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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济州的海

体现济州岛屿的几个关键字
文 朱刚玄（济州大学客座教授)

济州岛是悬浮在海面上的岛屿，是一座火山岛。
其不仅是耽罗时代起延续至今的历史性岛屿和拥有美丽的山与海景的生态岛屿，
同时也是保存着传统文化的民俗岛屿，以及经历无数次民乱与平息的叛乱岛屿。
最重要的是，要脱离济州岛的边防岛屿形象，以开拓广阔海洋且充满活力的岛屿观点来看待济州岛。
立足海洋史观点，排除“北京-首尔-东京”，将“台湾-济州-冲绳”相连并审视东亚历史时，
则会诞生全新视角的历史，即转换为“海洋中心历史观”。
同时，需要以通涉历史•自然•神话•生态•民俗•旅游的综合视角，来重新审视济州岛。
因为济州岛是自然创造历史、历史成就神话的通涉之极致。
以海洋的观点诠释济州岛时，有以下几个关键词

火山之岛 | 关注地质学的长期持续与济州海洋。冰
河期、间冰期等围绕济州海洋形成时期的长期持
续观点下的济州的历史与考古学性接近。济州岛
的历史始于海洋，同时济州岛的诞生秘密火山也
与环太平洋火山带相关联（实际上稍微有偏离，
但有一定关联）。身为火山岛，却没有火山博物
馆，体现了济州岛对火山的忽视。
风之岛 | 济州的风是成就文明网络的动力。排除这
个日常、特殊又平凡的风，则无法研究济州学。虽
然有关燃灯的研究较多，然而如邻邦中国的妈祖
及密克罗尼西亚的风神等，具有比较文学史性质
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
石之岛 | 来自石头，并回归石头空间的岛屿。尤其
是济州道儿昌已（Dolchaengi，石匠）亲手打造
的济州之美，更是不在话下。对济州岛石头文化
的美学研究，不应包含于内陆或西方美学，同时
需要确保独有的视角。
女性之岛 | 有关坚韧的济州女性的言论中，有不
少有关性别的批判。然而，济州女性的坚韧是不
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可以反问，其他岛屿的女性
如何？在太平洋一带，母权制社会根深蒂固，大
部分岛屿均为女性掌握领导权。在全球岛屿的性
别史中，济州岛也不例外。
海女之岛 | 失去一名海女，等同于失去一个博物

馆。因为每一名海女，其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博物馆。目前为止的海女研究，仅局限于民俗学、
文学等领域，而目前，对海女的关注度正在全面
扩大，有望成为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文化遗
产。
漂流之岛 | 漂流是人类的航海技术条件与自然条
件不协调的情况下形成的偶然及必然产物。漂流
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体，其中引人瞩目的有哈梅
尔的漂流与济州民向越南•冲绳•台湾等地的漂
流。
海禁、
流放之岛 | 济州人曾受到长时间的出陆禁止
令制约，由此成为了被困岛屿，而海禁使济州岛
成为了监狱，被流放的人被关进此地。这是身为
岛屿的宿命，秋史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例。
泰乌里
（Te-uri，牧童）
之岛 | 耽罗的认同性当中，
蕴含着与蒙古的相关性。
蒙古帝国曾是世界海洋
强国，元朝曾将济州岛作为直辖区进行掌管，并
视济州岛为牧场岛屿以及远大理想之岛屿，其历
史深深刻印在泰乌里
（Te-uri，牧童）
的传统当中。
神之岛 | 狂热于爱琴海奥林巴斯诸神的韩国大
众，对济州岛本乡堂与诸神，则表现出漠不关心
（部分专业人士除外），这只能用事大主义四个字
来形容。济州身为岛屿所拥有的特点，也可通过
神话进行了解。
图 李翰九

通过济州历史了解海洋文化

东亚海洋文明基地，济州
文 朴赞殖（济州发展研究院济州学研究中心主任）

出海捕捞的海女们 ⓒ 李一燮

与周边进行贸易与交流的据点地区

久以前便开始交织并流入。
以韩半岛为中心来看时，济

有关韩半岛文明交流的内容中，目前为止，只一味强调

州岛是边防岛屿，而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来看，济州岛是

与北方文化之间的单方面路线。
古代文明曾通过北方陆

与周边地区进行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据点地区。

路与南方海上活动等两种方式进行交流，在耽罗历史

济州开始形成现今岛屿形状的1万年前高山里初期新石

中，可确认各种与南方文化之间的交流记录。
从地理位

器时代遗迹、
徐福文化团队曾经由的上古时代传说、
来自

置来看，济州岛是海洋与陆地文化相交且连接海洋与陆

碧浪国的三位公主将农耕•畜牧文化带到济州岛的耽罗

地的岛屿，再加上其具备的生态环境，各地区的文化很

开辟神话等，均体现着耽罗之前海洋文化流入的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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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耽罗是曾与韩半岛、
中国及日本形成平等外交关

济州岛价值的时期，蒙古对济州岛虎视眈眈。
当时的蒙

系，并自主进行贸易的古代海上国家。
当时的济州，并

古正准备以济州岛作为进军海洋的军事基地而征伐日

非绝海孤岛，而是古代东北亚海上交流的据点地区。
早

本，不仅在济州岛制造了3千余艘船只，还设置了战舰

在三世纪末，由中国的陈寿所著的《三国志》
魏书东夷

修理所并直接运营。

传中，就有耽罗[州胡]与三韩进行贸易的记载。
此外，

济州岛被认知为进军海洋的桥头堡这一点，预计对济

1928年于山地港出土了1世纪时期的中国货币，由此可

州人的精神世界起到了一定影响。
虽然并非自主形成的

知古代耽罗当时的海上贸易极其活跃。
自5世纪后期，耽

对外关系，但当时的济州人可能将被蒙古、
日本、
韩半

罗的贸易活动范围拓宽至百济、
高句丽、
新罗、
唐朝与日

岛包围的东亚海域，视为了自身的活跃平台。

本，6、
7世纪是耽罗的鼎盛时期。
660年随着百济灭亡，

朝鲜王朝形成了远超高立时代的强力中央集权体制，

耽罗从其干涉中脱离后，开始进行自主外交。
在661年与

对中央而言，当时的济州岛是边防地区。
当时的济州岛

665年，耽罗国王与使臣向唐朝派遣了朝贡使，并在泰

被认知为产马地区，同时，也是中央政治牺牲者们的

山举行的祭天仪式中，与新罗和日本使节以同等资格

流放地。
济州的对外关系，也停留在了与韩半岛的单线

参与其中。
唐朝在外交方面对耽罗平等对待，因此，对

接触阶段，

当时的新罗而言，耽罗是一个无法轻视且较难应付的

然而，直到朝鲜前期，济州人还是能够在海上自由活

对手。
在积极的对外交流过程中，掌管外交与贸易的政

动。
逃离济州的捕捞海民们以船为家、
以大海为舞台，

治及社会统治阶层逐渐壮大，耽罗也发展成为了强有

长期不归还。
他们在韩半岛南海岸一带集群而居，并形

力的海洋王国。

成了村落,史料中，称他们为
“头秃也只”
或
“头无岳”
。
李

当时的耽罗百姓将自制的船只以及马匹、
鲍鱼等济州特

舜臣将军在与日本的玉浦海战中，获得了首次大捷，

产带到其他地区去贩卖，同时购入了粮食与各种生活

而当时冲锋陷阵的战船，便是济州海民们的46艘鲍作船

器具等。
当时，利用岛内充足的木材制作船只的技术出 （侦查用小船）
。
众，航海能力也非常优秀。
史料中有
“1012年
（高丽显宗） 朝鲜后期，济州面临了强行封闭的状况。
17世纪仁祖时
8月耽罗人前来赠送了两艘大船”
的记载，由此可知，当

期下达的出陆禁止令，持续到了19世纪初近两百余年，

时耽罗的造船技术受到了高丽王朝的认可。

济州岛民们面临了强行封闭。
然而，济州突破了隔绝的
边防岛屿限制，于18世纪重新开始了与外界的贸易，手

高丽王朝起丧失独立国家地位，沦落为地方

工业与商业也开始盛行。
在时刻变化的外界条件下，济

前年海上王国耽罗的存在期间远胜统一三国的新罗，

州妇女金万德成为了巨商，并在甲寅
（1794年）
荒年，用

然而，自高丽王朝建立，耽罗开始丧失独立国家的地

自己的船只从内陆地区搬运粮食来赈济百姓。

位，最终于1105年（肃宗10年）
沦落为了地方。
高宗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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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1213~1259年）
，耽罗改称为寓意地方的“济州”
，

开放后转向近代社会的拼命挣扎

结束了长久的辉煌。

19世纪末，济州岛开始了转向近代社会的不断摸索与挣

济州百姓编入高丽王朝后，因向中央献贡的问题经历

扎。
自1876年开放港口后，济州岛正式进入了资本主义

了较大的苦楚。
由于不满中央的搜刮，济州百姓发起了

世界体系的影响圈。
日本渔夫们开始出入济州岛渔场，

数次民乱。
1270年，三别抄部队抵抗中央政府与蒙古，

在济州岛沿岸村庄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天主教传教

进入了济州，当地百姓便与他们携手，展开了抵抗高

士们也纷纷来此传播西方宗教与文化。
随着开放港口与

丽朝廷与蒙古势力的抗战。

开化政策的实施，济州岛迎来了崭新的契机，不再是

三别抄部队被镇压后的几十年间，济州岛受到了蒙古

受出陆禁止令限制的流放岛屿及朝鲜王朝的边防，而

的直接统治，岛内各处被设了牧场。
在高丽尚未意识到

是被编入了资本与文明自由出入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19世纪末，济州人正式开始面对世界。

飞机与船舶技术的发达，被济州岛独有的文化与自然

开放港口给交通与产业带来了变化，济州岛民通过新

景观吸引而前来的游客开始络绎不绝。
经济结构脆弱的

的交通工具，将工作领域拓宽到了内陆地区与日本等

济州岛政府与民众，认识到了旅游是带来岛屿经济发

地。
1880年后期开始，海女们开始出入内陆地区进行捕

展的重要产业。
最近，全球岛屿面临的热点话题为包括

捞，将过去受出陆禁止限制的济州女性的海洋游牧民

提高生活质量、
管理访客、
维护自然环境在内的
“可持续

潜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开发”
，并积极追求可自主管理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均

在充满掠夺与抵抗的殖民地时期，济州社会的内面始

衡的特别自治地方政府。

终蠕动着渴望变化的需求。
不仅人口剧增，在资本主义

如今，将岛屿视为边防或隔绝空间的人已明显减少，

的影响下，许多济州岛民奔着日本大阪的工厂，漂过

岛屿是新的海洋文明之中心，也是为人类文明的持续

了济州大海。
海女们成群结队，前往南海、
东海、
日本沿

发展提供线索的主体。
以济州岛民们传承发展的海洋文

岸等地开始了出门潜水劳务。
济州人不再封闭在岛内，

化为立足点，寻求济州岛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是现今

而是勇敢地去开拓属于自己的人生。

最重要的课题。

自解放后的20世纪中期，岛内开始了崭新的变化。
随着

19世纪末的山地港
（出处：看照片了解韩国的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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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浦口与济州人

沿海济州捕捞文化的生动现场
文 左承勋（济州媒体人俱乐部秘书长） 图 李一燮

济州人一生与海做伴。
因济州岛土壤贫瘠，先人们为了出海捕鱼，在每个沿岸村庄
都设置了浦口，然而，由于火山岛的特性，具备天赐条件的浦口极少。
火山爆发时
喷发的熔岩流入大海，并形成了坚硬的石田，因此，济州先民们不得不将石块一一
搬运，或者用凿子和铁锤打碎
“比垒
（Bille，磐石）
”
筑造浦口。
每一块火山石上都洒满
了济州人的汗水，并预言了注定要与大海抗争的生活宿命。
徒手搬运历经无数岁月
的石块并堆砌而成的济州浦口，代表着济州人的生活，同时也是历史的始源。

1

8

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地形

生活的苦楚如盐粒般干涸的地方

济州先民们在筑造浦口时，并非紧靠蛮力，即使是堆

济州市龙潭2洞的
“大根盖
（Da-ggungae，浦口名称）
”
残留

石块，也充分利用了周边的“屿（Yeo，水中暗礁）
”
、
叩

着开发潮受害失乡民们悲切的心愿。
因浦口是用凿子和

几
（Koji，海岬）
等自然地形。
“屿
（Yeo，水中暗礁）
”
指暗

铁锤将磐石一一敲碎而建成，因此取名“大根盖（Da-

礁，涨潮时被水淹没看不见，退潮后才现身，正适合

ggungae，浦口名称）
，其村庄也取名“大根盖（Da-ggun-

当防波堤。

gae，现须根洞）
。
然而，村庄内的170余户共700余名居

浦口中融入了谋求生存所需的一切智慧，其中最具代

民，在济州国际机场扩建与飞机噪音的折磨下，最终

表性的便是海路。
先民们为了防止渔船触礁，在海上开

被迫离开了家园。
拆迁居民的遗恨被记入遗迹碑，立在

通了通往浦口的海路。
由于海底暗礁，退潮时很有可能

了浦口旁的
“养源水”
涌泉遗址。

发生触礁事故，因此对于浦口的人们而言，海路等同 “虽然我们已经各奔东西，但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永记
于生命线。

祖先们曾经生活的故乡，在养源水曾流经的‘水山’
建

浦口的设计具备了实用性，分内浦、
中浦及外浦三部

造了思乡乐园……总有一天我们会重返故乡。
”

分，这是为了让渔船按出入顺序停泊，从而避免发生

翰林邑月令里的“月令筑港”
内，“4•3”
惨痛回忆如玻璃

混乱。

碎片般遍布四处。
浦口建于1948年，由Kim Byeong-ok区

济州岛内的大部分浦口规模较小且水深较浅，在退潮

长出于挽留村庄年轻人而建造，目的在于防止村庄共

时经常出现
“格舎
（Gelsuk，退潮时船体倾斜）
”
现象。
“格

同体在离乱中解体。
在当时，人们通过用凿子将比垒

舎（Gelsuk，退潮时船体倾斜）
”
是指退潮时，停在浦口 （Bille，磐石）一一敲碎，最终建成了浦口。因过程艰
的船底触及海面而发生倾斜的现象。
与其相反的情况则

辛，人们的心思都集中到了大海中，正如区长所愿。

称作“屯舍（Tunsuk）
”
。
由此，水深较深的“外浦”
由即将
出港的渔船停泊，“内浦”
则由开工延迟或需要维修的
渔船占领。
此外，为了防止船头或船底在停靠时发生破

2

损，而设置了
“盖囊
（Gaenang，保护船体的缓冲装置）
”
。
“盖囊（Gaenang，保护船体的缓冲装置）
”
是防止船体在
停靠时发生破损而设置的缓冲装置，起到类似
“汽车轮
胎”
的效果。
济州的浦口凝聚着与海共生的济州先民们的生活印迹。
浦口周围分布着“纸榜屿（Jibang-yeo，地形名）
”
地形，
“纸榜”
是在纸片书写纸榜文而成的神主。
对于保济几
（Bojegi，渔夫）
而言，浦口就是安乐窝。
浦口内还安置了
祈愿满载与平安的
“渔夫堂”
以及防止厄运的防邪塔。
不仅如此，浦口内还残留着“垣墙”
“
、道台火”
“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
“
、涌泉水遗址”
“
、海路”
、
“淤田”
“
、盐田”
“
、防邪塔”
等各种济州捕捞文化遗迹。
“火
围墙（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
是供海女们更衣取
暖的设施。
“垣墙”
是设于海岸的石墙，可利用涨潮与退
潮时的潮差进行捕鱼，称作“垣（Won）
”
或“盖（Gae）
”
，
相当于用石头做的渔网。

1. 济州市翰林邑归德1里
“大盖（Keungae，浦口名称）”。
传统浦口复原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预计年底完成复原，并结合当地传说
进行故事开发，通过与偶来路线相连
接，积极协助当地居民创造收入。
2. 龙潭2洞“大根盖（Da-ggungae，
浦口名称）”。
拆迁居民的遗恨被记入遗迹碑，立在
了浦口旁的“养源水”涌泉遗址。

9

位于西归浦市南元邑下礼1里的“网张浦”，是曾用于搬运牧场马匹的朝贡浦。其在码头垒砌了石阶，
体现了济州先民们欲充分利用浦口的生活智慧。
ⓒ 徐在哲

济州市涯月邑东归里“军囊一（Gun-naengi，军港）
”
与西

哀悼之意与对海神的敬畏之心，当天停止一切海上劳

归浦市法还洞
“幕宿”
内，仍然残留着桎梏的历史。
“军囊

作。
80多年前，出海的渔船在抵达浦口前遭遇“道更乙

一（Gun-naengi，军港）
“位于缸坡头里路口，俗称军港。 （Dotgaengi，突风）
“沉入海底，无人生还，管辖内共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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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丽元宗14年（1273年）
，三别抄金通精为抵抗高丽•

处丧家。
但却无可奈何，吴承哲诗人生长于此，他的
“谁

蒙古联军而建造了缸坡头里城，并在相邻的东归里设

人离去/谁人归还/父亲与爷爷/离去后的荒村/前盖
（Ap-

置了前哨基地与军港。

gae，浦口名称）
是阳间的一端/前往离於岛的路口”
这一

“幕宿”
又名
“塞浦”
，曾是军事要塞，也是高丽末期崔莹

诗句中，表现了悲痛中夹杂的无奈与疲乏，但却还是要

将军镇压
“牧胡之难”
的最终战场。
幕宿附近有
“船连朱里

重新振作，因为眼前，赖以生存的基地仍在汹涌起伏。

（Baeyeon-zuli，地名）
”
，当时牧胡残党逃到了虎岛，为

位于旧左邑下道里的“含盖昌（Hangaechang，浦口名

了将其一网打尽，制作了连接至虎岛的木筏，其名称

称）
”
，是玄基荣作家的小说《乘风岛屿》
的主要背景。
小

便来源于此。

说《乘风岛屿》
以细花海女斗争为核心，讲述了经历时

南元邑为美1里浦口，“前盖（Ap-gae，浦口名称）
”
是“阳

代风波的海女们的人生。
《乘风岛屿》
中的所有情节都与

间的一端”
也是“前往离於岛的路口”
。
每逢阴历七月初

1932年1月12日与24日的细花市场相关联。
当时的细花市

五，为美里居民们出于对已过世保济几
（Bojegi，渔夫）
的

场是规模较大的生活物品交易市场，除了附近的金宁、

坪垈、
终达、
始兴、
吾照里村之外，甚至牛岛居民也会乘

是，自古以来很多艄公丧命于此，因此被称作
“严水盖

坐10余艘帆船前来，其附近的“含盖昌（Hangaechang， （Eomsugae，浦口名称）
”
，这么一来，“严水盖（Eom浦口名称”
荣升为了济州东部地区的贸易中心。
当时的

sugae，浦口名称）
”
则意味着
“危险的浦口”
。

沙丁鱼商贩们赴咸镜道清津、
元山等地廉价收购沙丁鱼

南元邑新兴1里的浦口，因地形与海螺相似，因此取名

后，在这里高价出售赚取了暴利，还在浦口周围盖上

为“海螺盖（Bomalgae，浦口名称）
”
。
对济州先民来说，

了瓦房。
坪垈里居民Kim Bo-im是
“含盖昌
（Hangaechang，

最常见的海鲜
“海螺”
的意义非凡，他们常说
“海螺也是

浦口名称”
最后一个瓮器商人。
他乘着带3个帆的大船，

肉”
，在粮食紧缺时，海螺如同肉类般珍贵。

出入全罗南道木浦、
莞岛等地行商，该大船的规模等同
于现今的10吨渔船。

浦口周边的地形地物是观测气象的标尺
南元邑泰兴1里的
“川尾”
与
“西水浦”
浦口也不例外。
这里

源于自然现象的浦口名称

的保济几（Bojegi，渔夫）
们通过多年的经验，可以大致

翰京面龙塘里
“雪海盖
（Sulhaegae，浦口名称）
”
，顾名思

感 知 风 向 ， 即 ，“ 川 尾 ”起 浪 吹“ 东 马 风（ Dongma-

义就是
“雪海
“。
对风向、
风速毫无顾虑的济州狂风，掀起

param，东南风）
”
且有雨，附近“得龙马里（Deulryong-

无数波浪至陆地，波浪便与岩石相撞，并不停挥洒白

meori，浦口名称）
”
起浪则吹“西马风（Seoma-param，西

色的泡沫，因其形态酷似雪花飘洒，因此取名
“雪海盖

南风）
”
。
此外，
“西水浦”
的海浪
“咯噔”
响，则表示
“哈尼

（Sulhaegae，浦口名称）”。
“雪海盖（Sulhaegae，浦口名

风（Hani-baram，西风）
”
较强，发出“哧哧”
响声，则代

称）
”
附近的石田也取名为
“雪海比垒
（Bille，磐石）
”
。

表风力较弱。
山和岛屿也是不错的利用对象，远处森岛

西归浦市松山洞的“水战浦”
，因其形态酷似两条海流

上方蒙着乌云，表示即将进入雨季。
地归岛漂浮在水

在围着浦口
“打水战”
，由此得名。
两条海流来自浦口正

面，气温就会下降且刮狂风。
汉拿山的云蜷成一团或形

面
“茅岛”
的
“东茅”
与
“西茅”
，受地形影响较大。

态凶猛，也说明即将刮狂风并下雪。

南元邑下礼1里的“网张浦”
，名字中就能感受到大海情

此外，南元邑新礼里“公泉浦”
的“巴朱里比垒（Bapjuri-

节，寓意为摊开的渔网，究竟有多少才会如此取名呢？

bille，磐石名称）
”
的海浪快速且声音宏亮，当天就要放

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见解，
“网张浦”
附近的
“礼村望” 弃出海，因为第二天肯定下大雨或刮大风。
摩姆(mom)
内有个烽火台，相传在这里点燃烽火，因此取名为
“望

