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南珠养殖

南珠的地域概念

南珠的地域概念，众说纷纭。客观、公正地说，中国的南珠生产，东起雷州

半岛，西至东兴与越南的交界海面，南至海南岛的广大水域。廉州、雷州珠池，

是历史上南珠的主要产地。以“雷、廉”为中心，包括东莞、惠州海域生产的珍

珠，都叫中国南珠。历史记载的中国珍珠主要产于“雷、廉二地”，就是这个概

念。

合浦古称“廉”，二千多年前就设立了郡县。合浦是众多河流汇集的地方，《今

县释名》说：“合浦盖因合水为名”。《说文解字》说，“浦”，指水湾而言。凡陆

岸环抱，江流汇聚大海皆称“浦”。大陆架伸入北部湾最深处，就是今北海港区

的东北隅，这是名副其实的浦区。

涠洲岛四周浩瀚的海面，人称“珠母海”。

中国古代“雷、廉七大珠池”，其中有五个在廉州境内。这就是古人把廉州

当作南珠主要产地的原因。

近代，人们把产于海南三亚、广东湛江、广西海防、钦州的珍珠也通称为南

珠，从而可以看出南珠的地域在延伸，也可以把产自于中国南部海域的海水珍珠

称为南珠，与产自于日本的海水珍珠—东珠相比较，是完全可以理解并成立的。

南珠的捕捞与养殖

珠母海与珠池

涠洲岛距离北海市东南方向 36 海里，面积 26.63 平方公里。是广西第一大

岛，也是我国最年轻的火山岛，这里土地肥沃，植物茂盛，乌语花香。涠洲岛是

一个生机盎然的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盛产珍珠的地方。

《旧唐书·地理志》就有这样的记载：“廉州合浦有



刚从蚌内剥离出的圆而硕大的珍珠

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这里面所说的珠母海，即珠母生长的海域。晋朝

的刘歆期所著的《交州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去合浦八十里有涠洲，其地产珠”，

而这个涠洲即现北海市涠洲岛海区。由于涠洲岛海区盛产珍珠，所以古人把这里

称为：珠母海。

在如今的北海市区及铁山港区的南部沿海一带，就是古代大规模采集珍珠的

区域。这里的海域自然条件非常优裕，适合珍珠生长的海区星罗棋布，人们认为，

海底也许就有大量的天然珍珠，由于这里的海水深度往往达数十米，因此在没有

现代潜水设备的情况下，要想进行大规模的采珠活动是不可能的，这里虽有着珠

母海之称，但从以往历史上看，所产珍珠并不多。

有趣的是，与涠洲被称为“珠母海”相呼应，人们把产珍珠比较集中的地方

形象地称为“珠池”。

珠池其实就是珠贝相对集中的海区。由于珠池也与珠母海的概念大同小异，

因此珠池又名珠母池。如果从大范围上看，几乎整个北部湾海区都可以称为珠母

池，因为这一带海域许多地方都适合珍珠的生长。

当然，由于受到气温、海底环境、周边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南珠并非均匀地分布在所有的海域里，而是多数集中在几个生存条件最好的区

