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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遭盗宝者

大肆盗掘

一直以来，海底沉船都
是神秘的宝藏。在中国古代，
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前往
印度洋沿岸和中东地区；或
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和日
本，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
的海上贸易、交通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在上千年
的时间里，在这条丝绸之路
上沉没的船只难以计数。据
中国历史博物馆海下考古研
究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仅
在 我 国 南 海 海 域 ，就 藏 着
2000至3000艘古船，其中以
宋元船居多。“南澳一号”与
近年来考古发掘的“碗礁一
号”沉船遗址、“华光礁1号”
沉船遗址和打捞起的“南海
Ⅰ号”都是这条丝路上散落
的珍珠。然而，令人痛心的
是，这些沉船遗址有很多被
国内或国际上的盗宝分子盯
上，遭到肆无忌惮的掠夺和
破坏。

资料显示，1996年西沙
“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被当地
渔民发现后，在巨大经济利益
的驱使下，来自境内外的许多
不法分子，以水下爆破、手工
挖掘等手段，在附近海域大肆
非法打捞西沙水下文物。同
样，福建的“碗礁一号”不但曾
遭盗掘，附近海域的其它沉船
也遭到盗掘。

对于古代沉船被盗掘，
“南澳一号”水下考古队领队
崔建告诉本报记者，文物执法
主体是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但
在实践中文物部门缺乏海上
执法能力，没有必备的船只和
设备，只能联合边防、海军、渔
政等海上力量。面对汹涌浩瀚
的大海，海上文物考古和文物
执法，比陆地上更为困难。

中国水下考古

是被“逼”出来的

在中国水下考古界常说
着一句辛酸的话：“中国水下
考古能有今天，是哈彻‘逼’出
来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水
下考古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然而国际盗宝人的一次盗宝
行为，却震惊了中国文物界，
催生了国家级的水下考古专
业机构——— 水下考古研究中
心。

迈克·哈彻，头上罩着“英
国头号寻宝家”、“最出色的海
洋探险家”等光环，然而在国
际海洋考古学界，他的名字已
经等同于“灾难”。1970年，哈
彻在澳大利亚成立了一家海
洋商业打捞公司，专门打捞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击沉的商
船和军舰。一个偶然的机会，
哈彻遇上了第一艘古船———
一艘载有22000件中国明代瓷
器的南海沉船，一举获利数百
万美元。

他接着盯上了荷兰东印
度公司的“哥德马尔森号”商
船。根据档案记载，1752年，这
艘商船满载着中国的瓷器、黄
金从广州驶往阿姆斯特丹。然
而，在航行了16天以后，这艘
船不幸触礁沉没。

1984年，哈彻探测到了这
艘 沉 船 ，并 且 将 船 上 的 货
物——— 239000件瓷器和125块
45公斤重产于南京的金锭全
部打捞出水。同时出水的还有
两门青铜铸炮。1985年，这些
瓷器现身荷兰的嘉士德拍卖
行，最终实现了两千万美元的
成交金额。一次性拍卖数量如
此巨大的中国文物震惊了全
世界，中国国家文物局当时曾
派出陶瓷专家耿宝昌和冯先
铭携3万美元尝试回购其中一
部分，然而在整整3天的拍卖
中，拥有优先竞拍待遇的中方
代表居然连一次举牌的机会
都没得到——— 每一件拍品的
起拍价格都在估价的10倍以
上。

在国家文物局的努力下，
1987年底，中国第一家水下考
古机构——— 中国历史博物馆
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了。

为卖高价

砸碎60万件珍宝

1848年，荷兰人詹姆斯·
哈斯伯格写了一本名为《东印
度航行指南》的小手册。这本
小手册提到了“泰星号”巨型
帆船残骸。

“泰星号”的沉没堪称“东
方的泰坦尼克”号。这是一艘
长50米、宽10米的巨型帆船。
1822年1月14日，“泰星号”从
厦门港出发，驶往爪哇(今印
尼)。船上压舱的是上百万件
德化窑瓷器，还有2000名乘
客。不幸的是，当船驶到中沙
群岛时，船体触礁沉没，只有
198人死里逃生。

