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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渔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从风帆航海到机动船出现"南海渔民

经历了不同的航海时代#在岛礁生产生活的渔民也经历了季节性住岛到长期住岛的过程#本文

以西沙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住岛渔民群体为例"展示了住岛渔民独特的渔猎生计方式"揭示了其

对利用海洋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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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南中国海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自古就有我国渔民进行渔猎生产%东汉杨孚所著,异物

志-$记载了南海诸岛有海龟和玳瑁等海产%

! 晋代裴渊,广州记-记有中国渔民在东沙群岛捕

鱼的情况%

" 郑资约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记述$中国渔民在南海岛礁&捕鱼为业$安常习

故$数百余年'%

# 至明清时期$每年从海南岛前往西沙南沙捕捞的二桅或三桅帆船有几十

艘%

$ 在风帆航海时代$渔民借季风往返于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及东南亚等地%岛礁是海上航

行的节点$一些渔民会留在岛上进行渔猎生产%长此以往$南海各岛礁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

体///南海住岛渔民%住岛渔民主要来自海南潭门!文昌等地$尤以潭门渔民为多%

U#

世纪

$#

年代中期以后$机帆船开始陆续在海南岛沿海采用%

U#

世纪
N#

年代以后$机动船代替了机

帆船$风帆航海时代彻底结束%船只革新$各岛礁的保障和补给也随之增强$渔民住岛就较少

受季节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西沙群岛离海南岛最近$且为渔民前往南沙的必经之地$西沙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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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9一带一路+背景下南海海洋地方知识嵌入三沙社区建设的创新治理研

究'"项目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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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民族研究-编辑部给予本文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杨孚$广东南海人$所著,异物志-为现存最早的岭南学术著作$记载了交州"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一带的物产风

俗等%参见"东汉#杨孚撰(,异物志-$广东科技出版社
U##K

年版$第
&$

页%

裴渊,广州记-久佚$有关内容多辑录于,太平寰宇记-%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
&$"

,岭南

道一*广州-&东莞县'条$中华书局
U##"

年版$第
%#&K

页%

郑资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商务印书馆
&KL"

年版$第
"%

页%

参见林金枝!吴凤斌(,祖国的南疆///南海诸岛-$上海人民出版社
&KNN

年版$第
!U

页%



也就成为渔民住岛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区域%

旧称&千里石塘'

!的西沙群岛$距离海南岛
&N#

海里$有
U%

个岛屿$

"

个沙洲$陆地总面积

约
&#

平方公里%西沙岛礁普遍面积小$海拔低$除东岛环礁的高尖石为火山岩外$其余皆为珊

瑚岛%岛屿多由珊瑚碎渣和介壳类残骸组成$部分岛屿无植被$亦无寸土%渔民从季节性住岛

到数十年营居其上$经历了漫长艰苦的过程%根据岛礁的地理分布形式$渔民将西沙岛礁分为

东西两个群岛%因为渔民从海南岛出发$先到东群$后到西群$因此他们习惯将东群七个岛礁

称作 &上七岛'或&上峙'$将西群的八个岛礁称作&下八岛'或&下峙'$统称&上七下八的西沙群

岛'$

"后分别被命名为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

#宣德群岛主要由七个成弧线排布的岛洲组成$

称七连屿%清代陈伦炯游历南海写就,海国闻见录-$称西沙群岛为&七洲洋'$&七洲洋在广东

海南岛万县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其东北有长沙石塘等礁$舟行宜慎'%

$ 永乐群岛的七

个岛礁呈环状分布$各岛礁陆地面积虽小$但周边有面积数倍于岛屿的礁盘$其间蕴藏丰富的

海产%

现今南海住岛渔民主要分布在西沙宣德群岛的永兴岛!赵述岛$永乐群岛的晋卿岛!鸭公

岛!羚羊礁!银屿等岛礁$在南沙群岛的美济礁也有部分渔民居住%本文的田野调查涉及西沙

所有渔民居住的岛礁%南海住岛渔民以血缘!地缘为组织基础%来自一个地方的渔民$往往聚

居在固定的几个岛礁%由于各岛礁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差别$岛礁之间形成了主次关系$不

同岛礁的渔民聚落则有中心和附属之区分%这样$在大小不一!散布广阔海域的聚落基础上形

成数个渔民群落组织%

关于南海诸岛渔民的研究$历史!地理和考古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南海史专家韩振华曾

于
&K""

年亲赴西沙群岛考察$

%并编撰南海史料文集%

& 历史学家林金枝!吴凤斌也曾于
U#

世纪
"#

年代赴西沙群岛进行调查%

' 地理学家鞠继武曾于
&KL!

年赴南沙考查南海岛礁地

名!庙宇等%

(

U#

世纪
"#

年代初期$刘南威赴西沙群岛调查$对南海岛礁地名进行了系统研

究%

) 曾昭璇曾于
&KN&

年
"

月参加西沙群岛的野外实地调查%

,-.

