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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 生 态
北部湾畔的明珠——北海市

我国最近宣布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中的北海市，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部。北部湾东北岸。北海市地区地势低平，惟东北角草花岭和西端濒海的

冠头岭海拔在 120 米左右。东北与合浦接壤，北、西、南三面环海。南面航程 36

海里有涠洲岛，涠洲岛东南 9海里有斜阳岛。两岛均属火山岛，有奇险诡谲的峭

壁岩洞。全市总面积 275 平方公里，其中海岛面积 26.63 平方公里。北海市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受海洋影响大，气温最高 37.1℃，最低 2℃，平均 22.6℃，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

北海市地域古属《禹贡》中所记荆州南境。西周时先后属扬越(粤)、骆越。

秦汉时先后属南越(粤)西瓯象郡、交趾(交州)合浦郡和赵佗南越领地。三国孙吴

黄武七年(公元 228 年)，隶于珠官郡的珠官县。南朝至唐，先后属越州、廉州。

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 983 年)属太平军海门镇辖境，是本市范围内设置基层政区

之始。元、明、清时期．先后属廉州路、廉州府的合浦县领。民国以后，属合浦

县辖镇。解放后脱离合浦县曾为广东省辖地级市。

北海市地域是明初防倭“珠场八寨”中的“古里”、“龙潭”二寨所在地（1）。

清初始见今名。“北海”是以今市区中的古村落(北海村)北面濒海而得名，当时

设有镇标驻此（2）。嘉庆以后，与高德同称为“市”，这是别于圩集之称谓（3）。咸

丰五年，以巡检”移驻北海，加强对北海饷源的征敛，其时市镇雏貌已具，渔业、

商业已相当发达（4）。

北海市，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地级市，下辖市区四个街道办事处和郊区七

个公社。1982 年普查人口总数 167215 人。

市区西北面隔内港相对有横亘平列的沙洲，名为“外沙”，是广东传统的水

上人家聚居点。这里帆樯舣集，小艇如鲫，晨夕炊烟袅袅，渔歌清唱，构成滨城

典型风貌的画卷。华侨公社驻地南边岭，居住区现已楼房林立，还有渔港、码头、



冷库、船厂、水产加工厂、学校、医院各项设置，俨然是北海市的一个卫星镇。

北海市的矿产资源，有近海蕴藏很富的石油、高品位的石英砂矿、锰铁矿和

蕴藏极富的陶土。工业产品有工艺品、玻璃、陶瓷、淀粉、罐头、制糖、水产品

加工、爆竹烟花、风机、电机、水泵、机床附件。还有造船、造矿、化肥等工业。

这个港口原是内通中原腹地的南流江的出海口，是“扼江海之交”的古合浦

“三汊港”，地理上密迩桂、黔、滇各省区；外近东南亚诸国，故自秦汉以来，

一直是与外国联系的海上门户（5）。明、清以来，原三汊港(北海港北部)南流江

口因淤浅不适应日益增大的船体进出，港口活动便南移于今址。咸丰中，广西波

山艇军起义，西江航路梗阻，各地出口商品悉汇集北海港，乃肇港口百年外贸传

统的先河，成为举世知名的南方天然良港。

建国后，北海港结束了外人控制百年的历史，揭开了与各国平等互利交往的

新页。对外贸易也结束了百年来岁岁逆差的历史，出口额逐年递增，出口品种不

断增加，为外贸服务的行业和事业单位已日益完备。1976 年—1982 年七年中，

每年出口递增率为 33％，超过了解放以来三十三年每年平均递增率 11％的两倍。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口额的激增为历史上所未见。

北海市面临的北部湾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北部湾是著名的渔场，沿岸地带

具有良好的养殖条件。主要海特产有海参、带子、鲍鱼、蚝豉、鳘胶、鱼翅、海

马、沙虫、珍珠和玳瑁等。鱼类有石斑、鲛、红鳍笛鲷、鱿鱼、墨鱼、对虾等数

百种，还有各种贝类。

解放后，渔业发展迅速，生产工具和捕捞技术不断改进。

科学捕鱼和电子通讯设备为海上生产和人身安全提供了保证。渔民的物质和精神

文明水平不亚于其他市民。三中全会以后，万元存款户显著增加，殷富为市民之

冠。

注：

(1)《大清一统志·合浦县》：“明洪武中设八寨防倭，(白龙寨)居其中……西

有龙潭寨，古里寨”。龙潭寨属今市郊范围，古里寨属今市区。

(2)《清史稿·兵制志》：“北海镇标及城守营，康熙初设”。

(3)《广东图志》卷六十一。

(4)《北海杂录》“官廨”：“珠场(巡检)司属合浦县，司官抵北(海)巡阅收取烟



规船头规，成丰五、六年始僦衙署移驻北海”。

(5)《汉书·地理志》“粤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日有元都国；

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汉书》卷六载，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

楼船将军杨仆，集“楼船十万人，会至合浦征西瓯”。黎正甫《古代中国与交趾

之交通》：“合浦为两粤通交趾之咽喉……秦时即为往交趾者必经之地。”

(《地名知识》1984 年第四期)

