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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ong-time water inhabita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ater-Faring Community 
(Dan Jia) has its own unique marine culture and water community life style. Currently, only a part is 
included in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existing settlements of Danjia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heritage, and discuss its existing classifications, hoping to cause some 
cultural concern and protection of Water-Faring Community (Dan 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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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疍家作为珠三角地区历史悠久的水上居民，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海洋文化与水上社区生活

模式，目前只有一部分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尝试从城市遗产视角来梳

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之内疍家聚落点，并探讨其现存的分类，希冀能引发一些疍家文化上的关

注与保护。 

关键词：疍家，城市遗产，粤港澳大湾区 

在广东，旧时分布于珠江下游各支系的水上居民、流动渔民被称作疍家人，也叫疍民（上

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数据亦写作“蛋民”），其起源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他们主

要从事沿海港湾的渔业和水上运输，祖祖辈辈浮家泛宅，长年累月在海上与风浪搏斗，因此有

研究学者认为疍民是古越族的后代，称他们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 

但随着广东城市的繁荣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纲要规划的出台，城乡规划的日益迅猛发展，

现今完全以船为家的疍家人已经越来越少，或城市发展大规划下被迫迁上岸，或相对落后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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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原因不足以支撑目前生活，从而舍弃了原本的“地盘”。目前的城市规划而言，大部分针对

陆上小区，而这一独特的水上小区族群，旧时的歧视、新时代的“洗脚上岸”，或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育，或因举家搬迁而濒临消失的聚落，已经成为影响疍家文化传承的因素。从城市遗

产的视角来看，疍家当属其中。渐渐地，疍家人特有的建筑体态、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已经

渐行渐远。 

1 “城市遗产”的缘起与发展 

1.1 城市遗产的概念 

“城市遗产”（Urban heritage）一词最早源于1931年，由意大利建筑师、古迹修复师古斯

塔沃•乔万诺尼（Gustavo Giovannoni）在他讨论古代城市保护问题的著作中提出。现多指能够

体现城市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具有传统和地域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环境和历史建筑，

一般情况下为城市中已建成的历史文化遗产。 

1.2 国外城市遗产概念的诞生背景 

城市遗产这个概念诞生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源于19世纪中叶著名的历史事件“奥斯曼巴

黎城市规划”（详见下图1），时任拿破仑帝国第二时期法国巴黎的市长奥斯曼（George Eugè
ne Haussmann，1809-1891）以改善巴黎的卫生环境理由来大规模改造巴黎，然而，这导致了

大面积地毁坏了巴黎旧城区的城市肌理，甚至是通过这次改造把重要的历史纪念物和周边的环

境完全分离，美感全无，至今，人们也对这个城市改造事件褒贬不一。 

随后，事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各国的规划师、建筑师也开始了思考抢救某些重

要历史意义的纪念物上。法国著名的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 Choay）
在他的著作《建筑遗产的寓意》（L'allégorie du Patrimoine）一书中曾经提及，当年维克多·雨

果（Victor Hugo）和古迹保护同事蒙塔朗贝尔（Montalembert）等人曾严厉斥责奥斯曼市长这

种盲目拓宽道路而破坏了城市肌理的改造方式，并且他们认为，在开辟新道路的同时，理应适

当根据所抢救的历史纪念物位置来调整道路的线型或者走向。与此同时，英国艺术批评家约

翰·拉斯金（John Ruskin）则认为，城市的存在源于街巷肌理，并且是城市无条件地应该保护

的实体遗产。 

二战之后，法国许多城市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于是各地的居民都忙着重建家园，并

没有过多考虑城市历史性建筑物保护或者修复等问题，普遍的做法便是“拆旧建新”，因此，

许多古代城市的历史街区也不能幸免于难。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城市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经

历了不同时代所赋予的特色以及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所构成的历史街区。 

随后，时任法国总统府国务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1962
年创立了关于历史区域保护的法律，即《马尔罗法》（loi malraux），首次将城市、历史片区

