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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與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聯合推出

中國的海洋國土由黃海、渤海
、東海和南海組成，其中，除渤海
屬於內水不存在爭議外，其他三海中存在爭議的面積據
估算超過了一百萬平方公里。在距離中國台灣島東北端 120 海里
的釣魚島，雖然從歷史和法理上看都毫無疑問屬於中國，但日方卻不斷就此
挑起爭議。在黃岩島問題上，由於菲律賓無理的主權要求，紛爭還在繼續。與中
國相鄰的 8 個海上鄰國，幾乎都對中國的海洋主權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
面對爭端，中國提出了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的建議。遺憾的是，這一充分反映了中國政府和
人民的善良願望的提議，並末得到相關國家的重視
和理解。包括島礁主權問題在內，中國的海洋石油
資源、生物資源、海底文物、海島主權，不斷受到
相關國家的侵犯。
近年來，中國引人注目地加強了海洋行政執法
和權益維護，以海監船與漁政船巡航的方式，維護
中國海洋生產活動的正常秩序和海洋權益。最近的
釣魚島巡航和黃岩島事件，清晰地向世界顯示了中
國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
6 月 8 日是世界海洋日，今年的主題是 「海洋
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國家海洋局局長劉賜貴接受
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在這次黃岩島事件中，中國
海監忠實地履行了 「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的
職能。
今年 4 月 10 日，黃岩島事件中海監船編隊對中
國漁船和漁民實施現場保護。評論認為，此次對峙
顯示出了中國海監船的擔當和勇氣。
劉賜貴說，在關於黃岩島事件的最初報道中，
經常出現的畫面是海監船，播報的是漁政的情況。
這說明好多人對中國海監這支站在維護國家海洋權
益最前沿的隊伍還不太了解。

▲美麗的西沙海底珊瑚

查春明攝

據介紹，中國海監成立於 1998 年，是一支對
外代表國家、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對內依法維護海
洋海島開發秩序、保護海洋環境的綜合性海上執法
隊伍。

海監隊伍超過萬人
目前中國海監已擁有萬餘名執法人員，10 架
執法飛機，400 餘艘各類執法船艇，其中千噸級以
上專用執法船 27 艘，另有 36 艘大噸位海監船正在
建造過程中，未來 1 至 2 年內即可投入使用。
劉賜貴說，2005 年底中國依法啟動了海域動
態監視監測管理系統建設。目前，已形成國家、省
、市、縣四級業務體系，建立了 3 個國家業務中心
、11 個省級、49 個市級監管中心，各類技術人員
600 多人。
此外，系統通過利用衛星遙感、航空遙感、遠
程視頻監控和地面核查等技術手段對全國用海現狀
進行全方位、全天候的監測，並對基礎地理、遙感
影像、功能區劃、海域權屬等數據進行集成管理，
初步形成了全國海岸線、灘塗、海灣等海域資源和
海域使用狀況 「一張圖」，為海域管理政策制定提
供了決策依據。
新華社

▲考古隊在西沙海域發現水下文化遺存

新華社

南海水底主權證據遭盜
在南海的西沙海域，有些看似是漁船的船隻，
卻不見它們撒網作業，跟正常漁船相比，行蹤顯得
有些詭異。駛進一看，會發現船隻甲板上堆着混着
泥沙的碎瓷片，還有一些不起眼的瓷碗、瓷瓶。
海南省文物局日前向記者披露了有關南海水下
文物遭盜掘的情況。今年 4 月 29 日，海南文物部
門執法人員在海上巡查時，正巧碰到這一幕，現場
抓獲 6 艘正在盜撈水下文物的小艇，沒收 9 袋共
1400 多件古代瓷器，一些做工相當精美。
盜撈之後的海底礁盤上，完整文物已然蕩然無
存，僅留下些凌亂殘片。執法人員潛入水底拍攝的
這些畫面，令人感到痛心。
西沙是南海美麗富饒的島礁，是古代 「
海上絲
綢之路」的必經之地。由於珊瑚礁盤密集，有眾多
古代商船觸礁沉沒於此，形成了豐富的海底文化遺
存。這不僅具有重大的考古科研價值，更是中華民
族世代在南海活動的重要見證。
自 1996 年西沙 「華光礁 1 號」沉船遺址被海
南省潭門鎮漁民發現後， 「
西沙海域有古董」的消
息不脛而走，來自海南省內外甚至境外的許多不法
分子及船舶（民），一時間齊聚潭門，或僱用船員
，或親自下海，以水下爆破、手工挖掘、潛水探摸
等手段，大肆非法打撈西沙水下文物。

