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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扈智超）
由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整理出版的《浙江海
防文献集成》第一辑，近期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发行，从而让珍贵的古籍文献实现了全社会共
享。书中共收录了《日本考略》《使琉球录》和
《海寇议》三本涉外古籍，三位作者都是明朝的
宁波人。

镇海扼守甬江出海口，是宁波的咽喉、浙
江的门户、长三角的海防前哨，在中国海防线
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明代开始，镇海经
历了一次次来自海上的外敌冲击：明朝时抗击
倭寇、驱逐葡萄牙海盗，鸦片战争时期抵抗英
国侵略军，中法战争中反击法国舰队，抗日战
争时期的镇海保卫战……镇海的海防史，就是
中国海防史的缩影。

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漫长岁月中，镇海逐渐
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海防文献。这些海防文献，
不仅详细记载了历代海防制度、海防思想、海
防事件，也生动地记录了镇海人抗拒外辱的不
屈斗争，是镇海历史文化遗产的瑰宝。遗憾的
是，此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海防文献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致使部分珍贵文献散失各地。

从去年开始，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启动
了《浙江海防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把一
批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
采用原书影印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书
的风貌，旨在把散落的文献集中起来，让全社
会共享，以充分发挥其研究价值。

历时一年的搜集和整理，目前《浙江海防
文献集成》第一辑已出版，以时间为序，第一辑
中收录了明朝抗倭时期的三本文献《日本考
略》《使琉球录》和《海寇议》。

据介绍，《日本考略》由明代宁波定海县城
（今镇海城区）人薛俊所著，是明代民间最早关
于防倭抗倭的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
究日本的专著，把中日关系从汉代一直叙述到
明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可以说是一部简易的
中日关系史，对于了解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浙江海防文献集成》
第一辑出版

影印了三本
明代涉外古籍

作者都是宁波人

本报讯（记者 戴斌）本周六（2月16日），“一人一
技”免费公益活动——“甬欢”四轮车挑战赛将在市老年
体育活动中心举行，模型运动爱好者可免费报名参赛。

“一人一技”是我市体育部门推出的全民健身公益
技能培训活动，有20余个免费培训项目，其中包括车
模、空模、海模等科技体育内容。本次“甬欢”四轮车挑
战赛设有幼儿亲子组、青少年组和公开组，只要是模型
运动爱好者均可参加。本周六上午，在市老年体育活
动中心报到处可现场扫二维码报名，网络报名幼儿亲
子组前300名和青少年组、公开组的前200名选手，均
可免费领取大会提供的木制比赛用四轮车部件一套。

报名选手领取四轮车部件后，需用自备工具现场
完成组装，并于当天下午在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综合
馆参加比赛。

“一人一技”免费公益活动

本周六邀青少年挑战四轮车

本报讯（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潘彦）元宵节快到
了，80岁的“花灯爷爷”邵义德致电本报热线，说是要找
小小接班人，教大家做花灯。

邵义德家住江北庄桥街道广泰社区。昨日，记者走进他
家，看到墙上挂了10多盏花灯，邵义德说，这些灯都是他利
用废旧材料制成的，光声电一体，会动，会发光，还会“唱歌”。

邵义德退休前是一名中学物理老师。退休后，他
承担起了接送孙子上幼儿园的任务。有次幼儿园里搞
活动，需要制作小手工艺品，邵义德利用家里的废旧材
料，与孙子一起做了个火炬灯，没想到获了奖。此后，
祖孙俩就经常一起利用家中的各种废旧材料做花灯。

2006年，邵义德参加了“月园灯会”，获得“灯王”称
号。2010年，他变废为宝做花灯的故事还被拍摄成短
片，在上海世博会滕头馆里播放。后来，他还受邀到市
青少年宫百艺坊教小朋友做花灯。

本周六上午，邵先生将在广泰社区活动室里现场
教孩子们做花灯，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在今明两天拨
打社区电话87753183报名参加。

“花灯爷爷”要教小朋友做花灯

福彩开奖信息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19016期：03 05 13 16 28 02 06
20选5第19037期：06 10 12 15 19
排列5第19037期：6 9 9 3 6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七乐彩第2019016期：02 05 13 16 18 24 25 03
6+1第2019016期：1 6 6 3 2 0 兔
15选5第2019037期：04 07 12 13 15
3D第2019037期：7 5 6

《使琉球录》是明代宁波鄞县人
陈侃所著。嘉靖十一年（1532），琉
球国王尚真去世，其子尚清请求册
封。嘉靖帝派陈侃出使琉球，册封尚
清为琉球国中山王。嘉靖十三年
（1534），陈侃在福建完成《使琉球录》
一册。次年陈侃回京后，将此书进献
于嘉靖帝。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
部琉球册封使实录，也是现存年代最
早的使录，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明代外
交活动提供了宝贵史料。

《海寇议》由明代浙江宁波卫（今
海曙城区）人万表（万斯同的高祖父）
所著。万表曾任浙江掌印都指挥、南
京大校场坐营、漕运参将、南京中军
都督府佥书、总理浙直海防总兵官等
职，他数次参与抗倭战斗，对防倭有
独特的见解。他曾提出由于“课税苛
重，民无田耕作，致逃避附倭”。《海寇
议》是最早由抗倭高级官员（总兵）编
写的海防书，研究明朝倭寇的学者无
不提及，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据悉，海防历史文献的整理搜集
工作仍在继续，接下去将出版《浙江
海防文献集成》第二辑，《嘉靖平倭袛
役纪略》《赵文华平倭奏疏》等将会收
录其中。

《浙江海防文献集成》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