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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陈
耿）冬日煦暖，海风拂面。11月26日
上午，福建、海南两省50多名社会科
学界的专家、学者欢聚海口，举行“源
远流长——琼闽文化对话”学术活动，
就“移民文化和民俗方言”“宋明理学
的传播与发展”两个主题各抒己见，在

“琼闽文化对话”学术沙龙活动中踊跃
交流。

被问到自己的先祖来源何地时，
许多讲海南闽语（海南话）的海南人都
会说来自福建，如果继续追问，他们当
中很大一部分会说来自莆田“甘蔗
园”。“甘蔗园”就像是海南人历史和心
灵上的故乡，尽管现在在福建莆田已
经找不到“甘蔗园”这个地方，但在海
南岛，还有很多地方叫“甘蔗园”，譬如
海口市琼山三小旁边就有一个“甘蔗
园村”。

“福建是再移民的始发地，目前
80%的台湾同胞祖籍是福建，东南亚
华人华侨60%的祖籍地是福建。目
前海南许多地方史料和家族族谱中，
都有‘先祖迁自福建莆田’的清晰记
载，福建为其原乡。”福建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传标研究员在演讲
中，回顾了福建移民南迁琼州的年代、
方式和路径。

刘传标说，福建移民对海南的影
响可谓十分深广。首先，精英文化向
海南迁播，通过福建官宦名儒、贤士把
儒学传统中的道德观念、注重民族气
节的爱国精神、主张经世致用的王道
理想带到海南。

此外，福建区域文化也通过移民
和血缘文化在海南传播、传承与发扬

光大。比如，福建晋江十壁坊金街巷
人谢渥，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渡
琼任临高知县，上任后劝民为农，号召
农民垦殖荒地，推广了中原的先进生
产工具，如使用犁、耙、耧、锄、镰等，并
教会农民制造和使用龙骨水车、水转
筒车等汲灌工具，传播福建的生产经
验和技术，促使海南农业发展。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
朔人在演讲中，也梳理了福建海南两
地文化的同源性、闽南移民海南的途
径、闽籍官员在海南的作为以及海南
人的闽南情结。

“宋明理学的传播与发展”主题演
讲的内容，也传递出了朱熹等福建历
史文化名人对海南产生积极、深远影

响的丰富信息。
在“琼闽文化对话学术沙龙”环

节，福建、海南两地6位专家、学者与
其他参会嘉宾进行互动。海南大学图
书馆原馆长詹长智博士建议投入更多
的人力和时间，逐步解决有关海南移
民历史的难题；福建社科院哲学所所
长张文彪研究员的“闽学”主张，对推
进“海南学”的建设和研究很有启发作
用；海南省琼剧院创作室原主任符实
讲述了历史上的福建戏曲人物，如李
庆隆等人对琼剧的推动和发展带来的
影响；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副研究员麻健敏则从妈祖信俗与商业
贸易的关系，分析海南移民来源地问
题。

海南省社科联副主席祁亚辉在总
结“源远流长——琼闽文化对话”学术
活动时，认为活动从琼闽文化渊源、交
流、融合、传承等角度进行学术研讨，
是一次挖掘、激活海南文化，追本溯
源、缔结琼闽两地文化联系、密切友谊
的有益尝试；学术沙龙为活跃学术思
想、创新学术思维、鼓励学术争鸣、激
发个人学术灵感等提供了一个宽松、
自由、平等的思想碰撞和研讨平台；为
海南优秀文化向外推介、为世人所关
注拓宽了路径。

