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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辑

地 名 · 景 观
从东京湾到北部湾

北部湾一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1955 年 6月 12 日发文更定。此前名“东京

湾”，缘起于 1886 年(清朝光绪十二年)中法战后，战胜国清朝政府的屈辱退让，

法国转败为胜，越南从中国保护国变为法国殖民地，越南北圻首府河内被定为“东

京”，随即把与中国接壤的海域，命名为“东京湾”。

北部湾是新中国成立后更定的地名，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清除殖民地意识

形态的重大举措，但它的含义向未得到普遍理解，有提出更名建议的。笔者认为，

北部湾是最完整最科学的地名，技术上涵容了方位、地理以及强烈的政治针对性，

不能更改一字。

追溯历史地名本源，北部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域，与它的历史概念极不一

致，故用任何历史地名以偏概全总揽今日的北部湾都欠准确。唐朝以前有南海、

越海、徐闻(港)、合浦(港)、交州(湾)以及珠母海等名。南汉称媚川。宋、元时

期有珠池、海门、桂海等名。明朝有交趾洋、交州池、西南海夷和南九边等名。

清朝有廉州湾、钦州湾、越南湾和东京湾等名。宋元以前名称有的含北部湾以外

海区，有的属北部湾以内的局部水域，明清以后虽属专名，但其中所谓越南湾、

东京湾都是外国人别有用心的命名。利用地名实行对中国领土蚕食，可谓是西方

殖民者的一大发明。但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不用“越南湾”而用“东京湾”，原

来有更周详的考虑。越南湾一各，见于陈寿彭译书《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其范

围包括海南岛以东的七洲洋海域。这种随心所欲把中国领土划入某种需要范畴的

做法，虽属西方殖民者的本能，但却不能无视外交对手清政府还有利用价值的现

实，避讳了“越南湾”这个连一点遮羞布也没有的，较易激起中国朝野公愤的敏

感问题，故采用用意含蓄，在用词技术上属前代“交趾洋”脱胎的“东京湾”。

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了。

交趾洋一名，见于《郑和航海图》，所以未被中国明朝政府看成有碍领土主



权的问题，是因为中越之间有特殊的政治渊源关系，一向不存在边界划定与纠葛，

“自宋、明以后(中越)边境不设关卡。”中国边地“任越民垦辟。”1886 年以后，

中越关系已因法国的楔入而发生质变。由原来中越的亲缘关系变成中国主权国与

法国殖民当局之间的关系。从这种背景下出笼的“东京湾”，其内涵绝非历史上

“交趾洋”的量变，本质是彻底殖民化的、对我主权含有挑衅性的一个地名了。

北部湾的含义，就是立足南中国海主权范围极边的南海诸岛最南端的曾母暗

沙相对而言，从这个基点向北“放射”，则北部湾最名符其实地处于南海诸岛最

北的雄南礁以北，以“北部”作为“湾”的专名。容纳了南中国海上的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等的完整主权，其政治内涵，远非仅是针对“东京湾”旧名而已。其核

心是“北部”二字，故挪移一字不得。

(《北海日报》1995 年 3月 23日)

从“山辉川媚”到两个“八景”

古合浦郡地曾称“媚川都”是有一番来历的。南汉(917—971)末代皇帝刘长，

虽属有名的暴君，但却是当之无愧的工艺美术师，且不说他用珍珠亲手编织鞍带

献给宋太祖一事，他对珠乡旅游文化也作过颇大贡献呢。他把合浦(具体所在即

今北海港)评价为山水明媚之乡、生珠蕴玉之地。故把原合浦郡地改称为’媚川

都”。这个美丽的地名，取义于六朝大文豪陆机一篇题为《文赋》中的“石蕴玉

而山辉，水怀珠而川 I 媚”后一句来套就合浦海出珠宝的地理特点，十分贴切。

不要把地名看得无足轻重，它是旅游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好的地名，是

吸引游客最直观最感性的宣传讯息。“媚川”一名，是千古诩为盛事的“合浦珠

还”故实凝炼化与文采化相结合的升华，它一直影响到宋、元以后时期。北宋京

城开封的旅客，为此慕名前来贩珠旅游而致富的不少。元朝大都(北京)商贾来合

浦贩珠的亦络绎于途，“媚川”一名余韵所及，使此方得益于旅游带动地方经济

的繁荣。

明朝，地名向景物化发展，应该说这是“媚川”命名技巧性的继承和具体化，

可能从中探究出古人对“旅游事业”概念的倾向。正统三年至万历三年(1438—

1575)时期内，相继出现所谓“廉州八景”和“廉阳八景”的景点和命名。不要

认为古代文人雅士的即兴活动是片面的，其中涵容了对山川景物倾注的美学思想

以及对乡土自然环境美的热爱感情。这些已经属于现代“旅游文化”概念的范畴



了。

“廉州八景”的名称，按对偶词性组合为四组：

一、东山叠翠廉州城东丘陵起伏，苍翠为叠的概貌。

南浦生珠 北海海域因产珠而别具“贝宫生明月，鲛室有夜光”的内涵。

二、西门古渡 廉州城西门廉江渡口，“碧水趋海，青山入云”和“济川”