这是老练的保济几（Bojegi，渔夫）
们通过长久经验得出

张”
。
高丽末期作为朝贡浦，主要用于搬运牧场马匹，

的诀窍，并成为了一种习惯。

目前已经丧失了浦口功能。
入口的
“五角石”
，说明着这
里曾经是渔港。
“五角石”
是一种“航路标识”
，水深较浅

一切相逢尽在浦口

的地方因暗礁较多，渔船无法自由出入，因此通过嵌

陆地的尽头浦口与大海相会，大海也注定与浦口相逢。

入五角形状石块，开通了海路。

浦口既是济州先民们的家园，对于漂泊中的国外船舶

与济州岛内其他浦口不同，在码头垒砌了3~4层的石

来讲，则是临时停靠地。
此外，在经历高丽与朝鲜王朝

阶，可以看出济州先民们欲充分利用浦口的生活智慧。

后，浦口也成为了流配人出入的路口。

还有因生活需要而建成的浦口，位于翰京面板浦里的

位于济州市朝天邑朝天里
“木根成仓
（Mugeunsengchang，

“严水盖
（Eomsugae，浦口名称）
”
。
相传距今200多年前，

浦口名称）
”
附近的
“恋北亭”
，曾是派遣至济州的官吏或

翰京面楮旨里村民“边严水”
为了解水荒，来到海边打

流配人们瞭望北方的故乡与君主，以解相思之愁的亭

涌泉水时，不小心将水缸打碎，心想在山上活不下去

子。
另外，济州市禾北浦口的原名为
“别刀”
，是肝肠寸

了，便定居在了板浦里设村。
浦口也随建造人的姓名，

断的离别现场，与展开善政的牧师可能经历了肝肠寸

取名为“严水盖（Eomsugae，浦口名称）”。另一种说法

断的离别，而与实施暴政的牧师，可能经历了不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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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果断离别。

（Gatmari，浦口名称）
”
浦口仍留存着名叫“木浦道森古

禾北浦共有两个浦口，是“涌木马里（Engmul-meori，浦

米（Ttoseun-gumi，地名）
”
的地名，“道森古米（Ttoseun-

口名称）
”
和
“今敦地
（Geumdonji，浦口名称）
”
。
在筑造山

gumi，地名）
”
指“安全的地方”
或“温暖的地方”
。
木浦是

地港之前，这两个浦口便是济州关口和流放路口，因

一个大港口，也是远洋而归的渔船们的安身之处。
因港

其临近济州牧，因此方便移交流配人。
海路延续至全罗

口规模较大，再大的风吹来也安如泰山，而“盖马里

南道海南•康津•灵岩，
“啊~一切都结束了，这身官服也已经一无是处了。
”

（Gatmari，浦口名称）
”
和
“木浦道森古米
（Ttoseun-gumi，
地名）
”
，曾经是一个渔船们的安心避风港。

就连去往禾北浦的济州海路边上的岛名也为“冠脱”
，

位于牛岛最北端哈尼风
（Hani-baram，西风）
路口钱屹洞

蕴含着流配人们对流放生活的悲切之心。

的浦口叫做
“盖码
（Gaemat，浦口名称）
”
，前置村落名称

南元邑泰兴2里的“官船扎里（Gwanseon-zari，浦口名

就是“钱屹洞盖码（Gaemat，浦口名称）
”
，“码（Mat）
”
在

称）
”
，因经常出入运送盐袋的官船，因此被叫做
“官船

济州方言中是指“入口”
或“路口”
。
浦口分为内浦和外

浦”
，据《韩国水产志》
记载，1908年这里的产盐量高达

浦，浦口前方的
“前屯屿
（Aptonyeo，暗礁地形）
”
有效减

1439斤，1斤为0.6公斤，这在当时是惊人记录。

弱海浪的流势。
这里与牛岛内其他浦口相比水深较浅，

“官船扎里（Gwanseon-zari，浦口名称）
”
也是离别之殇大

因此像特乌(Teoi-wu, 竹船)、
帆船等无动力船，必须安装

于相逢之喜的浦口。
“官船扎里（Gwanseon-zari，浦口名 “沙乌带（Sauldae，船用道具）
”
或“工匠一带（Gongjaengi称）
”
位于
“大斯冷叩几
（Daeseurum-koji，海岬名称）
”
与
“爱

dae，船用道具）
”
。

比里叩几
（Aaebiri-koji，海岬名称）
”
之间，其中，
“大斯冷 “沙乌带（Sauldae，船用道具）
”
是约5~7米长的木杆，在
叩几
（Daeseurum-koji，海岬名称）
”
负责迎接官船，
“爱比

船离开浦口时起到助推与定向作用，一般使用1~3个，

里叩几
（Aaebiri-koji，海岬名称）
”
更临近大海，是离别之

以杉木为主材料。
“工匠一带（Gongjaengidae，船用道

地。
当地人将
“大斯冷
（Daeseurum）
”
与
“爱比里
（Aaebiri）
”
比

具）
”
是指连接在船头的长约30厘米的木杆，起到排除障

作相逢与离别，“爱比里（Aaebiri）”之所以在“大斯冷

碍物的作用，以竹子为主材料。

（Daeseurum）
”
外侧，是因为离别之殇大于相逢之喜。
代表济州岛屿的文化图标
被风左右的浦口居民的生活

在现今的开发过程中，我们正在失去很多，罪魁祸首

有些风会让水势变得凶猛，有些风则会开通海路。
位于

是盲目的开发。
人们正在通过混凝土获得方便，然而混

翰林邑归德2里的“长路盖（Jinjilgae，浦口名称）
”
受风的

凝土是与自然相对比的人工的象征。
这些荒凉的建筑

影响较大，作为“长路盖（Jinjilgae，浦口名称）
”
基点的

物，夺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济州岛内的浦口也一

“长路叩几（Jinjil-koji，海岬名称）
”
，一年四季受到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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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所有规模的浦口都成为了开发对象。

咆哮般的各种风的考验。不仅仅为春天的赛风（Sat-

随着渔船形式的衰弱，浦口原有的功能已经消失，但

baram，东风）
、
夏天的马风
（Ma-param，南风）
、
秋天的葛

还是打着居民夙愿工程的旗帜，每年进行疏浚并扩建

风（Gal-baram，西风）
以及冬天的哈尼风（Hani-baram，

防波堤。
还没来得及眺望浦口作为济州先民生产技术文

西风）
。
只有长期生活在这里，才能准确说明各种风的

化遗迹的价值，就已经不见了原形。

风向与习性。
风从岛的一面吹来，经由汉拿山到达另一

如今在济州岛内110多个港与浦口中，能够揆度原形的

面时，名称就会发生改变，

只剩翰林邑归德1里“大盖（Keungae，浦口名称）
”
、
南元

翰林邑挟才里的人们甚至将浦口称为“活桶”
，因为无

邑下礼1里
“网张浦”
、
龙潭2洞
“大根盖
（Da-ggungae，浦口

论多么大的风波，只要进入浦口便会安心。

名称）
”
等，少之又少。
保存与开发并非对立关系，一些

虽然如今已被填筑，曾位于旧左邑坪垈里的“盖马里

有意义的行动正在开展当中。
济州特别自治道正在复原

翰林邑飞扬里“前盖（Ap-gae，浦口名称）”,坐落于村庄前方，位于“君屿（Gunyeo，暗礁名称）”与“那布屿（Neobuyeo，暗礁名称）”之间。浦口由“内浦”与“外浦”构成，“内
浦”为原有浦口，“外浦”筑造于1950年。在没有手推车的条件下，靠村民们徒手将道儿昌已（Dolchaengi，石匠）打碎的石块一一搬运而建成，因此另称“船舱”。因地形的
制约，吹东南风时必须紧固船锚。

翰林邑归德1里的
“大盖
（Keungae，浦口名称）
”
浦口。
“大

夫）
们坚信，正因为有哈儿芒堂
（Halmang-dang，神堂名

盖（Keungae，浦口名称）
”
由内浦•中浦•外浦构成，其周

称）
保佑，他们才能够平安的进行捕捞。

边是一片沙地，颜色接近淡绿色。
位于浦口正面“大屿

济州的浦口本身就是一个最能代表济州的优秀文化旅

（Keunyeo，暗礁）
”
的乌龟灯塔，为浦口增添了韵致。

游资源。
更重要的是，浦口凝聚着济州先民们为克服贫

此外，作为渔夫堂的
“哈儿芒堂
（Halmang-dang，神堂名

瘠的自然环境所付出的努力与坚强的意志，是一个真

称）
”
的威势极达。
相传在翰林五日集买猪并路过时，必

实的生活现场。
浦口与垣墙、
道台火、
火围墙
（Bulteok，供

须拿下三颗猪头，否则这些猪便会久病缠身而死。
哈儿

海女取暖的设施）
、
涌泉水遗址、
渔夫堂、
海路、
淤田、
盐田

芒堂
（Halmang-dang，神堂名称）
限制随意出入，只允许

还有防邪塔……这些虽然是人类创造的风景，却已逐

上末日•上丑日•上戌日出入。
当地的保济几（Bojegi，渔

渐融入并同化为自然，展示着大自然的另一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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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市旧左邑金宁里海边。天蓝色与翡翠绿和谐相融的水色、以及白色沙滩和泡沫，清凉透彻且充满异国情趣。
让人忍不住萌生进入透明海底的冲动。

可以望见森岛的西归浦市甫木洞大海。济州的海色不仅随季节改变，
还会根据是海底为岩层的“葛巴当（Geol-badang，海底为岩层的海）”还是由淤泥和沙子构成的“份儿巴当（Peol-badang，海底为泥沙的海）”，而呈现不同的色彩。

14

济
州
的
水
色
图 李一燮

城山日出峰的大海，清澈见底的海水随着天色不断变换，
比世界上任何宝石还要璀璨。

济州内水色首屈一指的挟才•金陵海岸。
在烈日下散发着透明的翠绿色玉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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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自然渔网“垣墙”

“有鳀鱼、斑鱾、大琪（Ttachi，褐篮子鱼）还有青鳉”
文 金善喜（节目结构作家） 图 李一燮

草屋院子内有四季收获新鲜蔬菜的菜田
“屋永
（Wuyeong，菜田）
”
，沿海村庄的海边则有捕捞各
种新鲜海鲜的
“垣墙”
。
每年的6~7月，在济州海岸时常会听到“鳀鱼来咯~”
的吆喝声。
正是岸边的垣墙内，捕获手掌
大小的鳀鱼时的喊声，而且数量较多。
有些人用捞网捞起，还有些人甚至动用柑橘集装箱，说
明其数量确实很庞大。
每到这时，人们便会涌进垣墙，获取来自大海的礼物。
夏日幸福的瞬间
开始延续。
落潮时行走在济州海岸，会遇见呈圆形或方形的石墙，那就是
“垣墙”
。
垣墙是利用潮水涨落幅
度捕鱼的原始捕捞设施。
其原理是利用石墙堵住涨潮时被推上岸的鱼，因此垣墙还被称作
“石
网”
。
在济州东部地区，称垣墙为
“盖
（Gae）
”
或
“盖墙
（Gaetdam）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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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潮水涨落幅度的捕捞设施

此类垣墙，并非济州独有的捕捞设施，其他地区也有

大部分垣墙靠近浦口，这是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捕获

叫做
“石防帘”
的石网。
其捕捞与垒砌方法与济州垣墙相

进入垣墙的鱼。
除了有受地形影响而自然形成的之外，

似，但从运营与管理方面来看，济州的垣墙具有其特

也有当地居民人工打造的垣墙。
观察垣墙的地形条件可

别之处。
其他地区的石防帘由个人所有并管理，而济州

以得知，主要位于海水深入陆地而形成的海湾地形。

的垣墙为村庄共同所有，并且由村民组成的合会负责

从垣墙的建造方法来看，高度约为1~1.5米，为了使鱼

垣墙筑造与维护。
维护内容有修复被海浪或台风摧毁的

顺利进入垣墙，其外侧呈缓坡状，而内侧则为垂直

垣墙，由居民们轮流负责。

状，是为了防止垣墙内的鱼轻易逃脱。
可以看出开拓利

垣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渔法，其出现时期远远早于利

用贫瘠的自然环境时，祖先们所发挥的智慧。
构成垣墙

用动力船出海捕鱼等现代化的捕捞方法。
与当今横扫鱼

的石块，由底部最大的石块逐渐变小，石墙之间的空

类资源的方法相比，垣墙是立足自然的生态形绿色渔

隙则用石子填满。
垣墙内部也铺了一层小石子，且比平

法。
利用垣墙捕捞的代表鱼种便是鳀鱼，每到6、
7月，济

地微低，目的是落潮后使垣墙内形成积水，以延长鱼

州的垣墙会被银白色鳀鱼所填满。
济州当地的人们称之

的存活时间。

为
“鳀鱼进来了”
。
每到这时，全村民就会朝向垣墙，用
抬网和古德
（Gudeok，竹筐）
收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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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足自然的生态渔法
过去垣墙的一次性鳀鱼收获量，最多可达一个卡车。
在垣墙获得的捕捞物，由村民们平均分
配，即使是因身体不适或高龄而没有来到现场的村民，也都会公平分得捕捞物。
分配后剩下的
鳀鱼，就会拿到中山间村庄去卖，若还有剩余，便用作肥料施在园地。
除了鳀鱼以外，还能捕
获鲈鱼、
斑鱾、
大琪
（Ttachi，褐篮子鱼）
、
青鳉、
鲻鱼和鱿鱼、
章鱼、
螃蟹、
小鲍鱼等各种海鲜。
垣墙是与济州岛民长期共存的海洋共同体文化的产物。
其中，济州市翰林邑金陵里的
“毛仁垣
（Moreunwon，垣墙名称）
”
是济州的代表性垣墙，其规模也首屈一指。
在失去多于收获的现实
中，之所以能够保存完好，离不开85岁高龄的李邦益先生60多年来对垣墙的付出。
李邦益先生的一天，以察看垣墙为开始。
李邦益先生的垣墙守卫者人生，始于27岁退伍之后。
在退伍并返回故乡后，发现了几乎完全倒塌的垣墙，对垣墙有着难忘回忆的Lee Bang-ik先生，
通过记忆中的垣墙形态，开始了修缮工作。
在完成修缮后，也不忘每天察看有没有发生倒塌。
60多年的岁月中，也有不少难忘的回忆。
那一天，李邦益先生一如既往前去察看垣墙，偶然发

18

现了被关在垣墙内的乌龟，可能是被退潮带进了垣墙

给后人传播垣墙文化。
金陵垣墙节作为济州的代表性海

内。
李邦益先生将乌龟取出并放了生，而在那一年7月，

洋文化庆典，受到了来自岛民与游客们的关注。
通过堆

垣墙迎来了鳀鱼大丰收，李邦益先生认为这是放生的

砌垣墙、
抓海螺等垣墙生态体验活动，提供着与济州海

乌龟送给他的礼物，是垣墙守卫者拥有的美好回忆。

洋文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垣墙不仅是济州的传统捕捞设施，同时也是聚集着先

关注传播垣墙文化的垣墙庆典

人们的共同体精神的灿烂文化遗产，必须长远流传。
要

Lee Bang-ik先生说，只要还能走动，就会继续照看垣

努力摸索可以持续管理并保存的有效方法，因为垣墙

墙，对他来说，垣墙和大海是奉献毕生的家园。
他对于

是具有济州海洋文化之精髓的重要文化财产。

垣墙以及其中蕴含的回忆与共同体文化的消逝，感到
非常惋惜。
最近让他值得欣慰的是，能够通过垣墙庆典

1. 位于济州市翰林邑金陵第一海边的“毛仁垣（Moreunwon，垣墙名称）”
2. 垣墙守护者李邦益先生
3. 外侧较长且呈缓坡状的垣墙
4,5. Lee Bang-ik先生用漂上岸的垃圾制作的台洼(Teoi-wak, 渔具)和篮子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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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建造的夜海守护者

2

了解济州岛“道台”吗？
文 白宗眞（济州文化院秘书长） 图 李一燮

被
“剑石”
“
、暗礁”
和
“屿
（Yeo，水中暗礁）
”
包围的火山岛屿济
州岛，是自古以来只有熟悉海路的人才敢接近的地方。
因此
在过去，每逢刮风下雨，济州艄公的媳妇们便会拿着火把去
接孩子他爸。
浦口妇女们手持的火把被称作“盖火（Gaetbul，
火把）
”
。
在还没有电灯的时期，济州沿岸村庄仅有这些盖火（Gaetbul，火把）
和被称作“道台”
或“道台火”
的旧灯塔，直到20世
纪60年代末，这些道台遍布了浦口各处。
最近有不少言论提
出，这些道台是济州近代海洋文化遗产，然而，对于其词源
以及最初建造的由来，却都是未经证实的臆测。

1. 北村里道台
济州市朝天邑北村里浦口，建于“安备古德（Anbekgudeul，浦口名称）
是现存记录最早的道台。
2. 涯月里道台
依靠当地居民对涯月浦的记忆，在2003年11月以梯形形态
新建的道台。虽然与原型存在差异，
但涯月里居民们将其视为珍贵的村庄遗产，进行着妥善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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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济州岛的道台究竟建造于何时呢？目前为止，

岛灯塔建造以来，为该村庄的渔民们建造的第一个灯

众所周知的历史最悠久的道台是坐落于济州市朝天邑

塔。
北村里灯塔的由来，可通过立在四方形塔身上的高

北村里
“安备古德
（Anbekgudeul，浦口名称）
”
的道台。

57厘米、
宽27厘米的碑文确认。

北村里道台，比济州市健入洞的山地灯塔早一年建成。
在木板房顶部架上木柱后，利用滑轮在上面挂上了
灯，起初为灯杆形态。
这是自1906年济州岛首个灯塔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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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3个纪念碑上的碑文

综合三个碑石的内容来看，可以得知同样刻有
“御即位
纪念灯明台大正四年十二月建设”
的字样，这里的“御
即位”
指的是天皇即日本皇帝即位，使用的是日本汉字
词，并非韩国与中国所用的汉字词。
整个句字的释义为
“为纪念日本天皇的即位，于大正四
年（1915年）
12约建立灯明台”
。
大正元年为公元1912年，
当时的日本天皇大正在先王明治过世3年后，即大正四
年
（1915年）
于京都宫殿举行了登基仪式。

御卽[位][記][念]燈明臺

×××[記][念]燈明臺

[御][卽][位][記][念]燈(明)(臺)

大正四年十貳月建(設)

××××[十]貳月建設

[大][正][四][年]十貳(月)(建)(設)

北村里纪念碑

道头洞纪念碑片

三阳洞纪念碑

高57，宽27

高48，宽32~35，

高54，宽27~29，

厚约10~12厘米

厚约12厘米

厚约17厘米

在确认道头洞纪念碑之前，笔者一直在心里反复念
叨，
“北村里道台不叫道台，而叫灯明台”
。
很可能是当
时建造了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便拜托村庄内懂学问的
人取个名，并当时使用的汉字词
“灯明”
与
“台”
相结合，
而取名为灯明台。
然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灯明台很

