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符王润 美编：张昕2016年3月8日 星期二A06 2016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网友热议

特别报道两会

“三沙正在着手筹建博物馆，南
海《更路簿》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肖杰代表向记者透露。他说，三沙市
与海南日报社一样，也会为《更路簿》
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昨天我也
与高之国代表积极沟通过，在国家海
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与海南大
学的合作研究下，有需要三沙出力之
事，三沙市一定义不容辞！”

“100万元保护基金很珍贵，但
对于南海文化资源保护来讲，或许某
种程度上仍然不够。我们希望有更
多的单位、企业等参与到保护中来，
保护我们的祖宗海，让更多人了解海
南、研究南海。”施耀忠委员建议，可

集合人力、财力等，加强对《更路簿》
的保护和研究，成立《更路簿》研究机
构，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提高海南
学术影响力。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李士伟从事
文艺工作多年，他在为海南日报社出

资保护《更路簿》点赞的同时，也出了
一个新点子。“积极参与到南海文化
资源保护与开发中来，可以通过歌舞
艺术的形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海南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南海，了解
海南海洋文化。”李士伟建议说。“今
年三亚市歌舞剧院将到国外开展系
列文化演出，传播包括海洋文化在内
的海南文化。”（本报北京3月7日电）

为《更路簿》寻找“出路”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海南日报社发起建立《更路簿》保护基金予以高度评价——

保护《更路簿》，就是保护祖宗海

■ 本报特派记者 杜颖
陈蔚林 周元 金昌波 罗霞

今天，《海南日报》甫一送入会
场，便立即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争
相抢读。

全国人大代表吉明江读报后点
赞：有担当，有眼光，海南日报不光发

“文”，发“声”，还发“银”，这是非常有
意义的一件事情！

在会场，知道海南日报社出资
100万元为抢救《更路簿》而出力时，
肖杰代表伸出大拇指：“我也要给海
南日报点个赞！”

三沙的渔民多数来自海南琼
海、万宁、文昌等地，《更路簿》是三
沙渔民手中世代相传的宝贝，这一
点肖杰代表感触很深。其实不光是
《更路簿》，对整个有关南海的文化遗

存，我们都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给予
充分保护，每一位公民都应加深对
南海文化的认知。

拿着充满墨香的报纸，全国人大
代表李建保感叹说，“没想到海南日
报社的采编团队如此年轻，竟能在这
么短的时间里整理出这么丰富的资
料和报道。”他一边翻看《海南日报》，
一边对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的版面热
情夸赞。

李建保代表说，海南大学与国家
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为保护
研究《更路簿》成立的专项工作组，也

能从《海南日报》的媒体视角获得新
的研究素材。

在仔细阅读了《海南日报》大篇幅
报道后，李建保代表将当天的报纸仔
细地收好放进公文包，说要带回海南
大学做个纪念，还要给在海南大学法
学院工作的夫人看看，“法学院正在集
中精力做南海海域的法理研究课题，
相信她看到这个一定比我还要兴奋！”

“这件事必须点赞！”听到海南日
报社发起《更路簿》保护基金的消息，
全国政协委员钟文按捺不住喜悦的
心情，对记者这样表示。

“海南日报社牵头发起对《更路
簿》的保护研究，帮助这一古老事物
获得新生，为海南人民做了一件大实
事，这是有远见的，我们全力支持。”钟
文委员感言，《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
积累了前人航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
体创作的结果，详细记载了从文昌清
澜港、琼海潭门港起航，航行至西沙、
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海航向和航程。

“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更路
簿》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研究价值。”
钟文表示，海南日报社出资展开《更
路簿》的保护研究工作，将有力帮助
这一古老历史文化遗存焕发新生，将
让更多的人了解《更路簿》，进而促进
人们更加热爱南海。