纳入到遗产保护的范畴。法律出台之后，才使得盲目拆建城市历史城区的闹剧得已停止。20
世纪的末期，这部法律又经过了多次修改和不断完善，将保护区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加入了自

然景观和村落景观，如今，该法律已经成为法国城市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至今，这个概念已经从“纪念物”、“保护区”、“历史性纪念物”、“乡土建成遗

产”对早期“城市遗产”的定义进行了补充，从不同的关于遗产保护的法令或者论述古城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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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著作也可以知悉，城市遗产应用的范围在不断完善和扩展，它的产生源于人们对历史建筑

价值的认识，到强调历史建筑、历史街区、村落景观的保护。因此，“城市遗产”不仅是单体

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还可以是一个历史街区，甚至是一座城市。其概念诞生的背景与演变的

相关文献如下表1所示。 

 

图1  奥斯曼在1850~1870年间巴黎新开辟的道路 

图片来源：巴内翰等着《城市街区的解体：从奥斯曼到勒·柯布西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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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外城市遗产概念诞生及演变应用的相关文献（表格来源：作者汇整） 

著作名称 作者 年份 论述重点/研究方法 

《历史性建筑法

案》 
[ 法 ] 梅 里 美

（Merimee） 
1840
年 

法国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纪念物保护法》 法国政府 1887
年 

再次强调法国文化遗产之中传统建筑的保

护范围与保护的标准，并要求保护与国家利

益相关的历史纪念物。 

《城市建设艺术》

（ Der Städtebau 
nach seinen k ü
nstlerischen 
Grundsätzen） 

[ 奥 地 利 ] 卡 米
洛·西特（Camillo 
Sitte） 

1889
年 

通过分析意大利优秀的城市设计遗产案例，

强调城市建设应该回归到中世纪的设计手

法，保留传统的弯曲自由道路以及传统城市

的有机结构。 

《现代的古迹崇

拜》（Der moderne 
Denkmalkultus: 
sein Wesen und 
seine Entstehung） 

[奥地利]李格尔 

（Alois Riegl） 

19 世

纪 末

期 

介绍了纪念物（monument）、历史性纪念

物（monument historique）的理论构成与价

值。 

《历史古迹法》 法国政府 1913
年 

论述现行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即国家可以在

未得到历史遗产产权业主同意下，将该历史

建筑列入历史古迹保护之中。强调“历史遗

产”和“文物”。 

《面向古城市的城

市规划》（ L’
urbanisme face aux 
villes anciennes） 

[意大利]古斯塔沃

•乔万诺尼 

（ Gustavo 
Giovannoni） 

1931
年 

在讨论古代城市问题时提出“城市遗产”的

概念，并强调小尺度历史城区是城市形态之

一，在未来发展之中，依然能维持“过去”

的遗产价值和发挥“未来”的社会价值。 

《城乡规划法》

（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英国政府 1932
年 

英国第一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律。 

《马尔罗法》31 

（loi malraux） 

[法]安德烈·马尔

罗 （ Andr é 
Malraux） 

1962
年 

明确了“保护区”的概念，由国家根据城市

中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建筑物的历史、艺

术价值等评定后来划分的城市区域。 

                                                

31
 1962年,法国推出了《马尔罗法》,使得遗产保护的对象首次扩大到城市的整个街区。该部法

律又被称为《历史街区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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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作者 年份 论述重点/研究方法 

《关于建筑遗产的

欧洲宪章》（ the 
European Charter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32 

阿姆斯特丹会议

通过 
1975
年 

建筑遗产（architectural heritage）不但包括

重要的历史纪念建筑，还有位于古村古镇中

的次要建筑羣和它们周边的人工环境与自

然环境。 

《地方分权法》 法国政府 1983年 强调“市镇共同体”， 建立“建筑、城市

和景观遗产保护区”（ZPPAUP）33的制度。 

《欧洲建筑遗产保

护 公 约 》

（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Europe）34 

欧洲理事会 1985年
3月 

强调了建筑遗产这一概念分成了三类：纪念

物（monuments）、建筑群（ groups of 
buildings）、地区（sites），进一步说明建

筑遗产与自然环境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

体关系。 

《建筑保护史》

（ A History of 
Architecrural 
Conservation） 

[芬兰]尤嘎·尤基

莱 托 （ Jukka 
Jokilehto） 

1986年 以他亲身二十年的经验总结出西方建筑保

护的发展历程和影响，并对“历史性纪念物”