※[ ]为推测解读，( )被掩埋，×为破损字体。

有可能被取代成了日式词汇
“灯台”
。
然而，心中的迫切渴望与发现三阳洞纪念碑的现实，
纪念建造道台而立的纪念碑，不只存在于北村里。
笔者

一起成为了空虚的事实。
也有些人对我得出的结论表示

于2009年与2012年，分别在济州市道头洞与三阳洞，发

不赞同，提出道台的建造方式跟日本不相同……笔者

现了类似的纪念碑。
除北村里之外，立于道头洞和三阳

也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本人也尝到过迫切的希

洞浦口的道台本体已消失，只留有碑石铭记过去。

望瞬间倒塌时的苦涩，但如果是事实，还是早一点认

这些纪念碑中的碑文内容与格式大致相同。

同为妙。
自发并逐渐向海岸村庄扩散
济州岛道台的伊始，被推断为是因日本的行政干涉而
建，但其之后的济州道台，是出自村民或渔夫的需
求，自发并逐渐地向海岸村庄扩散。
根据笔者目前为止
1

的调查结果，曾在济州岛海岸村庄建造或留存的道台
共有27座。
由建造时期来看，以1915年的上述3座为开始，20世纪
20年代在安德面大坪里、
30年代在翰京面头毛里•翰林邑
归德里•涯月邑涯月里•西归浦市甫木洞、
40年代在翰京
面高山里•朝天邑新村里•西归浦市大浦洞、
50年代在济
州市龙潭洞、
60年代在翰京面板浦里•翰林邑金陵里•旧
左邑金宁里•涯月邑旧严里•旧左邑下道里•牛岛面助日
里、
70年代在涯月邑下贵里建造了共19座道台。
除此之
外，位于涯月邑新严里•济州市外都洞•济州市龙潭洞•
济州市禾北洞•朝天邑朝天里•旧左邑杏源里•城山邑温
平里•西归浦市江汀洞的共8座道台，建造时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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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1. 翰京面高山里道台2. 西归浦市大浦洞道台 3. 西归浦市甫木洞道台（图 1~3 ⓒ 白宗眞） 4. 金宁里道台

总而言之，济州岛的道台并非某一时段一举建成的，

例，都是推断初期由行政干涉建成的道台，后来逐渐

是长期持续建造而成的。

转变为海岸村民们自发建造的证据资料。
总的来说，除1915年建于北村里、
道头洞、
三阳洞的道台

全体村民总动员的村庄共同所有物

之外，后来建成的大部分道台是由海岸村民与渔夫们

自第一座道台建成后，随着渔具的发达与技术的改

为捕捞活动而建。
在充满屿（Yeo，水中暗礁）
与暗礁的

良，对夜间作业时起到路标作用的道台的需求逐渐扩

漆黑夜海，之所以能够安全回归浦口，全靠文明的利

大，最终村民或渔夫们便开始积极建造道台。
通过以下

器绽开的一抹灯火，对济州艄公而言，那是生命的烛

证言，可详细了解当时的道台对当地居民的生计起到

火。

的作用，以及人们对待道台的态度。

至20世纪50年代，济州全境遍布了如北村里•新严里的
箱形、
道头洞•助日里的防邪塔形、
大坪里的瓢形、
头毛里

“如 今 的 道 台 火 由 全 体 居 民 齐 心 协 力 ， 建 造 于 大 正4年

•涯月里•龙潭洞的四角锥台形、
归德里的圆筒形、
甫木洞

（1915年）。当时建完道台火后，里长交代下人晚上点火、天

•高山里的瞻星台形等各种形态的道台。
从20世纪60年代

亮熄火。第一个负责点火的是里长家名叫咸〇〇的下人。当

开始，道台开始以翰林邑金陵里、
涯月邑旧严里、
涯月

时北村里由7~8艘帆船，晚上开工捕带鱼，第二天凌晨3、4
点才能回港。并不是常年点着，只等渔船出港时才点火。”
- 金根植（1909年生，朝天邑北村里），2008年8月29证言。

邑下贵里、
旧左邑下道里的形态为标准化，进行更改或
完成新建。
具体为以玄武岩和水泥作为底座，上方搭建
四角形或三角形铁塔并悬挂油灯和煤油灯的形态。
这是
因为受新村运动的影响，水泥与钢筋的供应量较大，
比用石头建造底座更加简便且快捷。

全体居民一起建造道台，并由里长掌管烛火，这充分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到解放，再到新村运动期间，道

说明着当时道台作为村庄共同所有物的重要地位。

台一直在济州岛海岸村庄的浦口和沿岸默默坚守。
直到

此外，旧左邑金宁里为了新建海女更衣室，拆毁原有

20世纪70年代，济州岛内开始全面供电，道台便如同建

道台后在北济州郡的帮助下进行重建的事例，还有旧

造初期一样，开始慢慢消失踪影。
至今仍保存着当初原

严里于1960年将原有防邪塔修建成水泥铁塔型的事例，

形的只有高山里•北村里•金宁里•助日里•甫木洞•大浦洞

以及三阳洞在1968年将被台风摧毁的浦口重新修建的事

等地的6座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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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
夏季梦幻海边
文 编辑部 图 高汩

龙潭2洞大根盖
（Da-ggungae)

济州市
梨湖特乌(Teoi-wu, 竹船)海边

上贵里小莺水
（Soaengmul)

涯月

临近市区，交通便利且夜间营业，可以享
受与众不同的夜晚情趣。
庆典：梨湖筏船节
（7. 29.~31.）
咨询：064-728-4931（梨湖洞事务所）
夜间营业：10:00~21:00（7.16.~ 8.15.）

汉谭

归德2里长路盖
（Jinjilgae)

郭支挂木（Gwamul，泉水）海边
以广阔的白沙滩与清澈的碧水而著名。
拥有露天泉水浴池，泉水清澈沁凉。
咨询：064-728-8884（涯月邑事务所）
营业时间：10:00~19:00

归德1里大盖（Keungae)

飞扬岛

翰林
挟才海边
月令里月 清澈透明的海水与白沙贝壳沙滩。
令筑港 在夕阳绝美的前海，漂浮着如画般的飞扬岛。

板浦里严水盖
（Eomsugae)

咨询：064-728-7676（翰林邑事务所）
夜间营业：10:00 ~ 21:00（7.16.~ 8.15.）

金陵第一海边
与挟才海边相连，可望见飞扬岛。
还可以欣赏传统捕捞设施垣墙。
庆典：金陵垣墙节（7. 30.~31.）
咨询：064-728-7676（翰林邑事务所）
营业时间：10:00~19:00

高山里道台

高山
中文穑达海边
和顺金沙海边
涌着泉水的海边，可在露天游泳场享受淡水浴。
还有乡镇企业运营的精彩海洋休闲运动体验。
咨询: 064-760-4373（安德面事务所）
营业时间：10:00~19:00

呈四种颜色的沙子和济州岛特有的黑石和谐相融。
隶属于中文旅游区，具备了各种便利设施。
咨询：064-760-4861（猊來洞事务所）
夜间营业：10:00~21:00

西归浦市

中文
大浦洞道台

法还洞
幕宿

大静

加波岛
24

马罗岛

新兴里女子
（Yeozamul)
北村里道台

金宁海水浴场

新村大水（Keunmul)

咸德犀牛峰海边

朝天

异国风情的海岸线，水深浅且坡度较
缓，适合与孩子们一起享受海水浴。
咨询：064-728-7882
（朝天邑事务所）
夜间营业：10:00~21:00（7.16.~8.15.）

三阳洞三大里水
（Soaengmul)

月汀里海水浴场

金宁里道台

天蓝色大海与细沙，吸引着众多游客的
芳心。
咨询：064-728-7783（旧左邑事务所）
营业时间：10:00~21:00

细花海水浴场
下道里含盖昌（Hangaechang)

旧左

三阳黑沙滩

下道海水浴场

助日里道台

牛岛

每到夏季，由前来体验黑沙汗蒸的人形
成人山人海。
庆典：三阳黑沙滩庆典（7.29.~30.）
咨询：064-728-8174（三阳洞事务所）
夜间营业：10:00~21:00（7.16.~8.15.）

下古水洞海水浴场
西滨白沙

新阳涉地可支海边
涉地可支环绕着海边东部，带来如内陆
湖泊般的舒适感。
咨询：064-760-4282（城山邑事务所）
营业时间：10:00~21:00

城山

表善阳光海边
由圆形白沙滩构成，宽约313米，是岛内最宽且坡
度最缓的海边。
庆典：表善阳光海边白沙滩节
（7.30.~31.）
咨询：064-760-4476（表善面事务所）
营业时间：10:00~21:00

浦口

山泉（涌泉水）

兔山1里逆水泉

表善

道台

南原
泰兴2里官船浦

下孝牛沼端海水浴场

为美1里前盖（Ap-gae)
新礼里公泉浦

下礼1里网张浦

松山洞
水战浦

甫木洞道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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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百变魅力的济州大海
向着炙热的太阳、
凉爽的海风
清凉的海边出发~~~~
供图 济州观光公社

金陵第一海边

金宁海水浴场内如面粉般的白色细沙，以及幽静的
氛围，是独自享受海边风情的首选地。
在海岸线的一边转动的风力发电机与漂流在寂静海
面的游艇们，增添了另一番异国风情。

金宁海水浴场
ⓒ 李翰九

26

梨湖特乌(Teoi-wu, 竹船)海边

咸德犀牛峰海边

곽지과물해변
挟才海边

新阳涉地可支海边

夏季不可错过的水上运动！
多处海边可享受浮潜、
潜水、
冲浪、
皮艇等运动，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为中文穑达海边和新阳涉地可支海边。
中文是冲浪爱好者们的圣地，涉地可支是风吹日丽
时风帆冲浪爱好者的首选地。海边具备了装备租借
和培训设施，初学者也可以轻松学会。

三阳黑沙滩

咸德犀牛峰海边与挟才海边
济州岛的代表性海边，咸德与挟才分别位于济
州岛的东部与西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东西两
地代表性海边。
两处海边都拥有清澈的海水浴广阔的沙滩、美
丽的风景、以及完善的便利设施。
旺季除了夜间营业之外，还会举办各种庆典。

岛中岛，牛岛绝景

下古水洞海水浴场

西滨白沙红藻团块海滨与下古水洞海水浴场。
在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红藻团块海滨，由遍布脚底的红藻类
展示着神奇景色。
与红藻团块海滨不同，下古水洞海水浴场的沙滩非常细致柔
软，并且立有印象深刻的海女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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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山泉，其意义与价值

创造村庄的生活原动力
文 高柄鍊（济州国际大学土木工程学教授）

水势判断一个岛屿适合人类居住与否的尺度，有则可

为了克服干旱，人们开始寻找以海岸为中心所分布的

以居住，相反就是无人岛。
在被火山岩覆盖的济州岛，

山泉，并由此从山上移居到了海岸，还创造了社文台

水异常珍贵。
岛屿生活以寻找水源为开始，同时也是陷

婆婆（Seolmundae-halmang，身高力气大的济州女神）
和

入荒芜的自然与历史的根源。

燃灯婆婆以及断穴故事。

济州岛内的饮用水指奉天水
（Bongcheonsu，雨水）
。
由于

位于朝天新兴里海边的大水
（Keunmul，泉水名称）
，拥

地形特点，岛内的河沟几乎没有流水，因此只能用坛

有与社文台婆婆
（Seolmundae-halmang，身高力气大的济

子 接 取 俗 称 天 水 的 雨 水 来 使 用 。虽 然 奉 天 水

州女神）
搭建海陆桥梁相关的传说。
因为该山泉为女性

（Bongcheonsu，雨水）
为济州岛民擦拭了泪水并给与了

专用，因此另称
“女子水
（Yeozamul，泉水名称）
”
，是新

安慰，但在维持生活方面，未能克服干旱的限制。

兴里设村的形成背景。
作为村庄的重要饮用水源，等同
于生命之水。
令人遗憾的是，其部分已经被改造。
西归浦市南元邑公泉浦黑沙滩内有燃灯婆婆水，济州
市旧左邑金宁里迎登水堂（Muldang，供龙神的神堂）
西
侧屿（Yeo，水中暗礁）
内则有燃灯爷爷水。
这些山泉是
诞生神堂信仰的圣水，并于阴历2月举办燃灯祭庆典。
持
续半个月的庆典，让岛屿充满活力，泉水在促进岛屿
和谐方面也起着重大作用。

1. 水量丰富的涯月邑流水岩里流水岩川
2. 拥有社文台婆婆（Seolmundae-halmang，身高力气大的济州女神）传说的朝天
邑新兴里女子水（Yeozamul，泉水名称）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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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村庄移居的朝天邑新村里大水（Keunmul，泉水名称）
2. 由表善面兔山1里村会复原的逆水泉
3. 朝天邑朝天里杂里水（Zarimul，泉水名称）

据传，带来海产品与农作物丰收的燃灯婆婆和爷爷，

人则因不像海水带咸味而叫做吨水
（Donmul，淡水）
。
还

正式通过这个山泉进出。

有部分人称之为“岛（Seom，与岛同音）
”
，原因是涨潮

在旧左邑终达里中山间的隐月峰北侧，仍存在相传因

时水桶像一座岛。

胡宗旦断穴而导致水脉消失的水经阁（Muljinggeo，地

济州的每一个村庄，都拥有与水相关的悲欢与传说，

名）
。
正如人们为了水源从山间移居至海岸，分布在海

以及与水相关的地名。
同时，解决济州岛内饮水问题，

岸各处的山泉，对济州人而言具有生命水的意义与价

是形成于克服与开拓恶劣的自然环境过程中的生活智

值。
为寻找生命水而移居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地名当

慧。水的使用过程结合了生态与科学性。同样的一桶

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朝天邑新村的大水（Keun-

水，也会按位置进行等级划分，比如饮用水桶、
洗菜水

mul，泉水名称）
。
因为是集体移居海岸后重新建成的村

桶、
洗衣服的水桶、
洗澡的水桶、
洗尿布或喂牛马的水桶

落，因此取名新村。
水与地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山

等。
管理方法也按照各个村庄的规定严格遵守。
位于三

泉便成为了村庄形成的历史。

阳1洞的大水（Keunmul，泉水名称）和三大里水（Setdarimul，泉水名称）
水量较丰富，至今仍严格遵守等级

克服恶劣自然环境的过程

并合理使用。
村民们在共同使用山泉的过程中，自然地

济州方言中，山泉被称作"山水（Sanmul，泉水济州方

形成了对水的保存与使用方面的共同意识，也由此最

言）
"，具有活着的水以及来自山
（汉拿山）
上的水等两种

终形成了村庄共同体。

含义，泛指涌泉水。
此外还俗称塞米
（Saemi，泉水）
，学

但是，随着地区开发和自来水的普及，逐渐形成了将

术用语为涌泉，也使用涌泉水、
涌出水等表现。
还有些

山泉视为毫无用途的水坑的局面。
其中，却还是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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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为保存作为村庄历史与居民生命水的山泉而付诸
努力，其中的代表性事例为表善兔山里逆水泉。
因泉水
由兔望山岳山麓向汉拿山方向逆流而行，因此被称作
逆水泉。
流传着胡宗旦的断穴传说，据传，终达里至兔
山里的水脉被胡宗旦切断，因此没有泉水，而在汉拿
山守护神的保护下，保住了这里的水脉和涌泉。过去在
兔山，曾利用泉水耕作水田，之后在一段时间的荒置
下，兔山1里村会为了祭奠泉神灵泉水神，进行了复原
并打造了游园区。
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山泉正在渐渐
被遗忘或消失，这一现象导致济州山泉丧失着历史文
化价值以及被毁损。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涌泉水保存及
管理的条例正在编制中，同时，为保存济州山泉的全
面调查也在进行当中。
水桶周围是沟通交流的休息区
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处可见用水缸打水、
洗衣服洗澡、

2

供牛马饮水等情景。
“水”
是形成共同体文化的重要环境
因素，也是济州独有用水文化的形成契机。
山泉衍生了
[水河伯
（Mulheobeok，水缸）
]、
[水古德
（Mulgudeok，水缸
竹筐）
]、
[水旁
（Mulpang，水缸竹筐架）
]、
[水缸
（Mulhang，
存水缸）
]、
[水漠盖（Mulmakgae，洗衣锤）
]、
[水随礼（Mul-

1. 三阳1洞三大里水（Setdarimul，泉水名称）ⓒ 李一燮
2. 涯月邑上贵里小莺水（Soaengmul，泉水名称）

buzo，用水代替随礼）
]、
[淋泉]等用语，一些过婆家生活
的妇女们还通过敲打水河伯
（Mulheobeok，水缸）
，用唱
歌来释放生活的苦楚与疲倦。
山泉周边逐渐形成了可知
晓村内一切大小事的交流休息区。
每个村庄的大小山泉
都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为了体现本村山泉的优越性，
通常用大、
明等词为山泉取名。
令人惋惜的是，在复原
或保存山泉的过程中，由于重视现代化设计和便利的

+水]，加快选入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文化遗产的步

管理而忽略了原形，进行着未经考证的修建。

伐。
此外，为了扩大山泉的效率性管理与价值，通过强

在沿海呈环状分布的山泉是创造村庄的生活原动力，

化各种探访体验，打造成新一代设村历史的水教育场。

必须为山泉的搞活与保存付出努力。
在保存各村庄独有

济州谚语中说道，“水路与水口不能堵”。希望作为济

的“水”
文化方面，必须形成全体居民的共同意识，并

州人的生命根源与历史见证的山泉，能够早日恢复原

且以人文社会与工程学术调查、
居民意见为基础，根据

来的面貌。重新找回的山泉，将成为向来访游客呈现

泉水类型创建体系化的管理方案。
对于历史•文化•生态

难忘回忆与乡愁且充满“人生故事”的清新空间。汉拿

特点较大的山泉，则必须指定为纪念物。
同时，要加大

山白鹿潭的源泉是四季常流且通往天空的山泉，具有

重新发现山泉传统文化与历史方面的岛屿生命水宣

喷薄而出的强大气势，是济州独有的水心•岩心•地心•

传，以及为构建综合性旅游集群[石头+济州方言+海女

清新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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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济州的海

波罗的海艺术家眼中的济州

“济州的海是改变我的价值观的珍贵礼物”
文•图 阿格尼•拉提尼特（插图画家）)

貌似公鸡的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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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至今
“大海从不会说谎。

了记录黄色沙滩与黑色岩石之

为止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海女所

间的蓝色空间与天空的交际

说的话。
她的海女生涯始于不

线，然而不知不觉间，大海的

懂人情世故的幼年时期。
20多

翡翠绿与蓼蓝等多姿的色彩，

岁时，她曾放弃海女职业，前

深深吸引了我。
从那以后，海

往内陆地区找工作，然而映入

边开始出现在了我的海报设计

眼中的是受外表、
名牌、
背景、

与卡通插图中，并且萌生了想

职位、
年薪、
关系等限制的生活

要进一步了解济州大海的想

情景。
最终，她选择了离开刻

法。
有机会与海女们相识，对

薄的陆地，重返不分外表、
背

我来说是莫大的幸运。
他们不

景、
穿着、
学历的所谓不说谎的

仅向我展示了为家族与生存与

大 海 。大 海 会 拥 抱 怀 里 的 人

自然抗争的顽强面貌，还让我

们，并且只有瞬间的呼吸、
生

领略到了前所未有新世界。
为

存技巧与瞬间意识才能行得
通。
入海等同于摘掉面具，将

了参观集中于地区文化与历史
貌似老虎的海女

的新课程，曾经参观过幼儿园

自己托付给真实的对话。
脱掉

教学。
当时，我对孩子们猜中

虚假，以真实面貌面对，才能

各种鱼类名称的情形，惊得目

获得大海的真诚拥抱。

瞪口呆。
那时候，也让我深深

其实，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大海。
对于生长在立陶宛首都

感受到了济州岛中存在着比在山峰眺望的风景还要深

维尔纽斯的我来说，大海只是乘坐闷热且充满汽油味

广的生活面貌。

的汽车到达的小型海边休养地。
在长达300公里的车程

为了更近距离了解身边的新事物，我开始了跳水。
为了

中，还被晕车弄得痛苦不堪。
身边的朋友们搬到沿海地

将入海时的感受与海底风景印入脑海并在画布上重新

区的时候，我仍然坚决得摇了摇头。
大海对当时的我来

创造，每次入海都不会带上摄像机。
每次入海，都能感

说，只是由冰冷潮湿的海风中夹杂的鱼腥味和阴暗的

受到如同小鸟般的自由。
畅游在充满各种色彩、
形状与

海岸组成的地方。
而如今，在海边生活了第三个年头的

质感的海底世界，会不由得被与陆地截然不同的海底

我，产生了想一辈子住在海边的想法。

美景迷惑并感叹
（也有可能是因为熟悉而被忘却）
。
每次

济州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我梦寐以求的空间，即只

面对济州的海，都会充满感激之情。
感谢它给我带来的

属于我的乐园，这一印象至今没有改变。
下飞机后感受

珍贵经验，也感谢它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迎面吹来的清爽海风，就会觉得济州岛的海风是世界
第一。
济州岛的人拥有善良宽大的内心，就连被风吹出
的皱纹，看起来仿佛面带微笑。
向来与美食家不沾边的
我，对海鲜从来不来电，而现在，饭桌上少不了海鲜
料理。
在这里生活快三年的如今，比起母语，更擅长用
韩语说出各种鱿鱼种类，就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神奇。
虽然来到济州岛的理由并非这里的风景，但不知什么
时候开始，大海逐渐进入了我的作品当中。
一开始是为