域，经过几百年采珠活动的逐步摸索，这些区域慢慢浮出水面，让人们关注它。

人们将这些区域称作“珠池”。



以往在这一片不大不小的海区里，先后曾有十多处海区被称为珠池。其中产

量最大、最出名的有七大珠池。人们把这些珠池命名为：乐民、乌泥、平江、杨

梅、青婴、断网、永安。这七个珠池有六个分布在合浦沿海，如：断望（也称断

网）池在今北暮至婆围海面，青婴池在今北海市龙潭至合浦西村海面，永安池在

今山口永安海面，乌泥池在今广东廉江县凌录至合浦英罗海面，白龙池在今白龙

海面，杨梅池在今福成东南海域，平江池在今南康石头埠海域。这些地方出产的

珍珠，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好，历朝历代供奉的南珠多数就是产自这些地方。

古代的帝王为了控制珍珠的采集为自己享用，甚至不惜派出军队来把守这些珠

池，在明代，白龙珍珠城从来就是重兵把守的。

其实，这些地方集中盛产珍珠决不是偶然的，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这些海域

非常适宜珍珠的生长，比如：营盘、白龙等地海面，即使是现在，也仍然是人工

养殖珍珠的最佳地区。

古代采珠

在古代，如果想要获取珍珠，就必须潜入海底作业。因此，在科学技术不发

达的古代，采珠是一项高风险的职业。可以说，每一颗珠子的获得，都是采珠人

用生命作为代价获取的。让我们先看看古代人是如何采珠的吧。

据记载，我国古人最原始的采珠方法是：采珠人先用长绳缚住腰，携带竹篮

深潜到海底，把拾到的珠蚌放到竹篮里，然后摇动缚在腰上的绳子，告诉海面上

的人拉绳子，海面上的人把采珠人连人带竹篮迅速拖上水面。这样的采珠方法虽

然危险，但也是当时的科学技术和环境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古代其他国家的采珠方法和我国也有着类似的地方，比如波斯湾沿岸的产珠

国也是用这种简陋的方法。宋朝赵汝适在《诸番志》上是这样记载的：“每采珠

用船三、四十只，船数十人，其采珠人以麻绳系身，以黄蜡塞耳鼻，入水约二三

十余丈，绳缠于船上，绳摇动则引而上……”。



用这种方法采珠，人在海底既要经受缺氧的考验，心脏要承受来自海水的巨

大压力，而在冬季，还要忍受海底逼人的寒气。最可怕的是，还要面对随时而来

的大鲨鱼等海底凶猛生物的袭击。

古代采珠女

从明朝开始，经过无数试验，兜网采珠的方法被普遍推广和运用了。珠民用

铁制造出犁靶一样的齿网，网口两旁用大石固定，网口后连大网兜，船拖网而行，

捞取珠蚌。这样的方法，类似于现代拖网捕鱼。

这一改革，珠民的生命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至少潜入海底的时候不太

多，闷死和受鲨鱼威胁的概率大大降低了。即便如此，对于珠民来说，他们的生

活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因为这种拖网采珠的方法会大大增加成本，比如购买大

船和聘请工人，只有有钱人才承担得起，因此，到了后来采珠业变成了富人专利。

早在 2000 年以前，南珠就被历代朝廷列为贡品，专供达官贵人享用。为此，

在南珠的采集、管理和运输等方面，历代朝廷都采取了严格的对策，达到控制南

珠的目的。

从南汉开始，珠池被列为禁区，禁止民间私自采珠。对于为朝廷采珠的珠民

也严加管理，把他们列为永生不能改业的贱民。

南汉小王朝在历史上没什么名气，但是为获取珍珠所采取的手段却极为严

厉。宋建隆三年，不但把合浦县改制为媚川郡，而且派兵八千人常驻合浦沿海，

设“珠场司”专官，控制沿海珠池，不准民间自由采珠。还定出极其繁重的上贡

“珠课”。



到了明朝，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在用军事手段加强海防的同时，加强了对

珠池的控制。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在合浦县城廉州东南 35 公里处的白龙

村建造白龙城，既防倭寇又管采珠上贡。城内设有采珠太监公馆、珠池大使官邸、

珠场巡检司等机构。动用海防的军队来控制珠池，这就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对于采

珠业的重视。明朝为控制南珠，不但建了白龙城，还建有雷州乐民城和合浦永安

城。明朝诗人赵瑶有诗曰：“曾驱万命沉渊底，争似当年去不还。”

在明朝，东起广东廉江县，西至越南边境，设“寨”八处，每寨统归于白龙

城巡检司统辖，防倭寇的同时，监守珠池和对付反抗的珠民。这期间，朝廷除了

设总镇两广太监于广西梧州，统辖雷州、廉州珠池外，还派御史前来督办采珠，

又从府城抽调都知监等武职官员前来协同巡守。文官武员，一齐动员。可谓声势

浩大。到了 1628 年～1644 年期间，在上述八寨的基础上增设十寨，达十八寨。

这都是为了迫使珠民更多的向朝廷进贡珍珠而设置的机构。

珍珠养殖

南珠不仅外表浑圆剔透、光彩夺目，而且由于里面含有多种有机质和微量元

素，所以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然而，南珠虽然被发现和利用的历史有 2000

多年，但真正造福人类，还是在人工养殖技术出现之后。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想到珍珠的养殖问题，并且开始做这方面