为这份真心点赞

全国政协委员陈莉也对保护《更
路簿》一事受到媒体关注感到很是振
奋。

“保护《更路簿》，就是保护我们的
祖宗海，这句话讲得真好！”陈莉委员
认为，海南日报社作为《更路簿》保护
的发起单位，积极向社会各界发出倡
议，强调共同抢救、保护南海珍贵遗存
《更路簿》的行动，意义重大而深远！

陈莉委员说，“南海《更路簿》是

中国渔民用生命换来的南海航海经，
是中国渔民认识南海、开发南海、管
理南海漫长而艰辛的历史记录。抢
救、保护这份遗存不仅是媒体人的责
任，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让我
们共同关注与支持抢救保护南海《更
路簿》。”

全国人大代表符兴曾多年从事文
化教育工作。他说，现存不多的《更路
簿》十分珍贵，南海是海南渔民的祖宗
海、生存海，也是海南几百年前渔民走
向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记录，海上丝
绸之路的历史印记。应该让更多人了
解这段历史，让更多专家学者研究这

段历史，挖掘它的文化价值、历史价
值、科学价值。海南日报社的这一举
措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海南日报社保护《更路簿》的发
起行动，对于海南保护南海文化资源
起到了很好的带动示范作用。”住琼全
国政协委员施耀忠感慨道，“我们很高
兴看到海南日报社勇于挑起南海文化
保护的重任，这必将带动更多人参与
到南海文化资源保护中来。”

为紧迫文化任务建言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没想到保护《更路簿》的问题竟然
被全国人大代表在大会上提出，还得到
那么多代表委员的关注！”今天上午，习
惯浏览海南日报客户端的网友@小清新
眼前一亮。

和@小清新一样，今天，不断有网友
在海南日报“两微一端一网”新媒体平
台下方留言，为海南日报社决定出资
100万元设立《更路簿》保护基金，并在

“华彩画卷——2016 全国两会特别报
道”中以两个整版对《更路簿》保护现
状进行全方位报道点赞，称海南日报
社“扛起了祖国最南端省级党报的责
任担当”。

网友@琼海溜溜儿就是琼海市潭门
镇人，看到报道后，在外打工的他即刻
给家里打回电话：“阿爸，咱们潭门渔民
的《更路簿》有救了！”电话那头，因为年
迈已经告别耕海生涯的老父亲半晌没
有说话，发出了带着哽咽的笑声。

@琼海溜溜儿在留言中说，《更路
簿》里描绘的那片海域曾经给他的父辈
带来太多收获，也留下了太多刻骨铭心
的遗憾。所以，海南渔民骨子里对“祖
宗海”的依恋和那份朴素的情怀并非常
人可以体会。时至今日，生活水平的提
高、航海技术的进步让他们拥有了不断
更新换代的航海工具、大型渔船，曾经
仅靠简陋的船只和工具就敢战天斗浪
闯南海的记忆，就只有那本薄薄的《更
路簿》替他们去承载了。

“我们文昌也有《更路簿》，也有勇
于战天斗浪的渔民，但一直不太为外界
所知。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
到我们家乡调研，海南日报的报道里也
提到了文昌部分地区存在《更路簿》的
事实，家乡父老都很高兴。”网友@坦克
妞说，她迫切希望，未来文昌也能在《更
路簿》研究保护工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为海南日报社点赞的同时，网友
们也纷纷为保护和利用《更路簿》建言
献策。从事博物工作的网友@筋头巴脑
就表示，在发现、收集、研究《更路簿》的
同时，也要注重对《更路簿》现有研究成
果的利用。比如，借鉴《更路簿》中记载
的航线、天气和海流情况等内容，不断
完善现有的航海工具书、指示图；设立
起《更路簿》的文化展示平台，利用科技
手段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复原和展示，使
之在壮大海南文化软实力，助力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及南海资源开发利用
等方面充分发挥出现实意义。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网友借新媒体平台
为海南日报社点赞：