阿格尼•拉提尼特
立陶宛维尔纽斯艺术学院(Vilnius Academy of Arts) 视觉•应用艺术系毕业。
插画与混合媒体艺术专业。现定居济州岛进行各种展览与艺术活动，2015年开始
在济州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视觉融合设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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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济州海女

与海共存的济州海女的一生
文 庾喆仁（济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之前在某个电视节目中，济州海女、亚运会游泳冠军和花样游泳韩国代表选手等三人共同出场，进
行了水中屏气比赛，究竟谁是赢家呢？很多人都认为获胜者是济州海女，但恰恰相反，济州海女
在1分钟左右过后便第一个出了水。
由此可见，潜水时间的长短并不是海女最重要的能力。在反复的捕捞过程中，海女们的身体很清楚
什么时候漂出水面才能保住性命。捕捞是指海女们屏气后进入海底采集海鲜的过程。在潜水一段时
间后，漂出水面发出的喘气声叫做顺鼻声（Sumbi-sori，屏气后的喘气声）。潜水捕捞时生死只在
一念之间，因此海女一旦进入海底，就必须放空欲望，不能过于贪心。
潜水捕捞技术并非一觉醒来就能学会的技术，需要通过长期的经验慢慢培养。与肺活量与耐冷等身
体条件相比，更重要的是在亲身经验的过程中学会的技巧。海女们拥有丰富的涨潮时期、海风、屿
（Yeo，水中暗礁）、海鲜栖息地方面的知识。判断天气适合出海与否的并非天气预报，而是由资深
的上军海女说了算。
潜水捕捞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海女们对采集量的贪心，转换为水底的屏气能力。村庄的渔村股会
根据采集期和禁采期、工作时间、采集物大小等标准进行资源管理。海女们将大海视为海田，每年在
海岸和潮间带共同进行3~4次除草工作。往村庄渔场播种海螺和鲍鱼种苗的工作，也是济州海女们
的义务之一。济州海女是与自然共存的生活典型。
潜水捕鱼中最重要的是合作。同僚们是既是竞争对手，在海底同时起到相互预防危险的作用。济州
海女们通常在能够相互注视对方的范围内进行潜水捕捞。济州海女们有“阴间挣钱，阳间花钱”的说
法，体现着潜水捕捞的危险性。每到春季，济州海女们便会进行向海之女神龙王婆婆祈愿平安与丰
收的潜水神祭。
2015年12月末，济州海女渔业被指定为了海洋水产部国家重要渔业遗产第1号。这代表地方团地
对传承多年的潜水捕捞方式、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性、以及海女价值的高度重视，并在努力通过树立
政策对此进行保护。今年11月末，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条约政府间委员会，
将决定是否将济州海女列入人类无形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济州的海女数量正在逐渐减少，70岁以上的高龄海女也逐渐增多。将济州海女文化载入联合国科
教文组织代表名录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保存并传承济州海女文化。当然，这只不过是方法之一。为
了让更多的海女传承生态潜水捕捞，必须确保通过捕捞获得稳定收入，同时提供保障安全与健康
的保护措施。最重要的是，济州海女们要自觉缩短一天的工作时间以及年采集时间，挺身于挽救濒
危海洋队列的最前沿。

济州海女的保存于传承

今年，我们正在努力将济州海女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

人类遗产“济州海女”是
济州的精神！

织世界无形文化遗产。
只有被认可为具有人类保护的
价值，才能被指定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无形文化
遗产。
如果济州海女成功被指定，将作为全球首个列
入世界遗产的女性文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文 金顺伊（济州海女文化保存及传承委员会副委员长）
图 李翰九

济州女性成就的人类文化遗产
在过去，即便海女身穿海女服如水，但由于其外形犹
如赤身裸体，因此曾被取笑为“火保济几（Bulbojegi，
海女的贬义）
”
，还受到歧视与冷落。
在朝鲜时代儒学
家眼里，海女服不被当作衣服。
为了深入海底采集海
鲜，穿着降低水阻力的功能服是必不可少的。
不仅是
过去，就连现在有关海洋的统计中，仍存在对海女使
用具有贬义的“裸潜业者”
术语的现象。
迫切希望类似
的错误能够早日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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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向我问道济州海女的活动始于何时，然而对这一问题，即使是海女研究家们也说不出
明确的答复。
济州岛的史前遗迹中，总会出现大量且大块的鲍鱼壳，然而鲍鱼栖息于5米深的
海底，是不可能在海边轻易捕捉的海鲜。
由此可推断，史前也曾有人潜水下海。
济州海女具备了在寒冬潜入20米深海的顽强体力。
体验过水肺潜水的人会了解，在没有水压调
节的状况下一口气深入海底会给身体带来多么大的冲击。
不止如此，采完海鲜后为了喘口气，
需要一口气快速冲出水面。
海女们每次入海，都会进行100~200次潜水。
为了多一点收获而与水
压形成的绿色水墙相撞时，所受到的冲击逐渐积累便会成为潜水病。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将行动半径拓宽至日本、
中国甚至苏联而赚取的钱，为当时济州的
经济带来了活力。
不仅买地买房撑起了家庭经济，姑娘们甚至准备好了婚嫁费用。
独立意识和
经济实力曾是济州海女的基本力量。
传授知识与咨询的设施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济州海女的顽强体力和经济力、
不依赖男性的独立意识固然非同凡响，但最值得指定为世界无
形遗产的品德是共同体精神，而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便是共同体精神的摇篮。
生活在海岸的姑娘们年满十五岁，便会视为成年，并成为海女共同体的一员。
从此以后，就能
参与到海女们上岸取暖休息的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通过听大人们的对话，
来丰富对大海的知识和经验。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
也是体现海女等级秩序的
现场。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是供海女们出水后取暖的休息地，通常设于可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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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岩石阴下或者是围一个石墙，中间再生一个篝火。
自从淋浴设施建成以后，便没有人再使用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内没有指定的头等座。
根据当天的风向，最少受浓烟和火
星攻击的座位，便是大上军的坐席。
以大上军的座位为中心，上军、
中军和下军依次在两边入
座。
在海女人数较多的村庄，甚至将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分为上、
中、
下等级。
当时的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既是海女共同体的信息中心，同时也是舆论的集
合地。
在这里能够验证待人礼仪和态度，也能得知一个人的道德性与领导人素质。
最先出海并生火的可能是最怕冷的海女，但也有一些海女是出于对他人的照顾，尽早结束工
作并提前生火帮助他人。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只顾眼前利益而耍心眼的海女。
类似的行为，不
管此人的能力有多大，在重要决定中只会被除外，当然也无法在等级秩序中靠前。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对海女们来说不只是休息空间，是传播多年经验与知识
的场所、
诉说生活苦中的资讯场所、
共同讨论海女共同体发展方向的场所，同时也是汇集村庄
内大小传闻的信息交换场所。
通过在这里熟悉大上军以及上军、
中军、
下军海女们的等级秩序与
相应的义务和道理，逐渐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海女。

曾为海女休息地的火围墙（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海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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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奉献共创的美好传统

收入捐赠给了村庄，挟才里福祉会馆前，仍保留着当

很久以前，海女们便开始致力于守护所属共同体的传

时的纪念碑石。
旧左邑金宁里的海女们，也毫不犹豫地

统。
为了让65岁以上的高龄海女们晚年也能持续获得收

捐出了本乡堂整修管理经费。

入，而为她们设置了专用海域。
载入大静邑马罗岛乡约

济州的大海，每年都有几十次大大小小的台风。
这些台

的”
婆婆海（Halmang-badang，年老海女专用海域）
“，便

风不只是带来灾害，还会带来
“风藻”
福利。
风藻是指台

是海女福祉事例之一。在城山邑温平里曾存在“校海

风过后被海浪带到海岸的海藻类，主要集中于春季与

（Hakkyo-badang，指定海域名称）
”
。
1950年温平小学的所

夏季。
将这些藻类晒干后出售，能获得不错的收益。
每

有教室被火灾烧毁时，村内的海女们便指定了一个盛

个村庄，会按海女们的协议对此进行处理，大部分地

产海鲜的海域，将此海域的海鲜销售额捐赠给了重建

区会将风藻采集权让给65岁以上的海女们，帮助她们赚

校园项目。
这一捐赠行为持续了近10年，直到校园完全

取外快。

重建。

除此之外，海女们还凑钱建立了共同基金，用于相扶

在城山邑吾照里的校海（Hakkyo-badang，指定海域名

相助以及为敬老堂、
福祉会馆、
学校运动会等村内所有

称）
，也将销售额捐赠给了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了支援

福祉献出一份力量。
济州海女们为所属共同体全心全意

经费，还用在了学校环境设施建设。
20世纪50年代，翰

用爱付出的美丽且温暖的传统，至今仍在源远流长。

林邑挟才里的23名海女甚至到独岛进行采集，并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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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之情胜似娘家的大海，同时让人畏惧的大海

对于济州海女们积累的海洋知识与智慧，任何学家都

海女们每个月大概有15天会出海捕捞，潮汐时连续一周

尚未研究完全也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
笔者认为，在恶

出海后休息约8天，之后再次出海约一周。
休息时也不能

劣的条件下捍卫海中生活的济州海女们是世界上最伟

闲着，农活儿并做是海女的职责。
即使一大早去除草或

大的女性。
而令人惋惜的是，如此伟大的海女群体正在

秋收时，但只要潮汐将近，便会快速冲向大海。

急剧减少。

在家中有忧患、
身体不舒服或收获不理想时，海女们便

曾经的济州大海，由15岁左右的年轻海女至80岁婆婆海

会前往位于海岸的神堂。
神堂没有指定的拜访时间，在

女们占领，并迎来了全盛时期。
而如今，35岁以下的海

认为自己运气大好的日子，准备诚心准备的简朴祭品

女少之又少，10多岁与20多岁的海女几乎不存在。

后，凌晨一大早便会出门。
无法亲自去神堂时，则会准
备"祭
（Ji，献给大海的祭品）
"。

济州大海创造的与自然共存的智慧

海女们对大海既充满感激之情，同时也充满畏惧。
虽然

至2015年12月末，济州大海内共有4377名海女从事捕

大海胜似娘家，并提供整个家庭的生活资本，但波涛

捞。
仅在共同采集石花菜时露脸的海女有四千人，加起

汹涌的大海，也时刻威胁着生命。

来共有一万多名海女。
随着居中心地位的60~70多岁海女
们过世，海女的整体数量正日趋递减。
庆幸的是，近年
来对海女的消极意识逐渐消失，同时一些年轻女性也
开始对海女职业感兴趣。
继翰林海女学校之后，又建成了法还海女学校，志愿
入学的学生中，有许多在职教授以及硕士、
博士等高学

1. 出海捕捞前，向大海扔祭（Ji，献给大海的祭品）的海女 ⓒ大卫艾伦哈维
2. 海女的祭（Ji，献给大海的祭品）ⓒ 金顺伊

历者。
通过这些群体的海女体验，广泛传播了海女的真
实生活。
然而，海女共同体却仍不愿改变封闭的态度，
1

曾经的善行与以包容、
品德为重的大上军领导者风范已
不复存在，现实是在村内被认知为自私群体，而受到
排挤。
虽然行政当局正在为海女保存提出各种对策，但现存
的海女组织却顽强抵抗，不愿接受年轻海女的加入。
由
此出现了对济州海女完全消失的忧虑，海女的消失意
味着她们独有的传承文化的消失。
在她们不合逻辑的反抗中，俨然存在着珍珠般的智慧

2

和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法则。
海女们创造的传承文化是以
海洋为舞台的生存技术，在海洋荣升为未来资源的21世
纪，海女文化是需要加以重视并珍惜的对象。
济州海女
的顽强精神、
与自然共存的智慧以及共同体精神，是济
州女性需要传承的重要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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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垈里母女俩的海女生活

开垦海田与比垒田的超级海女京沃女士
文 宋世珍（旅行专栏作家） 图 李一燮•李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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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2点开始就要入海了，但是昨天收获的石花菜让

行分类。
虽说是帮忙，但是后背酸痛，效率也低，有种

人伤脑筋。
因为一大早去了一趟西归浦，还没来得及收

帮倒忙的感觉。

拾的石花菜占了一地。
明天还要去釜山吊丧，本来时间

我的字典里没有
“需要男人帮忙的事”

就紧，再加上周末开始有雨，目前的状况简直是一塌

京沃女士可能也是如此。
从小观察母亲，跟着母亲一起

糊涂。

做事、
帮忙……就这样，自己也成为了一位
“母亲”
。
她是

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期待多么优雅的采访，记者坐着打

在海上工作的三个孩子的母亲。
小时候在海岸等妈妈上

了个帮手。
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仔细观察京沃女士

岸后，一起将沉重的捞网拉上岸。
虽然现在有专用道

的一举一动。
呈红色的石花菜是上等品，相反呈绿色是

具，以前哪有那些东西？捞起比较重的海鞘、
海螺的时

低等品。
在仔细翻转晒干的同时，还要对红色上等品进

候，当家的便会出来帮忙，但是因为父亲过世早，京

沃女士没有与父亲见过面。
因此，从小她的字典里就不

茫然的记者，京沃女士做了简单的说明，原来是在责

存在
“需要男人能帮忙的事”
。

怪她没有翻转母亲的石花菜。
母亲是聋哑人，作为海女

“穿长袖吧，晒黑就不好看了。
”

的她也是京沃女士的老师。
母亲年近70，在丈夫早逝后

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她也一如既往的亲切。
她说出海

独自抚养了两个女儿。
因为听不见，所以说话声比一般

之前再怎么涂抹防晒霜或化妆，被太阳一晒就都无关

人要大很多。
母亲的责怪声响遍了四周，然而女儿却不

紧要了。
确实跟旅游时在海滩享受的阳光差距很大，石

以为然，是
“母女俩”
常见的情景。
然而，她们的履历可

花菜估计会晒得很完美。
虽然炙热的太阳让人受不了，

不平凡，“海女母女”
-在年轻海女消失的现今，年轻的

但还是比下雨强。
去年5月，因为下太多雨无法晒干海

京沃女士海女引起了很大的话题，各种电视节目和媒

藻，让她很是揪心。
在火热的太阳下反复翻转海藻时，

体也纷纷前来采访。

电话也在不停地响。
有借袋子的，也有问涨潮时期的， “那么多人找过来，会不会觉得麻烦呢?”
还有渔村股钥匙丢失的小插曲。
不停响起的电话，简直

多么愚蠢的提问，这一瞬间就有很多人围在她的身边。

让她手忙脚乱。

但是她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如既往的亲切，即使是记者
也不例外。
不仅如此，要做的事也变多了。
每一个瞬间

熟悉的
“母女俩”
的情景

都竭尽全力集中于现状，不夸大也不计算，这是她认

突然传来了说话声，是
“母亲”
从土豆田归来的声音。
好

真生活的方式。

像不停地在指责她，但是记者一句都没听懂。
面对一脸

不久后是禁采期，这一期间是无法入海的。
原以为这下

小时候的母亲跟班某一天成为了海女中的老幺。
如今已经升为中军，找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充满正能量的京沃女士是一位妻子、
三个孩子的母亲和大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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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青年海女，
需要承担的事情非常多。
她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积
极寻找问题并搜索对策。
她的存在已无人可替代，
她的作为也让身边的人感
到非常踏实。

可以休息了，但是京沃女士说不能闲着，丈夫的有机

她也决心加入这个家园，并成为了海女中的老幺。
当我

胡萝卜和土豆农活儿需要她。
每提到丈夫，她的脸上就

们问道上一级海女的年龄时，她计算了好久。
曾有一位

会笑容满开。

比自己年纪大的40多岁的海女，但是论资排辈的话是她

她对跟做水产中介的母亲一起前来的丈夫一见钟情

的晚辈。
哈哈！京沃女士脱离了老幺生活，已经荣升为

后，勇敢地发起了示爱，最终与相爱的人步入了婚姻

了中级海女。

的殿堂。
简直让人刮目相看！直到现在，她对丈夫的爱

42

仍然火热。

做不完的海女功课

随丈夫去釜山的她再次回到济州岛，是在丈夫的事业

大海仍然是一个令人惧怕的存在，直到现在偶尔也会

失败以及健康恶化之后。
回乡的决定并不简单，因为熟

发晕。
倒立着进入海底时，因为流动的海水和海藻，胃

悉那里的人和物，难免有一些羞愧，需要拿出很大的

也会一起翻腾。
据说，初级海女们是通过反复的潜水与

勇气。

呕吐熟悉海女工作的。
潜水时间不超过一分钟，也有潜

但是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通过担任渔村股主管，自然

水超过两分钟的超能力海女，但是普遍为一分钟左右。

而然地融入到了济州、
大海和海女当中。
过去帮母亲打

在这个时间内，抓紧捞海草并采集鲍鱼、
海胆、
海参等。

下手的时候，她曾下决心坚决不做海女，因为当时的

整整五六个小时，在海里不断反复进出海底。
绝对不能

她认为，大海是让母亲不停干活的罪魁祸首。
但是成年

贪心，因为一旦贪心就会容易丢失性命，但还是会发

后，大海逐渐成为了京沃女士生活中的家园，随后，

生被岩石缝隙卡住或者是遇到海蜇等意想不到的危

现在只要一有空，便会跟身边的人一起喝茶、
看书，一
起讨论并交换信息。
当问到喜不喜欢咖啡时，她说她喜
欢美式咖啡，还反问我，
“乡村女人喜欢美式咖啡是不
是听起来很怪？”
当然不会。
我感觉到我们之间变得更亲密了。
心想，下
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杯美式咖啡。
12点，是时候入海了。
因为胃不太舒服，所以午饭就不
吃了。
她带上海女服和捞网，跟着母亲一起前往了海女
更衣室。
喝完一袋豆奶之后，她便忙着换衣服，看她朝
气勃勃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整天就喝了一杯豆奶的人。
每个人分配3~4个捞网，带着看起来就已经很重的捞
险，因此海女们通常都是2~3个人结伴出海。
还有一些

网，将6公斤重的铅块系在腰间后，她朝向了大海。
每
对橡胶过敏的海女，老幺海女姐姐正在因此饱受折磨。 个人的工作海域都不同，她与母亲也是如此。
游客开始
最近还听说了海女体内堆积的氮气，氮气中毒是潜水 涌入的星期五，海边到处人山人海，她慢慢的通过人
病之一，由于血液中含有氮气，因此会出现各种症状。 群后进入了海里。
在她的身影跟着波浪闪动时，远处传
她说这些年来潜完水之后身体总会发痒，应该也是氮 来了细长的“呼~呼~”
顺鼻声（Sumbi-sori，屏气后的喘
气的原因。
但是全然不知这些的海女前辈们会怎么样
呢？她感到非常痛心，济州岛内10多年以前就具备了在
氧气房慢慢去除氮气的病房，然而没有这方面知识而
活过来的时间，让她感到非常惋惜。
诸如此类的“青年
海女”
需要做的功课每天都在积累，而作为
“年幼海女”
所要承担的责任也非常大。
因为她现在是年轻海女的代
表，需要她的人变多了，需要共享的只是和功课也变
多了。
并没有人指使她要怎么做，这是热爱海女事业的
她必须接受的现实。

气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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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海女的摇篮

翰树圃（Hansupul）
海女学校
文 鲁宇贞（海女学校毕业生/自由作家）
图 李一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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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有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学不到的济州仅有的学校。
除

