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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历程回顾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1913 年法

国著名汉学家沙畹（1865-1918）率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此后受到广泛的

关注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一般划分为两条航线：一条是古代中国通往朝鲜半岛、

日本的东海海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由中国沿海港，如合浦、徐闻、广州等通往

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国家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

通，极大地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冯承钧、张星烺等中外交通史家就开始研究古代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中国南洋交通史》《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力著，对

中国历代与南洋相关的政治经济活动，各次航行的路线，所经过地区的地名沿革、

风土人情进行了综合考察。出于政治的需要，此时日本的一些学者，如早稻田大

学教授藤田丰八、日本大学教授石田斡之助等人也开展了对汉代南海海上丝绸之

路交通路线的考证与研究，并推断从北部湾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未必是唯一的通

道。我国学者厦门大学教授韩振华综合前人的考证成果，从文献、航线、语言等

方面考证，在肯定前人成果的同时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汉书·地理志》中的

都元国在今越南南部，邑卢没国在今泰国华富里，谌离国在今泰国佛统，夫甘都

卢应是夫甘和都卢两个国家，位于今缅甸，黄支国在今印度东海岸的建支，已程

不国在今斯里兰卡，皮宗国在今苏门答腊岛。并认为当时自印度经东南亚至中国

的海上交通路线，还有一条航线是取道马来海峡的航线，即自印度东海岸的黄支

国南行至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再航行至皮宗国（今苏门答腊），共花费 8 个

月时间。再自皮宗国航行 2 个月航线至当时中国最南部边疆的日南郡象林界。

到了 20世纪 60 年代，研究古代南海丝绸之路的日本学者一反过去注重考证

的做法，将研究重点放在论证从合浦等地出发到达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并指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原来与陆上丝绸之路具

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后来变得越来越重要，变成海上陶瓷之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合浦汉墓考古取得重要成果，并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

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逐渐关注汉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探讨了汉代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印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刘

心如认为佛教“七宝”是当时贸易的重要商品，美国学者罗伯特·维克斯则认为

珍珠应当是北部湾合浦一带最重要的贸易产品。80年代后期，国内学者开始正式

使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进行研究。北海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

开始引起国内学者们的注意。广东港史专家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论证合浦是

汉代的重要港口：北海本土学者黄家蕃则通过梳理古代南海合浦地区口岸贸易历

史，认为合浦是古代南海地区的贸易口岸。一些专著，如黄铮的《广西对外开放

港口——历史、现状、前景》以及顾裕瑞、李志俭的《北海港史》等，用了一定

篇幅对北海（合浦）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探讨。

1994 年 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泉州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

讨会，进一步激起了这方面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兴趣，他们纷纷参与了海

上丝绸之路的理论研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西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

港之一的省区，也相应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受此影响，北海（合

浦）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 20世纪 90 年代正式起步，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呈

现，如萧德浩的《北部湾海上通道概说》，唐嘉弘、张建华的《海上丝绸之路疏

证》，王伟昭的《田野考古学所见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曾祥文的《北海海

交史一二事》，周家干的《汉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合浦》，黄家蕃的《合浦、

徐闻形成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条件》，廖国一的《中国古代最早开展远洋

贸易的地区——环北部湾沿岸》等。这些研究力图把合浦古代特别是汉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形成、演变及影响等史实、史料，及其对现实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文

化发展等方面的实践和理论弄清楚，虽然这些文章散见于报刊、书籍等，还不够

系统全面，但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 21 世纪，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热度持

续升温，各种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 2004 年中国·北海（合浦）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以下简称“理论研讨会”）在合浦召开，2008



年国务院批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及 2012 年北海赢得海上丝绸之路

联合申遗资格，2013 年国家批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北海（合浦）海上丝

绸之路的研究也呈现出系统性、专题性、多学科性的深入发展趋势，研究成果颇

为丰硕。这一阶段表现突出的国外学者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的 James

K.Chin、美国北乔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的马克·吉尔伯特、美国詹姆斯·安德森、