的尝试。然而由于珍珠对于生活环境的要求很高，而且自身又比较娇贵，所以，

人们是经过漫长的探索和试验才掌握了珍珠的养殖技术。这方面的突破首先是从

养殖淡水珍珠开始。

所谓的淡水珍珠，也就是河蚌里的珍珠。我国早在宋朝便有用河蚌养殖珍珠

的记录了。那时人们选择质量圆润的蚌蛤，打开蚌口，投环含之，然后养二年，

以蚌养环，形成珠层，一颗珍珠就这样大功告成了。把环放进蚌蛤内养成珍珠的

方法在我国叫做“殖珠法”。值得自豪的是，我国是最早开始养殖淡水珍珠的。



后来到十八世纪中叶前，这个方法由我国逐渐向欧洲传播，并逐步传到了其它地

区。

淡水养殖珍珠虽然出现得早，但是，在随后的几百年里，海水养殖的技术却

一直是一个空白，毕竟海水里的生存条件比河水要复杂得多，养殖技术也就复杂

得多。直到 110 年前，人类才开始真正掌握海水养殖技术。虽然我国的淡水珍珠

养殖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第一颗海水养殖珍珠却不是诞生在生产南珠的中

国，而是生产在我们的近邻——日本。

御木本幸吉

海水珍珠养殖技术的发明人是一个制面条工人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御木本幸

吉。他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珍珠贝的生活习性和珍珠的成因。然后才决定

作人工培养珍珠试验的。

1880 年，御木本幸吉采用中国古老养珠法，将各种不同物质放入蚌体内养殖，

结果形成了各式各样不规则的珍珠。1883 年御木本幸吉克服了水质污染和红潮的

干扰，成功地养得半圆形的钮扣珠。1905 年红潮损坏了御木本幸吉的 9 万只贝，

就在 25 年心血被毁之际，已濒临绝望之时，却意外地在一只贝类肉体上发现有

一伤口，用小刀探之，觉得内有硬物，剖开时，果然是一颗半圆形珍珠，在其他

贝中找寻，又找到四粒，这些伤都在同一个部位——外套膜，结果，养殖圆珠的

奥秘终于被御木本幸吉找到了。自此以后，日本养珠业兴盛起来，这除了御木本



幸吉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国家重视，鼓励养殖珍珠，并大量出口换汇。到 1920

年时，日本人尊称御木本幸吉为”养珠之父”。

据记载，人类历史上这第一这颗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不但小而且不规则，甚

至可以说非常丑陋，但它出现的意义非常重大。海水养殖珍珠技术的出现标志着

海水珍珠真正造福人类的开始。

当时的日本政府当然知道这项技术的意义和重要性，为了垄断珍珠的生产，

日本以法律的形式把珍珠的养殖技术保护起来，在本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在

随后的几十年，人工养殖海水珍珠在日本迅速形成从养殖到加工的一整条产业

链，从此，日本成为了珍珠生产的超级大国。在其他国家还没有掌握珍珠海水养

殖的时期，御木本幸吉最多养了 1200 万只珠贝，所产的珍珠竟占全世界的 75%!

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出现，日本沿海的水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上人工养

殖成本的提高，如今日本的海水珍珠养殖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没落的产业，但是，

他们的加工和养殖技术在世界上仍然是领先的。

我国虽然在历史上一直是海水珍珠的重要产地，而且南珠的品质也得到了世

界的普遍认可，但是由于上千年连绵不断的过度开采，使得天然珍珠的产量急剧

下降，到了建国初，每年秋后剖珠季节，沿海只有几艘本地珠船和几艘海南临高

船采捕珍珠，几艘船每日共产珍珠约 4 至 5市两。因此，南珠这一大自然赐予我

们的珍贵财产正面临着绝迹的边缘。

解放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海水珍珠养殖工作，各级政府、各个

部门也都给予大力的支持，1955 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对合浦沿海珍珠

生产进行了调查。

1957 年 11 月，周恩来总理对当时的合浦地委指示，“要把几千年落后的捕珠

改为人工养殖。一定要把南珠生产搞上去”。

1958 年 3月 26 日，在营盘白龙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海水珍珠人工养殖试验场。



1962 年，在熊大仁教授的指导下，合浦珠母贝人工育珠成功，并在当年培育成功

了我国第一颗人工养殖海水珍珠。

1965 年，广西合浦珍珠养殖场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合作获得了人工

育苗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获得合浦珠母贝人工育苗成功，从此实现了珍珠育苗、

养殖全人工化，使当时的天然珍珠贝面临灭绝的情况得到好转。“人工培育贝苗”