体验场。
其成立过程非常简单，学生们的潜水服由某家

了本地学生之外，相当多的留学生在每周六会坐飞机

企业全程赞助，村里的海女们变身潜水老师，把浦口

从全国各地赶来上课。
而在其他学校都进入暑期的炎

前海当做学校，便开始了全世界全所未有的海女学校。

夏，这里却求学热情高涨，甚至进入海底进行教学，

2008年招募了翰树圃（Hansupul）
海女学校第一批学生，

这里就是
“济州翰树圃
（Hansupul）
海女学校”
。

目前为止，包括济州岛内外、
移民女性、
外国人在内的

翰树圃
（Hansupul）
海女学校是由翰林邑居民自治委员会

毕业生共有432人，年龄段在20多岁至60多岁不等。
直到

组成的项目当选为2007年济州市居民自治中心特色化项

现在，每年的入学志愿者都超出招生名额，竞争比例

目中的最优秀项目后，建于归德2里的海女学校及海女

达1：5，可谓是人气爆棚。

驻韩美国大使马克·利珀特作为名誉学生出席

黑胡子的男新生们害羞的深情。
虽然是海女学校，但招

5月14日，在60多名新生的参与下，召开了翰树圃
（Han-

生名额的一部分中也包括男性，这也是翰树圃（Han-

supul）
海女学校第9届开学典礼。
其中，有一位非常特殊

supul）
海女学校的传统。
因为海女授课过程中有许多需

的新生，他便是驻韩美国大使马克·利珀特。
他以特殊

要出力的事情，而且结束捕捞后搬东西实际上也都由

新生的资格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于海女们一起进行了

男人们做，因此海男学生们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潜水捕捞。
利珀特大使用韩语说道：“见到各位海女，
我感到非常幸运。
我也想学习你们了不起的技术，而且
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紧张。
”
他流利的韩
语获得了一片掌声。
他说，很久以前就一直想学习海女
文化和潜水捕捞，海女学校说，在所有教学课程结束
后于8月末举行的毕业典礼中，将再次邀请利珀特大使
出席。
仿佛看到了海女世界传播至全世界的情景。
在所有关心集中在利珀特大使之际，一位拥有西方的
脸部轮廓与东方气质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
通过简单地
沟通，了解到她是第九届外国人新生，名叫艾格尼
丝·孙。
我向她询问了入学契机。
“我正在美国攻读文化人类学博
士，因为我的母亲是美国人，
父亲是韩国人，所以对韩国有
很大的兴趣。
偶然听说海女后，

艾格尼丝•孙

就有了想要去济州的想法，就

"采一个古曾几
（Guzeng-gi，海螺）
试试”

把 论 文 主 题 定 为 了‘ 济 州 移

海女学校的课程有理论与技能构成。
理论中主要有济州

民’
，在济州生活了一年。
来到

海女的历史与生活、
海女们的道具使用方法、
潜水要领

济州之后听说有海女学校，因

和屏气的方法、
有利的海鲜和需要注意的海鲜等潜水捕

为喜欢游泳而且听说有很多移

捞中必要的知识。
这一过程中，会对济州海女们根深蒂

居民，就决定了入学。
”

固的共同体精神有所理解。

在讨论海女捕捞的困难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对海女学

理论结束后就是在海中进行的技能课程。
通过自行判断

校的期待。

自己的能力，以上军•中军•下军进行分组，并有资深的

“比想象的要难得多，今天第一次入海才知道，抓着台

海女老师各负责一组。
由海女老师亲自示范潜水并教授

洼（Teoi-wak，渔具）
漂在海上也是这么难。
以前只认为

方法，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在动荡的海上漂着也不容

海女是一个很帅的职业，但是没想到这么不容易，希

易，甚至要潜入海底找目标，简直超出了人类的能力

望能够通过海女老师学习济州的当前与传统，并且希

范围，越发觉得海女老师们值得尊敬。
在几次授课过

望学校生活能对我的济州移民论文起到帮助。
”

后，会有拾取提前抛在海里的古曾几（Guzeng-gi，海
螺）
的小测试，先由海女老师提前进行示范。
通过这些

不只有海女，还有海男

过程的反复进行，学生们也会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在日

在为海女学校的国际化感叹之时，进入眼帘的是长着

益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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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水也快蒸发的7、
8月炎夏，海女学校的求学热达到

海女学校约5米深的海底，有一座海女铜像，终极目标

了极点，8月末是期待已久的毕业典礼。
海女学校毕竟也

是潜入海底与海女铜像照相，但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

是学校，毕业典礼是必不可少的。
在最后一堂课，会对

事。
听说至今为止没有人失败，因为海女老师们会拉着

自身目前为止学到的内容进行自我评价。
拾取抛在海里

你的手把你亲自带到铜像前。

的海螺数量越多则分数也越高，为了得高分，则必须

大海的每一瞬间都是千变万化的。
看似平静的海面，只

深入海底拾取更多的海螺。
非毕业测试项目的“拍摄水

要吹个风，就会波涛汹涌，危险万分。
在这样的环境中

中毕业照”
，也暗中成为了比较实力的机会。

一起学习并相识的同学之间，免不了产生身后的友谊。
海女学校的这一特性，一直延续到毕业之后。
毕业生们
在下一届的入学典礼、
毕业典礼以及上课过程中自愿做
义工。
在初夏与秋天，还与渔村股携手进行各村庄的渔
场清洁。
过去10年之间，翰树圃（Hansupul）
海女学校也
在通过积累传统，不断寻找为济州社会以及海女文化
保存做出贡献的方法。
为捍卫荣誉而尝试变化
翰树圃（Hansupul）海女学校看似一帆风顺，但其中也
有不为人知的苦恼。那就是随着行政当局最初的关注
与支援逐渐减少，财政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因此，自
开校以来第一次向学生们收取了使用费。虽然收到过
很用海女学校的名义与经济支援互换的提议，但为了
捍卫作为全球首个海女学校的荣誉，始终没有接受任
何外部支援。
另一方面，在迎接开校十周年之际，对加强学校运营
体制方面的要求也源源不断。
因为学校的运营主体是村
庄和渔村股长等村民们，身负生活重担的他们无法全
心全意专注于海女学校。
因此决定选出能够负责实务且
引领学校的事务长，并从去年开始由第七届毕业生Choi
Sang-hun先生任职。
学校正在通过编制体系化的课程以
及指定“海女学校日”
来举办小规模村庄庆典等，进行
各种能够带来变化的尝试。
我们向翰树圃
（Hansupul）
海女学校事务长崔相勋先生问
道了海女学校拥有超高人气的原因。
“虽然济州岛四面环海，但却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而海
女学校不仅能够近距离接触大海，还能与平常无法接
触的海女们一起入海而且获得她们传授的知识。
我认为
这些是海女学校最大的魅力。
”
“新生不分男女老少、
地区与职业，目前分道内与道外

46

崔相勋事务长

接受新的海女。
首先，渔村股加入费和水协加入费是一
个不小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海女共同体中加入
新成员非常谨慎且受压力。
再加上由于温暖化加剧导致
了渔场生产力低下，收入也渐渐减少。
也正因为如此，
海女学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相信终有一天，必须
建立公式化的海女养成途径。
海女学校的毕业横门已经
对海女和海女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加上拥有潜水
捕捞能力，只要与海女共同体保持持续紧密的联系，
相信终有一天能够开启海女之门。
”
拓宽海女文化传承根基
直到去年，翰树圃
（Hansupul）
海女学校宣传册上一直写
有
“培养海女的摇篮，全球唯一的海女学校”
标语。
而如
今，这一标语面临了尴尬的局面，原因是西归浦市法
还洞的渔村股也成立了一个海女学校。
去年开始，“法
还洞海女学校”
积极推进着海女实习生制度。
在海女人数逐渐减少的当下，只要关注海女文化保存
的所有人齐心协力，相信这两所海女学校至少能够成
接收志愿，但是每年都有好几个坐飞机来上课的学生。 为培养新人海女的有效方案之一。
为培育安稳、
高效率
只有真正喜欢大海、
海女和济州岛才能做到这一点。
他

且有才能的一名海女，需要渔村股海女们如对待自己

们的职业更是让人大吃一惊，除了公司员工和家庭主

的女儿与媳妇般，用真情进行指导。
也许，海女学校的

妇之外，有医生、
律师、
农夫、
作家等专业人士，还有住

责任是为想要成为海女的人们高效率传授必要的课

在济州岛的外国人讲师以及结婚移民女性。
”

程，对只想体验海女生活的人们则提供海女文化体验

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是以体验与经验为目的，但也有

机会。
海女学校继续坚持本分并拓宽基层的话，相信有

一些人是出于寻找生计而前来。
然而，并不是从海女学

关海女文化消失的担忧也会慢慢减少。

校毕业就能够成为海女。

除了海女学校之外，法还、
四季、
下道、
城山等4处的“渔

“遗憾的是，即使是毕业于海女学校，目前状况下很难
成为真正的海女。
虽然曾经多达两万人的海女逐渐进入

村体验村”内还提供海女体验项目。希望通过海女体
验，能够加强人们对济州海女文化保存的关注。

老龄化，减少为五千多人，但是每个村庄都不会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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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ㅁ的村庄
济州的村庄内蕴含着独有的
绸缪之情和共同体文化与精神
寻访拥抱温情与香气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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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李翰九

耸立于翠绿色海面的火山岛飞扬岛
绿岛，飞扬岛。
漂在济州西侧大海的小岛。
由翰林港乘船约15分钟即可到达。
前往100余居住的如画风景中一探究竟吧。

金陵与挟才海边的美景在济州岛内也赫赫有
名。
尤其是位居海洋中央的飞扬岛与翠绿色大

文 李俊锡（PD, 爱尔兰TV） 图 李一燮

海的完美交融，其风景简直引人入胜。
飞扬岛
距离翰林港约3公里，乘坐一天往返三次的渡
轮，仅在10分钟内即可接近飞扬岛。
飞扬岛还被称作“千年之岛”
。
据《新增东国与
地胜览》中记载，高丽穆宗时期的1002年与
1007年，海洋内共发生了两次火山爆发，飞
扬岛便被推断为形成于当时。
部分学者则推断
飞扬岛形成于更早时期，然而飞扬岛是形成
于火山活动的宁谧美丽的岛屿这一事实，仍
旧不变。

飞扬岛交通指南
翰林港至飞扬岛，每天往返三次。
翰林港→飞扬岛：9点、
12点、
15点出港
（携带身份证）
耗时约15分钟，根据天气状况可能发生停运，必须提前确认！
咨询 064-796-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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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

飞扬岛是由两个喷火口构成，海拔约114米，在国内也因唯一生长

3

飞扬树而备受关注。
飞扬峰上还坐落着在长久岁月中引导艄公们的
灯塔。
在山顶眺望济州岛，会被怀抱济州般的感觉深深吸引。
呈椭圆形的飞扬岛海岸线总长3.5公里。
岛内没有汽车，唯一的交通
工具是村庄内租赁的自行车。
沿着海岸线行走约一个半小时，便可
环岛一周。
想近距离体验飞扬岛的人们，都会沿着这条路移动。
飞扬岛处处有形状特异的岩石，除了大象形状的
“大象岩”
之外，还
有形似孕妇背着婴儿的
“背婴石”
。
相传，求子的人只要来这里祈愿
就能顺利生子。
奇形怪状的岩石为火山活动的痕迹，
“背婴石”
因其
火山价值受到认可，被指定为了天然纪念物。
飞扬岛的东南方有一
个名叫“泊朗池（Peollangmot，池塘名称）
”
的池塘。
是由海水形成的
盐湿地，海水则来自地下。
池塘内有海松、
中华结缕草等各种植物，

4

充满了生命力

1. 在飞扬峰山脊眺望的挟才海边
2. 盐湿地泊朗池（Peollangmot，池塘名称）
3. 可望见飞扬峰的村庄偶来
4. 翰林小学飞扬分校

2

在面积比济州小的岛屿内，共居住着70
多户飞扬里居民。
在酷暑将至的6月至8
月，渔民们便开始忙碌起来，是因为形
成于飞扬岛附近的花鳀鱼渔场。
在济州
称作花鳀鱼，标准名称为丁香鱼。
渔民
们在收工后便回到浦口收获花鳀鱼，是
只能在夏天见到的珍贵情景。
孩子们在清凉的浦口玩水，其中的乐趣
远远超出游乐园。
还通过抓岩缝里的海
螺和螃蟹，渐渐熟悉与大自然共生的法
则。
对居民们来说是珍贵的生活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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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朗池
（Peollangmot，池塘名称）

1

飞扬峰

翰林小学飞扬分校

2
保健诊疗所

《春天》
电视剧
拍摄地
飞扬港

飞扬里事务所

码头

从小就会潜水吗？
“并不是从小开始就做海女的，但是小时候

鳀鱼中感受不到的丰富口感，虽然是在大
夏天喝的热汤，但是却带来吃补品般的错

开始就会边游泳边抓海螺。嫁到飞扬岛以

觉。

在飞扬岛土生土长的海女

后，才开始了海女生活。”

飞扬岛风景固然美丽，而一碗花鳀鱼汤

高顺爱女士讲述的飞扬岛

您的母亲也是海女吗？

里，包含了岛内人们的乡愁与情绪。与渔村

酷夏与风味

“我的母亲曾经是上军海女，我们家三代都

水吃饭、供弟弟妹妹结婚出嫁……”
高顺爱女士为我们推荐的来到飞扬岛必吃
的饮食，是带有飞扬岛生活之味的花鳀鱼。
飞扬岛的花鳀鱼，比普通鳀鱼贵将近10
倍。为了保护鱼种，只允许在夏天的三个月
内进行捕捞。因为在飞扬岛附近生卵，因此
形成了渔场。在这酷夏时节，正值花鳀鱼应
季。
将白菜与花鳀鱼放入锅里煮沸，之后放入
飞扬岛渔村股长高顺爱女士

股长道别时，问道了打算在飞扬岛住多久。

是海女，姥姥和伯祖母也都曾是海女。在我
们那时候，除了海女没有别的选择，靠潜

切细的辣椒去腥即可完成！
“因为不能随时外出，所以只能吃岛内的应
季食品，现在这个季节就用应季野菜煮鳀
鱼汤。在飞扬岛都是以海鲜为主。”
说着，便递来了花鳀鱼汤。
光是大小就非同一般。肉质与鱼子具有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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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婴石
2. 大象岩

“当然是一辈子，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宝贝
岛，没有理由离开”

ⓒ 济州偶来

青麦碧波粼粼的岛屿，加波岛
位于韩国最南端的马罗岛，旁边还有一个素淡的岛屿。
岛屿海拔为20.5米，是韩国内海拔最低的岛屿，同时也是全球首个没有碳素的岛屿——加波岛。
青麦节开展地加波岛以春景著名，即使如此，一年四季前来的游客正在逐渐增多。
因为在这里眺望的济州主岛景色堪称一绝。
文 Kim 金英姬（自由作家） 图 李一燮

加波岛名称的由来中，有相传因外形像鳐鱼
（读音：Kaori）
而取名为加波岛
（Kapado）
，还有寓意
“波涛加
重”
而取名加波岛的说法。
顾名思义，由于岛上的波浪与海风很强，经常发生渡轮停运的情况。
在贫瘠的
土地与强风相加的自然环境下，居民们放弃了农耕，选择了适合种植的青麦并收获。
大部分种植着济州
土种大麦
“香麦”
，不仅麦秆粗大，长势也好，成为了当地居民们不可缺少的食材。
目前，岛屿内青麦种植面积达整个岛屿面积的三分之二。
每到春天，整个岛屿会被青麦的绿波覆盖。
当地
居民们决定利用这一点来宣传加波岛。
自2009年开始，在每年的4~5月都会在此举办青麦节。
层层垒建的
石墙、
绿波粼粼的青麦田和一望无际的大海，打造了完美的济州风景。
岛内独有的悠闲，让来访游客也得
到心灵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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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波岛的春景堪称一绝，但一年四季来访的游客脚步
络绎不绝。
加波岛与济州主岛的摹瑟浦港相距约5.5公
里，在这里眺望的济州主岛风景，就连济州岛民们也
赞不绝口。
除了山房山与松岳山之外，在天气晴朗之
时，还能将汉拿山等济州的六大岛屿尽收眼底。
在大
海与马罗岛相迎、
主岛的山房山同行的加波岛，慢慢
徒步行走也颇有韵致。
自然将成为最佳同行者。
此外，
利用绿色新能源的加波岛一直向往“无碳岛屿”
。
通过
设置风力发电机供给电源，汽车也逐渐由电动汽车替
代。
还通过电线杆集中化，为岛屿增添了风景。
因为有
居民们的努力，加波岛才能够拥有如今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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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洞港码头

上洞浦口

加波岛交通指南

上洞本乡堂

上洞

摹瑟浦港至加波岛，每天往返四次。
11点、
14点、
16点出港
（携带身份证）
摹瑟浦港→加波岛：9点、
耗时约15分钟，根据天气状况可能发生停运，必须提前确认！
咨询 064-794-5490~3

农业中心
大愿寺
陶米厂
老人亭
加波小学

加波里事务所

支石墓群落入口

下洞

体验渔场
古望水
（Gomangmul，泉水名称）
下洞港码头

天然海风自然风干
加波岛岩石海带、鹿角菜、马尾藻、羊栖菜
咨询 064-794-7108（加波岛渔村股事务所）

下洞村哈儿芒堂
（Halmang-dang，神堂名称）

对加波岛情有独钟的
榛名丸里长的加波岛故事

加波岛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约有170多名住户的加波岛，最大的魅力
是未进行开发，而且坚守着原来的生活方

小型试点，通过设置太阳能与风力发电机
生产并使用着绿色能源，汽车也使用电动
汽车。”

式。虽然海拔只有20米，但是在青麦覆盖

在加波岛眺望的济州主岛风光极致，尤其

的春季，将观赏到绝无仅有的风景。加波岛

是夜景最为迷人。在岛内留宿一晚，能够体

不仅能为想要脱离日常烦恼的游客提供休

验更加美丽的加波岛。继无碳岛屿之后，村

息地，还拥有着以海为家的岛民们悠长的

庄内最近正在筹划并准备宾馆产业。

生活故事，可以说是济州岛的重要附属岛

除此之外，还共同生产加波岛青麦产品，

屿之一。”

并进行产地直销。

每到青麦节时村庄的变化是？
“矮个子岛屿加波岛内的17万坪青麦田，
会在冬天之初夏，将田野染成一片葱绿与
金黄。在4~5月，强烈的海风将绿油油的青
麦吹得碧波荡漾。青麦节始于2009年，在
庆典期间，不仅能够感受岛屿仅有的充裕
加波岛里长榛名丸

与悠闲，还可以体验青麦田寻宝、加波岛渔
场体验、古曾几（Guzeng-gi，海螺）烧烤免
费试吃等各种由当地居民运营的节目。
无碳岛屿尝试带来了哪些变化？
“加波岛作为打造2030年无碳济州项目的

加波岛青麦制成的青麦炒面茶、大麦米、青麦茶
咨询 064-794-7130（加波里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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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渔场村

拥有广阔海田的悠久历史
旧左邑下道里
文 李善妸（自由作家） 图 徐在哲•李一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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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又到了梅雨季。
在一年中下雨天达140日以上的济

拥有海女数最多的下道里

州，下雨倒也习惯了。
但这一期间的雨，总有一些特

偶来路的最后一条路线始于下道里海女博物馆，至目

别。
也许是因为知道这个漫长的雨季之后，迎来的将是

的地终达里约需3~4个小时。
2006年开馆的海女博物馆也

吞噬整个岛屿的炎夏。
旧左邑下道里曾被叫做别防，拥

是村庄的起始点，与村庄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一带曾是

有长达6.7米的海岸路。
在与大海相连的缓坡地带种有萝

与日本帝国抗争的女性群体济州海女抗日运动的起源

卜和胡萝卜，是半农半渔的村庄。
旧左的胡萝卜产量占

地，其中，下道里与牛岛的海女人数最多。
海女博物馆

全国产量的70%，且味道可口。
仔细了解村庄，便会不

内展示着济州海女们的历史、
文化、
生活风俗与人生。
不

由得被其魅力所深深吸引。

了解海女的人生，则无法真正了解济州。
因为济州不仅

广阔的田地和石墙、
以及房屋三三五五聚在一起的村庄

仅是四周环海的岛屿，与它的悠久历史共存的海女们

风景，让我不禁联想起播放近22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

的人生中包含着太多涵义。

“田园日记”
的场面。
一种朴素且温馨的感动传遍了全身。 当前，下道里的海女约260余人，其中较活跃的海女平
据说，很多人为了一睹垒建整洁的田墙风景而特地来

均年龄在60岁以上，在每年的秋至春，入海采集羊栖

到下道里。
是自然之色映入眼中的宁静风景。
村庄由昌

菜、
甘苔、
海螺等。
5月是石花菜采集期，最近则盛产海

兴洞、
东洞、
窟洞、
西门洞、
西东、
面水洞等7个洞组成，生

胆。
海女们上岸后，男当家们便会在海岸迎接，一起收

活着共1500多名居民。

拾捕获物。
每到下午，处处可见这样的风景。
过去，这
里曾盛产海带。
下道里的海带以高质量而著名，但随着
南海岸开始海带养殖，产量便开始逐渐减少。
如今海女
们身穿的硅胶泳衣，可在海底潜水约4~5分钟，而以前
因穿着单薄，在冰冷的海水基本熬不过1小时。
在没有
下水道设施的当时，只能穿着湿衣烤火，环境贫瘠而
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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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生态的富饶代替了富裕