U#

世纪
K#

年代$考古学家王

恒杰多次赴西沙群岛进行考古调查%

,-/ 自
U#

世纪
"#

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永乐群岛

甘泉岛上的唐宋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遗址出土的物品显示$当时岛上的渔民$对西沙群

岛的水源!地形!气候!物产等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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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远海岛礁上的渔民群落$其生活生计方式极具特色%从历史地理等学者的研究中$可

以管窥南海岛礁上渔民生活生产的片段%但迄今为止$基于实地调查对这一群体展开的人类

学研究并不多见%人类学家对我国海岛和渔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海近岸区域%比如王崧

兴
&K!"

年对龟山岛的研究$为早期岛屿民族志的代表%

! 廖迪生!张兆和对大澳渔村的研究$

展现了珠江口渔村二十年的变迁%

"

本文以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从海洋视角和渔民视角呈现住岛渔民生活生产的总体

事实$为我国渔业生计多样性和岛屿文化多元化呈现一个独特的样本%住岛渔民在与海洋岛

屿长期互动中彰显出的生态智慧$对处理现今人与海洋$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亦有启发%

作为三沙市人口主要组成部分的住岛渔民$正处在南海岛礁开发建设的变革时期%本文对促

进渔民以其地方知识和经验参与三沙的社区建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也有重要意义%

文章基于两次南海实地调查%

U#&N

年
"

月
U!

日至
K

月
&

日$

U#&K

年
L

月
&$

日至
$

月
&$

日$笔者在西沙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进行了累计两个多月的田野工作%海上航行期间访谈了

船长水手及船上渔民$靠近岛礁则上岛调查%航行途中对与渔民生计关系密切的无人岛和礁

盘沙洲$比如华光礁!磐石屿!浪花礁!全富岛等也进行了踏查%

二!住岛渔民的岛礁地理生态认知

航海意味着&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

# 早期风帆远航经过西沙的渔船$途经岛礁停

留$多为避风!过夜%渔民会借助简单工具在周边浅滩捡拾海产%这种机会性的渔猎活动$不

固定于某个岛礁%当时的渔民主要捞取鱼类!海龟$捡海参!贝壳!公螺$以及割牡蛎等%

$ 他

们将海产带往东南亚售卖$再从新加坡等地购买布匹等货物后返回海南岛%

在西沙永乐群岛鸭公岛住岛的渔民老叶$这样讲述他的父辈早年下南洋的情景(

冬至以后趁东北风到西沙!南沙捡马蹄螺!海龟"运到新加坡#第二年四月南风"从新加坡返回"购回毛

巾!火柴!水泥!柴油!梢木$盖房用%"又一年冬至以后"东北风"乘风出发#

岛礁附近海产丰富$渔民在较短时间内就能收获颇丰%一些渔民选择留在岛上$目标在于

特定时节几种经济价值高!销路好的海产%他们将捕捞的海产晒成鱼干!螺干等运往东南亚售

卖$或者待船从东南亚等地返回时$带回海南岛出售%这时的南海岛礁是渔民季节性的生产基

地%由于海路险远!往来不便$渔民开始在一些岛屿上建造季节性营地$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在航海与依赖岛礁的生计活动中$渔民逐渐熟悉了岛礁地理生态情况$熟知潮汐洋流规

律$对周边海域的海产分布也十分了解%通过日积月累$渔民们掌握了一套丰富准确的南海海

洋地方知识%最具代表性的是渔民以自己的海南方言为岛礁命名%至今$在南海诸岛的标准

地名中$有一百多个都是依据&渔民地名'认定的%

% 这些地名$是渔民基于对岛礁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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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岛礁沙洲的名称$由最早在这片区域生产生活的渔民所命名$被称为&渔民地名'或&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现

行南海诸岛地名$即,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中列出的&渔民地名'有
&UK

个%除&月牙岛'外$其余
&UN

个皆由我国海

南岛渔民命名$也被称作南海诸岛的本土地名%



附近海产等的认知$在长期海洋实践基础上创造出的一套分类系统%

!

