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解读
水下考古专家赵嘉斌解读西沙2015年水下考古意义：

印证古代海上丝路的海南地位

2015年4月13日 星期一A03 值班主任：程旺 主编：朱和春 美编：陈海冰综合海南新闻

■■■■■ ■■■■■ ■■■■■

西沙2015年水下考古正式启航一版延伸·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杜颖
实习生 陈林

今天下午，西沙2015年度水下考古
工作正式启动，“中国考古01”号也将由
此迎来它的南海首航。

这艘总长57.91米，型宽10.8米的考
古工作船，在不远处总长122.3米，型宽
21米的“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的对比下，
显得有些“秀气”。但是，只要踏上它的甲
板，就知道什么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据船长况成铸介绍，“中国考古01”
号内部不仅有11间供考古工作者和船员
住宿的房间，还设有潜水工作室、考古仪
器设备间、出土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区域。

曾几何时，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只
能依靠租赁渔船出海作业，常常十数人
挤在一条小船上，一遇下雨舱里舱外便
一片汪洋……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专
业的随船设备，考古工作者和出水文物
的安全根本无法保障。

“如今不同了，有了空气隔离舱，我们
可以更好地存放刚刚出水的文物，避免其

受到氧化等损伤；有了潜水减压舱，考古
队员就能从容地下水、出水，有效缓解水
下压力造成的血压舒张。”指着船上的专
业设备，况成铸如数家珍，“有了折臂吊和
A字吊，我们可以打捞体积更大、重量更
重的文物；有了多波束声呐、磁力仪等目
前世界先进的探测设备，我们可以更为精
准地探测水下遗址和沉船文物。”

“中国考古01”号船体第四层的驾
驶舱不仅具有360度的开阔视野，而且
实现了全部数字化、自动化操作。领先
世界水平的舵桨系统，在任何情况下船
体都可以短时间内调整行进方向，确保
航行及考古工作的安全顺利进行。“别看

‘中国考古01’号满载吃水仅2.883米，满
载排水量仅980吨，但可以抵御8级风浪。
而在5至6级风浪中，考古工作者可以很好
地完成任务。”况成铸说。

谈到首次进行远海作业，况成铸对
船只和船员充满信心，“船只安全系数
高，船员业务能力强，只要在中国的领
海上，走得再远我们心里也有底！”

（本报文城4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杜颖 陈蔚林
实习生 陈林

再一次见到赵嘉斌时，他正在考古
队辅助船甲板层自己的房间里做着出
发前的最后筹备。

8年前，赵嘉斌曾全程参与西沙华
光礁一号沉船打捞工作。今天，他再度
以队长的身份出现在2015年度西沙水
下考古队队员名单之列，无疑为此次沉
船发掘带来了更大信心。

作为我国水下考古研究的权威专
家，对于此次发掘，赵嘉斌有着清晰的
思路：“两处遗址点均为清代中期福船，

此次发掘对象主要为石质建筑构件。
与华光礁一号沉船打捞有所不同的是，
目前没有发现保存下来的木质船，所以
打捞只涉及水下遗物，这与该海域礁盘
环境构造有很大关系。分析认为，木质
船板在漫长历史中很可能已被分解，因
此保存下来的仅有石雕石像等。”

因为发掘对象均为石质构件，是不
是意味着跟过去华光礁沉船打捞的瓷
器、铁器相比，操作难度降低了呢？赵
嘉斌反而认为打捞的难点恰恰因为它
是石器。

“经过初测，此次石质构件多为石
像石雕石刻，初步判断是中国船舶运往

东南亚地区用于祠堂、庙宇等建设所
用，每一个构件都有数百斤重，因为处
于礁盘水深很浅的位置，没有机械可以
起吊，所以多数情况下要采用人工方式
打捞，而潜水队员本身又吸氧、负重，操
作难度非常大。”

赵嘉斌认为，大型石质构件出现在
清代沉船的船货之中，说明这一时期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华人
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居住，形成了相对
固定的文化传统和宗教形式，他们需要
从中国本土引入构件到东南亚。