（monument historique）这一概念的用途、

演变以及其影响性进行了说明。 

《 建 筑 遗 产 的 
寓 意》（L'allégorie 
du Patrimoine） 

[ 法 ] 弗 朗 索 瓦
丝·萧伊（Francoise 
Choay） 

1992年 以时间轴顺序梳理归纳了15 世纪人文主义

启蒙时期直到成书的当代，关于建筑遗产保

护理念的形成和演进。 

《乡土建成遗产宪

章》（Charter on 
the Built 
Vernacular 
Heritage） 

ICOMOS第十二届
大会 

1999年 引入了“建成遗产”的概念，并对“vernacular 
architecture”进一步说明，除了指具有本土

地域特色的建筑以外，也指没有建筑师设计

的建筑。 

                                                

32 《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the European Charter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又简称

为《阿姆斯特丹宪章》（The Declaration of Amsterdam）。 

33 ZPPAUP，全称Zone de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Architectural, Urbain et Paysager，中文翻译为：

「建筑、城市和景观遗产保护区」。 

34 《欧洲建筑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Europe），又简称为《格拉纳达公约》（The Granada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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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作者 年份 论述重点/研究方法 

《通过城镇内部的

积极整合实现城市

历史地区可持续发

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Historical 
Areas through an 
Active Integration 
within Towns） 

欧 洲 委 员 会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年 提出两种不同的文化遗产的概念，一是通过

专家评定后、有目录可循、挂牌保护的“指

定的遗产”（heritage by designation）；二

是具有社会性或者民族性的“扩展的遗产”

（heritage by appropriation），包括历史景

观、村落的风貌、生活的场所等。 

《关于历史性城市

景 观 的 建 议 》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UNESCO 2011年
11月 

强调历史性 城 市景观 （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的方法是保护和管理城市遗产的

新途径和方式，并需要将城市遗产融入到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之中。 

1.3 我国城市遗产概念的沿袭 

在我国，“城市遗产”的概念早已不是国外早期对于“历史性纪念物”的狭义描述，已经

延伸到“有形的城市遗产”和“无形的城市遗产”的统称，通俗来讲，即“物质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同，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城市遗

产之“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又有所区别，澳门分为“被评定的不动产”和“被评定的动产”；

香港则以“法定古迹和暂定古迹”、“评级的历史筑物及地点”等来划分；而台湾称之为“文

化资产”并分成“古迹、历史建筑、聚落”、“遗址”、“文化景观”、“民俗及有关文物”、

“古物”、“自然地景”六大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上，港澳地区和中国内地分类

相差无几，台湾地区则以“传统艺术”来概括。详细的分类示意如下表2所示。 

表2 我国城市遗产划分界定（表格来源：作者汇整） 

分类 地区 大类 下分子类 组成部分 

物 质 文

化遗产 
中 国

内地 
历史名城、名

镇 
历史古都型 古都时期的历史遗存物、具有古都风貌特点 

传统风貌型 保留了一个或几个历史时期积淀的完整建

筑群 

一般史迹型 城中各处分布着文物古迹、具有文化价值的

建筑 

风景名胜型 由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 

地域特色型 地域特色、民族风情、地方文化 

近代史迹型 以近代某个阶段的历史建筑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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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地区 大类 下分子类 组成部分 

特殊职能型 历史上有特殊的突出功能（如军事） 

传统村落 / 农耕文明遗留的自然与人工景观遗产 

历史文化街区 / 历史风貌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所组成的片

区 

人类文化遗址 / 建筑废墟、古人类在社会发展或者政治生活

遗留痕迹的场所，如古城池、古战场等 

不可移动文物 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具有代表性的史迹和建筑物，由国家文物局

确定其分级和具体名录 

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 
尚未核定公布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 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 