人不绝的景观。

北府灵祠 城北孟(尝)太守祠堂遗迹。清代已无考，贤宰孟尝“为官合浦去

珠还，万古流芳天地问”而为后人景仰，当之无愧。

三、天涯驿路 廉州至钦州古驿道，向是“落日殊方来贡使，春风千里快骅

骝”的中越国际交通线，具有外交意义。

阜市人烟 繁华辐辏，堪称“海疆一大都会”的廉州城，当时已是“几家峻

宇争高下，无数征商自往来”的商业城了。

四、泮池夜月 原廉州府衙(今合浦体育场)左方，有一泓方池，池水月影为

二，称“双月池”。此奇观早毁。

海角潮声 南流江口古海角亭下，潮声澎湃，“万水有波皆喷雪，九天无雨

自鸣雷。”震撼多少谪宦迁客的心扉。

“廉阳八景”后于“廉州八景”出现，前者是后者的微观，其地域范围是大

廉山之南(阳)，东起山口，西止北海的沿海五十华里内。也按“廉州八景”分类

原则排偶，其中的“海角春风”与“冠头秋霁”二个景点属今北海市范围，限于

篇幅，从略。

前后八景在明、清以来方志中都录存了无数溢美的诗文，名句流传，美不胜

收，在拙编《珠浦历代诗选注》中曾节选介绍。在技术方面；前后八景中都有一、

二个人文景观。如前八景中的“阜市人烟”和“北府灵祠”，后八景中的“古寺

灵钟”等都属人工景物，值得今人开展新八景选点命名的参考。

(《银滩旅游报》1995 年 3月 9日)

北海古地名考

北海市境自秦、汉设郡，便先后属于象郡和合浦郡地。直至建国后独立成市

建制以前的二千多年中，都是合浦县的辖境。但是这块土地的专名，到清朝康熙

初年才有，其中的局部地名，即与合浦有联系的共名．远在晋朝就有了。为便于



说明，分为共名和专名两部分介绍。

共名：

一、海北雷州半岛以东至防城县的沿海地区，相当于湛江和钦州地区所属范

围，是与海南岛相对而称，始于北宋，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元、明仍沿称

海北道。

二、海门 今廉州与北海港的共称，意即廉州湾的门户，始于北宋，见《太

平寰宇记》。

三、媚川 合浦县在南汉改设媚川郡，廉州的东南和西南沿海名媚川都。源

自“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意指此地是“山辉川媚”的珠宝之乡。特

驻军八千在此处作为采珠的专业队伍，北海市境是采宝的重点，设有媚川馆。见

《宋史》和《大清一统志》引《舆地纪胜》。

四、廉阳概指廉州、北海一带地区。即在大廉山之阳(南方)。见《大清一统

志》。又王龙岩一名“廉阳古洞”，本此。

五、宁海 合浦县南自白龙至北海沿海一带，意取海疆宁静，属于北宋时的

合浦县乡都，见《太平寰宇记》。

专名：

一、合浦北海港至涠洲岛的水域即古之合浦，意谓众水汇注之地，“盖因合

水为名”(《今县释名》)又《太平寰宇记》：“在州西南一百六十里，有珠母海，

郡人采珠之所，古之合浦也。”

二、合浦水北海港至涠洲之间水域。出处同上。

三、围洲(明朝以前称围洲) 今涠洲岛·见晋·刘歆期《交州记》：“合浦十

八里有围洲，周围一百里，其地产珠”。

四、野马渡 简称马渡，见《寰宇记》：“合浦水一名马渡，昔有野马渡此，

因名之。”

五、古里寨 今北海市区，是明初设置的防倭寨名，因有古里村而名，寨址

在今市区。见《大清一统志》

六、龙潭寨相当于西塘乡全部和高德乡一部分。亦明初设的寨名，寨址在今

古城岭。

七、靖海今北海市(含涠洲、斜阳)，是清道光年间设置的团练辖区名称，见



《合浦县志》，民国后仍沿称。

八、杨家山高德乡与合浦乾体乡属之，原为宋设的乡都建制名称，明、清仍

沿其名。

(《北海市志通讯》创刊号 1986 年 10 月)

