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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下午， 在研讨会的
茶歇时间， 司徒先生接受了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当天，他身着浅色
西裤、浅蓝色的衬衣，像以往一样
喜欢和年轻人交流， 并且知无不
言。

谈起他的海南情缘以及海南
疍民文化，这位 71 岁的老学者难
掩兴奋，话匣子也随之打开。

30年海南情缘

司徒先生虽是广东阳江人，
长期在广东工作，却是一个“海南
通”，如果不是一口略带粤西口音
的普通话， 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就
是地道的海南人。 在与记者的交
谈中，他反复提到海南民国乡贤、
最早关注疍民并作出开创性研究
贡献的文昌人陈序经， 也多次强
调如今海南率先成立疍家文化协
会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

他说， 疍民是海洋文化的活
化石，无论从哪个层面，海南疍民
都显得特别珍贵， 需要一种抢救
性的研究， 如今很多研究都可以
以最具海洋特征的海南疍民为对
象，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司徒先生对地理科学有着执
着的追求， 从长白山天池到云南
边陲，从桑干河畔到南国海岛，15
个省区都有他的足迹， 经常在烈
日风雪中进行艰苦的野外考察。
他的博士论文 《海南岛历史上土
地开发研究》 就是他在大量海南
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 在这
篇博士论文写作期间， 他对海南
岛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翻阅了几
乎所有相关的资料， 还多次深入
五指山区调查黎族苗族的历史文
化。

司徒先生为海南文化辛勤耕
耘多年，著述甚丰，著有《海南岛
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海南开
发》、《简明中国地理学史》、《广东
文化地理》、《广东历史地图集》等
与海南历史、 地理联系紧密的著
作，为国内外历史地理、文化地理
学者提供学术支持。

“第一次来海南岛是在 1984
年，当时是为了写博士论文《海南
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 一文与
香港大学的同行一道来海南进行
田野调查， 这篇论文中对疍民也
有提及， 但当时没有进行更加深
入的研究。 ”司徒先生说，在后来
的著作里， 他对疍民也有陆续记
载，“《广东文化地理》中，记录了
疍民的风俗习惯和歌谣， 但我觉
得这些仍远远不够， 疍民文化宝
库中可以挖掘的宝藏还有很多。 ”

司徒先生早年还曾参与海南
城镇规划、 海南历史文化名城编
写、 海南地方志编写以及图书出

版、 南海诸岛历史开发研究等工
作， 他笑言， 他与海南结缘整整
30 年了， 早已深陷海南历史文
化，难以割舍，不能自拔。

换个角度看疍民文化

司徒先生说，自上世纪 30 年
代后， 疍民渐渐成为中外学者研
究的热门对象。 研究内容包括疍
民历史、经济、文化、分布等，成果
丰硕， 但近些年疍民研究没有突
破和创新。 “即使最近一次 2012
年在广东中山召开疍民文化学术
研讨会，涉及领域仍是疍民源流、
历史演变、经济生活、社会结构、
信仰、风俗、歌谣、旅游开发等，一
如过去那样， 未见明显的学术创
新，这个古老的族群研究，处于停
滞状态。 ”他建议，运用地方认同
和文化认同的研究方式， 可以为
疍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
角。

近年， 新文化地理学在我国
兴起， 其中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
成为热门话题， 它研究人对地方
综合性情感，对地方依恋、认同；
而地方认同实质又是文化认同。
这两者又与人对地方认知、情感、
意向有密切关系， 不仅在学术上
有重要意义， 而且在建立人与地
方、 环境的和谐关系上有重要应
用价值。

相对于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
有感应关系、地理环境对人类文
明有决定作用等传统文化地理
内容， 新文化地理更关注我们
所处的“生活”。 司徒先生进一
步说明， 新文化地理更关注不
同的价值观如何产生了不同的
文化景观， 然后这些景观如何
又对人产生影响；文化与政治、
经济、 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其与
空间的关系；性（别）、低收入群
体的空间；等等。

“新文化地理更热衷于探寻

环境背后的‘意义’，以橡胶林为
例， 文化地理学家要揭示橡胶林
的表象后面蕴藏着什么样的人
性、人情以及精神风貌。 ”换句话
说，新文化地理学，旨在探讨各地
区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人
们对景观的开发利用和影响，人
类文化在改变生态环境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 以及该地区区域特性
的文化继承性， 也就是研究人类
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除此之外，
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文化
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文化的产生
与发展， 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
的关系。

“江海社会”：
疍家的文化认同
江海生态环境， 辗转流离的

活动方式， 使疍民不可能像陆上
农耕族群那样固定在一个地方，
他们以活动地域来维系群体关
系， 这就是司徒先生反复提到的

疍民的“江海社会”。
在研究中，司徒尚纪注意到，

这支庞大的“江海社会”，其活动
离不开固定的河段， 疍民是以地
域观念来维系群体、组织社会，故
语言、风俗基本保持原来状态，很
少受到陆上居民影响。 疍民这种
对原居地的依恋、怀旧，经常存在
于他们潜意识中， 产生地方与人
之间的情感的链接， 也是记忆中
的地方和感觉， 经历长时间不消
失，是一种强烈的地方认同。

“就像当下离开乡村，进入城
市的打工族，虽然条件改变，但他
们仍念念不忘老家， 并不认同城
市，仅把城市作为谋生赚钱之地，
一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就会回
去。 ”司徒先生举例说明，对故乡
的依恋、对城市的陌生，不能不归
结于地方认同的持续而长久的作
用力。 这就不难理解无论疍民漂
流到何方， 他们原来生活的那片
水域永远不会消失， 牢牢地留在
他们心中。

“说到底，疍民能结合成江海
社会， 深层根源还在于他们的文
化认同。 ”这种认同即自我认同，
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形成的文化特
性，包括文化认同、族群认同、血
缘认同、地籍认同等的重迭、整合
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综合
体。司徒先生认为，有赖于这种文
化认同，疍民形成自己归属感、文
化凝聚力，支持、保护族群生存，
在强大外力包围、 压迫下作出应
对调适，繁衍至今。

“目前疍民地方认同和文化
认同研究不多，成果很少，希望作
为疍民研究的一个方向。 ”司徒先
生说， 希望能有学者打破当前研
究的沉闷空气，开辟新领域。

被誉为“为珠江立传第一人”的司徒尚纪，不仅是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文化研
究会的执行会长，更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地理学博士。

近日，司徒尚纪来到三亚，参加首届三亚疍家文化节，在疍家文化节的疍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他提交的会议
论文《疍民研究新视角：地方认同与文化认同》，对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认为新文化地理学中地方认
同和文化认同可给疍民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 司徒尚纪的观点引起了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

司徒尚纪：

深陷海南历史文化难割舍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林容宇

司徒尚纪在首届疍家文化
节学术研讨会上。 武威 摄

首
届
疍
家
文
化
节
疍
家
主
题
晚
会
上
的
歌
舞

节
目
︽
赛
龙
舟
︾。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武
威
摄

疍民曾经用过的公仔艇。
王叶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