诺拉·库克等人，国内学者是陈炎、吴传钧、韩湖初、熊昭明等人，代表性成果

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

论文集》《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北海文史第十八辑》《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

史：一座城市永远的记忆》《丝路古港：从合浦启航》《历史上的东京湾》《广西

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汉风越韵——广西汉代文物精品》《汉代

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等。这些著作通过多方面的论证，确立了合浦作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地位，阐述了北海（合浦）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

于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作用。纵观这一阶段，以

2008 年作为分界线，前半阶段关于北海（合浦）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较为零

散，后半阶段的研究则比较深入系统。

总之，20世纪 60 年代以前中外学者研究重点在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国

家所在地的考证。60年代开始论证从合浦等地出发到达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8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合浦作为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在 2004 年理论研讨会上，

学者们一致确认了合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这个历史定论。

二、研究成果综述

如今，关于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走过很多个年头，对其

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显得很有必要。2011 年，廖国一撰文《从北部湾出发的汉

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略》，回顾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关于从北部湾

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2014 年韦夏宁撰文《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综述》，从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演变及影响，贸易及制度管理情况，明

清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移民与文化交流三方面进行综述，认为目前的研究成果丰



硕，但大多研究都是综合论述，对于各个朝代及文化等方面缺乏深入研究。

在当前北海市大力筹备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之际，对北

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综述除了关注其理论研究外，还需关注海上

丝绸之路遗存物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保护管理与申遗方面的研究，如此方能符合

世界文化遗产关于原真性、完整性、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要求。

1．关于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演变及影响的相关理论研

究

中外学者已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角度探讨了

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演变及影响这些问题，因此这方面的研

究文章数量最多。

张九皋、黄家蕃、邓家倍、包驰林、黄铮、吴三保等学者以及北海市“海上

丝绸之路”课题研究组认为合浦形成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条件主要包括优

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条件（包括天然的良港、发达的水路运输、成熟的航

海技术及经验、便捷的交通工具等），丰富的物产资源，与东南亚民族长期频繁

交往的历史，政治上的原因以及重要的军事地位。

美国学者诺拉·库克、李·塔纳和詹姆斯·安德森，我国学者吴三保、钟定

世等认为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证据包括权威的史籍记载、大量的

出土文物、众多的文化遗迹等。

关于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陈家宽认为随着海上丝

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合浦逐渐成为我国汉代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岭南的政治

经济中心和军事基地。廖国一认为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

进了沿线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外文明传播。李世佳认为合浦汉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开辟进一步刺激了广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广西由此形成带状经济区