■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朔人

琼闽两地文化具有同源性。
语言方面，讲海南话（海南闽

语）的海南人约510万，占总人口的
59%；海南大学符其武教授将厦门话
与海南话进行比较研究，“同源同
指”的特征词比例高达58.5%。

地名方面，据海南省1：100万地
图，海南的527个地名中，87个与福建
同名，占17％。

民间信仰方面，海南妈祖庙始
建于元代，琼山、万州、崖州和感恩
四地均有分布；清代道光之前有40
座，加上南海岛礁，超过50座；2013
年统计，有200座之多。

戏曲方面，元代潮州“手托木头
班”，明中叶土戏随兴，腔调初用潮音，后
杂以闽广歌曲。文昌、海口的非遗项目
公仔戏、海南八音、琼剧等与此相关。

海洋文化方面，福建的“针路”与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有着密切关联。

闽南移民海南途径之一是官吏
卜居，而闽籍官员在海南的作为对海
南亦有深远影响。

理学传入。如淳熙九年（1182
年），琼管帅韩璧（长乐人）建立琼州
府学后，朱熹撰写《琼州府学记》。

教育名家。永乐间儋州学正、
闽县人郑济；宣德间文昌县学训导、
汀州人曾兰，入祀“仰止祠”；正统间
莆田周坦为定安、澄迈训导。

保境息民。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

琼崖参将、晋江俞大猷，筹通夷道路。
但也有带来不利影响者。如隆

庆六年（1572年），漳州庄酋率倭寇
入侵，闰二月复寇文昌、琼山。其同
乡、海南卫游击晏秋元，按兵不动。
也有个别贪官，如嘉靖间，万州判邵
武人郑凤封禁“铁山”，后继者漳州
戴龙，贪酷不法。时人云：“郑凤再
来天有眼，戴龙不去地无皮。”

文人间轶事不少。比如，丘濬与
莆田人、进士宋端仪有过交往。“广东提
学缺，濬竟沮之”。弘治八年（1495
年），丘濬卒，宋端仪为广东按察佥事提
调学校，十年、十三年来海南，创建“仰
止祠”，丘氏未入祠。正德十年（1515），
丘濬才入祀乡贤祠。又如海瑞与王用
汲。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卒于留

都，佥都御史王用汲“因泣下，醵金为
敛”。王用汲是晋江人、进士，他为海
氏挽联：“清似江水，质同钟山。”

闽南语圈层中的海南文化

■ 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刘传标

福建对外移民始于唐，盛于宋、
元、明、清。历代福建人或东渡海峡到
台湾，或南向迁徙海南或东南亚谋生，
福建区域文化也随移民步伐而迁播，
其中迁往琼州的福建人不在少数。

福建人迁徙海南的五种类型
一是任职海南而落籍。福建科

甲鼎盛，人才辈出，单宋代莆田就有
进士1666名，宋王安石在《陈执方
神道碑》中赞道“兴化多进士。”明朝
莆田进士数更是居全国各府之首，
明代进士出身、正四品以上的兴化
籍官员就有300多人。福建“多进
士、多仕者”，被派到海南任职也
多。据现存的族谱和地域乡土资料

看，早期福建居民移民海南的多为
官宦之家。唐、宋、元、明、清5个朝
代，既有奉派地琼州任职官员进而
定居海南，又有被贬之闽籍官员。

二是战乱逃难辗转到海南落籍。
宋末期间抗击蒙古军队和明末抵抗清
军，福建是重要区域，也是康熙年间

“迁界”重灾区，因战乱和迁界，福建沿
海居民向广东、海南乃至海外避乱逃
难中，相当部分避居海南。

三是福建人因在海南商业活动
而滞后留海南。

四是拓展生存空间海南垦荒与
谋生。

五是因游学海南而迁徙滞后留
海南。

闽人的五次大规模迁琼
福建人第一次大规模向海南迁

徙，是宋朝末年的战乱。
福建人第二次大规模向海南迁

徙，是元末明初的战乱。
福建人第三波大规模迁徙海

南，是明末清初的战乱；同时，也有
一些是逃灾逃难，反抗压迫而迁徙
到海南。

福建人第四次大规模向海南迁
徙，是康煕初年的“迁界”。明末清
初，郑成功打败荷兰人，统一台湾后，
台湾成为反清的基地。因福建沿海
抗清斗争，清廷为让台湾得不到大陆
的物资，实施“迁界”（从濒海三十里
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
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
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
民迁移，成为一个无人区。迁界主要
区域是福建沿海，讨海为生的渔民和