“北海新八景”名称和特征说明

一、龙虎银滩

在北海南郊 9.8 公里，高沙龙与白虎头两渔村之间的海滩。

这里沙白平软，滩涂宽广，海水洁净。沿岸林带茂密，浓荫绿盖与晶莹、如

银的石英沙滩、皓皓白浪形成鲜明对照。为避署游泳胜地。素有“南方北戴河”

之称。

考地名普查档案。原来高沙龙，白虎头的村名，是因附近有形似游龙和虎头

的隆起沙丘。从两村名中各取一字命名。“龙虎”二字一经凑合，既有地理形胜

的概念，又能雅俗共赏，结合“银滩”的景征，意象便臻完整。

二、冠峰揽胜

“冠峰”指冠头岭突出于南澫渔村处的山峰，东北距主峰望楼岭约 1.5 公里，

海拔约一百米，东西南三面环以浩瀚大海，北、东面遥枕港城。视野尤为开阔。

凌巅纵目，日月升沉于东西海平线，涠洲岛影隐现于南面烟波间，日新月异的海

港城市建设呈现于东北面，使人豁眸壮怀。

冠头岭之名起自明朝中叶，因远观“穹窿如冠，山石皆墨”，故名，有以为

是“观涛”的音讹，实非。“观涛岭”是雷州半岛南端界于今海康、徐闻之间的

一山丘，若以“观涛”为“冠头”，是张冠李戴了。

“揽胜”取其周纳。此峰可揽之胜，有宏观的日月波涛、海门珠池、岛影帆

樯、港城楼宇。有微观的渔村蚧舍、罾土步钓艇，还有特定时空下出现的奇幻意

境。

文献资料载：“大壑有时跳日朋；洪波终古荡乾坤”。“明月五池疑甓社；

青天一发是涠洲”“(涠洲)天阴雨辄望见之，晴霁则否”。(清·屈大均《广东新

语·水之异》)。明·知府张岳“勘察通越海道，至此”。

三、花岭鹃红

市区东北面 17 公里与合浦县交界处，牛尾岭水库之旁的草花岭。为合浦县



名山之一。以盛产野杜鹃花出名，一统志和府、县志均有记载。主峰丫髻岭海拔

118 米，东北峦头杜鹃花丛遍布。每年春节至元宵为花盛期，斯时登临，满岭猩

红，堪推奇观。主峰东北下有一处天然平台，两面为花丛拥簇，土名“群仙花会”。

传为昔时仕女骚客置酒赏花之处。这里花草芜茂，有浓厚的山野气息，饶有幽雅

之趣。

“花岭”是草花岭和仙花岭、采花岭诸名的括称，周涵而脱俗。“鹃红”是

其特色，与“花岭”呼应，意象突出。

文献和掌故资料：“园峰三、五叠(迭)起，多产奇花．不可移植”(《大清

一统志》、《廉州府志》)“旧俗仕女多至采花，亦名采花岭”。“惟杜鹃花最盛，

春际红雨满山，而杜鹃亦多鸣其处”(《合浦县志》)。口碑：花是仙女所散落，

又名仙花岭。花红色，土名红花岭。主峰远观如少妇挽髻，故名丫髻岭。

四、滴水丹屏

在涠洲岛西岬角(西拱手)滴水村下临海处的悬崖。

崖壁如削，崖层明显是火山物堆积而成，石色丹朱，诡奇状物，尤以一处酷

肖人面浮雕的怪石引人入胜。崖壁泉水滴泻如珠，终年不竭，海滩珊瑚丛簇，水

清见底，身临其境，如入骊殿龙宫。

“滴水”是家喻户晓地名，词亦不俗。以“丹屏”喻崖壁，既切其色，亦寓

屏风藻饰之美。

五、海涯双涛

在“冠峰揽胜”下至王龙岩一段滨海的断崖间，断崖如削，礁石嶙峋，岭上

松柏茂密，挺拔多姿，海潮冲击岩石，海风拨动松籁，海涛与松涛齐鸣，雄壮激

越的天然乐章，于此可充分领略，这是“海涯双涛”定名之由。

六、龟豚拱碧

涠洲南湾港东面正对港口处，一屿耸翠，酷肖匍匐小猪；其后偏东北约五百

米，东岬角伸出港湾的石洞，形似伸足昂首的巨龟，这两处分别称为猪仔岭和龟

山(或龟洞)。

“龟豚”的豚即小猪，“碧”，概指山海的翠色，“拱”是环守迎迓之意，又

双关所在的“东拱手”。

七、龙岩潮音



在冠头岭西南麓断崖下，有一天然岩洞，名“王龙岩”又称“廉阳古洞”。

洞深 22米，高 10 米，岩底右侧有小洞，深不可测，但近年被投石填塞。洞

前浪涛激石作雷鸣，其回音格外洪亮。《廉州府志》说激浪“撼石如雷”是这里

的奇观。

命名不用“潮声”、“听潮”之类而用“潮音”，是因为单发为声，相激而发

为音。音，取其清越幽远之意，加深岩洞清幽的意境。

文献和掌故：“廉阳古洞在冠头岭之南麓，亦名王龙崖，逼临大海，潮汐澎

湃，撼石如雷，洞中因石琢佛象，凿崖构宝座，天然刹地也，其旁有石穴，探之

愈深愈狭，入扪其壁，油然如脂。”(《合浦县志·卷六》)传说：“昔有龙蛰崖中，

一夕大风雷下海去，故名王龙崖。”

八、侨港月明

侨港镇渔港是新辟建的越南归侨专用渔港。沙白潮平，堤围环绕。傍晚归舟

舣泊，渔灯闪烁，与月影白沙相辉映，别饶意境。“月明”，用杜甫“月是故乡明”

诗意。

掌故：此地土名南边岭，明朝以前称“南海”，是与今北海巷称“北湾”“北

海”相对而称的。

(《北海日报 1986年 2月)