“西沙群岛2015年度考古工作具有
几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是在南海水下沉

船打捞对象中一种延续性得以体现，过
去我们关注的水下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
宋元时期，那么今明两年的研究重点放
在了明清；二是国家考古目光也渐渐开
始关注海南岛，过去研究中，船只建造也
好，船体本身也好，多是福船和广船，打
捞的瓷器中最多的是来自福建、广东和
江西景德镇，而伴随着西沙群岛2015年
考古工作的展开，视角逐步推移，也把海
南岛本岛和四周海域作为研究重点。”

赵嘉斌认为，2015年度西沙考古的
重大意义还在于，近年来海南岛陆续发
掘了一些新遗址点，通过与西沙海域打
捞构件进行对比，倒推海南岛本岛的产

品中的一部分也曾经用于海上贸易和
交换，这表明，海南岛或许在古代并不
仅仅是北方船舶的补给点，也可能是船
舶货物的补充地，进而推测海南岛在海
上丝绸之路上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更为
紧密的关联，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无疑，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古代船
舶面向外海的补给中，最后一次补给地
一定是在海南岛四周，对于这一论证已
呈现出很多线索，都有待在今年的考古
中加以验证，对于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
路存在的意义和位置，通过此次考古，
都将有新的解读。”赵嘉斌说。

（本报文城4月12日电）

体验中国首艘水下考古工作船——“中国考古01”号

配备尖端仪器 探寻历史纵深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
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中国考古01”号停靠在文昌清澜码头。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侯小
健）4月11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常务副省长毛超峰率有关部门负责人
检查了铺前大桥、博鳌机场等一批重点
交通项目。毛超峰强调，各有关部门、
各市县要凝心聚力，落实责任，以一刻
也不耽误的精神，加快推进交通重点项
目建设，助力海南社会经济发展。

细雨霏霏，凉风扑面。毛超峰一行
轻车简从，冒雨检查了屯琼高速公路等

一批在建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了解项
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实地研究相
关对策，列出解决问题清单。

今年3月6日开工的铺前大桥是我
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独立跨海桥梁工
程，目前，铺前大桥主航道清淤施工正紧
锣密鼓进行。毛超峰一行乘船现场察看
了铺前大桥桥址及海上施工情况，了解
施工中遇到的问题。毛超峰说，铺前大
桥建设对完善区域公路网络，助力琼北

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海口、文昌市政
府要加快征地拆迁和海上渔排搬迁，为
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施工，全长46公
里的屯昌至琼中高速公路建设已接近尾
声，开通在即。毛超峰说，屯琼高速是海
南“田”字型高速公路路网主骨架的重要
组成部分，要保质保量按期完工。同时，
要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突出服务功
能，将其打造成生态路、观光路、富民路。

11日傍晚，毛超峰一行冒雨察看了
正加紧施工的博鳌机场施工现场，详细了
解施工遇到的问题。毛超峰说，博鳌机场
作为服务博鳌亚洲论坛的重点项目，其建
设意义非同一般，琼海市政府及施工方
要创新思路，倒排工期，加快推进，确保
明年底建成运营。同时，要求交通部门
加快博鳌机场进出口路等项目建设。

毛超峰还检查了海口港新海港区、
东西环高铁海口联络线等重点项目。

铺前大桥等重点交通项目进展顺利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黎大辉
通讯员 朱德权 王丽娟

“打起竹杆哎敲起鼓，欢迎你到槟
榔谷……”近日，记者跟随来自海口、三
亚等地的驴友团，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什运乡光一村时，旋律优美的原生
态黎族歌曲《欢迎你到槟榔谷》，以淳朴
浓郁的民族风情，拂去游客身心的疲
惫。记者看到，唱歌的是一位个子不
高，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他就是琼中
民间舞编导和民间歌手、《黎族婚俗》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进明。

王进明创编的《拾螺歌》《摇蓝曲》
《弄闰歌》等15首歌曲，每年都唱响琼
中“三月三”节庆舞台，唱醉游客的

心。他说：“要创作更多的优美歌舞，
传承黎苗文化，服务更多游客。”

