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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刘南威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中国人民是最早发现和命名南海诸岛的。据史籍记载，从汉代开始每个朝代都有对南海诸岛命名。中国
政府正式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共有4次，分别为：李准巡海对西沙群岛的命名、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对南海诸岛的
命名、民国政府内政部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中国地名委员会对南海诸岛的命名等。详细阐述了每次对南海诸岛命
名的背景、经过、特点，地名演变、地名系统化和标准化，存在问题以及每次命名对维护南海诸岛领土主权的意
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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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命名的。
据史籍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南海诸岛就被称为“涨
海崎头”，这是最早出现的南海诸岛古地名。此后，
各个朝代都有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如晋代的“珊瑚
洲”，唐代的“石塘”
，宋代的“千里长沙、万里石
塘”
“九乳螺洲”
，元代的“石塘之骨”
，明代的“石
星石塘”
“万生石塘屿”，清代的“南澳气”
“红毛浅”
等。而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正式命名的共有4次（陈
史坚，1987；刘南威，1996），分述于后。

是一次有影响的地名审定，是中国政府对拥有西沙
领土主权的宣示，开创了官方核定南海诸岛地名之
先河。不久之后，广东省政府成立“筹办西沙群岛
事务处”，这是对西沙群岛名称的首次官方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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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对南海诸岛的
命名

在日本侵占东北四省之后，法国入侵南海九小
岛，当时中国政府于1933年6月成立“水陆地图审查
委员会”，审定了中国南海诸岛各岛礁中英文岛名，
1 李准巡海对西沙群岛的命名
并于1935年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
中国在收回1907年被日本商人西泽侵占的东沙
览表》，这是中国政府第二次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也
岛的同时，于宣统元年（1909年）5月，由两广总督
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第一次“标准化”命名。
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海军官兵170余人，分
《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
审定公
乘伏波、广金、琛航三军舰赴西沙群岛巡视、勘察， 布南海诸岛地名136个，属东沙岛的2个（前一个应
对西沙群岛全部15座岛屿，逐一命名勒石，悬旗鸣
为群岛），属西沙群岛的29个，属南沙群岛的8个，
炮，公告中外，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南海诸岛命
属团沙群岛的97个。这是第一次较全面审定公布南
名。其命名包括以军舰名命名（如琛航）
，开创了用
海诸岛地名，也是第一次将南海诸岛明确划分为东
军舰名命名的先例，以生物命名（如珊瑚）
，以水文
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
命名（如甘泉）
，和以相关人员的籍贯（占多数）命
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4个部分。
名，如宁波岛、华阳岛、番禺岛、新会岛等4类，都
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将其绘制的
点绘在《李准巡海图》（已佚）中。当时命名的15 《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中国政府
个地名中，甘泉、珊瑚、琛航3个地名沿用至今，这
第一幅公开出版的南海诸岛地图，也是第一幅比较详
收稿日期：2017-08-11；修回日期：2017-08-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37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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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标绘南海诸岛具体岛礁名称和位置的官方地图。
“水陆地图审查委会”发布的《中国南海各岛屿
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和《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对
维护我国领土主权起了一定作用。不过，这次审定
公布的地名是根据当时外国海图进行的，完全没有
继承李准巡海对西沙群岛的命名，因而大部分地名
是从外国人擅自定名音译或意译过来的，开创了以
英文翻译命名的恶例，故其中只有东沙岛、西沙群
岛、羚羊礁、北岛、中岛、南岛、石岛、北礁、高
尖石、司令礁、海马滩等11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其余120多个地名均不沿用。