扛起了祖国最南端
省级党报的责任担当

本报海口3月7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李国栋）全国两会
期间，“将《更路簿》纳入国家重大专
项课题”的建议，引发代表委员们广
泛关注和强烈共鸣，全国人大代表、
省委书记罗保铭现场表示支持。为
抢救濒临消逝的南海文化遗存，响
应代表委员呼声，3月6日，海南日
报社宣布，将出资100万元人民币
建立南海《更路簿》保护基金，此举
获得社会各界高度赞誉。

7日，海南日报新媒体“两微一
端”全面发力，集中聚焦《更路簿》保
护：从凌晨开始，海南日报客户端在
首页重要位置，相继发出《海南日报

出资 100万建立南海<更路簿>基
金》、《<更路簿>再不保护就来不及
了》等独家消息；《两会融特刊》精心
策划推出重磅专题“抢救南海《更路
簿》”；微场景《抢救“南海天书”》获
得大量转发；官方微博、微信推送的
《海南日报出资100万 要让更多人
读懂“南海天书”》，成为当日朋友圈
热点。

《两会融特刊》是海南日报新媒
体两会期间倾心打造的一款创新
性、可视化、轻悦化的新闻产品，充
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在制作中打通
两会新闻报道前后方界限和采编发
流程，在形态上以H5新媒体技术为

平台，融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图表、漫画多种形式。今天推出的
《融特刊》专题，将海南日报的优质
新闻内容与新传播技术有机融合，
多角度全方位地向社会普及了《更
路簿》的“前生今世”——《更路簿》
到底是什么？这本被称作“南海天
书”的小册子，隐藏着多少秘密，蕴
含着多少智慧？保护《更路簿》的意
义是什么？同时，《两会融特刊》还
对代表委员的呼吁建议，专家学者
保护支招，以及海南省社会各界为
保护《更路簿》做出的积极行动进行
了深度报道。

海南日报全媒体中心集中发

力，聚焦“抢救《更路簿》”的组合报
道，引起广大读者和网友广泛关
注，点赞不断。网友纷纷在留言中
表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扛起了
祖国最南端省级党报的责任担
当”。

据了解，为全方位多角度报道
好2016年全国两会，海南日报新媒
体近期还精心筹划，推出了“两会微
视评”“两会传音”等多个创意融媒
体产品，这些生动有趣的微策划，为
探索媒体融合新路径，占领新
生代群体舆论阵地，进
行了大胆的新
探索。

海南日报新媒体发力聚焦“抢救《更路簿》”
《融特刊》等多个融媒体产品获受众点赞

一张“南海天书”——《更路簿》，经600多年沧桑飘摇，印证着我们祖先耕作南海的历史。而对《更路簿》尽快
加以保护的奔走呼吁与行动，在全国两会上则获得了如潮点赞。

海南日报社3月6日宣布，将首期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建立南海《更路簿》保护基金，此举引发了热烈的呼应
和多方热议。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表态点赞，称道海南日报社“有担当有远见”。

3月7日，肖杰代表对海南日报社出资百万保护《更路簿》伸手点赞。
本特派记者 王凯 摄

海南日报融特刊第二期：

抢救南海《更
路簿》（

封面）

吉明江代表：海南
日报不光发“文”，发

“声”，还发“银”，这是非
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肖杰代表：三沙市
与海南日报社一样，也
会为《更路簿》保护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

钟文委员：海南日
报社牵头发起对《更路
簿》的保护研究，帮助这
一古老事物获得新生，
为海南人民做了一件大
实事。

陈莉委员：抢救、保
护这份遗存不仅是媒体
人的责任，更是我们每
一个人的责任。

施耀忠委员：海南
日报社保护《更路簿》的
发起行动，对于海南保
护南海文化资源起到了
很好的带动示范作用。

海南日报长期致力于《更路簿》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报道。图为曾依靠《更路簿》闯海的琼海市潭
门镇老船长苏承芬，在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各个时期他的出海证件。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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