从原生态歌舞吸收音乐养分

“我平时不管干多累的农活，只要
唱一两首歌，浑身就轻松了。”王进明
从小受黎族歌舞的熏陶：家中来了客
人，父母会在客人面前对酒当歌；碰上
村里哪户人家婚嫁、入宅、祝寿或添丁
等喜事，人们会载歌载舞庆贺。原生
态优美的歌曲打动了王进明的心，村
里或是邻村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只
要有歌舞表演的，他都是积极参加。

王进明只有初中文凭，没有学过音
乐，缺乏专业知识，他从原生态的黎族

歌舞吸收音乐养分。他自己掏钱跟乡
村有名的黎族歌舞传承人如王妚大等
人学习，到五指山市毛阳镇等地采风。

不遗余力传承黎苗歌舞

执着和辛勤使王进明登上梦想的
舞台。从起初参加镇、村的各种演出，
到后来参加县里举办的民歌表演和

“三月三”节庆舞台，最终代表海南省
走到全国性的大舞台，王进明一路斩
获了诸多奖项，而他更是不遗余力传
承黎苗歌舞。2001年番道村建设生态
文明村需要建一支文艺队伍，近两年
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到番道村教村民
黎苗歌舞。现在，番道村文艺队的黎

苗歌舞是游客最喜爱的乡村游节目。
因为在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贡献

突出，2012年，琼中授予王进明为《黎
族婚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代
表性传承人。这是一种荣誉，但更是
一种责任。他更加忙碌了，每年县里
举办文艺汇演前，他都要到什寒村、共
建村、番响村、加林村、便文村等，一个
村接一个村地传承黎苗歌舞。

最近王进明到湾岭镇、黎母山镇
等地的学校传承黎苗歌舞。“民族文化
传承和保护，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
从小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将来才能
把黎苗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在谈及如
何传承和保护“非遗”时，他说出心中
的想法。 （本报营根4月12日电）

琼中“非遗”传承人王进明走村串户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黎苗歌舞舞动山乡唱醉游客

受贿505万元
216万元来源不明
昌江教育局原局长符军一审获刑13年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今天从
省高院获悉，近日，海南二中院对昌江黎族自治县教
育局原局长符军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处符军有期徒刑13年。

符军，男，1960年1月出生，大学文化，海南
省文昌市人，被捕前任昌江县教育局局长。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4年11月以受贿
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其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2011年至2014年，符军利用担
任昌江县教育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在管理昌江县教
育系统的基建工程建设、教育设备采购、幼儿园食堂
承包、中小学校服定制等事项过程中，为海南某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企业以及方某某等20人
承接业务和获取工程项目款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
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505万元。

符军到案后主动上缴721万元，该款不含其
合法收入31万元。扣除受贿犯罪所得505万元
外，符军对216万元的差额不能说明来源。

海南省二中院认为，符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
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符军的财产明
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其行为又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符军一人犯
数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符军自动投案，并如实
供述犯罪行为，构成自首情节；符军到案后全部退
还赃款，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予以从轻处罚。

近日，海南二中院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符军有期徒刑13年。赃款
721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见习记者梁宇晨 记者邓
海宁）“本次整治中的最大问题是公交车进站不规
范问题。”4月9日上午，在万绿园站点，海口市交通
运输港航综合执法支队一位执法员向记者介绍说。

为进一步规范海口市公交车运营秩序，提高
公交行业服务质量，海口市交通运输港航管理局
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活动。本次查处的
重点有：各类违规行为，包括公交车不规范经营、各
类车辆占用公交站点；公交候车亭设置不合理、维
护更新不到位问题；企业和司机的队伍建设问题。

此外，根据市民所反映的公交车不报站、站外
上落客、乱停放、急刹车、发班间隔过长等问题，海
口市交通港航局成立专项调查组，对多条公交线
路开展专项调查取证后，对违规经营线路所属企
业海口市公交集团、六龙观光巴士有限公司、瑞华
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宏益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进行了通报批评。

据了解，下一步，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将通过编
制公交线网专项规划，优化调整现有公交线网，不
断投入大容量公交、智能公交等。

海口开展公交专项运营整治

重点整治公交不规范进站

为迎接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
月三”，保亭民间八音队正在加紧
训练。

记者4月12日从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文体局获悉，今年保亭从简办
节，倡导节俭之风，“三月三”活动缩
短为一天，但活动简约而不简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突出原生态和民
俗风情。“三月三”当天上午，举行民
族传统体育竞技、黎族苗族织锦纺染
织绣比赛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
晚上上演“三月三”大型民族歌舞。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影报道