在南海诸岛长时间住岛被称作&站峙'$即指渔民以南海岛礁为据点$在岛礁居住以捕捞海

产%&峙'$是指高潮时不被淹没的岛屿和沙洲%

" 比如$宣德群岛北岛因其地形长被渔民称作

&长峙'$永乐群岛甘泉岛因其为椭圆形被渔民称作&圆峙'%金银岛被称作&尾峙'$是因为金银

岛位于永乐环礁的外围$处于尾端%中间有泻湖的环礁被渔民形象地统称为&筐'或&圈'%他

们所称呼的大筐!二筐!三筐$是指西沙两个岛群外的三大环礁(华光礁!玉琢礁和浪花礁%也

有些岛礁沙洲以其物产来命名分类%宣德群岛的三座沙洲因生长红色马齿苋$渔民从北至南

依次称它们红草一!红草二!红草三%由此可见$对于同一类型岛礁的命名$渔民也加以数字组

合来归类和区分%因为来自渔民最直接的观察和体验$这些命名形象而准确%此外$也有一些

命名暗含渔民海上航程的时空信息%在赵述岛住岛的老渔民解释$他们叫赵述岛为船暗岛$是

因为他们的船从潭门出发$开到赵述岛时太阳刚好落山$傍晚船刚好靠岸%中建岛被渔民称作

&半路'$是因为从海南岛前往南沙的航程至此航行了一半%此类渔民地名$将他们的出发地和

目的地联系起来$同时透过时间界定了空间$促成渔民对周围环境广泛而多样的联结和认知%

为岛礁命名实际上是渔民对南海岛礁沙洲进行了分类和信息编码%每个名称都附加了所

指代的物的多重信息$是渔民对南海岛礁海域深刻认识的体现%渔民以最熟悉的语言和自己

的理解对岛礁进行描述$这些地名才能被世代传承和使用%地名所富含的信息也使渔民在大

海中明确自己的位置$能够应对各种变化%可避风的!有淡水的!有某种海产的$地名也显示各

岛礁沙洲的功能和价值$渔民会据此安排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地名所反映的海洋地方信息系

统$是住岛渔民进行海岛生计的基础%

时至今日$西沙露出水面的二十多个岛屿上$约一半有渔民居住%个别岛屿上形成了人数

过百的渔民聚落%按照人类学家罗宾*邓巴"

@*X0-.:-X/+

#的相关研究$如果只靠采集渔猎

来生活$群体的人群应该限制在
&$#

人以内$这是生物集聚!生活在一起$有效合作达到的最高

数字%

# 这个群体数的前提是要有足够承载力的陆域面积%西沙的岛礁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地

理空间条件%就岛礁陆地面积而言$西沙宣德群岛的北岛面积
#(L

平方公里$赵述岛
#(UU

平

方公里%永乐群岛的银屿!鸭公岛!羚羊礁等渔民聚居的岛屿面积只有
#(#&

平方公里%这也

决定了南海岛礁上的渔民聚落规模较小%目前西沙群岛的渔民聚落中$渔民人数从几人到上

百人不等%这些数字潜在的含义为(个体在周边海域能捕捞到预期数量和种类的海产%一旦

捕获的海产量减少$就有人退出$去寻找新的地方%长此以往$各岛礁会达到一个人数上的动

态平衡%也正是在这样的运作中$散布南海的岛礁中$个别大的岛礁上因聚集了较多的渔民成

为中心$而一些小岛屿上则形成了小的渔民聚落$西沙群岛因此形成了数个住岛渔民群落%

三!住岛渔民的岛礁生活和生计

!一"居住和取食

在某块土地居住和取食$会使一个人在本质上成为该土地的一分子%

$ 从季节性营居到

K!

西沙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的住岛渔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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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住岛$渔民开始以岛礁为单位$安排日常生活%渔民充分利用岛礁的自然资源$建造安身

之所%至二十世纪末$南海的一些岛礁上已经形成了数个小型聚落%比如宣德群岛的赵述岛!

永兴岛$永乐群岛的晋卿岛!鸭公岛!羚羊礁等%渔民住岛要考虑岛礁周边海产分布$潮汐季风

对岛礁的影响$岛上资源等情况%有些岛上树木植被丰富$有些岛上只有珊瑚碎屑$寸草不生%

这些都影响住岛渔民的居住与饮食等日常生活%

海岛远离大陆$运输困难$岛上可用于造屋的资源十分匮乏%岛礁上的房屋结构和形式$

源于渔民所在岛屿可获得的原材料%渔民就地取材$以珊瑚石和贝壳残骸作为主要建筑材料%

他们的房屋被称作珊瑚石屋或珊瑚屋%岛屿周边落潮时高出水面的珊瑚石成层片状$剥离下

来可以搭建房屋主体%海上漂来的木头!纸板等可以用来搭建屋顶%但是$漂流木不易得到%

一些渔民这样讲述(

出海捡到一条木很高兴"远远看见"鱼都不抓了#

永乐群岛鸭公岛由于海岛地质原因无法建安居房$渔民至今住在低矮的棚屋里%这些屋

子以灰褐色珊瑚石堆砌墙体$以海洋中最大的双壳贝砗磲的残骸压顶$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

房屋在岛上的选点和朝向$要考虑季风!洋流!海浪等对建屋地点的影响%因此$每个岛上居所

的位置必定是综合各要素被认为最安全最方便出海的位置%各岛的珊瑚屋!木板屋样式形状

各有特色%渔民以自己对居所的理解和各自需求建造住所%他们建屋要考虑渔具!渔获的存

放和晾晒等%正如英戈尔德"

30>Q-

A

*2,

#所指出的$对于栖居者来说$房屋不仅仅是被建构出

来$而是基于规划的创造$带着主人的观念和各种选择%

!