获得 1976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捕珠改为人工养殖，仅 1965 年一年，合浦收获得

珍珠 33公斤。

1966 年，合浦珍珠场采用科学方法育珠，使人工育珠周期由过去的 3 周年缩

短到一年多，产量由原来每万只珠贝收珠 10斤左右提高到 24斤以上，从此珍珠

养殖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从此我国的海水珍珠养殖事业翻开了崭新的

一页，南珠开始重放光芒。

自上个世纪禾以来，人工养殖珍珠作为一种产业，迅速发展。至今，养殖技

术已经相当成熟。我国南方沿海各珍珠养殖场不仅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养殖技术，

还不断地总结经验，开拓创新，发展新品种。北海人石子聪经过十多年的探索，

以黑蝶贝、白蝶贝、马氏贝为母贝，用生物技术方法，培育出玫瑰红、翡翠绿、

海水蓝等五彩缤纷的彩色珍珠。并申请了发明专利。通过专家鉴定，此项技术填

补了国际空白。合浦一位老珠农也培育出了佛像珠。



广东韶河珍珠研究所所长谢绍河先生经过多年努力，开发出一种新品种。只

要将佛像、人像或各种图象植入蚌体内，长成后的有核珍珠里就有这些栩栩如生

的图像，极富观赏性，且珍珠颗粒大，圆润，光泽度好。目前国际市场需求量大、

价格高。我国南方沿海的珍珠养殖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说前几年的

珍珠养殖尚处于起步阶段，培养出来的珍珠颗粒小、珠层薄、品种单一的话，到

了今天，珍珠养殖已向颗粒大、珠层厚、品种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珠农在经历了前几年粗放粗养，质量差价格低的经验教训