3

民国政府内政部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1946-08-10，日本战败并宣布投降之后，根据
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
茨坦公告》的决定，台湾应回归中国，西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也应重归中国版图。当时中国政府继收复
台湾之后，立即组织以海军为主要力量，协助广东
省政府南下接管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于是，海军
总部派永兴、中建两舰于11月12日进驻西沙群岛，
派太平、中业两舰于12月12日进驻南沙群岛，并在
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举行接收仪
式，鸣炮升旗，树立纪念碑，派兵驻守，揭开了中
国政府行使领土主权的历史新篇章。随后，中国政
府又于1947年3月派太平舰接收并进驻东沙群岛。
1947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将南海诸岛划归广东省
政府管辖，这样南海诸岛又重新置于中国政府主权
管辖之下。在中国收复南海诸岛的同时，1947年民
国政府内政部对南海诸岛进行了命名和绘图（鞠继
武，1991），这是中国政府第三次对南海诸岛命名。
3.1 南海诸岛地名审定
南海诸岛地名的审定，由内政府方域司第二科
（地志科）参加过西沙、南沙群岛接收的郑资约负责
实施。经对南海诸岛地名审定产生《南海诸岛新旧
名称对照表》，1947-12-01，由内政部通过中央社
正式公布。
《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将1935年命名的南
沙群岛改为中沙群岛，将团沙群岛改称南沙群岛，
将应是群岛的东沙岛，改名为东沙群岛。从此，南
海诸岛明确由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
沙群岛4个群岛组成，这样以方位名称来区分4个群
岛，以“沙”字来贯穿4个群岛更为贴切。因而南海
诸岛又称“南海四沙群岛”，俗称“四沙”。表中出
现南海诸岛、东沙群岛2个地名，促进了南海诸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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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系统化。在地名数量上，审定公布地名172个，
较1935年公布的136个多36个，其中表示群体的总
称、联称地名12个，表示个体的单称地名160个。
此次，民国政府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
照表》，多以封建王朝年号，使者名称，视察、接管
南海诸岛人名、舰名、军职词汇、封建迷信词语以
及反映地理意义的中国式地名来命名，力图改变
1935年公布的地名几乎全部翻译自外国名称的状
况，是有积极意义的。
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审定公布的南海诸岛地
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正式公布的地名，是
得到国际上承认、影响大的一次地名审定。不过，
这次审定公布的地名与1935年审定公布的一样，均
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完全忽视了海南渔民创造的、
具鲜明地方特色、乡土气息浓郁、流传民间的渔民
地名（又叫土地名、琼人俗名）
。
3.2 南海诸岛地图绘制
南海诸岛地图绘制，1946年由内政府方域司第
三科（测绘科）和广东省测绘局派赴南海诸岛的技
术员负责，实测了太平岛、永兴岛、石岛等主要岛
礁。返航后，内政府方域司根据实测草图并参考中、
外有关海图，在第三科科长王锡光的支持下，制成
了《南海诸岛位置图》
（1∶4 000 000）等6种地图，
并与新旧名称对照表同时公布。
《南海诸岛位置图》第一次在南海中，画一条用
国界线符号表示的11条线段的“袋形断续线”，表明
在“袋形断续线”范围内280座以上的岛屿（含石）、
沙洲、暗礁、暗沙、暗滩等岛礁主权属于中国。
“袋
形断续线”画出后，已被许多国家引用，周边国家
也未提出反对意见，它对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具有重
要作用。
同年11月，内政府方域司专门委员郑资约根据
当时掌握的资料，编写出版了一本《南海诸岛地理
志略》（商务印书馆，1947）
，这是中国第一本南海
诸岛志书，书末附有“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
表中详列了172个地名，其中有曾母暗沙、八仙暗沙
和立地暗沙，后两者都在曾母暗沙之南，最南点是
立地暗沙，可能后2个暗沙当时没有地理坐标数据，
或受1935年《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把“曾母滩”标
在最南端的影响，致使《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书中，
在提及曾母暗沙时，把它说成“是中国领土之最南
尖端”。这就是中国领土最南点为曾母暗沙的由来，
这一提法早已写进小学课本，已是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不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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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名委员会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全
国开展地名普查，要求实现全国地名标准化。在这
一背景下，中国地名委员会于1980年6月至1982年5
月间，对南海诸岛进行命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第一次审定南海诸岛地名，也是中国政府第
四次对南海诸岛命名。
4.1 南海诸岛地名普查
第一阶段是南海诸岛地名普查，于1980年6月至
1982年4月进行。由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组织的“广东
省地名领导小组”负责实施。
在南海诸岛地名普查期间，广东省地名领导小
组召开过3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1-01-06—09
在番禺县市桥镇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广东省测绘局、
华南师院（1982年改称华南师大）、中科院南海研究
所、广东省博物馆、海南行政区建委、南海舰队航
保处、广东外事办公室、广东军区测绘大队、中山
大学、广东省地名领导小组等单位共12人。会议讨
论了命名原则，审议了235个南海诸岛地名，另有50
个地名未取得一致意见。第二次会议于1982-01-09
—13在南海县盐步镇举行，出席会议的除第一次会
议的单位外，还有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山图书
馆、南海舰队测绘大队、广州地理研究所、文昌县
办公室、琼海县人大办公室、万宁县革委会办公室、
海南行署办公室等单位共22人，会议讨论南海诸岛
地名存在的问题，以及成立了渔民地名组、历史组、
遥感制图组、综合调查组。第三次会议于1982年4
月在佛山市召开，出席会议的除参加第二次会议的
单位外，还有外交部条法司、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
室、广州军区司令部、海南师专、佛山地区民政局、
广东省地名办公室等单位共31人。会议审议了南海
诸岛地名审定原则，审议通过了271个南海诸岛标准
地名。最后通过南海诸岛地名普查，提出了“南海
诸岛地名命名、更名的初步方案”，上交中国地名委
员会。
4.2 南海诸岛地名审定
第二阶段是南海诸岛地名审定，于1982-05-24
在北京万庄国家建委招待所召开，历时7 d。出席会
议的有国家测绘总局、新华社参编部、中科院地理
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外交部条法司、测绘科学研
究所、海军司令部航保部、海洋出版社、地图出版
社、民航总局、南京大学地理系、南京师范学院地
理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郑州大学印度支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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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
中山大学历史系、海南行政区地名办公室、海南师
范专科学校英语系、广东省地名领导小组、广东省
地名办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权威共55人。
会议由国家测绘总局局长主持，会议内容包括：1）
商讨南海诸岛地名审定原则（半天）。一致同意遵循
4条原则：①名从主人原则；②保持地名稳定性原则；
③消除外来影响原则；④科学性原则。2）重点对广
东省提交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更名的初步方案”
中的271个地名进行审议。分审议南沙群岛地名（两
天半）、东沙群岛地名（半天）
、西沙群岛地名（半
天）、中沙群岛地名（半天）、全面复审南海诸岛地
名（全天）进行。在此基础上，对初步方案中的地
名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些修改补充意见是：①
对原来提出的271个地名，修改了32个，其中属于消
除外来影响的有20个；更名的名称中，用渔民地名
的20个；更改的名称中，用渔民名称的8个；另命新
名的19个；恢复1947年命名的2个；保留海军航保部
地图上名称的2个；正名不变括注副名的1个。②增
加命名19个，其中属于消除外来影响的11个，新增
名称中，采用渔民地名的10个，另命新名9个。3）
对中沙群岛划分、中国领土最南点等问题进行专题
讨论。
这次会议要求广东省在会后结合过往资料，把
审议的南海诸岛地名整理后，上报中国地名委员会。
1982-12-25，中国地名委员会批复整理后上报的方
案。1983-04-25，中国地名委员会授权在《人民日
报》公布《中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
。
笔者在出席南海诸岛地名审定会议之后，于
1982-06-02，给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东省地名委
员会主任李建安写信建议：
“广东要按会议要求，保
证上报材料的质量，以及编辑出版《南海诸岛地名
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为今后工作打下基础。”
1982-07-14，李建安对笔者的信作了“国庆同志并
转罗挺同志：刘南威同志的意见好，请转处”的批
示。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后，1984年11月广东省
地名委员会根据省政府指示，组成编委会（陈史坚
任主编）
，编写了《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于1987
年3月由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汇编》
汇总了南海诸岛普查与地名审定资料，以及其他与
南海诸岛地名相关的资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南海
诸岛地名著作。
4.3 命名的主要特点
与1947年中国第三次命名相比，此次命名有几