1999年5月，哈彻的团队
发现了“泰星号”的踪迹，他派
出的潜水员看到的是惊人一
幕：在深达30多米的海底，有
一座小山一样的堆积，方圆足
足有400多平方米，这全都是
瓷器。其中包括100多万件康
熙年间的中国瓷器，几乎件件
都是精品。他随即做出了一个
让同谋者都为之颤抖的决
定——— 动手砸。于是，60多万
件在他看来成色略逊的“海捞
瓷”没有毁于海难，却毁于国
际盗捞者之手。此举不仅便于

他快速运输，也帮助他哄抬了
价格，剩下的35 . 6万件瓷器
最终被运到德国，共拍得3000
万美元。

哈彻从来都“说不清楚”
打捞的地点。对于“哥德马尔
森号”，他拒绝回答详细位置。
而古航海日志显示，这艘中国
商船在香港西南海域触礁沉
没。对于“泰星号”，他自称在

“赤道南部两度、爪哇北部、苏
门答腊东部和新加坡南部之
间的某处海底”，但事实上，他
的船队如幽灵般在香港海域
勘探了一个多月。

令人扼腕的“黑石号”

令中国文物界人士扼腕
的还有“黑石”号唐代沉船。
1997年和1998年德国人沃特
法先后在东南亚海域发现古
沉船鹰潭号、马热尼号。在这
些古沉船上，装运着14世纪的
中国明朝文物、11世纪的宋朝
珍宝。1998年他又在勿里洞岛
外海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
现了一艘装载宝物的唐代沉
船，并将其命名为“黑石号”。
同年，他以“探海公司”为名
义，对“黑石号”进行打捞，

据悉，这艘难得一见的中
国唐代沉船属于九世纪上半
叶。装载着经由海上丝绸之路
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

“黑石号”打捞文物陶瓷制品
多达67000多件，其中98%是
中国陶瓷。比较奇特的文物
包括10件金器，金器之精
美可媲美1970年西安何
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金
银器。其中的八棱胡人伎
乐金杯高10厘米，比何家
村出土的两件八棱胡人
金杯尺寸还略大些。另有24
件银器、18枚银铤和30件铜
镜，银铤单件重达2公斤。长沙
窑瓷约56500件，器型以碗为
主，其次为执壶。其他器型包
括杯、盘、盂、盒、罐、熏炉、油
灯和少量生肖瓷塑。打捞瓷器
还包括200件浙江出产的越窑
青瓷、350件北方白瓷、200件
北方白釉绿彩陶瓷和700余件
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粗糙青
瓷。打捞出高达1米的西亚风
格长柄高足壶，造型修长而
奇特，在国内同样造型的产
品从未发现过。南京博物院
的 张 浦 生 先 生 更 是 感 叹 ：

“‘黑石号’是个罕见的宝库，
其中的宝藏内涵丰富、数量
庞大、保存完整。”最终，新加
坡“圣淘沙”机构在购买了被
打捞文物的数年展览权之后，
在2005年筹资3000万美元将
其整批购下。

本报记者 张向阳 综
合报道

在采访“南澳一号”水下考古中，记者了解到，仅在我国南海海

域，就藏着2000至3000艘古船，其中以宋元船居多。这些船上载有中

国丝绸、陶瓷、珍宝等，其价值难以估量。然而，多年来，国内外的盗

宝人把目光盯在了这些海底文物上。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
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
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
道。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
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
金等出口货物及香料、药
材、宝石等进口货物。海上
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
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
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
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
上航线。它主要有东海起航
线和南海起航线。海上通道
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
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
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
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
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
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
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
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
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
作“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格相关链接

海底魅影盗宝
丝路古船遭劫

本报讯 生命的风
景——— —— 中国著名艺术家
油画作品展将于12月16日
至20日在济南美术馆(千佛
山西路2号)举行。画展将展
出吴冠中、闫平、王克举、彭
斯等著名艺术家的油画代
表作品，同期展出的还有中
国油画史上划时代的艺术
杰作《父亲》的限量签名版
画以及创中国油画拍卖世
界纪录为1 . 49亿的吴冠中

《长江万里图》限量5幅的签
名版画。 (本记)

生命的风景
——— 中国著名艺术家

油画展将举办

探探秘秘““南南澳澳ⅠⅠ号号””（（下下））

图为“泰星号”与“黑
石号”上的部分出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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