疍民的生计断绝，被迫迁到或逃难
到海南谋生。

第五次大规模向海南迁徙，是
建国初期的政府组织的迁徙。

福建移民南向迁播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立冬已过，大海之南仍温暖如春。
11月26日上午，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主办的“源远流长——‘琼闽文化对话’学术沙龙”
在海口举行，来自琼闽两地的50余名专家面朝大
海，尽情抒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海南文化的发
展期盼。

作为海南日报《海南周刊》10周年纪念系列
活动，来自福建社科院的专家与海南专家共聚一
堂，就“宋明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展开了学术探讨，
论证宋明理学在海南的传播与发展，气氛热烈。

宋明理学与海南渊源很深

11月25日上午抵达海口后，来自福建的十
余名嘉宾并利用下午与晚上的时间，循着海南的
历史脉络，来到海口骑楼老街参观，在海口南洋文
化展示馆读一段白玉蟾、丘濬和海瑞等古代先贤
与宋明理学的故事，近距离触摸海南历史文化的
温度。

钱穆先生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
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
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福建社
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文彪认为，朱熹思
想同样对海南文化影响深远，可追溯到朱熹的再
传弟子真德秀。

真德秀是朱熹弟子詹体仁的弟子，他在理学
上的一大贡献是致力于理学思想的官学化，即推
动程朱学术政治化，著有《大学衍义》。海南理学
的代表人物丘濬模仿真德秀，从经传子史中寻找
相关的材料，写成了一百多万字的《大学衍义
补》。此书写成后，明孝宗十分赞赏，并升丘濬为
礼部尚书。

“《大学衍义补》对于修身之道也有精辟论述，
丘濬是朱熹理学精神的弘扬者、光大者，在理学史
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李英华也认为丘濬效法朱熹的思想精
神，希望通过阐发《大学》，让人真正懂得并遵循修
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最终实现天下太平。

海瑞处事风格似朱子

“海南出身的海瑞也同朱子理学有着很深的
关系，尤其是海瑞为官从政的方式很像朱子风
格。”张文彪说。李英华认为，海瑞虽然只考上举
人，而未能考中进士，但是，他的儒学素养非常全
面。

李英华对海瑞的历史如数家珍：从先秦儒学
到汉唐儒学，再到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
学，海瑞都认真学习，取其精华。从海瑞对朱熹理
学的吸收角度讲，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任南平教谕
时所制订的《教约》。

更为难得的是，海瑞没有盲目附和前人的儒
学思想，即便是对于朱熹这样的大儒，海瑞也没有
完全认同他的思想观点。“但理学思想却以这种理
论和为官实践的方式与海南理学家建立起了一种
思想传承关系。”张文彪感慨道。

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朱子
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乃儒学之重光。早在南
宋宋理宗时，朱子学已被确立为官方学说，尤其到
了清代，强化思想统治的力度超过了历代，清朝最
高统治者下令将《四书》《五经》《性理精义》诸书定
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命题的来源，可见朱
子思想对海南、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之深。

经过热烈探讨，与会嘉宾表示，海南不仅是一
座迷人的热带海岛，更是一片文化的沃土——历
史上，海南培养了白玉蟾、丘濬和海瑞等古代先
贤，推动了宋明理学在海南的传播与发展；如今，
又吸引琼闽两地专家云集于此，在讨论、争议和共
鸣中凝聚力量，推动琼闽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琼闽两地专家
纵论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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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言、地名、民俗探讨琼闽两地历史文化

福建海南同根同源一家人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以海南为例看闽学
的传播与影响

特约撰稿人和热心读者参加“人文点亮海之
南”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主旨发言摘登

■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英华

在海南历史上，包括白玉蟾、丘
濬和海瑞在内的海南先贤都深受朱
熹理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明朝，
朱熹理学在海南的传播与影响可谓
达到顶峰。