域。陈洪波则认为汉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规模小，没有对岭南社会的经济文

化面貌造成很大影响。

目前的主要分歧与争议包括合浦港兴起和衰落的时间、合浦始发港口的具体

位置、最早始发港、西汉合浦郡治等问题。



(1)合浦港兴起时间的问题，有两种观点：一是刘明贤、傅举有、李富强、

陈家宽等人认为是商周时期，二是廖国一、邱立诚认为是秦汉时期。合浦港衰落

时间的问题，有三种观点：一是 James K.Chin、邹逸麟、陈洪波、颜洁认为是三

国时期，二是刘明贤认为是唐代，三是廖国一等人认为是明代。

(2)合浦始发港口的具体位置问题，有四种观点：一是蒋廷瑜、彭书琳推断

位于县城的西城区，二是梁旭达、邓兰、陆露等人认为在县城西南廉州镇西南方

向附近，三是周家干、黄启臣、钟定世等人认为在县城西南的乾体，四是广西文

物工作队课题组认为应在大浪古城头村。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现今县城的西面

或西南面很少发现西汉中期的墓葬，因此前三种观点所说的合浦港应是东汉时期

的。而大浪古城应是西汉时期的合浦县治，发现的码头遗存应是《汉书》所记载

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主体部分。

(3)最早始发港问题，有四种观点：一是覃主元、赵明龙、颜洁等人认为是

合浦，二是韩湖初等人认为是合浦、徐闻、日南 3个海港，三是陈柏坚、赵焕庭

等人支持番禺（广州）说，四是陈代光、黄启臣支持北部湾 3 港和番禺多元说。

(4)合浦西汉郡治究竟在合浦还是徐闻的问题，有三种观点：一是韩湖初、

邱立诚等人认为合浦是西汉郡治所在地，二是廖国一等人认为徐闻是西汉合浦郡

治所在地，三是王元林等人对西汉设郡合浦或徐闻持不确定态度。

2．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发掘与研究

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范围和内容都比较广泛，主要有遗址

和墓葬两部分。遗址包括城址、港口和窑址等。

(1)大浪古城遗址。位于合浦县城东北约 13公里处的石湾镇大浪村，是西汉

时期的城市遗址，城址基本为正东西方向，边长约 220 米，大致呈正方形，西面

依托周江，其余三面环绕护城河，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2002-2011 年广西文物

工作队（现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该汉代城址进行发掘，发掘

位置位于北城墙、城中央及西门外，发掘面积约 690 平方米。大浪古城遗址由城

址、城墙、护城河、建筑遗址及码头遗址组成，地表散见几何印纹陶片和刻画纹

陶片。城址的方正布局、四角筑角楼和版筑墙体的做法，与广西其他地方的汉始



安、零陵、观阳、临贺、封阳等县级城市的做法一致，考古人员推测其为西汉中

期合浦县的县治。西面依托周江，其余三面有护城河环绕，并与古河道相连。大

浪古城遗址的城墙、城壕、码头等基本布局都保存了其最初的外形和设计样式，

成为迄今为止国内考古发现的保持最为完整的汉代县治之一。

大浪古城遗址印证了文献中对汉代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记载，其

城址、码头等遗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2013 年 5月，大浪古

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该城址的发掘，目前已发表

了一些零星研究著述，如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的《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合浦港的考古学实践与初步认识》，熊昭明的《广西的汉代城址与初步认识》。

(2)草鞋村汉城遗址。草鞋村遗址位于合浦县城廉州镇西南侧，是目前合浦

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的聚落遗址。2007-2012 年，广西文物

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合浦县草鞋村遗址的汉代城址西部作坊区展开了两次大规

模发掘和数次局部发掘。据勘探，草鞋村遗址汉代城址整个周长 1200～1300 米，

总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一面临江，另三面有护城河相通，外形清晰，这种布局

以及构筑方式与大浪古城一致，考古人员推测其为当时的合浦郡城所在地。草鞋

村遗址现已发现城墙、护城河及建筑遗迹等遗存。城址形状类多边形，一面临江，

另三面有护城河相通，外形清晰。城址中已发掘的建筑遗迹及高规格建筑砖瓦的

出土，均反映出该城址的规格程度。城内西南边突出位置设置陶手工作坊，与国

内其他地方的汉代城址的布局一致，在作坊区发现的贮泥坑、用于陶洗和沉淀陶

土的池子、水井、建筑遗址，证明此作坊在建城时就设置，属于城市设计建设的

一部分。

草鞋村遗址继承和发展了大浪古城的城市功能，它的确认以及大规模、完整

的汉代手工作坊遗迹的发现，对考古学、历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

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贸易、管理场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013

年 5月，草鞋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白龙珍珠城汉代遗存。2015 年 12 月，北海市文物局对位于铁山港区营盘

镇白龙村的白龙珍珠城遗址及其周边 5 公里地域进行为期 20 多天的考古调查，



发现了 8 处汉唐至明清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并从这些遗存中发现了大量陶瓷片。

在白龙城周边地域发现的汉代生活器皿，充分说明当时白龙沿海一带已有人群居

住、劳作，这成为佐证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海港口之一的重要证明。这

一重大发现将白龙珍珠城可考究的历史由之前确定的明朝推前至汉朝，是北海考

古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方面的重大突破，对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具有