廉州得名与孟尝无关

《北海日报》1985 年 12 月 31 日第三版登载《孟尝和廉州》一文。说“廉州，

最初得名于唐贞观年间(约 634 年)。区治就是当今合浦县城西南。”“据说后人就

是为了纪念孟尝为官清廉而将合浦改名廉州的。”这个说法与史实不符。

一、“在当今合浦县城西南”历史上并无任何州治设在这里的记载。

二、廉州是唐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置，同时将原合浦县境一部分析置大廉

县，在今浦北与灵山之间。与合浦、封山、蔡龙等县俱隶于廉州(见新、旧《唐

书地理志》)。合浦县从来未更过名。文中所指“改名”，可能是从合浦郡在南朝

梁改名越州，在隋大业初年又更名为禄州、合州，唐贞观八年始改名为廉州的郡

名(而不是县名)演变方面附会所致。三、廉州得名，是因为境内(在今公馆与博

白县之间)有大廉山(见唐《元和郡县志》)；大廉山的得名，又源于以下史实：“东

汉费贻为合浦太守，有廉声，去日，百姓追送至此，遂以名山”。分别见《廉州



府志》和《大清一统志》。后来民国修的《合浦县志》也有引述，绝非文中所说

“为了纪念孟尝”云云。

消失了的市区地名及形迹

与北海市区同步发展而出现的地名，历经百年沧桑，无论形迹和原地名都随

岁月而同逝_，但在“老北海”的印象中却历久未泯。对它的追溯，无论对今天

街道沿革了解、城建规划以及市政建设都不无意义。

今就直接所知以及抢救的口碑材料作如下介绍。亦可对《北海市地名志》作

补充和更正：

灰头岭 今市政府后面的旷地。清末民初，此地是农民积肥的堆放场，地势

高旷而四周民房尚少，从海边今珠海路一带老远可望见累累肥堆象一簇簇人的脑

袋，因而得名。后来又是驻军马匹的圈马场，周围立栅，民房不能侵建，故亦有

“马园”之名。而今该地面积已因建筑物的蚕食而缩小得多了。

晒香坡 今军分区范围，周边是东二巷、人民剧场与和平路，解放前为旷地，

常被作晒神香的场地，故名。

猪屎坡 今和平里。东起东二巷，西止解放路，南至解放上巷，北至中山东

路。民国以前，原是猪粪垃圾堆放场，故名。成巷后，雅称“知史街”，1953 年

改为今名。

十房铺 又称“广西行”今新中路西面铺户和红星戏院一带。成街时，有广

西玉林人蔡某在此购地分别建铺户 10间和辟作咸鱼晒场，故得此名。1927 年扩

建马路，因英国教会所在，故名“博爱路”，1952 年改今名。

网仔寮 在今茶亭路以北海滩，此处盛产白凡鱼，因有几户人家在此搭寮而

居，靠捕白凡鱼为生，经常晒网，故名。解放后，因造纸厂和织染厂污水排放的

污染，白凡鱼绝迹，该处居民已改业。

灰埠村 又名灰埠岭，今新安里，东起政法路，西止新安街。民国前，因农

民在此处堆积灰肥而得名，民国后始建民房，称“新安村”，1973 年改为今名。

拉车头 今茶亭路中制伞厂与第二纸厂之间的斜坡，牛车、手推车到此上坡

必须把稳车头或需人前拉故名。