可移动文物 珍贵文物 各历史时期重要的实体文物、文献数据、手

稿、艺术品或其它代表性的实物 
一般文物 

中 国

澳门 
被评定的不动

产 
纪念物 含文化价值的建筑物、碑雕、碑画、属考古

性质的元素或构造体、铭刻、窟洞及含文明

或文化价值元素的组合体 

具建筑艺术价

值的楼宇 
具有建筑艺术特征、具有澳门城市发展的特

定时代意义 

建筑群 有重要文化价值、其建筑风格统一、与周围

景观相融合而划定的建筑物与空间的组合

体 

场所 含重要文化价值或考古价值、人类创造或人

类与大自然的共同创造的地方 

被评定的动产 有重要文化价

值的动产 
种类繁多，包括工艺品、书籍、照片等，而

根据《文化遗产保护法》，仅是公共部门所

拥有的财产才会被列入被评定的动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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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地区 大类 下分子类 组成部分 

物 质 文

化遗产 
中国香

港 
法定古迹和

暂定古迹 
/ 暂定历史建筑物、暂定考古或古生物地点或

构筑物的地方、建筑物、地点或构筑物 

香港具考古

研究价值的

地点 

/ 具有考古价值的自然景观、人工营造的村

落、窑洞、古石径等 

 由古物咨询

委员会评级

的历史筑物

及地点 

一级历史建筑 行政指引下对其价值进行评级的历史建筑

物或某处景观 

二级历史建筑  

三级历史建筑  

由古物古迹

办事处界定

的政府文物

地点 

/ 界石、界碑、石刻、山道、隧道等 

中国台

湾 
古迹、历史建

筑、聚落 
/ 生活所需营建的有历史文化价值建造物和

设施 

遗址 / 遗留过去生活痕迹、历史文化意义的遗物、

遗迹及其所界定的空间 

文化景观 / 神话、传说、事迹、历史事件、社群生活或

仪式行为界定的空间及相关的环境 

自然地景 / 有保育自然价值的自然区域、地形、植物及

矿物 

民俗及有关

文物 
/ 生活有关的传统并有特殊文化意义之风俗、

信仰、节庆及相关文物 

古物 / 各时代、各族群经人为加工有文化意义的艺

术作品、生活及仪礼器物及图书文献等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中国内

地港澳

地区 

民间文学 / 民众在其生活文化和生活世界中传承、传

播、共享的口头传统、语辞艺术，包括神话、

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

间叙事诗、民间小戏、说唱、谚语、谜语、

曲艺、仪式诵辞等 

传统音乐 / 器乐音乐、戏曲音乐、民歌、舞蹈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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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地区 大类 下分子类 组成部分 

传统舞蹈 / 祭祀（宗教）性舞蹈、自娱性舞蹈、礼仪舞

蹈、民族历史（生产劳动）传衍舞蹈等 

传统戏剧 / 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粤剧等 

曲艺 / 说、唱、演、评、噱、学为主的表现形式 

传统技艺 / 民间传承下来的技艺，如剪纸、陶艺、年画

等 

传统美术 / 绘画、书法、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等 

民俗 / 即在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 

传统体育和

游艺 
/ 杂技、武术、拳法、马术、剑术等 

传统医药 / 中医药、民族医药、其它民间医药 

中国台

湾 
传统艺术 / 流传于各族群与地方之传统技艺与艺能 

2.1 粤港澳大湾区之现存疍家聚落 

目前各地对于“疍家”的称呼，并非完全从学术角度正确理解和引用。通过前期的搜集数

据可知，粤港澳大湾区之内真正存在疍家聚居点的地方并不多，有的城市知晓疍家文化的濒危

现状，借着它的招牌来打造本市商业化的水乡旅游景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疍家。因此，笔者