重要意义。

(4)大浪古城汉代港口码头遗址。位于大浪古城西门外，码头遗址地层叠压

清楚，虽经漫长岁月，其夯筑的弧形平台、台阶步级以及伸出江面的码头、固定

船只用的木桩痕迹等都清晰可见，与现在沿江伸出水面的小型码头接近。这里水

势平缓，离入海口近，无论船只停靠，还是货物转运，都十分便利，且与著名港

口如广州、泉州等一样，都位于河汊内。码头是港口构成的主体部分，汉武帝时

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已经形成。考古人员分析，大浪汉城遗址西门外的码头遗存

极有可能与此有关。但这里的地形狭窄，发展的空间有限，因此，从西汉晚期起，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河道淤塞等原因，港口随治所南迁

至今合浦县城草鞋村一带。大浪古城遗址码头真实见证了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始发港之一的历史事实。相关研究的课题论文有《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考古学实践与初

步认识》等。

(5)汉代窑址遗存。目前尚未在合浦县发现汉代窑址，20世纪 80 年代考古工

作者对草鞋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地面有较厚的汉瓦堆积层、红陶堆积

层以及数量较多的汉砖、方格纹板瓦、公母瓦和陶瓷器皿等汉代窑址遗存。

(6)合浦汉墓群。合浦汉墓群位于北海市合浦县城区，是目前国内大型汉代

墓葬群之一，是目前广西保存最好的规模最大的墓群。该墓群东西长 12.5 公里，

南北平均宽度为 5.5 公里，总面积约 68平方公里。合浦汉墓的考古发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起随着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

全面铺开，迄今发掘的汉墓已达 1000 座左右。经考古初步统计，有封土堆残存

的墓葬与无封土堆墓葬的比例大致为 1:8～1:9，根据地表封土堆的数量，大致推



算出合浦汉墓群地下墓葬的数量为近万座。除草鞋村周围约 1公里的弧形地带没

有汉墓发现外，合浦县城周边的其余地带多为分布区。从已发掘情况看，墓葬的

类型依埋葬个体数目可分为单葬和合葬墓两类，依构筑材料可分为土坑墓、木椁

墓、砖木合构墓、砖室墓等四类，依年代划分可分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

早期和东汉中晚期。墓主人分别为两汉地方官吏、被贬的皇亲国戚及朝廷官员、

贩卖丝绸珍珠的商贾和一般平民。

合浦汉墓群墓葬出土随葬品 2 万件（套），种类有青铜器、铁器、陶器、滑

石器、漆器、金器、银器、玉石、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物品，生产、生活、

商贸无所不包，充分反映了汉代合浦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繁荣状况。

随葬品中包含大量海外舶来品，如玻璃器、石榴子石、蚀刻玛瑙、琥珀、肉红石

髓、水晶、绿松石、青釉陶壶、铜钹、金箔包裹青铜珠、金花球、焊珠金饰片、

香料、金饼、胡人佣座灯等，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物证。1996 年，

合浦汉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汉墓历年发表的专刊和发掘报告包括：《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

年发掘报告》《2005 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广西合浦九只岭东汉墓》《广

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广西合浦县丰

门岭 10 号汉墓发掘简报》《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

墓》《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堆东汉墓葬》《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广

西合浦汉墓的 14C 定年》等。以上报告对合浦汉墓群的墓葬形制、分期演变、编

年序列等进行了基础研究。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合浦汉墓群的随葬品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对象包括

青铜器、铁器、陶器、滑石器、漆器、金器、银器、玉石、玻璃、水晶、玛瑙、

琥珀等物品。吴俊、陈虞添、黄献源、万辅彬等人从不同角度对合浦汉墓群青铜

器进行研究。曲用心、杨清平等人对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特别是合浦郡的铁器使用

情况进行研究。逯鹏、覃小燕、陈玉婷、杜琴琴、王道波、黄珊等人对合浦汉墓

的陶器进行研究。李珍的《广西古代滑石器研究》一文中，对合浦汉墓出土的滑

石器以及广西其他地区出土的滑石器做了统计、分析和研究。蒋廷瑜、熊昭明、



谢日万等人从不同角度对合浦汉墓出土的玉器进行了介绍与研究。黄启善、熊昭

明、李青会等人对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种类、来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彭书