接龙桥 今珠海东路与民族路交叉处以东的双水井一段，成街前，有小沟从

东二巷冲刷而下从此出海，路面东西为小沟分隔，建小桥一座相通，从风水迷信



角度取桥名为“接龙”，是接通“龙脉”之意。今小沟遗迹已建成大下水道。

白坟坡 今中山西路民建一街(旧称糖行)一带，成街前原是乱葬坟场，坟头

多用石灰构筑，故得此名。

爱生院 原址是今自来水公司，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慈善家黄日章、陈觉

裕等发起募捐兴建，是对穷苦人家或客居无依的人施医赠药收容敛葬的慈善机

构。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日生”之义命名。1937 年后停办，解放后自来水公

司兴办，在院内营建一号井塔。爱生院旧建筑拆除。

赵屋岭 今风机厂至中山西路一带，北海成埠之初，是本地大姓赵氏族人聚

居村落，名赵屋村，有赵氏宗祠，故名。

(《北海建设报》1996 年 1 月 17 日)

“三口浪”与伏波射潮

钦州乌雷岭伏波庙前的海中，有地名“三口浪”，旧称“三口浪汛”。据说

原有九口浪汹涌而起，声如连珠炮，船行到此多沉没。马援征交趾，战船过此亦

遇险不前。马援发箭射平了六口，剩下三口，尚不致为舟楫之害。后人在乌雷岭

建伏波庙祠之，“三口浪”之名与伏波庙并传。

屈大均有诗记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减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骄，

三口连珠若雷吼。”世人但知钱王射潮，而马援射潮却属钦州地方掌故，为世人

所罕知。

(《北部湾报》1990 年 7月 3日)

北海古寺庙考

寺庙与山川往往相得益彰，故有“天下名山僧占尽”的说法。北海市土地开

发较晚，要追溯其间人文古迹，唯有寺庙。

涠洲岛的三婆庙是北海市有史可稽的最古老的神庙遗址，北宋成书的《太平

广记》说，围洲(明朝以前的地名)有石室如“鼓形”，旁生一株榴木如倚杖，“采

珠人多致祭焉。”文革后才修复的三婆庙正建在状如侧竖铜鼓的石窟之下。石窟

与古籍所说吻合，但当年所祀何神?无考。

涠洲有记录最早的届民是明朝嘉靖年间从粤闽边境移来的，“三婆婆”原是

南宋时福建莆田林氏女，死后为神，专拯海事危难，东南沿海和台澎地区最为崇

信，明清时才晋后、妃封号，故本称“天后”或“天妃”，清朝嘉庆年间，许联



升著《粤屑》说：“廉州、钦州有三婆婆庙，州人祀之甚虔。”是“三婆婆”即天

后、天妃的地方称谓。涠洲三婆庙至少在明末清初就有了，清康熙初年迫迁沿海

居民于内地，“三婆婆”亦随岛民迁移至廉州今海角亭之处建庙(有坊碑可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复界”(准许移民回迁本土)后，三婆庙再回迁涠洲重建，