后，实施精耕细作，做好珠贝疏养，大力推广深水育珠、术前处理、透视插核、

插大核、单核、彩色珍珠等一系列高科技术，取得良好效果，珍珠产量大幅度提

高。出产的珍珠，珠层厚，光泽好，商品率达 95%以上。

珍珠贝的生活习性

珍珠贝在动物学中，称为软体动物，或双壳贝类。

目前发现的珍珠贝主要有“马氏珍珠贝”、“黑蝶珍珠贝”、“白蝶珍珠贝”等

几种，其中以马氏珍珠贝最为普遍。举世闻名的南珠就是由马氏珍珠贝孕育而成

的。

马氏珍珠贝主要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区，北部湾正好处于这个位置，而现

在北海管辖的合浦海域又正好处于北部湾中最适合马氏珍珠-生长地区，因此这

里被人们称为南珠的故乡。

通常，珠贝的体形侧扁，在海底侧卧，这样可以减少水流的冲击。蚌体前方

长有一些丝状足丝，这样可以用这些足丝把“身体”附在沙石等物体上。

珍珠贝一般喜欢成群结队聚居在一起，当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不适宜它的生

存时，它们就会将足丝合去，用足基组织慢慢移动或者以双壳急速闭合喷水滑行

到适合的新环境中去。历史上在合浦一带就发生过珠贝集体迁移的情况。但是，

这样的“逃跑”方式，其实是非常缓慢的。因此，一旦面临灾难，珍珠全军覆没



的概率非常大。

珍珠贝的食物主要是一些浮游硅藻和一些有机碎屑。但对于生长环境却要求

很高，既经不起酷暑严寒，又惧怕狂流浊水。珠贝最适宜生长于水暖如春，水流

稳定、畅通，有适量淡水流入的港湾。

珠母贝是暖水性贝类，喜欢生长在低潮线附近至水深 20 米处的海区，适宜

水温 15℃～30℃，最适水温 23℃～25℃。适应海水盐度 19.5～36.5，最适 26～

32，要求海水水质洁净，浮游生物丰富，潮流畅通。

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再加上生长周期又比较长，使得天然珠贝的死亡率非常

高。

除了环境的影响之外，珠贝在海里还得面对穿孔海绵、牡蛎、海星、章鱼等

外来敌人的侵袭，像牡蛎这样的东西常会固定在珠贝的壳上，妨碍珠贝的正常生

长；而海星、章鱼等却往往是以势欺贝，用它们强有力的爪子打开珠贝，以珠贝

的肉为美食！也正是因为珠贝的生长面临种种挑战，才增加了它的珍贵性。

世界上的著名珍珠

真主之珠

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海水珍珠—真主之珠

“真主之珠”在世界天然珍珠中排名第一，它是至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的

天然珍珠。1934 年 5月 7日，一群儿童在菲律宾巴拉旺海湾里捕捞海藻，他们上



岸后发现一个小孩不见了。经多方寻找和打捞，发现小孩在潜水时，双脚被一只

大蚌壳夹住了，已溺水而死。人们把小孩连同蚌壳抬上岸。打开蚌壳，里面有一

颗极大的珍珠，闪闪发光。这颗珍珠长 241mm，宽 139mm，重 635g。这是世界上

发现的最大的天然海水珍珠。当地酋长重赏了这群小孩之后，把这颗珍珠收为己

有。它被命名为“真主之珠”，当地华人称它为“老子珠”。1969 年，一位叫霍普

的美国医生因为治好了酋长儿子的病，为了报答救命之恩，酋长把这个价值连城

的珠宝送给了医生。这颗世界上最大的海水天然珍珠，现收藏于美国旧金山一家

银行的保险柜中。

亚洲之珠

亚洲之珠

“亚洲之珠”在世界上已发现的天然大珍珠中排名第二，是在公元 1628 年

在波斯湾海上得到的。在“真主之珠”尚未发现之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珍

珠。它长径 100mm，短径 70mm，重 121g。发现后被命名为“亚洲之珠”。有趣的

是，在它被发现后的一百年，这颗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珍珠，被波斯国王送给了中

国清朝乾隆皇帝，成为乾隆皇帝的宠物。乾隆驾崩后，“亚洲之珠”成了他的陪

葬品。后来，盗墓贼从陵墓里把它盗走，这颗珍珠就不知去向。若干年后，它出

现在香港。它是被作为债务的抵押品，抵押给天主教的外方传教理事会。再后来，

由于债务人还不起债，“亚洲之珠”就成了教会的收藏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颗珍珠曾在巴黎出售，其售价及买主、卖主都秘而不宣。从此以后，“亚洲之



珠”又失去踪迹。直到 1993 年，“亚洲之珠”和下文将要说到的“希望之珠”同

时在日本出现。这是日本一家珠宝店为了纪念日本人工养殖珍珠成功 100 周年，

从伦敦的所有者那里借来展览的。

希望之珠

希望之珠

“希望之珠”也是世界上超大天然海水珍珠之一，它仅次于“真主之珠”、“亚

洲之珠”，位居第三。它重 117.1g，最小部位周长 82.5mm，最大部位周长 104.3mm

它最早为伦敦家银行收藏，后来收藏于大不列颠国家历史博物馆。据说，二战期

间这颗珍珠曾经去向不明。如果 1993 年在日本展出的确实是“希望之珠”，那是

失而复得，可喜可贺。毕竟，人类获得这样的稀世珍宝，屈指可数。

世界十大名珠：

1、“真主之珠”

2、“亚洲之珠”

3、“希望之珠”

4、“摄政王珠”，呈卵形，重量为 16.85g,于 1887 年出售。曾经属于法国王

室的一颗大珍珠。

5、“诺蒂加珍珠”，是一颗奇异而著名的大珍珠，呈绿色，为鲍鱼贝所产。

重量为 8.75g，这颗巨珠归诺加夫人所有。

6、“拉帕雷格林纳珠”，重量为 6.7g。1560 年发现于委内瑞拉。最初赠给西



班牙菲利浦二世，到 1734 年因王宫失火下落不明。

7、“查理二世珍珠”，1691 年发现，因赠给英国查理二世皇帝而得名。重量

为 5.6g。

8、“拉帕来格林那珍珠”，其形状精圆，重量为 5.6g 沙皇时代藏于莫斯科博

物馆。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大珍珠。

9、“珍珠女王”，是一颗非常漂亮的东方珍珠，重量为 5．5g，已于 1792 年

与法国王室的珠宝一起被盗。

10、“奥维多珍珠”，1520 年有人在巴拿马买到这颗大珍珠，重量为 5.2g，

传说当时有人用比珍珠重 650 倍的纯金交换。该珠又称“莫来勒斯珍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