西沙海底文物被洗劫

海監漁政護漁維權當先鋒
▲ 2012 年 4 月 15 日， 「瓊．瓊海 09099 船」 從黃岩島返回海南，4 名船員陳明海、李亮、鄧業平、許德譚
（左至右）在漁船前合影
郭程攝
中日船隻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正面交鋒

張建松攝
▼中國漁政 46012 號船駛離海口
市秀英港，赴南沙海域執行護漁巡
航任務
侯建森攝

排除干擾 終於見到釣魚島
作為一位長期從事海洋領域新聞報道的記者，親眼看一看中國
的釣魚島，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今年 3 月 14 日，中國海監 50 船
、66 船赴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維權巡航，我作為隨行記者，親眼目
睹釣魚島的願望終於成真。
從上海乘坐中國海監 50 號前往釣魚島約需 30 多個小時，一路
航程異常艱難。3 月 15 日起，東海海面就颳起了 9 級大風，灰黑色
的海面上，連綿起伏的洶湧波濤，不斷惡狠狠地 「砸」向船頭，掀
起陣陣白色浪花。3000 噸級的 50 船航行在大海上，如一葉小小的
白色扁舟，隨着浪湧上下顛簸、左右搖擺，船身傾斜最大達到 30 多
度。
船上，很多久經風浪的海監隊員都出現嚴重的暈船嘔吐反應。
我雖然乘坐 「雪龍」號到過南極、北極，曾經歷過南大洋 「咆哮西
風帶」的考驗，但同樣也覺得暈得昏天黑地。
在這樣的一路顛簸中，中國海監 50 船、66 船頂風破浪、勇往
直前，3 月 16 日凌晨兩點，心情緊張加上暈船，我怎麼也睡不着了
，帶着相機和錄像設備到駕駛台。
凌晨 4 點許，中國海監 50、66 船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全體執
法隊員到位，駕駛台上氣氛驟然緊張。4 點 22 分，50 船上雷達發現
日本船隻；4 點 44 分，發現日本海保廳 PL62 船距我方 22 海里處跟
隨，並用探照燈照射我船；凌晨 5 時許，50 船上的無線電通話系統

，傳來日方 PL62 船上海保隊員用中文喊話的聲音： 「中國海監五
十，你船現在正往日本領海。立刻改變航向，不要接近日本領海。
請回答。」
中方回應： 「日本海保廳巡邏船 PL62，這裡是中國海監 50 船
。中國海監編隊正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周邊海域執行例行性巡航
任務。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日方接着喊話： 「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你船不要接近日本領
海。請回答。」
中方針鋒相對回應： 「中國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請
你船不要妨礙我船正常的公務行為。」

鬥智鬥勇

衝破日船攔截

在漆黑的海面上，日船電子顯示屏打出文字： 「我們要求貴船
不要進入我國的領海」，中國海監 50 船上的電子顯示屏，也用中、
日、英三種文字滾動顯示：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
國固有領土，中國海監編隊正在執行例行性巡航」。
隨着雙方一次次的喊話交鋒，日本海保廳隊員將之前一直稱呼
的 「
尖閣列島」，隨着我方叫法，稱起 「釣魚島」來。
中國海監 50 船、66 船不斷排除日方巡邏船的攔截和干擾，向
釣魚島主島接近。