历代多次修复，始如今日庙貌，庙门一副别致的迭字联是从福建天后宫原本抄来

的，亦可作移民根源之证。

高德庙 在庙山小学后面，“庙山”因庙而得名。始建于明朝崇祯十八年

(1644)，历史悠久仅次于涠洲石室古庙。可能有人质疑，崇祯十一年(1643)甲申

便亡国了，何来十八年?原来，合浦地方于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属南明朝统治，

之前，民间仍尊明朝正朔。周围八大村庄万多人口碑一致说，庙后蔡氏祖坟下葬

时因风水征兆而在此处建庙的，故蔡氏祖墓碑记“崇祯十八年”年代与建庙同，

但仍不足为据，考崇祯未年成书的《广东新语》说到今沙脚、岭底村民的插箔浅

海作业在当时已普遍存在。周围八大村半渔半农生产和读经尊孔，团结抗倭的历

史也可追溯到更早年代，该庙供奉的释迦、神农、龙皇、文昌以至冼夫人诸神，

是当地村民这种生产生活习俗在意识形态的反映。高德庙神殿前后两座，殿各五

楹，有记录的重修是道光廿六年(1846)、同治十三年(1847)和民国三年(1914)，

至今保存完好。民初曾有僧人驻锡。因北海寺庙多属释道一家，故说它佛寺亦无

不可。

马鞍岭庙 又名神农庙，在冠头岭余脉马鞍岭之巅，前后两摩三楹，始建于

康熙二十四年(1685)“复界”之后，原有碑记可征。有记录的重修是光绪廿一年

(1895)和民国十年(1921)，祀神农、天后和鲁班诸神，反映周围村民半渔半农和

造船建筑等生产的历史传统。民革中被毁，去年由村民筹资按原貌重建，颇增景

观胜概。每年清明扫墓重阳登高，市民多假庙门一席地憩息或揽胜野餐，其历史

亦超过三百年以上。

(《北海乡情报》1993 年 9月 8日)

北海人反暴政暴动留街名

中山西路(旧称“大西街”)有条通往海边的小巷(今存)，因未达到定名要求，

故《北海地名志》不录。但它有一约定俗成的旧名却在“老北海”口碑中流传了

整整一百余年——“明良巷”。



清朝同治八年(1869)四月，北海厘金税卡委员沈茂林，贪贿无节，纵容卡役

强买强卖，盘剥穷苦小贩，而且开枪枉杀无辜，激起民愤。以殷商吴明良为首，

带领自发聚集的数百人拥到厘金卡找沈茂林论理。沈大发淫威，以究办“刁民”

相恫吓。群众忍无可忍，把他拖到“三婆庙”前缚在旗杆石础上活活打死。厘金

卡被砸个粉碎。广东巡抚瑞麟闻变，急调阳江镇总兵彭玉率兵船二艘前来北海镇

压，本欲大加株治，市民罢市，走避一空。后得合浦县令王德溥多方斡旋，才免

了血洗北海浩劫。但作为“肇事首恶”的吴明良等数人，终究难免不吃官司，亦

赖王令尹网开一面，从轻发落，抄家充军，免于一死。因吴明良家住该巷中，故

用其名命巷。

(《北海建设报》1996 年 4月 17 日)

茶亭史话

北海“茶亭”原址在今茶亭路普渡震宫正对面。它处于当年北海至廉州的通

道道旁，是座长方形的砖瓦结构，形制与合浦海角亭相似。面积约四十八平方米，

东西狭，南北长，亭内有石台石凳，方便过客憩息。它在光绪未年至民国初年，

先后有地方慈善机构断断续续地在此免费供茶。后来又以这样一副别开生面的长

联而闻名遐迩：

“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或往或来，休嫌茶淡茶浓，请饮一杯，息息心

头名利火；”

“士耶、农耶、工耶、贾耶、莫忙莫速，不论亭长亭短，且坐片刻，谈谈世

上古今风。”

下署“钦州谢崇光撰，蔡粹儒书。”这副对联是在 1931 年 2月前后修葺时添

上的，亭匾楹联原是北向正面的。后因大路改道亭后而过，故修葺时就把南面作

正门了。

茶亭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据说是因为有所谓李、吕二“大仙”降乩指示，

非在此建一茶亭不足以为地方造福。于是有梁振超等人发起建亭募捐。当年亭成，

因供二仙石刻象在其中，并有三水人孝廉梁知鉴写碑记，合浦贡生梁殿藻书石匾

曰：“茶亭”、楹联曰：

“茶甘溥帝德；亭胜驻仙踪”。这就是最早的茶亭对联了，今天看来是十分

荒唐可笑的，无怪它没有给人一点印象了。隔马路相对的便是俗称“地母庙”的



“普渡震宫”，它算是北海规模最大、香火最盛的一座庙宇。这就是现今市文物

管理所。“茶亭”除了供人游憩外，还有个用场，就是前清来往廉北两地的官绅

和士民，都例在这里迎送，它也算为北海的“十里长亭”罢。

北海的古建筑和名胜地本来就不多。继茶亭之后，冠头岭王龙岩又早已片瓦

无存了。不知市政当局有何感想?