琳、王伟昭、陈洪波等人对合浦汉墓出土的配饰品作了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其来

源及工艺。黄启善、廖国一、樊博琛等人对合浦汉墓出土的货币进行了研究，并

与其他地区、国家的货币做对比。

综上所述，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史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二是合浦汉墓群的相关研究。

经过几十年不间断的考古发掘与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

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佐证的大浪古城遗址、草鞋村遗址、合浦汉墓群、白龙城遗

址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申遗的四大遗产点。

3．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管理与申遗研究

进入 21 世纪后，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重要价值和作用逐渐广

为人知，2009 年北海市正式启动保护管理和申遗工作，2011 年北海市成功跻身

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团队，建立了联合申遗协调机制。概括而言，北海（合浦）

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管理与申遗工作包括：

(1)外出调研考察。在北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2004 年 4

月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考察组前往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泉州市、广东省广州市

进行了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调研考察，了解并学习了三省三地开发、保护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遗迹的有益尝试。考察组认为北海市一方面要把现有的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遗址、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实证发掘好、保护好、管理好，营造浓

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应借鉴外地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工作，成立

专门机构、拨出专款、政府下发文件、制定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保护的整体规划等

成功做法的经验。并提出了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同年的理论研讨会

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50 多位专家学者充分论证并肯定了合浦在海上丝绸之路中

的历史地位及开发价值。

(2)成立专门机构。2009 年，北海市正式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工作，设立了领导机构，市委书记和市长任组长，成员包括各相关部门和县区



政府领导，遗产点所在地合浦县和铁山港区政府也成立了申遗工作领导机构，并

增设了合浦县文物管理局。同时，通过签订责任状的方式明确所在乡镇（街道）

政府负有协管责任，并负责区域内的安全巡视、维护工作；村、社区成立相应的

文物保护小组，对相关遗产点进行日常管理维护。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队伍

实力，确保申遗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北海市于 2015 年 10 月在北海市文物局

增挂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的牌子，增加 4名编制人员专门从事海上丝绸

之路申遗，以便扎实推进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相关工作。

(3)加大基础研究。2012 年起，北海市先后邀请国内著名专家郭旃、陈同滨、

安家瑶、孙华、杨林等人到北海市遗产点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其专业意见，并组

织专家完成了《北海（合浦）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北

海史迹”遗产点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初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合浦各

遗产点与海上丝绸之路整体价值的关联》《南流江出海口历史上海岸线的变迁及

汉代港口位置》四个课题的研究，为申遗理论研究夯实了一定基础，为申遗文本

编制奠定了重要基础。编制《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文本》上报国家文物局，并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书面评估和现场考核。

2012 年 11 月 12 日，“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项目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申遗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4)举办联合展览。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6月，“跨越海洋——中国‘海上

丝绸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先后在宁波、福州、扬州、蓬莱、北海、

广州、漳州、泉州、南京等 9 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巡展。联展已被列入文化

部对西亚北非地区文化交流精品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联合

申遗进程。2013 年，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专门设立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展厅，主要

陈列合浦汉墓群出土的各类舶来品文物，以此加深广大市民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的认识。同年组织合浦汉墓群出土文物参加由福建博物院牵头筹办的“丝路帆远

——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同时，加大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宣传力度，

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临时流动图片展、长期展览、对外文化交流等

形式进行宣传。



(5)制定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保护的法规和规划。2014 年 12 月，北海市颁布实

施《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点保护办法》。这是北海市第一部旨在保护海

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点的专项保护办法，为有效保护和管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也是稳步推进申遗工作的重要步骤。后面将根据相关安

排继续推进升格地方性法规的相关工作。2015 年，北海市加快推进海上丝绸之路

相关遗产点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完成了大浪古城遗址保护规划政府采购并组织编

制规划文本。

总而言之，当前学者们关于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演变及

影响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发掘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