在保留着较多巫俗信仰下道里内，有两处名为哈儿芒

通过复原守护传统

堂
（Halmang-dang，神堂名称）
的本乡堂。
在每年的阴历

通过保存培养村庄的未来

1月12日，人们会前往“三神婆婆堂”
祈祷子女平安与
家庭和睦，并例行打听新年运势。
阴历2月13日，则会
在位于新洞海女更衣室东海岸山丘的
“巫女堂”
，进行
迎接海之女神燃灯婆婆的“迎永登神祭”
。
过去，这里
还曾进行海女神祭，如今已消失。
下道里的7个洞内曾
各有一处在孩子生病时前去祈愿的
“七日堂”
，如今只
剩一处。
村庄各地分布着堂、
庙、
教堂等宗教设施，对
此，下道里金承宣里长解释道，这说明着在当时艰苦
环境下人们渴望依赖的迫切之心。
“现在的村庄也并非多么的充裕。
”
金承宣里长说，虽
然村庄的经济状况跟过去差不多，但是在变化飞快的
济州，下道里的时间却仍旧慢慢流淌，可谓是一个极
大的优点。
其原因在于坚守。
在其他村庄通过选地建造
开展事业时，下道里选择了平静的生活。
除了村庄直
营的一处养殖场以外，没有再建造其他养殖场，致力
于维持干净的渔场，并坚持复原旧物，打理自然。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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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下道里也迎来了一些变化。
通过创建村庄发展

为了一睹垒建整洁的田墙风景

委员会，开始积极准备可以与居民一起进行的各种活

特地来到下道里的游客逐渐增多

动与事业项目。
同时，建立了保存与复原里程碑，其

是自然之色映入眼中的宁静风景

中之一便是整顿村庄的田墙。
比起创造收入，里长与
村民更大的希望是守护村庄的价值。
在下道里，可以遇见许多济州的过去面貌。
从海女博
物馆沿着海岸移动的途中，可看到济州纪念物第24号
别防镇。
是在朝鲜初期倭寇频繁出入牛岛当时，由济
州牧使张琳于1510年（中宗5年）
将金宁防护所移建于
此，总长达1008米。曾供海女们烤火的11个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中，村庄内有4个，其
中的3个仍保留着原来的面貌。
垣墙也随处可见，通过
在海上垒建石墙，困住涨潮时流进来的鱼类并捕获。
路过一些小规模浦口后，展现在眼前的是长长的海岸
公路和用黑色玄武岩建成的田墙。
海岸公路建成之前
的田墙，比如今的更高一些，是为防止海风带入海水
中的盐分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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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与移居民之间的沟通是构建幸福共同体所需的
必要条件
随着济州移民热潮，下道里居民的也扩增了近100户以
上。
在过去，村民们习惯了朝夕相处并互相问候的生
活，而随着外地人的入住，村民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难
点。
年轻人的流入，为村里带来了幼龄学生的增长，然
而作为村庄共同体，则需要互相包容且齐心协力。
金承宣里长欲努力提供更多沟通对话的机会，通过时
间慢慢并妥善地解决，因为居民的幸福永远是第一位。

没有河川而更加干净的下道里大海
为了海洋生态的复原
渔村股仍在努力中
“下道里唯独没有的是河川和山岳。
”
金承宣里长说道。
除了环境因素以
外，由于限制养殖场建立与陆地开
发，以干净的海洋环境而著名。
然
而，随着地球温暖化与污染导致的
渔场荒废，是水产业面临的不可避
免的问题。
其中，无差别的滥捕也
高永奉下道里居民

是一大原因。
为了管理渔场资源，
下道里渔村股缩短了捕捞次数并调
节了捕获量。
结果，海螺与石花菜

等产量开始渐增，还在2013年荣获了全国自律管理渔业
共同体总统表彰。
与我们同行的下道里专家高永奉先生（67）
，对村里的
每个角落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可谓是村庄博士。
他对曾
经误将泉水填埋并复原的痕迹心疼不已，还对未复原
为圆形原状而感到由衷的遗憾。
“全都开发的话，子孙
们就没得做了。
我们要守住现在，并传给下一代。
”
再次
感受到了与金承宣里长相通的保存与复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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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岛

别防镇

下道渔村体验村

海女博物馆

일주동로

下道里事务所
下道里海水浴场

路
东
走
日

下道小学

下道里候鸟迁徙地

地尾风

清澈山泉，清净海洋
如画般的情致
愉快的体验

竹竿钓鱼体验

下道渔村体验村
下道里渔村体验村是济州仅有6处之一。

兰路”，可见村庄对文殊兰的喜爱之情。与

在称作永登之海的下道里渔村体验场，可

岛屿相望的地方过去曾是盐田，这里栖息

体验由渔村股运营的各种体验项目。可通

着天然纪念物黄瑾和海女豆。海女豆是只

过电话或网站提前申请海鲜采集体验、火

在飞扬岛、牛岛等几处生长的济州特产，

围墙（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体验

相传过去海女们为堕胎而使用，服用过多

（烤海螺）、与海女一起进行的海女体验、竹

时有可能致死，是一个危险且拥有悲伤故

竿钓鱼体验、浮潜体验以及垣墙体验等。通

事的植物。

过于大海亲密接触，使游客们与大海更加
亲密，因而大大提高了满意度。在安全且

拥有广阔白沙滩的下道里海水浴场

保护资源的前提下，开发更多有益的项
目，是从今往后也要继续思考的课题。

来到这里的人们会被水深较浅且清澈透明

文殊兰生长地兔岛，

面，是著名的济州最大的候鸟迁徙地。每

济州最大的候鸟迁徙地。

到夏天，前来避暑的居民和游客们便会纷

珍稀品种聚集的清净村下道里

纷去往与湖水相连的小泉水池。这里每年

走过窟洞浦口会看见一个小岛，正是国内

余种候鸟约3千~5千只。秋天将至时，这

唯 一 的 文 殊 兰 生 长 地 兔 岛 。因 为 在7~8

里会被美丽的芦花染成一片。正因这里是

月，岛内文殊兰盛开时形态像一只兔子，

天然纪念物动植物的安身之处，人们采更

因此取名兔岛。通往岛方向的路叫做“文殊

加竭力保留其原状。

的海水所迷惑。可望见海水浴场的道路对

会聚集白琵鹭、白鹳 、白鹭、鸬鹚类等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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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济州的一切

中山间至海岸的葛扎瓦深处和顺里
西归浦市安德面和顺里是拥抱
大海、
河川、
山岳与葛扎瓦济州全部的
农渔村人性学校与农渔村体验休养村
是天然资源丰富的村庄。
文 张慧俐（爱尔兰故事(株)作家） 图 李翰九

和顺里仓库川_航拍仪拍摄 ⓒ 爱尔兰TV

西归浦市安德面和顺里坐落于西侧山房山与东侧月罗峰之间。
因淡
水资源丰富，沿着水流地形逐渐形成了村落。
和顺里的原名“繁内
（Beonnae，河川名称）
”
在18世纪以前泛指浦口和村庄，之后与"昆
水
（Konmul，河川名称）
"相结合，最终取名为和顺里。
横穿村庄的两条河流“繁内（Beonnae，河川名称）”与“昆水（Konmul，河川名称）
”
中，“繁内（Beonnae，河川名称）
”
流至仓库川下
流，因其河流源源不断，因此取名
“繁内”
。
“昆水
（Konmul，河川名称）
”
曾因由上村流至下村，因此被称为
“乡
水”
，也有因“葛扎瓦”
中央留着泉水，因此叫做“葛水村（Gotmuldongne）
”
与
“昆水洞
（Gotmuldong）
”
的传言。

和顺葛札瓦
“生态探访林道”
和顺里村位于地下水流入合川的地带，并怀抱着释放氧气的
“济州
之肺”
和顺葛札瓦。
葛札瓦始于海拔492米的并岳，直至山房山附近
的和顺里海岸。
总长9公里并呈横跨东西的长条状。
“葛扎瓦”
的含义
为
“树木与藤蔓相互交织的地方”
。
在过去仅用于火垦或狩猎，因不
适合耕种，和顺里居民们主要在这里放牧牛马及获取柴薪。
葛扎瓦内，仍保留着过去为了防止牛马走丢而建成的杂墙（Z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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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用碎石堆砌的墙）
与生活中使用的圆形窝棚，以及日本军事设施等各种
体现岁月的痕迹。
距离村庄约1公里以内的和顺葛札瓦，其保存完好的原始形
态具有极高的生态•学术性价值，可观赏到亚热带植物与北方植物共生的原始
林。
除了在济州的强风下紧抱树根向外扩展的植物藤蔓景观之外，还有红橡
树、
虾脊兰、
鞭叶耳蕨、
紫寿带鸟、
济州短翅树莺等50多种珍稀动植物。
和顺葛札瓦生态探访林道具备了自然葛札瓦和松茸散步路、
杉木板散步路等
各种设施，初行者也能方便利用。
行走约30分钟即可到达观景台，可一眼眺望
以山房山为背景展开的原始之林。
通过与我们同行的和顺葛札瓦解说员，了解到了火山岛济州的地质变迁过程。
“和顺葛札瓦与周边的景观相融，是帮助地区居民保持健康生活的空间。
小时
候，则是与同伴们一起放牛玩耍的游乐场。
”
“通过石缝中沁入的水分保存了地热，因此在冬天也能生长蕨类等植物。
利用这
一点，被用作牧场放牧，途中还能遇见狍子，是名副其实的生态探访林道。
”

和顺葛札瓦探访路
路线1：自然能源运营中心>>葛札瓦探访路入口>>观景台>>生态停车场
（共2公里，步行约50分钟）
路线2：生态停车场>>观景台>>济州雕刻公园
（共1.8公里，步行约40分钟）
解说员咨询 070-4415-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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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金沙海边
济州偶来第十路线和顺金沙海边，是能够同时欣赏山房山、
加波岛、
马罗岛景
观的海边，长250米、
宽80米的白沙滩，铺满了散发黑色金光的沙石。
经证实，
这里的沙石中确实含金，在20世纪60年代，还曾设立采金矿山事务所。
和顺里以水量丰富而著名，沿着村路流淌的泉水与海水相交于海水浴场附
近，这里的淡水游泳池也成为了一大特色。
在炎夏也流淌着冰凉泉水的游泳
池，具备了遮阳伞、
凉亭、
淋浴室等便利设施。
由于和顺前海水深较深且海面平静，因而设置了和顺港。
与此同时，其他港
湾工程也在进行当中。
村庄还利用水深的特点，运营着
“济州海洋休闲体验公
园”
，一年四季可体验快艇、
水上自行车、
皮艇、
海上漂流等各种休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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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的涌泉水
“上若水”
在淡水较多的和顺里，有很多积攒涌泉水的
“水桶”
，直到现在
也仍保留着几个规模较大的水桶。
一年四季流淌的泉水，过去曾
用于妇女们洗衣服或农业浇灌，而现在则变身为了给村民与游
客们解暑的休息空间。
曾用于饮用的上若水，曾是供人们用水河
伯
（Mulheobeok，水缸）
打水或围在一起叙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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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葛札瓦

安德综合运动场

济州雕刻公园

安德面事务所
安德溪谷

以葛扎瓦、
海边、
河川为主题的三个探访道路与

堵口沼

各种生态、
文化、
体验休养设施 无感满足！！

济州海洋休闲体验公园

山房山

和顺里事务所
月罗峰

体验生态、
文化资源的同时，
还能享受日光浴、
森林浴、
岩层浴、
海水浴、
淡水浴等5大自然浴。

淡水游泳池

村内运营的济州海洋休闲体验公园内有无动力

盖个里民桥
（Gaegeuriminkyo，桥名）

式快艇、
水上自行车、
皮艇、
海上漂流等
各种精彩体验项目。

仓库川
和顺金沙海边

和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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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记录

延
续
时
间

小正房瀑
布中元节
淋泉

图 徐在哲
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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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李翰九
2016年

济州岛村庄内流传着一个风俗，那就是在阴历7月15中淋泉水，将除胃病、
腰痛以及防止冬天感冒。
在炙热的太阳下蜷缩着干活的济州人
们，通过在这一天为身体解暑来安度炎夏，可以说是充满智慧的风俗。
人们还认为中原水是药水，特意饮用落向大海的泉水。
虽然淋泉风俗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但还是会有一些人前来瀑布下解暑并度过愉快时光。
徐在哲l摄影作家曾担任道内新闻社摄影部长与编辑部局长，以深奥的角度探索济州。
是
“爱自然美术馆”
的代表。
李翰九摄影作家通过纵横国内外的山与文化，构建本人独有的作品世界。
是
“以照片为主的流歌轩”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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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的夏季饭桌

"布鲁浩根涛当欧啦
（济州方言）"
（采写生菜吧）
文 梁溶眞（济州乡土饮食保护研究院院长）

济州之夏，应季海鲜、
鳀鱼和小鱿鱼。
海里的各种海鲜与田地里刚采摘的蔬菜，
打造更加丰盛的饭桌。

每当青麦染成一片金色等待收获之时，就
会不禁心动。
虽然米粒粗糙，但总归盼到了
可以填饱肚子的夏天。
济州的夏天是比任何
季节都要丰盛的季节。
在以青麦代替大米为主粮的济州，大麦收
获季夏天便是食材丰盛的时期，当然，丰
盛并不局限于主粮。
对韩国人而言，秋收并
不局限于“粮食”
，而是要“五谷百果”
都成
熟。
因此，在济州紧靠收获大麦而论丰收总
感觉美中不足。
现在就去寻找济州的夏季“百果”
来完成真
正的丰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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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
。
身为岛屿的自然环
象征济州之夏的自然主题是

在
与鱼类一起为济州的夏季饭桌增添风味的便是海鲜。

境，打造了亲近海洋的生活方式。
在烈日炎炎的夏天，

占济州海岸线约80%以上的岩石缝隙与浅海内，充满了

更是越发依靠大海。
正因如此，济州人们在夏海寻找了

鲍鱼、
海胆、
海螺、
螃蟹、
章鱼等海鲜。
这些贝类或甲壳类

更美味的食材，而大海也毫不犹豫的献出了自己。

食材，光听名字的话可能没什么不同，因为其他地区

出自济州大海的食材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别。
尤其

也有很多鲍鱼、
海胆、
海螺、
章鱼等。
然而并非如此，韩半

是与济州离得非常近的西南海岸的海鲜，与济州海鲜

岛的西南海岸大部分为滩涂或沙滩，没有像济州这样

相比虽然种类相似，但却截然不同。
首先从鱼类来看，

由玄武岩材质的岩石形成的海岸线。
这样一来，所有生

其他地区大部分将鲈鱼、
鮸鱼等大型鱼种视为应季海

物在习性、
外形和质感方面难免存在差异。

鲜，然而在济州，却以东洋鲈、
三线矶鲈、
赤点石斑鱼、
斑鳍光鳃鱼、
单角革鲀等五种视为美味。
此外，还将斑鳍光鳃鱼、
鳀鱼或小鱿鱼等小型鱼类视为
夏海之绝味。
因此，在济州人的夏季饭桌上，总会有鳀
鱼汤、
煎斑鳍光鳃鱼或煎鳀鱼，除了煎之外还会撒点盐
之后烤着吃，此外，少不了水拌小鱿鱼生鱼片和水拌
雀鲷生鱼片。

八乐汤（Bareutguk)
在济州的夏季海岸岩石仔细寻找，可收获鲍鱼、
海螺、
小
鲍鱼、
海胆、
螃蟹等各种海鲜。
将这些海鲜全部放入并煮成的汤叫做
“八乐汤
（Bareutguk）
”
。
字面意思为
“海之汤”
，读音为
“Bareukuk”
。
可以放入海带或大酱，用大酱煮出来的八乐汤便是海鲜
砂锅的元祖。

小鱿鱼
因为小鱿鱼的脚长只有一寸，因此取名为“Hanchi”。
是在济州夏海随处可见的鱼种，与其他鱿鱼相比口感
更柔软，除了煮熟以外也可生吃或水拌食用。煮熟后连
墨汁一起蘸醋大酱吃的话，更加美味。

鳀鱼汤
用手除去新鲜鳀鱼的内脏和鱼头后，放入锅里熬煮即可。
与想象中的不同，煮出来的鳀鱼汤不仅没有腥味，其清淡爽口的汤味堪称一绝。再
放入一点尖椒增加辣味，便可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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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中获得的济州夏季美味也有与其他地区不
同的特别之处。
首先，豆叶是全国内只在济州
生长的蔬菜。
韭菜必不可少，尤其是济州的尖
椒糖度与辣味出众，曾为青阳椒的初始。
还有
香气迷人的苏子叶和每家园田地里都有的布鲁
（Buru，生菜）
是夏季饭桌上必不可少的包饭蔬
菜。
在炎夏，摘一个朝鲜黄瓜做爽口的凉汤食
用，还用吃剩的西瓜皮做泡菜或拌菜食用。
由如此多样的食材做成的济州夏季饭桌，尤其
是晚饭饭桌，一般会摆放于草席而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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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饭桌
与其他季节不同，夏天会经常在院子内铺上草席，
迎着清风吃晚饭。
将刚收获的青稞煮饭后放在通风的叉笼
（Charong，竹篮）
里，即使在夏天也能保存两天以上。
用大酱做成的凉汤是夏季热门菜品。

因为
“瓜朗瓜朗的
（Gwalang-gwalang，火热的）
”
阳光把屋
内照得火热，全家人在木地板吃饭太热，所以选择在
院子里铺草席摆饭桌。
在20世纪70年代时期，每一个济州村庄的晚饭风景都大
同小异。
在偶来成群玩耍的孩子们，在听到各自母亲的
招呼声后，便会各自回家。
而后，大人们就会变递叉笼
（Chalong，竹篮）
边说“布鲁浩根涛当欧啦（济州方言：
采些生菜吧）
。
”
孩子们就会去菜园采一些蔬菜，在厨房
清洗干净之后拿到草席上入座。
趁这时，草席中央会摆

烤斑鳍光鳃鱼
夏天的应季斑鳍光鳃鱼，鱼子饱满，风味更佳。
斑鳍光鳃鱼不用去鳞，撒少许食用盐后烤制即可。
烧烤后的鱼鳞也非常酥脆，但是因小巧的大小，
除鱼刺是对忍耐性的大考验。所以，济州人通常整只
直接食用。
放入嘴里时，在酥脆的鱼头发出“咔
嚓”响声后，紧接着嘴里就会充满
鱼香。
必须烤至微微烧焦，从鱼尾开
始吃的话可能会被鱼刺刺到，
因此必须从鱼头开始吃。

上一个大锅麦饭和按人数盛好的黄瓜凉汤或羊栖菜凉
汤，旁边还有5月份腌的大蒜酱菜。
放入剁蒜、
芝麻盐小
拌的海蜒酱和大酱盛在小碟上放在一边，再用稍微大
一点的餐碟盛上煎斑鳍光鳃鱼或煎鳀鱼。
与日落之时吹
来的夜间凉风作伴，将拳头大的包饭放入嘴里时，济
州的夏天便真正来到人们身边。
济州的夏季饭桌是丰饶、充裕且充满自然香气的幸福
饭桌。

熏大粒（Swindari，发酵饮料）
在夏天易馊的米饭内放入酒曲发酵
并滤出后，掺水煮开而成的饮料。
将熏大粒长期放置则变为食用醋，
在夏季饮食的凉食中，
大部分会使用熏大粒食用醋，可以看出由此预防夏季食物中
毒的济州人们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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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合西归浦森林
文 编辑部 图 金娜贤