5期

刘南威：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个特点：
第一，公布的地名多，共有287个，而1947年公
布的地名为172个。对这172个地名进行审定，根据
稳定性原则作为标准地名保留的152个，保留名称暂
不公布的2个，销名2个，更名16个。
第二，除公布岛（含石）、洲、礁、沙、滩名称
外，还对水道（门）进行了命名，共公布了13个水
道（门）标准地名；
第三，改变了名不副实的地名，做到了“是岛
称岛，是礁称礁”，如1947年公布舰长暗沙等，实际
上不是暗沙，而是礁，这次公布时都改为礁，1947
年公布的北子礁、南子礁，实际上不是礁，而是岛，
这次公布时都改为岛，1947年公布的毕生岛、玉诺
岛，实际上不是岛，而是礁，这次公布时都改为礁
等。
第四，大量采用渔民习用地名，总数达129个，
其中，有48个作为标准地名（含用渔民习用地名的
谐音），有81个作为“当地渔民习用名称”列出，与
标准名称相对照。
在81个与标准地名相对照的渔民习用名称中，
包括与标准地名曾母暗沙相对照的渔民习用名称
“沙排”。事实上，
“沙排”不是曾母暗沙的渔民习用
名称，虽然个别由海南渔民创造、举世无双的《更
路簿》提到“沙排”，但该《更路簿》中的“沙排”
是指标准名称长滩（10°55´―11°09´ N、114°37´―
114°49´ E）的渔民习用名称，而不是曾母暗沙的渔
民习用名称，把“沙排”当作曾母暗沙的渔民习用
名称是张冠李戴的。实际上，曾母暗沙是没有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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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用名称的。

5

结语

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4次命名，各具特点，地
名数量逐次增加，地名寿命长短基本取决于命名原
则的合理性。而大量采用渔民习用地名，把民间地
名转为官方地名，奠定了标准地名的群众基础。渔
民习用地名是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中国人
民最早发现和命名南海诸岛，是南海诸岛的主人，
从而大量采用渔民习用地名，是从地名学角度，对
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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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overnment’s Nam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LIU Nanwei
（School of geography，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Chinese people first discovered and named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since the Han Dynasty, each dynasty has named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here have been four times of
naming process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i Zhun’s naming of Xisha Islands
during his patrol of the sea; Committee on land and water map’s nam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Nam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m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Chinese Commission on Geographical Names. The background,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naming proces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significance to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each naming proces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were in detail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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