渔民按照自己意愿建造的房屋$体现了主人各自的需求和审美%鸭公岛渔民的一间低矮

的木板屋$位于泻湖边上%房屋以砗磲贝和珊瑚石压顶$窗户有手工制作的格栅和插板$既通

风又考虑了台风的影响%甘泉岛的一间珊瑚石屋$屋子墙体上下颜色不同的珊瑚石隔了二十

多年时间%屋主数十年不间断改善住所%在这间珊瑚屋的门槛处$主人以小白贝壳醒目地砌

着四个字(&以岛为家'%渔民创造的安身之所$使他们自身和周边自然环境连接在一起$使他

们成为整个海洋岛屿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建筑材料尺寸所限$珊瑚石屋面积都很小$五六平

方米最为常见%南海台风频发$为了防台风$珊瑚石屋往往搭建得十分低矮$且集中于岛上地

势平整之处$但又面临着台风天海水倒灌的危险%

U#&%

年的一场超大台风$海水漫过羚羊礁$

岛上珊瑚屋都被夷为平地%台风过后渔民重建珊瑚屋%掌握着熟练建屋技艺以及拥有合作策

略的渔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惟各岛孤悬海外$淡水与人!物均为难得'%

" 就岛上的生活而言$除了自然环境的严苛$

南海岛礁上&淡水最困难'%这是各岛礁渔民最深刻的集体记忆和感受%永乐群岛甘泉岛因有

淡水井而得名$

#甘泉岛也成为附近岛礁$及往来渔船补给淡水的地方%过去$羚羊礁等岛礁

的渔民隔段时间会开小艇带着塑料桶去甘泉岛取淡水%甘泉岛周边浪大$取水的过程往往十

分艰险%此外$岛上饮用水依赖海南岛来的渔船和收购船供给%早期收购船和渔船载重只有

几十吨$能够接济岛礁渔民的物资十分有限%船只往来岛屿的周期长$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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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环礁甘泉岛$面积
#(%

平方公里%

&K#K

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海时发现该岛中部低地有淡水井两口$泉水甘

甜可饮用$即称(&已得淡水$食之甚甘$掘地不过丈余耳$余尝之$果甚甘美$即以名甘泉岛$勒石坚桅$挂旗为纪念焉%'甘泉

岛因此得名%



热带低压和台风影响$渔船不出海$岛上数月没有补给$住岛渔民要靠收集!积攒雨水度日%他

们在屋檐下接雨水$在地上挖洞盖以帆布接雨水$去岛边礁盘凹陷处收集淡水%

宣德群岛北岛$位于西沙主岛永兴岛的北面%岛长
&$##

多米$宽约
UK#

米%海南渔民称

其为&长峙'%北岛上的守岛渔民老何$生于
&K$U

年$他住岛已经四十多年%每年春节$其他人

返回海南岛$整个岛上只有老何一人留守%老何习惯了岛上的清静生活$回海南岛最多呆十多

天$就想回西沙%他最长在岛上连续七个月没有下岛%

我
&K!"

