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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与“一带一路”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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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
年间，兴于公元8世纪的唐代中叶，盛于公
元10至14世纪的宋元时期，至17世纪的明

代后期逐渐衰落。它的交通网络分布于从
中国跨海向东至朝鲜半岛、日本，向南向
西绵延至印度洋、阿拉伯海、地中海沿岸
各国。

地处中国南大门的海南，在古代，是连结“海上丝绸之路”
远洋航船的极为重要的中转站。海南四周环海，港口遍布，
地处海上贸易通道，经水路进行与内地、海外的贸易往来
十分便利，在宋元时期进入了快速开发轨道。现存的历史
文献和天后宫与会馆的石碑、牌匾等实物蕴涵大量的事实
依据，不仅是作为海南历史文化名城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而且也是海南以及东南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对
外交往的历史见证。

在今天，海南对东南亚国家，有着天然的地理优
势。海南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众多海南乡亲遍布
于东南亚国家。无论是从地缘和人缘优势来说，
还是从海南的现实能力、政策和发展前景来说，
海南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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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政府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新思路新思维

打造泛南海旅游经济合作圈

1、最好的生态环境

2、最大经济特区

3、唯一省域国际旅游岛

海南正全面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海丝沿线国家和
地区都有共谋旅游业的愿望，发展旅游业对增进民
众情感交流、推动经济转型作用巨大，为此，海南
与各周边国家打造泛南海旅游经济合作圈的时机已
经成熟。

陆地面积：3.54万平方公里，海
南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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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政府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新思路新思维

国家战略构想为海南带来重大契机,2012年6月国务院批准海南省成立三沙市。

三沙的设立

2013年底，中央提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
略构想，海南积极响应,分析
自己的优势,着力希望迎接建

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挑战。
“一路向南，中国梦延伸到
哪里，哪里就是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所到之地。”无
论是在历史还是21世纪的今

天，海南的“国家担当”都
将与这条丝绸之路紧系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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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政府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新思路新思维

博鳌亚洲论坛自2001年2月创办以来，已经得到了亚洲各

国的普遍支持，并随着亚洲国家国际地位的整体提升而日
益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博鳌亚洲论坛不仅是一个主动
介绍中国的机会，更是将海南推向世界的机遇。

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视野与机遇

文化领域经济领域 政治领域 世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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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政府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新思路新思维

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视野与机遇

文化领域经济领域 政治领域 世界平台

具有浏览、检索、高级检索、联合检
索等功能。博鳌亚洲论坛特色数据库
建设平台系统应具有基本配置、用户
管理、权限控制、文献模板管理、分
类管理、数据的录入、数据审核、流
量统计等功能。

1万条数据，总计文字500万字，图片
1700幅，视频不少于420分钟。



02
海南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宋元时期海南在海上丝
绸之路的特殊地位

明代时期海南成为海上
丝绸之路重要驿站

清朝时期海南在海上丝
绸之路所处的地理优势

宋

明

清

海南地理位置独特，古代就扼守海上丝绸之路要冲。如今，南海航道更是名副其实
的世界“黄金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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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海丝对海南发展的带动作用

穆斯林 疍民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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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南海文化博物馆 琼剧港口

海南岛在海丝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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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海南岛在海丝发挥的作用

贸易

国家南海博物馆回流文物

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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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带给海南的多元文化

多元

01
民族迁徙和

文化交流桥梁

02

04

0

3

宗教文化

《宝岛禅心•
海南佛教文化

大观》项目

民俗文化

《影像海南-

海南传统手工

艺》项目

渔民文化

《南海纪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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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文化传承——专题库建设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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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文化传承——专题库建设构想

页
面
效
果
图

移
动
端
效
果
图

建设项目 数量 单位 格式要求

元数据 大于2000 条 文本

原创视频 200 分钟 PS与WMV

征集视频数据 500 分钟 PS与WMV

原创图片 600 张 JPG

征集、收集图片 300 张 JPG

音频文件 30 分钟 MP3

图书数据加工 100 种 PDF、TIFF

期刊报纸数字化 1000 条 PDF、TIFF

采集互联网数据 1000 条 文本

PC端平台 1 套
资源整合、
门户、功能
模块

移动端平台 1 套
资源整合、
门户、功能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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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建设框架

海丝文化传承——专题库建设构想



05

海南省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列表

海丝文化传承——专题库建设构想

自建音频

约900小时

文化海南——声行

漫步特色音频资源

征集视频

约1350小时

包括：海南少数民族（黎族）、海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海南地方文艺演出、

海南旅游、琼剧、民歌、专家讲座等

自建视频

约630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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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列表

海丝文化传承——专题库建设构想

海南声行漫步特色
音频资源库

可 服 务 视 障 人 群

影像海南——寻访海
南名村古镇老街巷

展 示 海 南 地 方 特 色

中国经典民歌动漫
——海南篇

面 向 青 少 年 儿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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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列表

海丝文化传承——专题库建设构想

年份 序号 资源名称 类别 视频集数 状态

2011
1 红色历史文化《23年红旗不倒的传奇》 数据库 5集

完成
2 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库 数据库 22集

2012
1 海南省地方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专题片 ——魅力中国·海南篇 专题片 34集 完成

2 红色历史文化《悠悠青山峥嵘岁月》 专题片 5集 完成

2013 1 动漫版•中国传统戏剧知识百科-琼剧篇 动漫专题片 106集 完成

2014
1 中国经典民歌动漫—海南篇 动漫专题片 21集 完成

2 海南历史文化名人影像志 数据库 50集 完成
3 博鳌亚洲论坛数据库 数据库 原创120分钟 完成

2015
1 南名村古镇老街巷 专题片 40集 完成
2 宝岛禅心•海南佛教文化大观 专题片 8集 完成
3 海南声行漫步音频数据库 音频数据库 900小时 完成

2016

1 影像海南-海南传统手工艺 专题片 40集 建设中
2 海南黎族民间故事 动漫 40集 建设中

3 海南全民艺术普及创意美术特色资源库 数据库 100集 建设中

4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之考古寻踪 专题片 31集 建设中

2017

1 文化海南——声行漫步特色音频资源库（二期） 音频资源 470小时 建设中

2 走出贫困之路—海南精准扶贫系列专题片 专题片 30集 建设中
3 南海纪事 专题片 30集 建设中

4 “文化中国”微视频（海南主题） 视频征集 300集 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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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文化传承——专题库建设构想

01
“一带一路”

主题基础库

02
完善

软件功能

04
开展

服务推广

03
丰富

资源内容

05
1、《南海更路簿》专题片、动画片；

2、重点建设南海段海丝文化多媒体资

源库，设立“南洋寻根”“海岛文化”

等栏目主题。

3、重点开展2013年之后的相关文献资

源的收集和整理，进行加工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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