从合浦“文昌塔”修复说到“康府”其人

最近，自治区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复了合浦重点文物——“文昌塔”，使这座

古建筑换发了新姿。此种义举，深得民心，是因为这座城南古塔，几百年来在合

浦民间广泛流传着一段有趣的故事：说是从前有位康姓府官。十分迷信风水，常

到各地考察地形，认为廉州“番塔脚”附近属于“犀牛”吉地，若葬中穴位，裔

孙必然大贵，如此将要威胁到“康府”的地位。这是“康府”所不能容许的，因

此特在此地建塔，借斜阳塔影象根七节钢鞭一样“打”跑“犀牛”，风水便失灵

了。

故事虽属荒诞，但并非完全无稽，据《合浦县志》，此塔创建于明朝万历四

十一年(1618)。是因为“此地无高冈，江流斜去，形家所忌”。据说这是造成“民

无储蓄，科民亦寥寥(纳税人不多)”的原因，“乃请于抚、按造塔以镇之”。费用

除了动用府厍杂税的余额银两外，还向民间摊派献进建筑材料，共耗资八百余两，

塔成，“累七层，高十丈”。至今主体不变。名为“文昌塔”者，是取南面方位属

性“火”，文明昌盛之义。可见建塔目的，完全出于风水迷信。

至于“康府”是什么人，他与建塔有什么关系?

“康府”是清朝乾隆年间任廉州知府的康基田，字茂园，江西兴县人，乾隆

二二十年进士，乾隆三十七年(1773)由钦州知州擢升为廉州知府，他“为官清正，

在钦廉多惠政。”在廉州知府任内，为合浦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如给合浦人民传

授种桑养蚕技术，鼓励农业生产；修复“海门书院”，提倡文教事业；疏浚城壕，

建设城市排水系统，以利农田灌溉和城市卫生；兴建城内街道石桥五座和“清乐

轩”“东坡亭”“爱园亭”等园林建筑，有利于城市交通和环境美化。因此之故，

后来被擢升为“河师”(水利参谋)和广东布政使。

康基田处理刑狱和行政也非常认真，生活也很俭朴。他不但是个好的地方官，

同时也是个著名诗人，同时代的大文豪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采入他的两首诗，



对他的诗评价是“因人而重”，可见对其为人的推崇了。

民间传说硬把他跟前代建塔的事扯在一起也不是无因的：原来康基田本人也

是个“风水先生”，他在合浦亦曾因风水迷信建过一座“文峰塔”，因这塔久毁无

考，故传说就不免穿凿附会，张冠李戴了。

(《北海文化》1981 年 12 月)

天风流韵壮涛声

——漫话汤显祖在涠洲岛留下的一首诗

春县城犹热，高州海似凉。

地倾雷转侧，天入斗微茫。

薄暮游空影，浮生出太荒。

鸟艚藏黑鬼（1），竹节向龙王。

日射涠洲郭（2），风斜别岛洋。（3）。

交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

闪闪星河白，盈盈烟雾黄。

气如虹玉迥，影似烛银长。

为映吴梅福，回看汉孟尝。

弄绡殊有泣，盘露滴君裳。

——《阳江避热入海，至涠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4）(《汤显祖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卷十一)

这是明朝杰出的戏曲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汤显祖在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

月，眨官赴广东徐闻途中，至涠洲岛时作的五言排律诗。

当我们踏上北部湾这个纵横十华里的海岛，朗吟这首荡气回肠的诗篇，不禁

对四百年前曾在岛上留下足迹，富有才华和正义感的诗人，寄予无限缅怀和景仰。

说到这首诗与涠洲岛的因缘，得从作者本身谈起。

汤显祖是为人们熟知的古典戏曲杰作《牡丹亭》的作者。字义仍，号若士，

江西临川人。少负文名，十四岁进学，二十岁中举。曾因拒绝权相张居正的延揽，

两试春闱不第。三十四岁才中进士而登仕途。历任留都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

主薄、礼部祠祭司主事等六品闲官。万历十九年，因不满权臣申时行擅权，上了



一道《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朝政，被贬为广东除闻典史。两年后，量移浙江遂昌

知县，在任五年，颇著政绩。万历二十六年春，弃官回家，居“玉茗堂”过闲居

写作的生活。三年后，上司强加以“浮躁”罪名而被正式免职，直到老死。

汤显祖“意气慷慨”，终至“蹭蹬穷老”(《明史》卷二百三十)。这似乎已

成为我国封建制度下一般正直有为的知识分子遭际不幸的必然规律。可是他一生

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诗文著作，后因《牡丹亭》和另外三部合称“四梦”的戏曲的

盛名，他的诗文就反被掩盖了。

汤显祖诗文的风格，所以“字句挟风霜，精光射霄汉”(帅机《玉茗堂文集

序》)，是因为他“以天下为己任”(《抚州府志》)的慷慨意气所决定。对于这

首诗，有如下粗浅的领会。

据《汤显祖年表》，他从阳江去徐闻是在十一月，而诗题为什么要说“避热

入海”舍陆登舟，且又弃近就远，先至涠洲然后折返徐闻的呢?是因为亚热带的

气温，尽管是仲冬季节，对于首次南来的人，不是尚感“犹热”吗?另外，对于

留心体察生活，况又乍睹海洋的汤显祖，出于好奇，特来这向有“蓬莱”（5）美名

的海岛猎奇探胜，这是可以理解的。

原诗头两句说明“入海”的原因(避热)，介绍旅程的起点阳江，它在南北朝

原属阳春郡，汉置的高凉县处于邻境，以地名化裁而切“雷(州)转侧”“斗(岛)