年就上岛来过"那时跟帆船来"生产队的帆船"前后两个帆#我刚来先住在鸟岛#

! 这边赵述!西

沙洲这些岛都住过#北岛住得最久"三十多年啦#差不多北岛这边"哪个石头在哪里都知道"哪种海产在哪

里都知道#要捡什么螺"去什么地方都知道#以前岛上最难就是没有淡水"要去礁盘上捡一点点水回来#刷

牙!洗澡都是海水#

银屿是永乐环礁东北部的小沙洲$海拔
U

米$面积
#(#&

平方公里%传说清末有船沉于此$

渔民捡到大量银锭$就称其为&银屿'%银屿周边有大礁盘$渔民称其森屏滩%这里海产丰富$

盛产红口螺!石斑鱼!腊鱼等$岛上形成数十人居住的小聚落%相对于宣德群岛$这里更加偏

远$住岛渔民李某这样讲述他们过去的生活(

吃水靠雨水"在地上挖个洞放桶进去"帆布盖在桶上面"布中间再挖洞"接雨水#

同样位于永乐环礁的鸭公岛形状似一只鸭子$又因为特殊的地质原因$其岛屿尾部沙洲会

因季风&摆'动$被渔民称为&鸭子游水'%鸭公岛低矮的珊瑚屋和木板棚屋聚集在岛屿的一角%

渔民在屋檐下接雨水%一位住岛渔民这样讲述他们以往的生活(

屋檐上兜上帆布"下面放桶"下雨时引雨水滴下来#洗澡都是洗咸水"最多在海里洗过后"舀一小勺淡水

最后冲一下#淡水紧张时"这一勺水也没有#

西沙有渔民居住的岛礁$每个渔民的家门口都有数个用来储水的蓝色塑料桶$容量几十斤

到上百斤$上面写着主人的姓名%这些蓝色塑料桶$成为有渔民居住的醒目标识%渔民讲述$

有些人家的淡水$保存了半年甚至一年$他们担心台风天断了补给%渔民有岛礁生活的丰富经

验$只要有淡水就能在孤岛生存下去%西沙海域每年有十多次台风过境$面对台风$岛上渔民

也有自己的应对办法%赵述岛渔民梁某讲述(

U#&%

年台风&蝴蝶'刮到这里"所有房子全部不见了#房子没那么坚固"你怎么保也没用#我们把大米

呀!淡水放在桶里面"地上挖个洞"都放进去盖好#只要有水和米"这里烧柴什么都没问题#至少好多天饿不

死#其他所有东西都不管"只要人安全"我们的房子可以再建#

在赵述岛渔民村后的一块平地上$至今有深度和大小恰如他们储水的塑料桶的洞%渔民

留存它$以备不时之需%

岛屿缺乏陆生动物和植物群%岛民的食物主要是鱼!螺等海鲜%早期上岛的渔民只敢吃

熟悉的海鲜种类$以避免中毒等不测发生%北岛的老何讲述(

以前在岛上最害怕生病"很多东西不敢吃#龙虾很多"吃了怕肚子痛"没有药"只吃小石斑鱼#

过去渔民上岛会带足口粮$也要带干菜!咸菜!茶!豆子等%因为岛礁上很少能种东西$带

豆子可以发豆芽当菜%

" 咸菜便于存放$甘泉岛上至今还堆放有几十个黑褐色陶罐$是渔民过

去用来装咸菜的%有船来时$家人也从海南岛寄干菜!咸肉过来%有时候收购船来也分给岛上

渔民一些他们的补给%这是南海上不成文的规定%往来的船总要回去$岛上的人常年坚守%

&"

西沙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的住岛渔民
"

!

"

西沙群岛东岛$为白鲣鸟等鸟类的主要栖息地$被渔民称作&鸟岛'%

此处参考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相关信息$特此致谢%



当有船要靠岛上岛$都会将船上的补给多少分一些给岛上的渔民%

随着南海岛礁的开发建设$岛上有了淡化水$可以洗衣!浇灌%但饮用水依然要靠从海南

岛运送%有了固定航次的补给船后$蔬菜水果也可以得到补充%高温高盐强紫外线的南海岛

礁上$蔬菜水果很难保存%在永乐群岛$补给船往来频率低%羚羊礁!银屿等岛屿又无土壤可

培植蔬菜$鱼和螺依然是岛民的主要食物%

渔民从事的是流动的渔猎活动$以所居住的岛礁为大本营%岛礁渔民的生活实际上被限

制在特定的空间$渔民关系彼此紧密%不出海时$渔民就在露天的场地喝茶聊天%附近岛上的

渔民偶尔也会开小艇来串门$喝酒聚餐$交流信息%他们煮食海鲜快而简单$讲究原汁原味%

有些老人以更原始的方式处理刚捕获的海鲜%在鸭公岛$一位老者一早在屋旁露天空地的珊

瑚碎屑上烧几根木柴$上面搭的大锅里煮着他清早捞回的八角螺和马蹄螺%柴火燃烧$螺在清

水里煮熟%开盖后捞起螺$他捡起旁边的珊瑚石块敲碎螺壳$取出螺肉$分给旁边的人品尝%

这再现了早期上岛的渔民岛上生活和煮食海鲜的情景%

!二"生计和技艺

在南海住岛的渔民将他们在岛礁的生产方式称作&行盘'%&行'指在礁盘上行走$寻找!捡

拾海产$&盘'为海岛周围的礁盘%南海岛礁面积虽小$但围绕岛礁的礁盘面积是岛屿面积的数

倍至数十倍%珊瑚礁为海生动物的大本营$&凡是珊瑚礁分布的地方$都是捕鱼的良好场

所'%

! 珊瑚孔洞中有各种微生物$珊瑚丛的裂缝中栖息着海星!海胆!海百合等软体动物%这

些都会吸引海虾和鱼类在周边活动!捕食$更大的鱼类又会循此而来%早期住岛渔民就靠在礁

盘行走$捡螺!贝$捞海参等经济价值高的海产品%岛礁的礁盘外虽为深海$但礁盘上低潮时水

深不过两尺$吃水很浅的小船也无法在上面行驶%渔民会在腰间绑一根绳子$绳子一端系一个

四周裹着泡沫做浮子的塑料筐$他们边在礁盘行走边将捡到的海产放进筐中%礁盘有深浅$他

们要根据情况时而行走捡拾$时而浮潜$以捕捞水中海产%在礁盘外围$与深水区交界的地方$

掀起层层海浪$礁盘上被称作玻璃海的蓝色静水区镶上了一圈白色的浪花$从远处看$渔民捕

获海产就是行走往来于一圈浪花中%因此$在礁盘作业的渔民的生计也被称作&踏浪行盘'$是

住岛渔民最主要的作业方式%

&行盘'的作业方式源于礁盘上海产十分丰富$渔民不用冒险到更远的地方$仅在礁盘就可

以拾获足够的海产%随着住岛渔民的增加$岛礁附近资源减少$渔民作业的范围也延伸至周边

海域%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业经验$对这一区域的天气!海水的颜色!海洋动物的活动都

十分熟悉%在日复一日的海岛实践中$渔民总结出各种规律$并运用到日常的生产劳动中%

永兴岛是西沙的主岛$也是渔民最早居住的岛屿之一%岛上的渔民老郑是海南文昌东郊

椰林人$生于
&K!U

年%他有一艘
N

米长$

!#

马力的船%老郑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海%他们每天

早晨
N

点出海$下午
L

点半回到岛上%

U#&K

年
L

月
&"