严布朗（Eumburang）治愈林路 ⓒ 山林厅

前往拥有扁柏树的我的树林

ⓒ 洪性奎

朝向树林的路总教人激动万分。
光是欣赏阴绿的树林，就会带来双眼的享受与内心的平静。
在访问树林的游客增多且治愈之林广受来自全国的欢迎之时，“西归浦治愈之林”
于6月26
日正式开业。
西归浦治愈之林海拔约329~769米，建于雄岳一带的国有林，总面积达174公
顷，仅次于国内居首的长城治愈之林（258公顷）
。
济州已有修养林与思连林道、
葛扎瓦道立
公园、
汉拿山步道等各种广受岛民与游客喜爱的林道。
那么，西归浦治愈之林的独特魅力是
什么呢？西归浦治愈之林分布有亚热带与温带的各种植被。
尤其是由树龄逾60年，三四个
人伸臂拥抱才能完全抱住的杉树形成的杉树林，甚是壮观。
林中还有植物杀菌素 、
阴离子等
高效森林治愈因子，被评价为最适宜的治愈之林。
治愈之林是指
“为提高人体免疫力与增强
健康而利用森林的各种环境因素建成的森林”
。
此外，森林治愈指
“利用森林的物理环境因
素打造人类身心健康的天然疗法”
，通过接触森林的形态、
声音、
香气、
负离子、
阳光、
小吃
等，会让我们身心舒适、
提高免疫力从而更加健康。
紧靠一次访问很难得到效果，在专家的
带领下持续体验树林的话，便可以充分体验心情的变化以及压力减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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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归浦治愈之林也是人文空间
通过体现济州历史与济州人生活方式的村庄遗址和墙
垣，还能一睹济州人们的生活痕迹。
加贝道笼（Gabettorong）
治愈林道、
顺鼻声
（Sumbi-sori）
治愈林道、
五谷生
已（Ogosaengyi）
林等拥有济州土俗名称的树林，引领
者各种治愈活动。
还具备了来访者中心以及可进行健
康测量、
运动疗法、
地形疗法的治愈中心，还有扁柏热
治疗室等设施。
树林内，还有专业的森林治愈导师带
领进行林中散步、
瑜伽动作、
呼吸、
冥想等活动。
在治愈
中心检查血压与脉搏后散步林道，可及时了解身体与
心情的变化。

ⓒ 洪性奎

由三四个人伸臂拥抱才能完全抱
住的杉树林构成的天然树林。
具有植物杀菌素 、
阴离子等高效
森林治愈因子，具备了最适宜治
愈之林的生态环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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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冥想林

雄岳

愈林道

➓ 赛菊芋治
➑

山
道
露
治
愈
林
道

➒

玩
蒙
治
愈
林
道

➍

（Benjorong）
林
本朝笼

林道

➏ 休蒙治愈

➎ 五谷生已治愈林道

山道露
（Sandorok）
林

➌

（Eomburang）
林
严布朗
治疗室

 治愈中心

➐ 严布朗治愈林道

本
朝
笼
治
愈
林
道

顺
鼻
声
治
愈
林
道

（Ogosaengyi）
林
五谷生已

愈合西归浦森林
➋

加贝道笼治愈林道

絮穆坊
（Shuimpang）

絮穆坊
（Shuimpang）
➊

好
近
散
步
路

絮穆坊
（Shuimpang）

来
蒙
去
蒙
治
愈
林
道

来访者中心
停车场

➊ 来蒙去蒙
（Gameung-omeong）
治愈林道
（1.9公里）
来访者中心至治愈中心的亚热带林道

卢古露
（Nogorok）
林
治愈泉

➋ 加贝道笼
（Gabe-ttorong）
治愈林道
（1.4公里）
沿着垣墙慢慢延伸的这条路，诉说着济州古老的故事。
*加贝道笼
（Gabe-ttorong）
：
“轻巧、
轻快”
的济州方言
➌ 本朝笼
（Benjorong）
治愈林道
（0.9公里）
溪谷道较多的绿色通道，铺满苔藓的林道给身心带来清新与舒
畅。
*本朝笼
（Benjorong）
：
“清新、
壮观”
的济州方言
➍ 顺鼻声
（Sumbisori）
治愈林道
（0.9公里）
由日本常绿橡树形成的群落。
是春天可欣赏掉落满地的常绿树落
叶，秋天与冬天可以拾取橡实的独特林道。
*顺鼻声：海女们潜水后浮出水面呼出的呼吸声
➎ 五谷生已
（Ogosaengyi）
治愈林道
（0.8公里）
保存着古代石路的静谧感的林道。
*五谷生已
（Ogosaengyi）
：
“原原本本”
的济州方言
➏ 休蒙
（Shuimeong）
治愈林道
（1.0公里）
拥有可以感受浓浓秋意的枫树群落的林道。
*休蒙(Shuimeong)：
“享受休息”
的济州方言

←山麓
南路 →

↑

入口

➑ 山道露
（Sandorok）
治愈林道
（0，7公里）
拥有石阶与溪谷，是充满活跃治愈功能的负离子的林道。
*山道露
（Sandorok）
：
“凉爽的”
济州方言
➒ 玩蒙
（Nolmeong）
治愈林道
（2.1公里）
雄岳的登顶前半部，任何人都能轻松享受。
拥有玩蒙扁柏林，可以在散步的同时享受植物杀菌素浴。
*玩蒙
（Nolmeong）
：
“享受玩乐”
的济州方言
➓ 赛菊芋治愈林道
（1.1公里）
可以在散步的同时欣赏落叶树、
杉树、
扁柏树林景观的林道。
 治愈中心
治疗室：边喝茶边分享与总结的空间，运营治疗项目。
健康测定室：可通过量血压与压力测定仪等进行简单的健康检查。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市好近洞山1号一带
（雄岳一带）

➐ 严布朗
（Eomburang）
治愈林道
（0.7公里）
拥有巨大的杉树群落，是任何人都能够轻松漫步的神秘之林。
*严布朗
（Eomburang）
：
“了不起的、
惊人的”
济州方言

主要设施：来访者中心、
治愈治疗中心、
治愈之家、
树林广场、
治愈林道、
树林
瑜伽教室、
治愈体验设施等
咨询：064-760-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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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方言小课堂

제준양, 빙 돌아가멍 바당으로 둘러싸인 섬을이우다. 경난 제주 사름덜은 바당광
관련 한한헌 이야깃거리를 품고 살주마씸. 섬사름덜은 희로애락의 삶을 바당 우의 페
놓아마씸.
난양, 가끔 제주어 구술 채록을 위헹 어촌을로 조사를 나갑네께. 나가 만나는 사름

海中捞起

的宝物
济
州
方

가운딘양, 바당을 터전으로 삶을 영위거나 영위헤난 잠녀들이 하주마씸. 잠녀는 지역
에 랑 ‘녜’, ‘녀’, ‘수’옌도 읍네께. 췌근 조살 뎅겨온 성산읍 온평리선양, ‘잠녀’옌
는 말 데신 ‘수’옌 는 말을 더 하영 씁디다. 요조금은 ‘수’나 ‘녀’ 대력으로 ‘해녀’
옌  말이 보편적이라마씸. 개인적으로 난양 ‘잠녀’를 선호여마씸.
‘잠녀’는 기량에 랑 물질 잘민 ‘상군’, 중간 정도민 ‘중군’, 못민 ‘하군’이옌 헙니께.
기량이 막 튀어난 사름란 ‘대상군’이옌 곡, 기량이 형편읏이민 ‘똥군’이옌 는 비유적
인 표현도 씁디다. ‘상군’광 ‘중군’광 ‘하군’은 기량이 나부난 물에 들곡 나는 시간도 나
마씸. 경난 온평리선양 ‘불턱’도 ‘상군 불턱’, ‘중군 불턱’이 로 셔낫덴 데다. 경난 물
질 기량에 랑 상군덜은 ‘상군 불턱’, 중군덜은 ‘중군 불턱’을 이용 수벳긔 엇엇수다.
‘불턱’은 물질 때 녀들이 옷 아입거나 언 몸을 녹이게끔 불을 촐 수 이신 금남(禁
男)의 공간이우다. 녀덜이 나 둘 돌을 올리멍 멩근 름막이 공간 ‘불턱’의서 우알 질

言

서가 뚜렷 공동체를 형성헤낫덴마씸. 미녕으로 멩근 ‘소중이’를 입엉 물질 땐양 이삼
십분 정도 물질허당 나왕 ‘불턱’서 불을 초앗주만 1970년대 이후 고무옷이 나왕은 너댓
시간썩 바당의서 살아도 언 줄을 몰른덴마씸. 경난, 옷을 아입곡 언 몸을 녹이는 ‘불

文 金顺子（济州大学国语文华院研究员）

턱’ 데신에 인물이 팡팡 나오는 현대식 탈의장이 셍기멍 ‘불턱’은 우리덜 기억 소곱의
서 잊어부는 유물이 뒈불엄수다. ‘불턱’을 ‘갯담’이렌 허는 디도 십데다.
때 메역이 돈 뒈난 시절이 셔낫수다. 개듸 사름 가운디양, 놈의 눈 피헹 밤의 몰르
게 강양 메역을 물아난 추억을 아졍 잇수다.  어둠 소곱의서 메역을 물기 위
헹은 바당 소곱의서 너울대는 해조류가 메역인지 아닌지를 구분는 기술이 셔야 네
께. 그 기술 가운디 나가 해조류에 ‘살[쌀]’이 신지 읏인지 그 유무를 파악는 일이라
마씸. 이디서 ‘살’은 해조류에서 번쩍이는 광택을 말는 거우다. 밤이민 이 ‘살’이 물소곱
의서 빗을 번쩍거리는디, 밧듸 걸름으로 사용헤난 듬북엔 ‘살’이 싯주만 메역엔 ‘살’이 읏
어마씸. 경난 어둑은 밤의 ‘도독 물질’  땐양, ‘살’ 읏이 흔들리는 검은 물체를 비여 내
민 그것이 바로 메역이라낫덴 읍데다. ‘살’은 나가 온평리 녀를 조사멍 수집 어
휘로, 이 글에서 체얌 보고는 미등록 어휘우다.
‘앙살기(앙살귀)’도 온평리 녀의 기억 저펜의서 퍼 올린 보배로운 제주어우다. 지금
장 「개정증보 제주어사전」 등 제주어 사전 표제어로 올라 잇지 아년 앙살긴양, ‘살’이 앙
삭게 성숙 구젱기를 말허는 거우다. 이때 ‘살’은 밤의 해조류에서 빗을 내는 ‘살’광은
나게 ‘구젱기 돌기’를 말허는 거우다.
구젱길 제주서는 ‘구젱기, 구젱이, 구제기, 고동’이옌 불름네께. 이 구젱기도 크기에 
랑 어린 구젱긴 ‘조쿠제기, 조쿠젱이, 좁구젱기, 좁고동’이옌 허곡, ‘살’이 앙삭 성숙
 구젱긴 ‘쌀구젱이, 쌀구제기, 쌀고동’, ‘살[쌀]’이 문드러진 늙은 구젱긴 ‘민둥구제기, 문
둥구젱기, 문둥구젱이’옌 디다. 이것 말앙 온평리선양 어린 구젱길 ‘셍궹이’, ‘살’이 앙삭
 구젱길 ‘앙살기’, ‘살’이 문드러진 구젱기라는 ‘민둥구젱기’렌 영 딴 지역광은 난
어형의 제주어를 씁디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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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치룩 제주 바당 생명첸양, 지역에 랑 독특 일름덜을 간직고 잇수게. 경허주만
제주 사름덜의 삶의 환경광 바당 생태 환경이 바뀌멍 고갱이 튼 그 어형덜토 자췰 감
촤불엄수다. ‘미기록 제주어’를 만날 땐 가심이 쾅쾅 튀곡  떨리는 지쁨도 맛볼 수 잇수
다. 나가양 미지의 제주어를 젱 제주 사름덜 삶의 현장을 누비는 이유도 이치룩 행
운을 누릴 수 싯덴 는 기대감 따문이우다. 더 늦기 전의, 싀상 빗을 보지 못허엿거나 
라져가는 조상덜의 삶의 언어에 생명력을 불어놔사 허지 아녀쿠과?

中文阅读
济州是四面环岛的岛屿，所以每个济州人都拥有与海相关的故
事。
岛民们将人生的喜怒哀乐倾诉于大海之中。
为了济州方言的口述收集，我偶尔会前往渔村进行调查。
我所遇
到的人中，大部分是以大海为家而奔波的海女。
海女按不同地区还

藻，没有的便是海带。
所以在夜晚偷偷行动的时候，只要看准没有
“煞（Sal，光泽）
”
并且摇曳的物体采摘，便是海带。
“煞（Sal，光
泽）
”
是笔者在调查温平里潜女时搜集的词汇，也是在此首次提及
的未登录词汇。

被称作“潜女”
或“潜手”
，在最近前往的城山邑温平里，就普遍使

“昂砂奇（Angsalgi）
”
也是从温平里潜女的记忆深处捞起的珍贵

用
“潜手”
。
而最近，比起
“潜手”
与
“潜女”
，普遍使用海女一词，但

的济州方言。目前为止未登录于任何济州方言词典的“昂砂奇

我个人比较喜欢
“潜女”
。
“潜女”
按个人的潜水捕捞能力，由高至低分为
“上军”
“
、中军”
和
“下军”
。
而其中能力超强的人则称为
“大上军”
，实在没法看的则使

（Angsalgi）
”
，是指拥有枯脊的“砂（Sal）
”
的生熟海螺，这里的“砂
（Sal）
”
与海藻类的
“煞
（Sal，光泽）
”
不同，指的是
“海螺的突起”
。
在济州岛，称海螺为
“古曾几
（Guzenggi）
、
古曾一(Guzeng-i)、
古

用
“屎军”
等比喻性表现。
”
上军
“、
”
中军
“与”
下军
“的能力不同，在海

提几
（Guzegi）
、
高东
（Godong）
”
等。
根据海螺的大小，分为
“早库提

里逗留的时间也各不相同。
因此在温平里，火围墙
（Bulteok，供海

几
（Zokuzegi）
、
早库曾一(Zokuzeng-i)、
早古曾几
（Zobguzenggi）
、

女取暖的设施）
也分上下中军。
按照个人的潜水能力，各级别的潜

早素高东（Zobssolgodong）
”
，突起较旺盛的成熟海螺叫做“砂古

女们只能对号入座。

曾一（Ssalguzeng-i）、砂古提几（Ssalguzegi）、砂高东（Ssalgo-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
是供海女们在潜水捕捞

dong）”，突起糜烂的老海螺则称为“闵东古提几（Mindung-

时进行更衣或取暖的禁男空间。
潜女们在防风空间的火围墙（Bul-

guzegi）、门 东 古 曾 几（ Mundung-guzenggi）、门 东 古 曾 一

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内确立了等级秩序分明的共同体。
在过

（Mundung-guzengi）
”
。
与此不同，在温平里年幼的海螺叫做“生

去身穿棉布做成的海女服潜水时，每20~30分钟就要出海来到
“火

光一（Saeng-gwengi）
”
、
突起枯脊的海螺叫“昂砂几（Angsalgi）
”
、

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
烤火，后来在1970年代出现

突起糜烂的海螺叫
“闵东古曾几
（Mindung-guzenggi）
”
，使用与其

橡胶衣之后，在海里停留4~5小时也毫无问题。
由此，用于更衣取

他地区不同形态的济州方言。

暖的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
也渐渐被热水充足的

综上所述，济州大海的生命体根据不同地区拥有各自不同的名

更衣室所替代，并成为了渐渐被遗忘的遗物。
还有一些地区，将

字。
然而，随着济州的生活环境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高梗已

“火围墙
（Bulteok，供海女取暖的设施）
”
称为
“垣墙”
。

（Gogaeng-i，白菜心）
等形态的词汇也正在渐渐消逝。
在遇见
“未登

海带曾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沿海居民可能都有晚上偷偷采海带的

录济州方言”
时，会心跳加快且欣喜若狂。
而我为了寻找济州方言

记忆。
想要在漆黑一片的海底准确分辨海带，需要一定的技巧，其

而辗转于济州人的生活现场，也正是出于这种欣喜与成就感。
趁现

中之一就是确认海藻类有没有
“煞
（Sal，光泽）
”
，这里的
“煞
（Sal，

在还来得及，给正在消失或未见光明的祖先们的人生语言注入生

光泽）
”
是指海藻类闪闪发亮的光泽。
每到夜晚，这些“煞（Sal，光

命力何尝不好呢？

泽）
”
就会在海底发光，有“煞（Sal，光泽）
”
的是用作肥料的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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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国际管乐节
金色号声，席卷济州岛

国内外管乐家之庆典2016济州国际管乐节
将在8月8日至16日共9天期间在济州岛
渲染金色旋律
此次管乐节共参与了23个国家的2500多位管乐家
将在西归浦艺术殿堂进行开幕式表演。
在8日至15日的每天下午3点
将在文艺会馆大剧场展开室内表演。
9日音乐大师演奏会Ⅰ，
10日新秀•音乐大师演奏会Ⅱ等
将于文艺会馆大剧场盛情上演。

主题：岛，风的共鸣！
日期：2016. 8. 8.
（周一）
~8. 16.
（周二）
地址：济州文艺会馆、
济州海边表演场、
西归浦天地渊
瀑布露天表演场、
济州学生文化院大剧场，西归浦艺术
殿堂、
西归浦旅游局长、
KBS公开大厅等
主办：济州特别自治道
（(社)济州国际管乐节组织委员会）
咨询：064-722-8704 www.jiwef.org
8月15日光复节当天，
参加队伍将游行光阳环岛~济州海边表演场
由济州风管弦乐团等在海边表演场
开展庆祝音乐会。
在济州海边表演场与西归浦天地渊瀑布露天表演场
将呈现赶走炎夏的管乐合奏。
前往文化偏远地区或济州名胜进行演奏的
“社区管乐节”
也将在岛内各地开展。
以
“岛，风的共鸣”
为主题的音乐节自1995年开办
于今年迎来了第21届，在此次管乐节中
将开展第11届济州国际管乐竞赛表演。
今年的管乐节将于8月16日在文艺会馆大剧场
以济州国际管乐竞赛获奖者们的
音乐会表演顺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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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头五来涌泉水节
以冰块般清凉的济州涌泉水为主题的炎夏泉水节

道头洞的涌泉水不仅水量丰富且水质优良
还因涌自地下深处，在酷热炎夏也如冰块般清凉
冬天则温暖宜人，供村民们饮用或用作生活用水。
相传因水脉来自五方而被称作五来水，
在道头洞随处挖地都会出涌泉。
道头洞除了有五来水以外，还有生宜水
（Saeng-imul，泉水名称）
、
马九水
（Magumul，泉水名称）
等涌泉水是夏季受欢迎的休息地。
2001年，以地区生态资源五来水与道头峰为主题开办的庆典
于今年迎来了第16届。
在利用泉水做成的大型气垫上乘滑梯玩水的过程中，
孩子们的记忆中会增加一篇美丽的回忆。
父母们可以通过指压石泡脚体验清凉解暑。
还有徒手抓海鱼体验、
道头垣墙抓海鲜体验、
快艇与皮艇体验等
海洋休闲体验与制作橡胶动力机、
制作水笛等
各种科学体验项目。
用五来水制成的喷泉拍照区也异常壮观。

日期：2016.8.12.
（周五）
~8.14.
（周日）
地址：五来水广场与道头港一带
主办：道头五来涌泉水节委员会
咨询：064-728-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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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沼河口节
乘坐特乌
（Teoi-wu，筏船）
和皮艇欣赏
“济州绝景”
牛沼河口海岸风景

牛沼河口作为西归浦七十里绝景
让每一个访客都停下了脚步
不仅发出赞叹。
最近与牛沼河口相连的海岸绝景

日期：2016. 8. 13
（周六）
~8. 14.
（周日）
地址：孝敦洞牛沼河口及下孝港一带
主办：孝敦洞联合青年会
咨询：064-760-4627

被广为人知，慕名前来的游客也逐渐增多。
此外，叫做特乌
（Teoi-wu，筏船）
的扁平的木筏，
通过用手拉绳在透明的水面悠悠前行
在欣赏溪谷绝景的同时
还能体验其中的趣味。
牛沼河口节始于2003年，最初的目的在于
将
“牛沼河口”
的美景远扬国内外。
牛沼河口节以各种看点与体验为主，
庆典的宗旨是爱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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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典期间，可体验济州传统船只特乌
（Teoi-wu，筏船）
、
牛沼河口著名的透明皮艇、
刺激万分的喷射船、
下孝海船钓免费体验活动等，还有
徒手捉鱼、
黑沙滩寻宝、
放飞希望气球、
孝敦橘子体验等
全家人一起进行的
各种精彩节目。

梨湖筏船节
济州传统木筏特乌
（Teoi-wu，筏船）
与利用渔网捕鳀鱼的生动再现

自古以来，梨湖地区形成了
以海为家的渔捞生活环境，
其中用到的主要道具便是特乌
（Teoi-wu，筏船）
。
特乌
（Teoi-wu，筏船）
的汉字词为
“筏船”
，
是指用竹筏制成的船。
在济州地区，特乌
（Teoi-wu，筏船）
自古以来用于沿岸渔业
与采集海草，是研究济州海洋文化的
珍贵资料，然而进入现代之后
渐渐从生活中消失。