微茫”和第五联的“风斜别岛洋(斜洋岛)”皆是此诗特色。

诗人乘搭的黑漆小船——鸟艚，驶经雷州海面时。北面，地势南倾的半岛岸

影，在夜色中转侧回旋；南面，海天浑然，星斗微茫。恍惚置身于空幻的梦境，

不!眼前浮现的不正是空阔无垠的洪荒大野吗?从而倍增浮生若梦、身将安适的迷

惘。然而诗人是留心生活的，对于南海船民人畜同载的浮家泛宅，却有新奇的印

象。蓬窗外，浮沉于波浪中那挺劲的篙影，恰如自己无愧对君王的孤忠臣节(乌

艚、竹节一联，姑存浅见，以俟识者)。诗人此际又从虚幻的境界中回到了现实。

当诗人踏上涠洲岛南面岭头，纵目环顾，海天寥廓，尽收眼底。夕阳照射着

西北方游击署城堡一角；北风斜掠向浮现于东南海面的“斜洋”小岛……无不增

添苍凉萧瑟的游子心情。在夜幕降临下，俯瞰浩淼的烟波——这里原是名著史册，

宝藏丰富的古交州“珠池”呵。但见熠熠珠光，腾升海面，瑰奇万变：它象皎洁

的星河闪耀，又如金黄的烟雾弥漫；倏忽间，晶莹似玉的虹影迥贯天际；霎时里，



璀灿如银的烛光广照海疆，隐寓“易水悲歌，白虹贯日”的浩气和“牛渚燃犀，

洞察潜魔”的慧眼。诗人以其丰富的想象，贴切的比喻，极意刻画，是全篇的主

题思想所在。如此宝气奇光，却照映着恰似汉朝时因不满王莽专政而流落吴门，

行踪飘泊的吴福的影子。可是，诗人的豁达情怀，并不囿于一己的沉浮，他期待

象汉朝合浦那位贤能的宰官孟尝，因兴利革弊，地方大治而使去珠复还的故事重

见于现实。是诗人对于朋友——现任廉州府官的郭廷良的称颂和期望——也是自

己的许愿。交融情景，俯仰古今，怎禁得鲛人濡绡的泪珠，象汉武帝宫中承露盘

里的露水一样，沾濡衣襟呢!

诗人以长律偶句的形式，敷叙旅况，抒发块垒，开阖起伏，层层深入。寓愤

怨于委婉，寄期待于高瞻，确实达到了“句挟风霜，光照霄汉”的崇高境界；至

于语出新奇，句运巧思，非因“博故能精”，是不可能有“吐陈宿而鲜新”的效

果的。这正是汤显祖反对拟古的创作实践的反映。

重读此诗，触绪万端。回顾十年浩劫，被林彪、四人帮横加厄运的多少才人

志士，与诗人在当年黑暗封建制度下的遭遇何其相似!不禁引起我对他们寄予无

限缅怀和同情；对万物回春，百花烂熳的今天，倍感珍惜。凭吊诗人，高吟遗篇，

它那天风流韵，激荡着壮阔浪涛，永远回响于南海。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1)黑鬼——即乌鬼变称。避重本句中的“乌”字，故易为“黑”字。一说长

江三峡中捕鱼的鹭鸶，见《梦溪笔谈》；一说是猪。见《漫叟诗话》。但南海中无

以鹭鸶捕鱼者，一说是在南海服贱役的黑人，即“昆仑奴”。见《广志绎》。以后

说可靠。

(2)明置游击营于涠洲统率水师，见《合浦县志》。今按故署在涠洲中部的城

仔村。村以残留城堡得名。

(3)斜洋岛，在涠洲东南九海里(现谐称为斜阳岛)。

(4)郭廷良，万历十九年前后在廉州知府任，福建漳浦人，《广东通志》有传。

是汤显祖的朋友。

(5)涠洲古称“大蓬莱”(《合浦县志》)。

(《螺号》1980 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