菲軍槍口下謀生計

6 時許，天放亮。海面出現一架日本海上保安廳飛機，在 50 船
右前方上空盤旋 4 圈後飛離。緊接着，日本 PL62 船由尾隨我編隊轉
而加速航行至我船右側以 0.3 海里的間距，與我船保持同向同速。
8 時許，中國海監 50 船右前方出現日本海保廳 PLH06 船，並迅
速迫近。隨後，日本海保廳第三艘巡邏船，PL61，也加入干擾行
列。
8 時 30 分，中國海監 50、66 船編隊巡航至距釣魚島附屬島嶼南
小島 12 海里處， 「
中國海監 66」船在前，一度插進到距釣魚島 11.7
海里處， 「中國海監 50」船在後，以編隊方式順時針繞釣魚島主島
巡航。
9 時許，釣魚島附近海域天空突然放晴。
「快看，右舷，釣魚島！」不知誰大喊一聲，很多人奔出艙門
。秀麗的釣魚島主島輪廓，清晰地出現在中國海監編隊右前方，全
船隊員歡呼雀躍，大家紛紛拍照留念。
那一刻，許多人眼裡都飽含了熱淚，紛紛向釣魚島方向莊嚴敬
禮。
釣魚島，祖國鑲嵌在東海的一顆明珠，我終於見到了你！

新華社記者

海南漁民南海捕魚辛酸路
被菲律賓軍艦在黃岩島瀉湖內襲擾的 12 艘中國漁船
已有一艘 「瓊．瓊海 09099 號」於 5 月 14 日晚 8 時安全回
到家鄉潭門鎮中心漁港。全船 16 名漁民在中國海監船的
保護下，躲過了菲律賓海軍的槍口。
這並不是我漁船第一次被菲軍方襲擾，從記載的資
料看，在過去十幾年中，海南省瓊海市潭門鎮已有數十
艘漁船、數百名漁民曾遭到菲軍方的無理追趕、抓扣，
甚至槍殺。

船長回憶驚魂一幕

張建松

文物保護處「真空狀態」
如今，越來越多的南海水下文化遺存被發現，
在西南中沙群島海域均發現了古代沉船遺址。據悉
，截至目前已確認 122 處。今年在西沙海域新發現
的 30 處沉船遺址中，發現了屬於五代時期河北邢
窰的白瓷和浙江越窰的青瓷，使海上絲綢之路西沙
航線啟用年代提前至五代時期，歷史和文化價值進
一步提高。
王亦平說，南海水下文物遺存是 「
海上絲綢之
路」的重要線段，它不光是一條貿易之路，也是一
條傳播友好往來的文化之路，這條路至今仍在發揮
作用，尤其是在當前南海局勢紛繁複雜的情況下，
開展南海水下文物保護和研究更具實際意義。
從 1998 年開始，國家文物局對西沙文物採取
搶救性挖掘措施，已運回萬餘件文物。然而，由於
管理經費缺乏、協調機制差、地理位置偏遠、管理
實力難以到達，南海水下文物保護實際上處於一種
「真空狀態」。

新華社記者

趙葉蘋、張永峰

◀

西沙群島海域出水的石雕男子頭像

西沙海域出水的清代石雕像

▶

巡航東海南海 保衛海洋利益

▲中國海監 50 號在東海油氣田附近海域巡航

張建松攝

▲ 3 月 14 日，中國海監 50 船、66 船赴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維
權巡航，圖為新華社記者張建松（右）與中國海監東海總隊副
總隊長劉振東在中國海監 50 船上合影

▲中國海監 50 號船長黃祈泉在駕駛台指揮巡航路線

漁民：漁政船伴航 我們很安心
對我國 12 艘正在作業的漁船進行襲擾，全
副武裝的菲海軍士兵登船檢查、拍照，
「瓊．瓊海 09099」 就是被襲擾的漁船之
一。 「他們都帶着槍，我們只能任由他們
擺布。」 當日的情景給許德譚和船員們造
成極大的心理傷害。