日期：2016.7.29.
（周五）~ 7.31.
（周日）
地址：梨湖筏船海边
主办：梨湖筏船节庆典委员会
咨询：064-742-2501

梨湖筏船节是梨湖洞居民们自行策划的
海洋文化庆典。
庆典中将再现遗留在与海共生的
济州人的历史与生活家园的济州传统木筏
特乌
（Teoi-wu，筏船）
与利用渔网捕鳀鱼的旧时情形。
迎来第13届的筏船节是可以领略济州渔村生活情况的
夏季庆典。
在梨湖筏船庆典
将进行点亮夜海的海女海上篝火巡游
以及主题节目之渔网捕鳀鱼再现等内容。
在渔网捕鳀鱼再现活动中，
还会伴着梨湖洞民俗保存会的捕鳀鱼之歌，
一起用力拉拽渔网线。
聚集在沙滩上的游客和岛民们
也会加入到行列中一起欢度庆典。
庆典期间，还会开展特乌
（Teoi-wu，筏船）
划船及制作体验、
在垣墙内徒手捉鱼的垣墙捉鱼等
各种体验活动及竞赛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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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应对准备

利用编程教育掌握未来
产业的主导权
文 李在根（(社)济州村庄小度里(Sodori，传闻)文化研究所理事）

有一天，济州岛内传出了出乎意料的新闻，是有关对

元知事曾在各种讲演与采访中担心在快速到来的第四

学习具有特殊才能的元喜龙济州知事将接受电脑编程

次产业革命时代，将消失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并主张

教育的内容。
继阿法狗之后，现实世界中我们的面临的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在韩国拿手的人才

选择非常单纯，是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未来世界的

培养中。

潮流下寻找利用的方法，还是选择无视并坚持模拟式

还通过脸书发出
“为了了解手机应用的制作原理以及奥

人生。
当然，你也可以两种都选。

巴马和乔布斯提出的必须学习编程的原因，决定亲自
一探究竟”
的内容。

选择积极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
元知事选择编程教育，即代表着济州岛的选择。
在认识

将成为民选第6届的后期主要推进事业

到即将到来的未来后，选择了积极应对。
而一切的开

元知事将视线集中在了软件教育上。
这是认可在培养数

始，便是元知事亲自体验编程教育。
据说，此后元知事

字化时代的创造性与伦理性方面的编程教育的重要

接受了为期一周的程序设计集中培训。

性，并决定济州领先带领的意志。
预计可能成为民选第6

“在机器代替头脑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为培养全球

届后期的主要推进事业之一。
第四次产业革命是指“由

化人才，必须将教育问题集中为国家课题。
”
这是元知

人工技能、
机器人技术、
生命科学主导的新一代产业革

事在接受编程教育培训时所说的话。

命”
。
即通过机器人或人工智能(AI)将实际与虚拟统一，
有望打造出能够对事物进行自动且智能化控制的虚拟
物理系统的产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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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培养电脑性思考能力

全球性编程教育热潮

编程教育不仅仅是以小朋友或青少年理解电脑为目的

应对崭新世界而进行的语言教育，是全球范围内不可

的教育，编程教育的和欣赏培养电脑性思考能力。
虽然

避免的现象与因素。
不仅是政府，连大型IT企业也正在

在其定义与方式上仍存在争议，但是其核心便是抽象

积极投入其中。

化与自动化能力。
目标是将重点放在解决日常生活中碰

试图在济州主导刚刚起步的产业，在部分人的眼中看

到的各种难题上。
即对发生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来也许是不基于现实的盲目挑战。
但对于想通过智能城

进行抽象化、
单纯化、
符号化之后，再通过自动化代码

市、
电动车、
无碳城市等准备崭新未来的济州岛来说，

解答的解决问题的过程。
是对以后代替人与人之间对话

是值得一试的挑战。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存在先导地

的与人工智能间的对话或与事物之间的沟通成为现实

区，但也是在绝对强者形成之前占据先导地区位置的

的未来，进行的积极应对。
为了与他们或它们进行对

好机会。
为此，必须将局限于韩国的硬件思考转换为软

话，编程教育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
能达到必要时

件思考。

控制人工智能或事物并做出确切的应对，是最为理想

国外的情况如何呢？在以美国与英国为中心的主要国

的局面。

家，小朋友们都已经开始了软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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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软件教育始于2011年，在1月份，美国总统奥巴

资格证等方面进行具体深入。
养、

这一项目将以
马表示将在软件教育事业投资30忆美元。

即初•中级项
济州岛在今年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的项目。

“为每一个人的电脑科学项目”
的名称正式进行。
并展望

目开发、
通过开展研讨会等扩大基层、
登门拜访的编程

于2020年，美国内与程序编制相关的岗位可能会短缺仅

教育这三项集中课题。

100万名相关人力。

今年首先集中于活跃化，用此过程中的反馈与专家们

英国于2014年开始实施了政策性软件教育，将义务软件

一起树立中长期计划。
在今年的计划完成后，明年开始

教务适用于5岁开始。
这是继对小学生进行义务设计教育

预期运营持续教育中心。
目前正在考虑在自主学习中心

之后的又一次尝试。
除此之外，德国、
芬兰、
爱沙尼亚、
保

导入运营项目的方案。
除了短期运营的一周项目以外，

加利亚等国家也在几年前已经开始了编程教育，但进

还有一个月、
一学期等不同程度的教育。

程比较缓慢。
最近，加拿大、
香港、
日本等政府也发表将

在教育项目与硬件方面，将突破韩国国内标准，具备

进行编程教育，目前已步入准备阶段。
与这些国家相

与国际标准相连的教育体系，打造为培养国际人才的

比，韩国相对更早一些。

桥头堡。

韩国的编程教育于2015年起步入正规化

与具备资格的民间企业合作

以全球屈指一数的IT强国自负的韩国，于2015年开始正

编程教育并非单纯的技能培训，为了达到更好的效

式开始编程教育。
去年开始，选定了60余所软件教育先

果，必须与对应环境变化的职业变化以及职业体验相

导学校并运营。
这一数字，将在今年达到900所，明年则

联系。
此外，讲师培养项目运营也包含在内。
除了将济

增长为2000余所。
并预计2018年起，在小学与中学的部

州作为数字游民以及IT专业人才的活动基地以外，还要

分阶段纳入正规教育，2020年则扩大至全体学年。

发展成为培养全国济编程教育讲师的摇篮。
为了达到这

然而现实是，即使成立了计划，能够教授引领时代潮

一目标，必须与具备资格的民间企业强强联手。

流的哲学与实务的教师或讲师少之又少。
目前，教育大

虽然刚刚起步，但济州已经开始了面向编程教育未来

学内的电脑教育学人数和学科数正在持续递减。
如此一

人才培养中心的蠕动。
在人工智能时代或第四次产业革

来，能够支援政府的强化编程教育计划的专家必然不

命时代，济州岛充分有可能发展为选择未来新职业或

足。
据了解，目前为止从事编程教育的教师全国只有50

新产业的桥头堡。

多名。
即使在民间领域，能够从事编程教育的讲师也不
超过100人。

10年后的未来产业与编程教育的直接关联
最近，全球性企业三星电子提到
“我们的软件开发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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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主要集中于树立道内教育环境

中，能入职谷歌的只有1%”
，暗示了欲加速软件产业发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济州岛向编程教育领域提出了

展的决心。
最高企业也不得不承认时代的变化。

出师表。
济州岛的目标是通过年内导入编程教育示范项

以下，通过两千多名未来学家在2016世界未来会议总结

目活跃道内氛围，为树立正规教育环境而出全力。

的10年后的未来产业排行，展望一下未来新产业的发展

将编程教育纳入学校正规课程所需要的准备与适应时

方向。

间预计较长，因此准备由道与教育厅强强联合扩大基

学家们提出的10年后未来产业依次为生物、
纳米、
移动数

层，并从明年开始与民间企业一起对教育项目、
教师培

码、
认知科学、
机器人产业、
人工头脑、
环境科学。
除了生

物与环境科学之外，其他都与编程教育有着直接关联。

器人管理工程师
（Powered exoskeleton engineer，第13位）
、

学家们预测的2020~2030年新职业与新行业更明确这一

在线网络教育代理（Online cyber education broker，第19

事实。
虽然也有陌生职业，但大部分都与第四次产业革

位）
、
3D打印建筑工程师
（3D printing construction worker，

命有着直接关联。
在前30位职业中，与第四次产业革命

第26位）、AI装置机器人与操纵员（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有直接关联的职业就有10种。

Robot, car controller，第27位）
、
机器人指南开发者（Robot

新职业、
新行业分别为自动化系统监控（Automated Sys-

manual，第29位）
等。

tems Monitor，第2位）、机电工程师（Mechatronical engi-

第四次产业革命预计占领整个产业与职业领域。
虽然实

neer，第8位）
、
虚幻现实设计师（Vertical Reality designer，

际与预测会有些偏差，但不会超出范围之外。
以上预示

第10位）
、
虚拟形象设计安全顾问（Avatar design-security

了编程教育的未来。

consultant,，第1位）
、
机器人精密手术、
私人健康管理机器

继智能城市、
无碳岛屿之后，未来的济州岛通过不懈努

人
（Personal Robot mechanic，第12位）
、
机器人或穿戴式机

力，正在试图全新的挑战与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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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的认证

Made in Jeju
为济州产品价值增辉

区分化妆品与济州原料产品的双轨推进...明年1月正式运营
反映清净济州价值...期待提升消费者信赖度及产品销售量
文 济州特别自治道经济政策科

Made in Jeju

明年1月起，济州岛内将正式运营由道知事对济州岛内

通过听取道民与专家意见制定最终标准

生产的优秀产品进行认证的制度。
济州产品认证制度

化妆品将与其他产品区分后进行。
其原因是化妆品与食

（Made in Jeju）
将区分化妆品与使用济州原料制成的产

品、
农畜产品、
工业品与工艺品等不同，是一个高端感

品，进行双轨推进。
通过积极应对持续增长的济州产品

性产业，因此听取了相关行业内有关认证商标需富有

市场需求，将对地区经济带来更加活跃的发展。

优质性、
美观性与感觉性的意见，并进行了反映。
在化妆品方面，从今年5月2日起，对济州产原物或原料

向化妆品等符合消费趋势的产品扩大

含量高于10%，并在济州地区进行生产的5家企业的25

济州产品认证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对在济州生产且使用

款产品进行了认证。
此外，LG生活健康、
Miracle Cosmet-

济州产原物或原料的完制品中，筛选反映济州的清净

ics以及UCL等品牌也正在进行产品上市。

价值且通过品质管理标准的优秀产品后，由道知事赋

对农产品•水产品•畜产品•林产品与以其为原料制造•加

予品质认证的济州特别自治道统一商标从而面向市场。

工的加工食品•传统食品，以及其他使用济州产原料生

过去，该制度仅面向农畜特产，最近通过新的制度，

产的产品适用的认证商标，在5月4日申请了专利，预计

将范围扩展到了化妆品等符合近期消费趋势的产品。

最快可在8月中旬完成商标注册。

新的认证制度区分化妆品与农产品•水产品•畜产品•林

统一商标设计采用了代表济州品质（Jeju Quality）
的「JQ」

产品和以其为原料制造•加工的加工食品•传统食品，以

与证明使用济州产原物及原料的「Made in Jeju」
。
此外，

及其他使用济州产原料生产的产品，进行双轨推进。

将「J」
与济州的象征石头爷爷的形象相结合，表现了石
头爷爷制作者的济州岛名将精神。
「JQ」
品质认证标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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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则蕴含了如济州爷爷守护济州的般，用心守护济州

饮食店使用济州产食材
（鲷鱼、
黑猪）
的证明，而并非对

产品质量的涵义。

饮食店的认证。

作为济州产品认证制度后盾的
“有关济州特别自治道认

以化妆品为开始全新实行的济州产品认证制度，将提

证产品管理与统一商标的使用条例”
，于6月21日正式通

高消费者对济州产品的信赖度。
在出口方面，越来越多

过济州道议会，将于7月内正式颁布。

的海外商家要求道知事认证的
“Made in Jeju”
产品，预计

随着制度的成立，道知事与道议会议员以及专家们指

将对道内出口企业带来销售额增加。
同时，为了获得济

出，对富含济州清净价值的品质认证标准和严格的事

州产品认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济州产原料，

后管理方案，是此次新制度的成功要点。
计划在10月之

并在济州新建或增设工厂，日后将带来更多综合效应。

前，通过听取道民与专家的意见而树立最终标准。

重要的是，得到认证产品的高质量，将大大提高消费

树立认证标准与事后管理标准，并完成认证标识与统

者心目中的济州产品形象。

一商标专利注册后，将对Made in Jeju认证制度进行国内

济州岛相关人员说“Made in Jeju认证制度品牌以满足消

外宣传与营销，并与2017年1月开始正式运营。

费者的质量为标准，这是最重要且众多周知的，而为
达到这一点，则必须由道厅、
生产者、
企业家以及岛民

推进济州产品饮食店认证

们共同参与其中。
“对济州匠人精心制作的产品进行保

另一方面，济州认证制度正在推进使用济州产第一产

证，并通过积极地宣传与营销进行销售时，认证制度

业特产品材料的饮食店认证。
全国各地，光明正大的盗

也顺利安顿，在世界的舞台为济州产品价值增辉。

用济州产鲷鱼专业店、
济州产黑猪专业食堂等名义的饮
食店数不胜数。
然而，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真的使用济州
产材料。
畜产品与水产品主管部门计划制定济州产第一
产业特产
（猪肉、
银刀鱼等）
饮食店认证标准，并使用全
新设计并制作的统一认证标识。
这一制度是道知事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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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大韩民国的未来

“济州”！

道制实施70周年，迎接特别自治道10周年的济州
问 济州特别自治道公报官

道制实施70周年并迎接特别自治道10周年的济州，有怎样的变化呢？
在济州岛迎接
“道制实施70周年，特别自治道10周年”
之际，济州的发展现状
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济州岛也正在筹备各种纪念活动。
这个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且领土最小的济州，被评价为集环境与文化、
旅
游与IT、
岗位与人才的大韩民国未来之窗。
位于东北亚中心的济州，还被评价为正在准备和平、
共生以及未来产业的新
转机。
济州的电动汽车、
智能电网以及风力发电等全球化环保平台构建事业，
也受到了万般瞩目。
此外，在旅游与物联网、
信标相结合的智能旅游等未来产
业开拓方面，展开着迅速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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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
未来产业转机筹备中
和平、

的标语下，正在选定象征变化与
净价值开创共存未来”

济州于1946年起实施了道制，由道与北济州郡、
南济州

改革、
清净与共存的未来济州的标志与口号，并为道民

郡等2郡体制开始。
1955年9月1日，济州邑升级至济州

社会形成共识而进行着积极地宣传。

市，并于1981年7月1日新设了西归浦市。
在2006年7月1

此外，还将准备清净与共存等蕴含济州价值的纪念

日，济州特别自治道正式出台并发展至今。

石，并开展济州政策博览会、
济州国际管乐节、
济州幻

这一期间内，济州迎来了耀眼的变化。
尤其是近年来，

想演唱会等各种纪念活动。

随着外国人招商、
游客增加、
人口流入等急剧的外向型

道制实施70周年、
特别自治道出台10周年纪念典礼，将

发展，济州迎来了桑田碧海的变化。
通过主要指标统计

于8月1日下午6点在观德亭露天举办。

数值，便可一目了然。

下午2点，在济州牧官衙将举办政策博览会，届时将举

1946年济州人口为26万6千人，而在2015年则达到了64万

办以
“济州生活真不错”
为主题的Talk Concert，以及由市

1前任，增长了近4倍。
公务员人数也由384人增长为5255

民社会团体、
道议员、
学生、
教育厅相关人士等各阶层参

人，增长了近13倍。
游客数也从1970年的24万5千人增长

与的沟通节目。

为1364万4千人，增长了近55倍。
汽车有113台增至43万5

8月8日至16日，以
“岛，风之共鸣”
为主题的济州国际管

千台，增长了近850倍。

乐节将在济州文艺会馆、
济州海边公演场、
西归浦艺术

然而，在如此高度的外在发展内面，也受到过挫折。
由于

殿堂等地举办。

开发与保存的对立与反目，岛民社会开始出现了动摇。

此外，济州幻想演唱会将于8月27日~28日在济州石文化
公园举办，届时除了有韩流明星表演之外，还有梁邦

为打造清净与共存之岛竭尽全力

彦与年轻音乐家的合作表演等各种音乐盛宴。

在民选第6届道政出台后，出于保存济州清净自然的原

由济州文化艺术财团主办的为了地区文化发展的大讨

则以及道民们对变化的渴望，全身心投入到了通过防

论会，将在4月至9月期间以
“文化艺术岛屿”
为主题，每

止无序开发、
绿色成长、
提高道民对生活质量、
工作岗位

个月召开一次。

的满意度以及提高游客满意度，从而打造清净与共存
之岛济州的事业之中。
结束民选第6届上半期的元喜龙济州知事在总结民选第6
届成果与提出新课题的
“民选第6届道政报告书”
中，强调
了道制实施70周年、
特别自治道10周年蕴含的特殊意义。
元知事讲到，
“目前还有很多不足点，日后将在稳定房
地产价格、
大众交通体系改制、
生活垃圾处理、
下水处理
等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案件中，积极寻找根本性改善方
案，从而完成整个民生管理系统改革。
”
还指出，
“直到
任期的最后一天，将努力弥补不足点，并履行目前为
止向道民提出的一切约定事项，为了更加美好的济州
未来而更加努力。
”
在迎接道制实施70周年与特别自治道出台10周年之际，
济州道政将今年定为了“济州第二个飞跃年”
，为培养
济州的价值而集中了一切力量。
在
“济州道制70年！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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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西归浦七十里节

第22届西归浦七十里节
七十里的美味、
风景与文化！

届楸子岛干黄花鱼节

2016济州秋季庆典

9

日期：9.30.~10.2.（暂定）
（Zaguri，地名）
公园与七十里
地址：西归浦子归里
饮食特色街一带
咨询：064-760-3946

September

第16届最南端五条鰤节
来品尝新鲜的五条鰤吧！
日期：11.11.~11.13.
（暂定）
地址：摹瑟浦港一带
咨询：064-794-8032

日期：10.1.~10.2.
（济州雕刻公园旁）
地址：德水利民俗表演场
咨询：064-760-4315

第55届耽罗文化祭
文化王国耽罗，展现神明吧！
日期：10.5.~10.9.
地址：济州市塔洞广场
咨询：064-753-3287

济州马节

届婚姻池节

济州马节
在牧马圣地济州举办的马节

第7届婚姻池节
耽罗开国三神与碧浪国公主的婚姻故事

日期：10.14.~10.16.
地址： 济州LetsRun公园
（原济州竞马公园）
咨询：064-786-8251

日期：10.29.~10.30.
地址：城山邑温平里一带
咨询：064-760-4273

第23届旌义邑城传统民俗再现节
在民俗之故乡城邑民俗村举办的传统文化体验庆典

牛岛海螺节
在牛岛特产刺螺成熟的秋天，来牛岛度过吧！

日期：10.15.~10.16.
（暂定）
地址：城邑民俗村南门广场
咨询：064-760-4413

日期：10月内
地址：牛岛面一带
咨询：064-728-4322

10

2016济州边缘节
与艺术一起呼吸的原都心文化节
届耽罗文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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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ovember

届德水利传统民俗节

第25届德水利传统民俗节
魂相交的锻铁工艺的传统
火、
在德水利体验铁、
民俗节

2016济州柑橘博览会
以全球名品柑橘为主题的博览会
日期：11.9.~11.13.
地址：西归浦农业技术中心与柑橘博物馆一带
咨询：064-710-3193

第9届楸子岛干黄花鱼节
可以品尝并享受楸子岛名品干黄花鱼的庆典
日期：9.30.~10.3.
地址：楸子港广场一带
咨询：064-728-4265

济州柑橘博览会

日期：10月内
地址：济州市三徒2洞文化界一带
咨询：064-758-0331

October

济州边缘节

济州岛蓝色之夜
济州特别自治道

blog.naver.com/happyjejudo

访问博客，可以一览济州的美食、看点、
玩点、庆典等各种济州的消息哦~！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jejudo
Twitter https://mobile.twitter.com/happyjejudo
Kakaostory https://story.kakao.com/ch/inusjeju
Instagram https://instagram.com/special_jejudo

欢迎光临
世界自然遗产济州
已成为超越韩国，被全世界认可的山与海
从新绿丛林的一把土，一朵花
济州的一切，均是自然献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
行走在济州的小路上，寻找山、岳、岛屿，
不知不觉间烦恼烟消云散，只留下嘴角浅浅的微笑。
这就是治愈心灵的岛屿，济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