日下午$老郑出海回来$坐在自家屋前%

这天他捡了
&#

多斤螺$钓了
&#

多斤小石斑鱼(

我在这里住岛
%U

年了#我现在主要钓鱼"钓马鲛!钓石斑鱼#我抓鱼主要在岛边上"潜水潜到
&

至
%

米"

扔鱼钩#钓石斑要八角鱼做鱼饵"要是抓马鲛鱼"就要炮弹鱼或者马鲛鱼皮做饵料#我知道西沙的每一块石

头"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鱼"它们什么时候来"我想抓什么就知道去哪里#马鲛在赵述岛那边崎头"永兴这边

尾巴"南沙洲那边#八角鱼"南沙洲!赵述岛很多#现在抓小八角!腊鱼!石斑 !石头鱼#腊鱼这时候就上来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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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过了四五月"到六月腊鱼就少了#石头鱼三月份多#八角!墨鱼!马鲛"它们同一个月的"一样的季节"到三

月就没有啦#螺和石斑什么时候都有#

他一边讲$一边起身拿来钓马鲛的大鱼钩来展示%鱼钩已经被咬开了$说明这种鱼的凶

猛%他最早是跟随父辈在船上$有老人带着$出远海捕捞%住岛后就靠自己一点点熟悉周边

情况%

八月十五马鲛鱼最多#以前在大船"老一辈带我们抓鱼抓马鲛"带我们去到哪个地方"告诉我们哪里有

马鲛#我们住岛了就自己抓#九月到十二月"刮风"天气不好"一个月就只能出海四五天啦#

住岛渔民对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的认识不只限于岛礁和海面$他们对海洋及周边世界的认

识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对于他要捕猎的海生动物在不同区域和深度的分布!活动规律等$都

能了如指掌(

它们$各种海生动物%游上来肯定到那里"不变的#就像你"上岛来第一天去市政府"第二天到渔民村#这

种鱼上来"要跑到石头那里"漂亮的石头!洞"玩耍#它不跑去礁盘和海石花那里"它有它的习惯#像我们住西

沙"出去想要去北京一下#龙虾白天住洞里"晚上就出来啦#

他们随时观察天气!海况的变化$决定第二天去哪里$抓什么鱼%每个渔民都对周边海域

海产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就具体作业而言$老渔民经验丰富$年轻的渔民在体能和难度大的

作业上更胜一筹(

以前像我老爸那一辈"那时候鱼多#我们这一辈就不一样"礁盘都变了"抓鱼就要有诀窍#现在谁抓鱼

都有自己的方法#我一般看到鱼都不会让它跑掉#你要有体力追它"一直追到石头里面#它游得很快的"每

个出海的渔民有哪个体力不好的"体力不好出来抓什么鱼( 你捡一筐螺"你都会拿不上来"你到水里去"一网

兜螺"你自己都拉不上小艇#

南海的气候!岛屿生态环境及周边物产在不断变化%渔民根据现实情况发展出多种渔猎

形式$比如使鱼叉!放钓!放鳗鱼笼!布网!浮潜!下氧等%每一种技艺都是一套系统的知识$靠

渔猎者连续的行为和动作完成%渔民借助各种简单的工具$以各自的方式深入周边海域%无

论何种方法$都是以渔民的眼力!脚力!气力等身体能力为基础%也因此$住岛渔民的渔猎形式

体现的是最直接的人与海洋!人与海生动物的接触和互动%住岛渔民本身也成为极具行动力!

个性和创造力的群体%而一个真正的住岛渔民必定会在思维!习惯和身体上与其他渔民有所

区分%

四!住岛渔民的组织和合作

海岛远离大陆$海路险远$住岛的多为父子!兄弟这样的组合%&西沙群岛66人民概为我

国海南岛文昌琼东县一带渔民$以潭门港为最多%但西沙岛都无女性'%

! 一个渔民家庭中最

早上岛的通常是两个成年的弟兄或堂兄弟%在岛上创造了简单的生活条件后$再带来他们长

大的儿子%这些男孩多在十五六岁%之后上岛的人延伸至男女双方的男性亲属$以一带一的

方式$在所选择的岛屿居住下来%

在永乐群岛永兴岛住岛的符某$

$$

岁$是海南文昌人%他早年跟随家人在渔船上捕鱼$后

来才选择住岛(

我
&N

岁跟父亲出海"先在文昌附近海域"清澜那里抓鱼#后来跟大伯的一条大船来西沙#琛航岛!南沙

%"

西沙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的住岛渔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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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东岛都去过"东沙也去过#那是
&KN"