漁民難掩內心激動
據許德譚介紹，自 4 月 19 日從瓊海市
潭門鎮中心漁港再次出發，到達黃岩島海
域後，中國漁政 310 和 303 兩艘漁政船先
後在黃岩島潟湖外守護。因為潟湖口太淺
，大型漁政船無法進入潟湖內部， 「但有
他們在外面，就可以阻止菲律賓軍警進來
騷擾了。」 提到在漁政船的保護下作業，
許德譚難掩心中的激動之情。
在這個航次 23 天的生產過程中，許德

譚的漁船及來自潭門鎮的另外 6 艘漁船受
到中國漁政船的悉心照顧。 「每隔三四天
，漁政執法人員就乘坐小艇進入潟湖內，
登上每艘漁船看望船員，了解大家的生產
情況，讓我們保持單邊帶（一種無線通訊
設備）24 小時開通，有任何情況隨時通報
給他們。」
漁政船的負責人多次到漁船慰問，
「他們來的時候都問我們缺什麼，有困難
儘管反映。我們剛去，帶的東西都很充足
，什麼都不缺。重要的是，他們能一直守
護着我們漁民正常作業就好了。」 「瓊．
瓊海 09099 船」輪機長陳明海欣慰地說。
「他們的海警船還不如我們的漁船大
，有了我們的漁政船，他們再也不敢上到
我們的船上了。」 許德譚說。
新華社記者 趙葉蘋 夏冠男

◀

侯建森攝

新華社

新華社

「與以前不一樣了，這個航次漁政船
始終守護在黃岩島海域，這讓我們很安心
！」 記者見到再次從黃岩島回來的許德譚
時，他的情緒明顯比上次輕鬆愉悅。
5 月的海南省瓊海市潭門鎮風輕雲淡，
去黃岩島捕魚的漁民大多來自於這個不起
眼的海邊小鎮。在老許的 「瓊．瓊海
09099 船」 邊，一台吊裝機正在從船上把
魚貨卸下，一派忙碌的景象。老許和幾個
船員在一旁抽着煙，臉上樂開了花。
「相比上次歸來，這一次出去了 20 多
天，收穫要多得多！」 作為 「瓊．瓊海
09099 船」 船長，許德譚的漁船曾於 4 月
10 日遭到菲律賓海軍襲擾。4 月 19 日，他
再次帶領 20 名船員前往黃岩島作業，5 月
11 日 9 時滿載而歸。
今年 4 月 10 日，菲律賓軍艦在黃岩島

張建松攝

進入為期兩個半月伏季休漁期的漁船停泊在三亞港

「盜撈者太猖狂了，盜得真乾淨！」海南省文
物局水下文物工作負責人黎吉龍邊說邊向記者展示
一些破壞文物的照片。
今年四、五月間，海南省文物局和海南省西南
中沙群島辦事處，共同巡查了西沙 48 處水下文化
遺存，發現盜掘面積佔遺存面積 50%以上的有 26
處，有些沉船遺址中心區域已被盜掘一空。其中，
「盤石嶼 1 號」沉船遺址已被嚴重盜撈；去年發現
元青花的 「石嶼 2 號」沉船遺址也被盜撈嚴重，部
分區域可見明顯的反覆盜撈痕跡； 「盤石嶼 1 號」
、 「2 號」沉船遺址， 「華光礁 4 號」沉船遺址，
「石嶼 2 號」、 「3 號」沉船遺址， 「北礁 4 號」
沉船遺址，銀嶼新發現的所有沉船遺址和遺物點，

中心區域基本已被盜掘一空。
考古隊員在浪花礁發現許多明顯帶有人工痕跡
的深坑，這是盜撈者利用小艇的螺旋槳找尋瓷片留
下的，這種方式對水下遺珍造成了致命性毀壞。
與盜撈海底文物相對應的，是海南形成了活躍
的水下文物交易黑市，內地還形成了集投資、盜撈
、銷贓一條龍的非法盈利活動鏈。
其中，潭門鎮早已成為一個 「
名氣遠揚」的交
易黑市。
據海南省文物部門調查，潭門鎮專門從事盜掘
活動的大型漁船（60-200 噸）有 30 至 50 艘之多。
最嚴重時，有近百艘小艇同時在西沙海域盜掘盜撈
水下文化遺存。有些船主因此一年的收入就多達
300 多萬元。
參與盜撈的還有來自境外的盜撈者。據海南省
文物局介紹，近年來，有周邊國家存在蓄意破壞中
國南海水下文化遺存的嫌疑，以銷毀中國關於南海
主權的歷史證據。

