这些海上
游牧民族的生活滋味。

一灶、一壶开水，再将刚捞上
岸的海鱼、海虾洗净放入水中，加
些盐、姜，辅以蒜、酱油，这就是疍
家人的一日三餐。詹长智说，疍家
人是闻出来的， 因为这种独特的
海上饮食味道， 在中国乃至世界
鲜有。

疍家人用鱼在市场上交换粮
食， 清人屈大均家住在茭塘，“茭
塘之地濒海，凡朝虚夕市，贩夫贩

妇，各以其所捕海鲜连筐而至。疍
家人之所有，则以米易”。

疍家人的饭菜又是纷繁的。
节日里， 女人们会约在一起做些
特色小吃，糯米团子、海鲜烧烤、
月子姜等， 婚丧嫁娶之时更是疍
家人饮食习俗汇粹之时。燕窝、鱼
翅、鲈皮、鲍鱼、海参等，可谓明星
璀璨。

疍家人长寿， 这在南海之滨
已成共识。 据统计，三亚水居巷，
80 岁以上的疍民老人便有 15
人。据詹长智介绍，三亚疍家人的
食补观念很强， 这便是他们的长
寿秘诀之一。舟舶波澜之上，战风
斗浪，寒气和潮气所至，人体易生
风湿等病。

海马、海参、海蛇、海虾等海
珍凝汇，配以酒水，祛风除湿的海
珍酒就这样诞生。詹长智说，海珍
酒有壮腰补肾、强身健体的功效，
就像山参鹿茸之于北国， 是千余
年来的食药珍宝。

疍歌：
疍家人的渔歌唱晚

“疍家渔歌，唱响海角”，6 月
2 日晚 ， 三亚首届疍家文化
节———疍家文化艺术晚会在年夜
东海广场举行。一曲咸水歌，豪放
不拘、柔美悠扬，渔家风情萦绕，
引来千百市民、游客驻足。

咸水歌，也称疍歌，是对疍家
人民歌的一种称呼。 疍歌和众多
民歌一样，源于个体的生命体验，
他是疍民的生活特写， 也是一个
文化符号。 无论是亲情、友情、爱
情，还是喜、怒、哀、乐的内心之
情， 疍歌都能表达疍民的生活情
感。 张朔人介绍说，就海南的疍歌
题材与内容和演唱地点看， 是在
喜庆活动中以歌道喜， 亲朋聚会
中以歌助兴， 男女恋爱中以歌传
情，劳作休闲中以歌娱乐。

疍歌是疍民的符号。
6月 2日晚，两名陵水黎族自

治县新村镇的疍民歌手郭世荣亮
相疍家文化艺术晚会，在台后，他
告诉记者，他们祖辈在海上行船，
遇见陌生人会唱歌和对方打招
呼， 同时用唱歌来判断对方和自
己族群关系的远近， 若能形成对
唱， 则会拉近二者感情认知上的
距离。

张朔人认为，任何文化都有
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疍歌
之所以能够世代流传， 他所具
有的社会功能远非娱乐、 交际
所能概括，从文化、社会、经济、
宗教、 民俗、 地理等多方面来
看，海南疍歌既具有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和感染
力， 同时也能体现海洋文化或
“水文化”的特点。

祭海、美食、渔歌———

海上牧民
疍家风情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张靖超

三亚的港湾是疍民的聚居地之
一，他们迁徙的足迹、生活的轨迹，对
当地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

疍民迁徙分布对三亚地区经济文
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千百年来，疍家渔民致力开
发海洋资源的生产与经营， 改善三亚
（崖州）地区的产业结构，促使当地经
济要素协同增长。

明朝正德七年(1512年)，官府统计
的崖州疍家户口人口皆居疍民在全岛
各州县分布之最。随着崖州地区土地开
发从宁远河流域，扩展到望楼河、三亚
河、 藤桥河等出海口周边的沙荒地，吸
引各路移民纷纷来到港口附近的岭坡
沙园垦种并落户定居，沿海地区农村经
济景气上升。在崖州经济后来居上的背
景下，疍民跟随季节汛期来回迁徙捕捞
海产的渔业生产经营活动， 从海口、临
高、儋州和文昌、陵水等地的港湾河口，
重点转移到望楼港、保平港、三亚港、榆
林（红沙）港、藤桥港等崖州沿海一带，
因此聚集崖州沿海的疍民户口人数不
断增加。自明清以来，疍民浮家泛宅、勤
劳经营的渔业生产与海产品加工营销，
改变崖州（三亚）地区居民靠山食山、种
禾种薯的产业结构， 促使当地渔业、农
业、盐业、商贸、交通、赋税等经济要素
协同增长。

其二，清末至民国时期，流徙定居
在崖州三亚港、榆林港的疍民，常年日
以继夜的耕海劳作和鱼货交易， 促使
三亚市区的渔港码头、店铺街市、渡船
货运形成和发展。 三亚港区从早期的
疍家棚、水居巷、小渔村变成三亚市兴
旺的商业中心，疍家渔民功不可没。

其三，清代以来，疍民在长期与海
洋鱼类的反复较量中， 通过对各种鱼
类生长特点、迴游习性、潮汐变化的观
察体验， 开创一系列适应崖州海域及
南海渔场的捕捞技术， 因而疍民渔船
的鱼获产量时常超过同在海区作业的
其他渔船。 随着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提
高，疍民造大船、织新网、添钓具，加强
深海作业， 不断提升开发南海渔业资
源的能力。

许崇灏在 1947年出版《琼崖志略》
一书中对崖县渔业有如下评介：“崖县
是鱼产最著名的地方， 其次是陵水、乐
会、万宁。 ……崖县所产之鱼，非特多
量，而且肉质又美，在市面的地位，常冠
在别处之上， 像贵重的鱼翅、 鲍鱼、鱿
鱼，都是崖县的特产。每年出口数，至少
在五六百万担。 ”可见在民国时期崖县
的渔业已独占鳌头。

开放改革以来， 三亚疍民转变渔
业生产经营方式， 开展渔排养殖业和
海鲜加工服务业。

其四，历久弥新的疍民文化彰显崖
州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其别具特色的文
化原生态，为三亚市文化资源的保护利
用提供新思路，为新时期三亚市发展文
化产业和开发旅游产品提供新视角、新
业态。

疍民自古以来浮生江海， 居于舟
船，生产生活方式独特，文化特征鲜明。

笔者不揣冒昧，建议重点保护三亚
港区南边海岸线疍民“浮脚室”周围的
生态环境和原生态文化，充分利用疍民
传统文化的元素如：疍家艇、疍家棚（浮
脚室）、撒网钓魚、咸水歌谣、嫁娶婚俗、
舌尖美食、衣着服饰等等，开发成为疍
民文化体验项目，多层面、多形式展现
疍民传统文化，既提升社区居民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又使游客从海
南文化多样性中亲身体验三亚文化的
海洋特色。

文 \本刊特约撰稿 陈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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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陵水新村镇新村港海湾，带
有浓郁疍家风情的渔排成行成列，
连绵与海天相接，形成海上的浮动
村庄。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