护管理和申遗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有效地推进了北海市联合申遗工作。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自 1913 年，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被提出，国内外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已走过 100 多年。虽然学术成果不断，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础极为薄弱。目前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时间范围及路线图等问题还未

形成学术上的共识，申遗的技术路线尚不明确，中外学者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理

解和认识不一。在不同国家学者们相关共性认识确定之前，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

还存在很大的障碍，还需要加强沟通和研究。

受此影响，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

路，由于自身研究起步晚以及史籍记载匮乏、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有限等限制，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基础研究薄弱、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投入不足、公众参与力度

不大等问题。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研究不够，导致了遗产点原

真性、完整性发掘不够，突出的意义和普遍价值不明显，以及保护管理遗产点力

度不够。这也导致了国家不将北海列入 2016 年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申报城市。

为此，我们需要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加强基础研究

前文已述及，关于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包括相关理论研究、

史迹的发掘与研究、史迹的保护管理与申遗研究三方面。综合分析可知，这些研



究虽然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经济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知识进行多

方面深入的研究，但基本上都离不开考古学成果的支撑，也即以传统的考古学研

究为主。目前关于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汉墓群的基础研究仍然很薄弱，难

以证明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辉煌、衰落的过程。

如大浪古城遗址和草鞋村汉城遗址虽然有了重大发现，但汉城的布局及其发

展过程仍不清楚，并缺乏寻找港口的直接证据，包括可能出现的沉船、遗弃进出

口货物等物证。又如合浦汉墓群的研究，虽然弄清楚了其分布范围、分期、形制

以及不同时期的特征，并对一些随葬品进行了专门研究，但对于汉墓群九大分布

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黄泥岗墓与周边墓的关系，它们的时代、分期、发展趋

势，汉墓主人的身份及其生平事迹，当时人们真实的生活情况等问题研究很少。

这些问题如果弄不清楚，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发掘

汉墓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也不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关于原真性和完整性的

要求。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支撑，需要开展有关海上丝绸

之路的专题研究、考古调查发掘、遥感考古等基础工作，全面系统地了解相关遗

产点的价值特征和文化内涵等。

2．壮大研究团队

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内容、内涵宽泛，需要社会广泛关

注，多方力量参与研究。目前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力量主要集

中在区内外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如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钦州学院及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研究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北海市

文物局、合浦县博物馆等，其中真正从事海上丝绸之路基础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单

位和人员是少之又少。因此，北海市应充分利用增设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这

一机构的有利条件，大力引进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充实壮大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

护、研究和申遗人才。并积极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交流培训，建立一支专业、

高效、实干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护、研究和申遗队伍。同时还可通过与国内著

名高校、学术机构合作，深入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研究和扩大宣传工作。



3．加大研究投入

当前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进展缓慢，究其原因，除了基础

研究不足、研究力量薄弱外，还包括研究投入不足。因此在以后工作中，一方面

需加强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性，在政策层面给予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需在经费和设备方面增加投入，保障科

研工作顺利开展，并完善科研经费和购置设备的审批制度、管理制度、监管制度

以及设备的共享模式。

4．加大公众参与力度

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需要全社会共同

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当前，在北海（合浦）汉代海丝丝绸之路的保护和

宣传工作中，存在宣传展示载体不足、方式单一、内容抽象、手段落后、观众热

情度不高等问题。而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具备这些条件，一是具有

突出的意义和普遍价值，二是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三是历史比较久远，四是现状

保护较好。这些条件都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与支持，所以可通过充分宣传，提高群

众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点的意识，确保当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获

得他们的广泛支持。同时还必须与文化遗产点相关部门、机构和利益相关者达成

保护共识。按照申遗相关要求，一起做好北海（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

保护管理，扎实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各项基础性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做

好充分准备。

（作者廖元恬为北海市文物局局长，文博副研究员；李欣妍为北海市文物局

文博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