年"主要钓马鲛#大船时间长了"坏了"我就不在船上了#看到永兴

这边有人住"就上岛住了#刚开始住在岛上两个月"赚两个月钱"就回去一趟#别人看赚这么多钱"一起跟来

永兴岛#

宣德群岛赵述岛是西沙主要的渔民聚居地之一%岛上植被茂盛!生态条件较好$住岛渔民

人数仅次于永兴岛%岛上有不少渔民住岛已经几十年%渔民梁某是潭门墨香村人$今年四十

岁$已经是老岛民%他熟悉岛上的一草一木%梁某十四岁跟随村里同姓的长辈上岛$现在已经

住岛二十多年%每年他在岛上要住两百七十多天%当年他跟随村里老人$坐木船在海上漂了

两天两夜%他们历经风险来到赵述岛时$岛上只有一些简易的房子%

这些房子是我们渔民前辈盖的#

岛上当时有七八户人家$现在已经有几十户渔民%

这里都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带一个#就是为了生活来到这里#反正我家里祖祖辈辈都是打鱼的"我爸!

我老弟!我哥的小孩儿"来到这里都是为了生活#

血缘地缘关系是住岛渔民群落的组织基础%住岛渔民以父子兄弟为基本单位$再带动其

他男性亲属!邻居!朋友$以及&一个村的'来住岛%在日常的居住生产中$也以这样的远近关系

来组合搭配%

在永乐群岛羚羊礁住岛的几十个渔民中$除了两三户来自其他村子$其余都为潭门林桐渔

民%这其中又有一半以上为林桐石姓家族成员%早先上岛的小石讲述$最早他和堂哥等三人

来到羚羊礁$在这边捡螺%随后其他亲属逐渐过来住岛$又带来了同村人%羚羊礁也就成了以

一村一姓为主的渔民聚落%在距羚羊礁约
&#

海里的银屿上住岛的渔民主要来自潭门草塘%

四十八岁的渔民张某讲述他十多岁就上岛的经历(

我初中毕业"不想读书了#家就在海边两三百米"与小伙伴抓鱼"很开心#隔壁两个老的"有亲戚关系"

就带我到西沙#我那时十五六岁"那是一九八几年#带我的老人现在也八十多岁了#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陆续上岛的有他的弟弟$再到他们两兄弟的晚辈$包括他的两个女婿%

现在他在银屿上的大家庭已经有七八口人%

渔业群体$多以血缘来组织生计活动%这主要是因为海洋生计多变而危险$海上作业属于

性命相系$自己家人最值得信任%就居住来说$通常父子合住一间珊瑚屋$其次是兄弟!堂兄表

兄这样的组合%有时候也会和出海的搭档住在一起$以方便出海%很少有人独自上岛$无论是

创造生活条件$或者下海捞海产$都需要有人配合%有些生计方式可以单打独斗$比如在礁盘

上捡螺!叉鱼!放钓!放鳗鱼笼%有些作业必须有搭档$比如夜间在礁盘外深海处下氧抓鱼$要

有专人开小艇$观察水面的氧气管$精力高度集中地配合和接应%个别没有核心家庭或家族伙

伴上岛的$会叫上同村的好兄弟一起上岛%这样的好兄弟$一般是在家乡就一起出过海$气味

相投合得来的%岛与岛有地理生态上的差别$选择住在某一个岛的渔民$意在周边某种海产$

由此也就有了共同的技艺和话题%进一步说$他们拥有共同的思考方式或文化逻辑$以理解周

围的世界并产生共同的行为%

! 岛上的每一户$无论是以血缘基础组成的$还是志同道合的同

乡组合$都是与居住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单位$承载共同的生活$形成彼此高度信任的互助关系%

亲属组织!地域团体$又与年龄组重合%在南海&站峙'的男性年龄在十五六岁到五十多岁

之间$以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为最多%因为相比于依赖先进技术的现代渔业$南海岛礁借助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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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工具的渔猎生计$要求个体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和相当的体力%青壮年更适合南海岛礁的作

业方式%在一个岛上居住一段时间后形成的群体$有权使用周边的资源%成为群体中的成员

也意味着自动形成互助关系%

岛上渔民的捕捞范围从岛屿周边的礁盘逐渐延伸至深水区%他们面对的是开阔的海洋资

源$群岛和环礁又是海洋中海产最丰富的地带%礁盘!泻湖!港湾!沙洲和深海等多样的地理生

态条件$使岛民可以凭借各自的技术和本领谋生%岛上渔民在劳动地点!时间和劳动方式等方

面的选择$是完全自在!自由!独立的%看似分散!自己顾及自己的岛民生计方式$是以人们互

助互惠为前提的%除了家族成员在上岛时就已经作为一个生产生活团体之外$长期住岛的渔

民的合作和互助则是跨越亲属范围的$存在于自己所在岛屿上的渔民之间$以及这一海域各岛

的岛民之间%

就一个岛屿而言$不同年龄段的渔民$擅长不同的技能$这样就能达成各种合作模式%为

了最大化的收益$他们能够做出有价值的合作和妥协%鸭公岛的渔民陆某擅长的作业方式是

潜水抓鱼%在深海潜水抓鱼需要有人开船配合%开船者要观察水面$了解水下十米左右的渔

民的活动轨迹$及时开动小船跟上%经验不足或稍有不慎就会给水下渔民造成危险%岛上渔

民老于年过六十$没有体力再潜水抓鱼%陆某请他帮忙开船$一起出海%

他帮我开船"我下海#下午六点多出海"太阳落山前找好地方"天全黑了才下水#海上六七个小时"下水

八九次"看天气#差不多晚上十一二点!一点回来岛上#收入我拿六成"他拿四成#

他们每天去的海域不同%在离开小岛$开往深水区的过程中$老于和陆某一路观察水面的

颜色和波浪的变化$不停商量和交换意见$最终找到合适的地方%老于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开船