系列之 10

4 月 10 日早上 6 時左右， 「瓊．瓊海 09099 號」漁船
船長許德譚發現一艘軍艦駛入黃岩島瀉湖湖口，直到從
短波電台裡聽到菲律賓人說話的聲音，意識到是菲律賓
軍艦時已無法逃脫。
「菲律賓軍艦堵住了瀉湖口，我們想逃都逃不掉，
他們都帶槍，我們只能老老實實地等。」許德譚 15 日下
午坐在潭門漁民協會的辦公室，向記者回憶當時的情況
時仍然驚魂未定。
他說： 「菲律賓軍艦從早上 6 點多就開始對漁船實
施逐個搜查。8 點 30 分左右，9 名菲律賓海軍坐着充氣艇
靠近我們的船，7 人帶着長槍，他們一上船就豎起拇指
，打手語問誰是船長，我只好站出來，那些菲軍就推搡
着後背把我們 5 個往船頭上趕。」
許德譚回憶，菲士兵關掉了船上的北斗衛星船位監
控系統、單邊帶等無線電通訊設備，並讓船員站在太陽
底下，禁止說話。士兵們拿着照相機到處搜查、拍照，
直到中午 11 點才結束。
據悉，菲海軍為許德譚等 5 名漁民拍攝的合影，已
被菲律賓軍方作為 「中國漁民非法捕撈」的證據公開，
網絡大量轉發，引起網民憤慨。
「直至 10 日下午 5 點 30 分左右，國家海洋局派出正
在黃岩島附近執行南海定期維權巡航執法任務的中國海
監 84、75 船編隊趕到現場，才讓我們鬆了口氣。」許德
譚說，海監船幫助他們順利解圍後，在海上作業 25 天的
「瓊．瓊海 09099 船」便於 11 日晚提前結束了航次啟程
返回，原本他們每個航次都要在海上作業 50 天時間。
「之所以匆匆趕回，一方面是捕撈的魚貨基本保本
，另一方面是大家心裡都很慌，想回鄉停一停再出去。
」許德譚說，在潭門的漁民兄弟中，他是幸運的，趕海
30 年來從來沒有被抓扣過，而他身邊的很多兄弟朋友都
有被抓扣的經歷，有的還曾被多次抓扣。
在許德譚 30 多年的出海捕魚經歷中，全副武裝的外
國海軍登船搜查還是第一次。 「以前只是被驅趕，外國
海軍登船搜查還不曾有過。心裡特別害怕。」
許德譚說，作為船長，他負責漁船及船上所有漁民
的生命財產安全，菲海軍若打人或抓人，他也是首當其
衝，今年已 55 歲的他已經承受不了牢獄之苦。 「當時想
到家中老小，還有剛出生 8 個月的孫兒，我就害怕，怕
再也見不到家人。」

潭門漁民以德報怨
走在潭門鎮中心漁港，隨便走向一艘木質漁船，都
可能遇到有過被抓扣經歷的漁民。對於鎮裡的幹部來說
，他們日常工作的重要事項，就是安撫被抓扣漁民家屬
情緒，籌措資金前往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
將被抓扣漁民接回國。
據潭門鎮政府不完全統計，自 2000 年來，潭門漁民
在南海作業被周邊國家無理追趕、抓扣、搶劫、武裝襲
擊的事件有 117 宗，被無理襲擊和抓扣的共有 714 人，其
中 5 人被槍殺，8 人受槍傷。