通过对比和求证，得出以下真正存在疍家聚落点的地点，详细的地点位置如下表3所示。 

表3 粤港澳大湾区之现存疍家聚居点 

（表格来源：作者整理、归纳，原始资料来自各市文化局、政府网站平台） 

城市 地点 位置 聚落特点 

广州 新 洲 渔

村 
海珠区黄埔古港新洲渔民新

村 
市区目前仅剩的一条完整渔村 

 东 涌 水

乡 
南沙区东涌镇东涌水乡 有较为完整的水乡聚落 

沥滘村 海珠区沥滘 仅存拆迁前的两户疍家人 

佛山 左滩村 顺德区龙江镇左滩村 目前大约还住着40户水上人家 

 逢简村 顺德区杏坛镇北端逢简水乡 始于西汉的岭南水乡，保留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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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地点 位置 聚落特点 

大汕岛 顺德区容桂镇西江江心岛 保留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渔家风貌 

北区村 南海区三山东平河旁北区村 疍家保留较好，即将规划疍家文化园 

东 平 渔

村 
禅城区东平大桥北东平渔村 河道清澈，疍家保留较好 

大塘圩 三水区绥江与北江汇流处浅

滩 
保留较为原始的水上人家和河鲜市

场 

芦 苞 渔

村 
三水区芦苞镇大南路桥头芦

苞大道 
渔船成片，风貌较为原始 

肇庆 茅岗村 高要区金利镇茅岗村 广东最古老的水上木结构建筑遗址

——茅岗遗址，同时也是疍家文化发

源地 

 厂排 端州区厂排街旁西江边上 城区仅有的疍家聚居点 

二 塔 渡

口 
端州区江滨东路二塔备战渡

口 
原始风貌的渔业交易 

贺 江 疍

家 
封开县江口镇江口咀西江贺

江交汇处 
保留了较多的疍家渔船，还有安置后

的水上小区 

马 房 渔

村 
四会市大沙镇南边三江交汇

处 
本市疍家人上岸工程的大型渔村 

江门 宝源涌 开平市长沙街道宝源坊宝源

涌 
即将进行水上居民的安置和管理工

作 

 沙 堤 渔

港 
台山市上川岛沙堤湾渔村 有疍家定居的木屋和渔船 

石板沙 新会区睦洲镇最东面西江岛

上 
疍家人居住的离岸独岛，岛上有疍家

展览中心 

中山 裕安村 民众镇南端 岭南保留最完整、最具疍家文化特色

的生态区 

 坦 洲 沙

田 
坦洲镇附近的大沙田区 有沙田咸水歌的疍家非遗 

珠海 莲 州 沙

田 
斗门区莲州镇北部 保留着传统的水上婚嫁、珠海咸水歌

等非遗，附近六乡涌口村还有官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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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地点 位置 聚落特点 

贝沙丘遗址 

 粉洲村 斗门区莲洲镇粉洲村 桨声依旧，水上人家仍在 

灯笼沙 斗门区白蕉镇灯二村 水乡面积大，原生态特色明显 

南澳村 斗门区白蕉镇南澳村 生态优美，有着民风淳朴的疍家村民 

东澳村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东澳岛 以海洋捕捞业为主的村庄 

桂山村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桂山岛 海岛村落 

庙湾村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庙湾岛 原始渔村 

荷 包 渔

村 
金湾区南水镇高栏港荷包岛 保留有较多渔民水上棚屋 

上表村 金湾区三灶镇海澄村民委员

会 
保留以渔业养殖为主的水上人家 

深圳 盐 田 小

区 
盐田区盐田街道盐田小区 大鹏湾畔疍家人1848年搬迁上岸后

的小区，上岸后习俗保持疍家风俗不

变 

 南 渔 小

区 
龙岗区南澳街道南渔小区 大鹏湾畔疍家人1962年搬迁上岸后

的小区，上岸后习俗保持疍家风俗不

变 

南 澳 渔

村 
龙岗区大鹏半岛南澳镇 保留了“万人舞草龙”的疍民民俗 

东莞 黄 洲 新

城 
石龙镇黄洲新城东江江面 石龙镇中为数不多的疍家 

 新 湾 小

区 
虎门镇新湾小区居委会 有本市首个展示疍家文化展示馆 

沙 田 水

乡 
沙田镇东江南支流与狮子洋

交汇处 
疍家聚居的水乡片区 

惠州 东 江 渔

村 
惠城区横沥镇沿东江上游一

公里处 
惠州东江边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渔村 

 东 升 渔

村 
惠阳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升村 
四面环海、保留千年渔民风貌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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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地点 位置 聚落特点 