的能力谋得合适的工种$陆某也在与老人的合作中习得观天象!看海水来判断海底情况的本

领%在地势狭小$人数有限的小岛上$人们了解每一个人上岛的经历!技术特长%根据各自的

情况$他们自由地达成各种合作%

往来船只或各岛上住岛的渔民$彼此的互助是必需的%在海洋特有的危险而不确定的环

境下$人们达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则///互助%渔民谨遵这一原则%不论关系远近!困难大小$

所见者都要施以援手%小到生活上的物质短缺!生产中船只等缺少零件$大到海上遇见其他船

只或渔民遇险$都必须尽力援助%他们分享食物!淡水$对别人生产生活的各种困难$都会做出

及时的反应%这样就在特定的人群中形成了一个互助圈$每个人都是给予者$每个人也都是受

益者%当有人下岛$会帮其他人捎带海鲜回去销售$上岛的人也会帮忙捎来岛上需要的生活生

产用品%人们深谙这一规则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孤悬海外的岛礁生活$只能彼此依赖%只有

在别人需要帮助时有所付出$才能在自己需要时得到援助%这种回报是延迟性的$但保证了无

论何时自己不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U#&N

年
"

月$一艘船靠近赵述岛$船老大上岛找到某个岛民寻求帮助$他对自己能够得到

帮助深信不疑(

我救过他的命#

听起来似乎是很久前海上发生的事情$但不妨碍他们达成了永久有效的关系%船老大上

岛时$按惯例$他将船上的补给$如水果!肉!酒等分一部分带上小岛$送给他要找的岛民$他知

道岛上缺这些物资%这种作为海上人的互助互惠关系$是远海群岛上生产生活的岛民的生存

策略$是他们能够长期住岛的根本%基于这种互助$渔民自己也认为(

我们海里的人"是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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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岛礁大小$住岛人数多少$西沙各岛礁上都有珊瑚石堆建的兄弟庙%现在住岛的老渔

民记得几十年前他们上岛时$岛上就已经有庙$是他们家乡渔民先辈所建%位于海岛的小庙易

受风浪袭击$渔民们要接替修缮或重建%与他们在家乡一样$渔民拜兄弟公$即一百零八兄

弟%

! 当他们离开岛屿$无论是远航$还是回一趟家乡$再次回来上岛后必带鸡!猪肉!水果等

拜庙%渔民上下岛的时间不固定$他们返回岛上时依据自己上岛的时间各自拜庙%每逢初一!

十五或重要的节日$岛上的渔民会集体拜庙%

岛礁空间承载力和周边的海产量都有限%随着一个岛上渔民人数的增加$个别渔民在岛

上的收获会减少%他们会选择离开$迁移到新的地方住岛%渔民新选择的岛礁$生态条件要适

合他们捕鱼技术的开展$附近的海产也要能满足他们的生产预期%也因此$在南海站峙的渔

民$多数都经历了&所居无常'的过程$有在这一海域各个岛礁或短或长的住岛经历%正因为渔

民的岛礁生计是流动的游猎活动$他们需要以亲身实践来认识和熟悉周边的每一个岛礁!沙

洲$掌握整个海域的情况$并随时做出选择%

五!结
"

语

对当代住岛渔民群体生活生产的呈现$可以促进我们对整个南海海域渔业社会全貌的了

解%住岛渔民的海洋经验$对特定海域的认知$也有助于其他学科对南海海域的探索%比如地

质!气候科学家们会借助不同时期的捕鱼装置来分析海平面的变化%南海住岛渔民的社会生

活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的渔业社会形态%正如布莱恩*费根"

9+0/-Y/

A

/-

#所指出的$远古

的渔猎工具不易保存而难以在考古遗存中发现$想要还原和了解古老的涉海人群的捕鱼技术

等$唯一的方法就是对现代渔业社会中存在的传统的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

"

海南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诸岛进行渔业生产%从风帆航海到机动船出现$南海渔民经

历了不同的航海时代%渔民深植于南海岛礁的过程$是南海渔民与海洋岛屿长时间互动的过

程%特殊的岛礁地理生态条件$使住岛渔民在南海诸岛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渔业社会的渔猎经

济和社会形态$他们也由此成为华南渔业群体中独特的一分子%住岛渔民应对特殊环境的渔

猎生计方式$是世代南海渔民不间断的海洋实践的结果$体现了其对利用海洋生态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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