◀上接A01版
与此同时，海口制定出台了《海口市违法建筑

分类处置办法》，对以获取补偿和非法牟利为目的
而建设的违法建筑坚决予以拆除；对村民满足居
住需要和为保障生活来源且符合一户一宅原则的
建筑予以暂缓拆除，进行分类处置。2014年 9
月，分类处置工作在主城区范围全面铺开。截至
今年3月，各区分类处置工作已完成前期宣传动
员和调查摸底工作，正在逐步开展入户登记工作，
目前已完成约80%。

统计数据显示，海口市自2013年9月正式启
动“城市管理年”活动以来，累计拆除各类违法建
筑344万余平方米，其中，2015年1月以来拆除违
建392宗、14.7万平方米，采用割钢筋、回填地基
等方式控制新增违建383宗、7.9万平方米。

违建时刻盯 拆违保民生

中国国旅总社考察团
赴呀诺达景区踩线

本报保城4月 12日电（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曾小穆）今天，中国国际旅行
社总社产品设计考察团，赴呀诺达雨林
文化旅游区体验考察景区热带雨林旅
游线路。

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考察
团直入呀诺达热带雨林腹地，考察
了解景区原始雨林的独特性与游览
路线观览价值。在景区内导的陪同
解说过程中，考察团成员们对热带
雨林的珍奇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对在小范围同区域内就能尽览
热带雨林六大奇观啧啧称奇。经过
考察景区雨林谷的自然环境和雨林
独特的自然风光，考察团成员们表
示，呀诺达景区是非常值得对外推
介的旅游景区。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作为浓缩海南
五大热带雨林精品的国家5A级景区，
呀诺达以原生态的热带雨林景观，独具
特色的景区文化和完善的导览资料，以
及悠闲的游览方式，受到各大旅行社和
考察团的青睐。

据悉，此次考察团受海南省旅游委
邀请，对海南各特色景点和精品酒店进
行考察踩线，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开发和
设计针对我省主要客源市场的旅游产
品，进一步打造国际旅游岛中的国际化
精品旅游路线，提升海南旅游产品在国
际旅游市场的知名度。

无证经营存安全隐患

海口查处违规“小餐桌”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林军）近日，海口市琼山区食药监局联合工商、公
安、消防等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对琼山一小周边学
校食品安全进行联合执法，查处两家无证经营学
生“小餐桌”。

在琼山一小新校区附近，20多个孩子在不到
80平方米的套间里，吃住混在一起。这里既无工
商营业执照也无餐饮服务许可证，卫生条件简陋，
没有消毒等设施，从业人员无健康证明。执法人
员当场下达预警通知书，并向“小餐桌”业主详细
讲解存在的安全隐患。

在“天天学生寄宿托管处”，经查其没有相关
营业证照，卫生条件无法达到许可要求。执法人
员当场责令停业整改，并对业主进行宣传教育，引
导业主合法经营，提高安全意识。

据悉，下一步，琼山区将对“小餐桌”进行摸底
调查，并加大宣传教育培训和整治力度，采取教育
引导“小餐桌”业主合法经营，确保学生饮食安全。

关注 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罗霞）
海南省内蒙古文化研究会今天在海口
举行成立大会。记者从成立大会获悉，
琼蒙文化研究会将积极挖掘、研究和发
扬琼蒙两地文化，推动琼蒙两地文化的
沟通交流、文化与商贸融合互赢。

海南省内蒙古文化研究会聘任琼
蒙两地文化教育领域建树突出、热心
于文化建设的专家学者为专家指导委
员会委员，将对涉及文化研究及文化
产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种展览
会、展示会、文化论坛，搭建文化研究
信息交流平台；开展文化研究会理论
研究和学术交流，及时组织有关的座
谈会、经验交流会或专题研讨会；提供
文化领域的政策、经济、技术、产品、市
场等信息服务等。

加强琼蒙两地文化交流
海南省内蒙古文化研究会成立

保亭“三月三”突出民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