盐州岛 惠东县黄埠镇盐州岛 惠东县唯一的海岛镇，居住数百户渔

民 

石 湾 镇

水 上 小

区 

博罗县石湾镇江滨路93号附
近水上小区 

有反映水上村民旧时大部分住在船

上和捕鱼的生活的渔船 

澳门 路 环 渔

村 
路环岛十月初五马路 保存有本澳较为传统的渔村风貌 

香港 大 澳 渔

村 
离岛区新界大屿山西部 保留了纵横的水道和水上棚屋，以及

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的盐田遗址 

3 粤港澳大湾区疍家聚落之“城市遗产” 

粤港澳大湾区之内的疍家历史悠久，其创造的生活器具、民间技艺、居住地遗址、现存村

落景观等，也可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一步划分。 

总体来看，建筑类、遗址类的物质文化遗产较少，目前有核定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仅

有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的“茅岗先秦时期水上木结构建筑遗址”，除此之外，珠海市斗门区六

乡涌口村“官田坑贝沙丘遗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离岛区新界大屿山西部“大澳石器时代盐田

遗址”亦是具有上古时代渔民农业生产相关的遗址，但因为年代久远，划分范围不够明确，且

其遗址之中渔民的生产仅是一部分，不能完全代表疍民或者水上人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多为与疍家相关的民俗或者某个对象的制作技艺，虽然各市的疍家民俗称谓相差不大，但由于

各市临江、临河、临海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在各地发展的特色并不是完全一致。拥有疍家之

“城市遗产”较多的城市为广州、佛山、肇庆、中山、珠海和惠州。具体的内容详见下表4所
示。 

表4 粤港澳大湾区疍家之“城市遗产”统计 

（表格来源：作者整理、归纳，原始资料来自广东省文化馆非遗中心网站平台） 

城市遗产 城市 名称 等级 公布时间 

物质文化遗产 肇庆 茅岗先秦时期

水上木结构建

筑遗址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批） 
1989年 6月 29
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山 中山咸水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一批） 
2006年 5月 20
日 

 佛山 香云纱染整技

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批） 
200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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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遗产 城市 名称 等级 公布时间 

惠州 惠东渔歌 

珠海 斗门水上婚嫁

习俗 

装泥鱼3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批） 
2011年 6月 09
日 

澳门 鱼行醉龙节 

妈祖祭典（澳门

妈祖信俗）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批） 
2014年 7月 16
日 

东莞 沙田咸水歌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批） 
2007年 6月 18
日 

广州 咸水歌 

深圳 盐田小区疍家

人婚俗 

南澳舞草龙 

肇庆 端州区疍家糕

制作技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批） 
2012年 2月 21
日 

珠海 大万山岛天后

诞庆典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七批） 
2018年6月5日 

江门 大鳌咸水歌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一批） 
2007年 4月 10
日 

中山 东乡民歌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批） 
2008年 6月 17
日 

民众扒禾桶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七批） 
2018年10月17
日 

4 结语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之中一张古老的名片、一个古老族群，疍家聚落独特的海洋文化、水上

社区的居住模式，诞生了许多优秀的历史、文物、人物、手工艺技巧等。尽管目前列入文物保

                                                

35 清同治十二年出版的《香山县志》（本衙藏版）卷十四中记载：“弹流鱼即田流鱼，一名花

鱼，一名七星鱼。色灰黑，长三四寸，身有花点，肉嫩，味清美，可作羹”。因为花鱼颜色与

泥土相近，村民们习惯把它叫作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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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单位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十分有限，但从城市遗产的角度来看，现存的疍家聚落更应

该引发我们自发性去探索未来的保护之路，思考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之中，如何平衡水上社区与

陆上社区的关系，并把优秀的疍家文化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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