《琼州学记》和《琼州知乐亭记》
两篇文章是朱熹理学在海南传播最
早、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据历史记
载，这两篇文章是宋孝宗时期琼州帅
守韩璧函请朱熹为其新修的府学及

“知乐亭”撰写的纪念文章。《琼州知
乐亭记》扼要叙述了当时的琼州帅守
韩璧的主要政绩；《琼州学记》则阐述
了朱熹本人对教育之宗旨、内容及方

法的基本看法，特别是对当时海南的
地方教育与治学方法提出了宝贵建
议，凝聚了朱熹理学的思想精华。

在白玉蟾的《道德宝章》中，明
显可见他对理学思想的吸收。例
如，他把老子所说的“治人事天莫若
啬”解释为“以天理胜人欲”。另外，
在白玉蟾所编辑的《修道真言》中，
更明确地反映了他对理学的某种认
同和兼融，字里行间仿佛是一位理
学家的口吻。

丘濬更是对朱熹推崇备至，他
不仅崇敬朱熹品格，更是深入研读
朱熹的主要论著，宗奉朱子学术。
丘濬尊奉朱熹的根本表现，就是效
法朱熹，阐发《大学》，期于实现治
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丘濬花费

10年时间撰写《大学衍义补，这是一
部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百科全书，可
称之为“治国全书”。

海瑞对朱熹理学的吸收，最明
显的莫过于他任南平教谕时所制订
的《教约》。《教约》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就是完全套用了朱熹《白鹿洞书
院揭示》中所制定的学规内容。

不过，海瑞对于朱熹理学思想
及方法并没有完全认同，而是有
所保留，甚至有所批评。在海瑞
看来，朱熹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埋头于故纸堆，因而对于心
之本体的修养工夫有所欠缺。这
一点在海瑞的《朱陆》一文中有明
确的反映，此文表明，海瑞不像丘
濬那样完全服膺朱熹的理学，而

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思想主
见。从这个侧面也体现出海瑞是
一位特立独行的人。

朱熹理学对海南思想文化的影响

■ 福建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张文彪

我们知道，孔子集前古学术思
想之大成，开创儒学。至北宋时，
理学兴起，开创了儒学的复兴时
期，而朱熹思想崛起于南宋时期的
福建，他不仅是集北宋以来理学之
大成，同时也是集孔子以后学术思
想之大成。

闽学，是指以朱熹思想为核心
包括为其授业传道的几位先生及
其门人弟子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
的思想，当然也包括之后的理学家
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

闽学最早形成于福建北部山
区。在中国历史上，随着宋代的经
济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宋代北人
南迁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因为南
宋战乱，随着金人灭宋，金的文化
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
化，刚刚复兴起来的新儒学到了兴
废的关键时刻。

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以新儒学
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心由北方转
移到南方，而福建文化在这一过程
中逐渐突显出明显的区域优势，成
为了承接中国文化中心的地区。

闽学思想真正以官方的方式
大规模推展，则是在明、清两代，而
以清代尤甚。这一特点在闽学向
海南的传播过程得到了非常明显
的体现。

从传播的官方途径来说，明清两
代的海南官员大多都是由岛外委派
转任的，在朱子学已经成为主流文化
和意识形态思想的情况下，这些官员
被委派到海南，有利于将闽学作为一
种制度化的思想传入海南。

在清代，官员推动地方文化发
展最集中的就是致力于书院建设，
据统计，清代海南新建和复建的书
院达45座，其中大多数为官办，这
种通过官学合一的传播方式，其所
授之学无一例外是以朱子思想为
代表的闽学思想传统。

海南儒学的重要根基之一是
闽学，如果经过深入研究，这一观
点能够成立的话，这将可能给岛内
儒学研究带来较为深刻的影响。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照安与他的团队为《海
南周刊》10周年活动演奏黎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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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琼闽文化对话”学术活动在海口举行。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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