從潭門鎮政府門前展板上重點列舉的 31 宗抓扣事件
看（2000 年─ 2011 年），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
尼都曾抓扣過我國漁民，這其中菲律賓抓扣我漁民的次
數、人數最多，達 14 次、265 人，給漁民造成的人員、
財產損失最大，給漁民的身心均留下巨大創傷。
「瓊．瓊海 03026 號」船船主兼船長陳則波 10 日也
在黃岩島作業，他的出國經歷是兩次被菲律賓軍方抓去
坐牢：1994 年 12 月，他在捕魚時和另外 14 名漁民被菲
方非法抓扣坐牢 4 個月，左臂被強迫留下刺青；1999 年
，他的一艘 60 噸的漁船被菲軍艦撞沉。
「瓊．瓊海 00389 號」船船長馮信義左臂上也有一
塊刺青，那是 2001 年他在中業島附近作業時，和另外 3
名漁民一起被菲律賓軍方抓扣關押在巴拉望島近 1 年，
因為拒絕在認罪書上簽字，經常遭毆打，這塊刺青就是
當時留下的。
據潭門鎮鎮委委員戴於島介紹，2011 年 3 月 24 日被
菲律賓軍方抓扣的漁民謝晉芳等 6 人目前仍被菲律賓關
押。
儘管周邊國家軍警無數次無理抓扣潭門漁民，他們
並不會因此而仇恨周邊國家的漁民，反而會在他們困難
之時，第一時間伸出人道主義的援手。
潭門鎮南沙漁民協會會長邱谷儒告訴記者，2007 年
12 月，海貝思颱風襲擊南海海域，在中業島附近海域作
業共有 10 艘中外籍漁船， 「我們的漁船憑着長期南海作
業的經驗，共救助越南籍漁民 7 人，菲律賓籍漁民 42 人
，體現了我們團結友善、熱愛和平的高尚品格。」

漁民不懼刀槍風險
面對周邊國家的鐵甲戰艦、全副武裝的外國海軍、
變化莫測的南海天氣，潭門漁民為何要駕着一葉扁舟闖
蕩距家鄉千里之遙的中沙群島、南沙群島？
質樸的漁民坦誠地說，為了謀生，這裡的漁民世世
代代靠海為生，祖祖輩輩就到南沙耕海，很多漁民從十
幾歲起，就跟着父輩去闖海，練就了一身觀雲圖、觀海
況的本領，也迷上了南沙群島潔淨的海水中、豐富的礁
盤上那些五彩斑斕的魚貨，蘇眉、石斑、龍蝦、海參、
白面螺、紅口螺等各種珍貴魚蝦貝。
「這些是在近海撈不到的，而且我們是帶着氧氣管
潛到礁盤底下用手抓，抓活魚、賣活魚。」 「瓊．瓊海
01066 號」漁船船主柯維秀說起潭門漁民特殊的作業方式
和南海豐富的魚蝦貝，言語中透出欣喜， 「我們的魚貨
都很好賣，價錢也很高，一般在海上就被收購船收走了
，所以我們才會不惜血本冒風險到南沙捕魚。」
在潭門漁民看來，如今與過去 「一走兩個月杳無音
信」的年代相比，如今他們的條件好多了，有北斗衛星
船舶監控系統，漁政部門可以隨時掌握他們的位置，一
旦越界就會收到來自家鄉漁政站的警示。設在海南公安
邊防總隊潭門邊防派出所的 「海上 110」，分別於每天早
上、中午、晚上三個時段通過單邊帶電台與漁民對話，
為漁民提供氣象信息等服務，了解漁民在南沙的生產情
況，是否安全等。
許德譚說，在海上遇上颱風、漁船故障、漁民生病
、抓扣事件等險情，我們都會通過單邊帶與家鄉聯繫，
由 「
家裡面」幫我們想辦法。
潭門漁民不懼刀槍，不怕深海。 「我們在自己國家
的海域裡航行沒什麼可懼怕的，雖然風險很大，還曾有
漁民兄弟被槍殺，但為了耕耘好祖輩留下的 『責任田』
，我們還會繼續出海。」邱谷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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