海 山 胜 迹

——一北海市风景名胜简介

冠头岭

屏障于市区西南 8 公里尽端海边的冠头岭，自西南而东北弓形走向，全长 3

公里，主峰叫望楼岭，海拔 120 米。山体石质属沙岩。岭因“山石皆墨”，远望

“穹窿如冠”．因名冠头(《大清一统志》)。主峰历为海防监哨之点．清季曾建

望楼于顶巅，是主峰得名“望楼岭”之由。古望楼之下．有清初始建的炮台遗迹

一处尚存。

西麓海浪侵蚀成陡壁，海滩岩基暴露，多怪石奇观．下有“廉阳古洞”天然

邃窟，依岩建庙，别具幽胜．夏日至此．暑气全消。岭脚海潮“撼石如雷”声，

与岭上松涛相应和，构成雄壮的天然旋律。如能于此处筑“双涛馆”一座，缀以

一副“龙吟虎啸钧天韵”；“海浪松风时代音”的楹联，将为游客提供一憩息览胜

场所。

循径登岭，葱郁的松林夹莳曲径，芜茂的山林气息，使人尘襟尽涤，心目为

快。凌巅环顾：南面涠洲岛影烟波相望；东北面城市全貌历历在目，近有渔村盐

田，远有帆樯轮舶，隐现天际。此处虽无桂林“玉簪罗带”的旖旎风光，却有海

天寥廓，惊涛拍岸的磅礴气派。海疆形胜，此属典型。

白虎头海滩

距冠头岭东南约 13 公里处，有一望无际，如同积雪铺银般的坦阔海滩，这

是有名的白虎头沙滩。白虎头渔村处于一隆起如虎头的白沙丘旁，因而得名。这

里纵 10 多公里，横约 3 公里的地表全被石英细砂覆盖，成为罕俦无匹的海滨浴

场。沿岸有茂密的林带，空气清新，海水不受污染，环境宁静，是理想的避暑游



泳场所。

草花岭

市区东北面 17.5 公里处，有座“数峰叠起”、“上产异花”的山岭，这是

名载《廉州府志》的草花岭。主峰海拔 117.8 米。岭上盛产杜鹃花，漫山红遍，

故得此名。据载这里所产杜鹃“不可移植”，故亦称“仙花岭”。旧俗仕女于春日

多至采花，亦有“采花岭”的别称。当地农民则称为“红花岭”。1959 年建成的

“牛尾岭水库”，水域宽广，澄湖如镜，翠峰倒影，景致佳胜。如在早春二月游

览，杜鹃盛开，遍山猩红，如入锦绣天地，繁花世界。

反帝三炮台

在市区西 5 公里的地角岭，有居高鼎立的三个保存基本完好的炮台，俯瞰北

海港入口处。炮台全是三合土石块构筑，均建于 1885 年镇南关大捷、法舰欲在

海上突破缺口入侵本港之时，冯子材曾亲临视察。抗日战争时期，又作为警戒海

防的前沿阵地。这是北海市人民武装反帝斗争的历史遗迹。

(《地名知识》1984 年第四期)

人间蓬莱——涠洲岛

在北海市半岛以南航程 36 海里的海面上，跃出两个相距仅 9 海里，大小不

一的岛屿，这就是涠洲岛和斜阳岛。

涠洲在晋朝已入中国舆图。刘歆期著的《交州记》已见记载。初名围洲，意

为水环之陆。明朝以后才改今名，取“涠”字形声之义。涠洲历属广东雷州府遂

溪县领，清光绪二十二年始划入合浦，建国后先后属北海市的区乡和公社。

古人笔下的涠洲斜阳二岛被看作海上的仙山秘境，故分别亦有大小二蓬莱之

名。明朝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在大陆看涠洲是“天阴雨辄见之，晴霁则否。”

为它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迷雾。其实，在北海市冠头岭上南眺涠洲以下雨前后海上

能见度为最高。在海天之中，有岛影一痕可见。清乾隆间合浦人、翰林院编修李

符清诗云“青天一发是涠洲”，是很形象的描写。

涠洲、斜阳均属火山岛，造化分别赋予两岛特有的满月形海港，诡奇岩

洞，茂密植被和千姿万态的珊瑚石花，成为遐迩知名的地方。

涠洲这个仅有 24 平方公里的海岛，地势南高北低，其奇观异景多集中于南

面海港的周围。港由东、西两岬角环抱而成，面积 26 万平方米。从南面峭壁下



的南湾镇沿着劈岭而开的陡峭公路登上最高处“灯楼顶”上，瞻瞩环顾，全岛在

目。南面斜阳岛影象条长蛇躺在空茫烟水中。港内外，一排排渔船象双双鞋子摆

着，仿佛是蓬莱群仙赴宴在凌霄殿前的脱屣一般。水鸟海鸥上下翱翔把您的视野

引向空阔无垠的蓝天碧海，胸襟为之旷达。俯仰天地，思古幽情即悠然而生。明

朝剧作家汤显祖在万历十九年(1591)夏历十一月，因上书言事获罪，贬为徐闻县

典史，赴任途中曾驻足本岛，就在这全岛的最高点，发出过寓意深刻的吟啸：“日

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使人回到了四百年前的境界：从诗人驻足处北望“游击

署”，而今叫作“城仔”的村落中，城堡一角隐露于晚照之中，南面的斜阳岛影

在晚风吹拂的洋面浮沉。夜幕笼罩下的古交州珠池，浮游生物发出熠熠的磷光—

—这里曾是东汉时期合浦郡守孟尝使“去珠复还”的旧浦。面对着“交池悬宝藏，

长夜发珠光，，的夜海奇观，汤显祖这位因直言被谪的诗人，就不免交织着“为

映吴梅福，回思汉孟尝”感概身世的复杂感情。现今，我们虽已“前不见古人”

了，但就在这古交州珠池之中眼前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钻井台，不断打开骊龙宫

阙深处的秘藏宝库，使价逾珠玑的石油为我国“四化”建设献珍贡宝，古人有知，

当为后来人的宏猷壮举欣慰而笑吧。

在西部岬角之下，有一处至今尚无人探测的神秘岩洞。原是清初反政府船民

首领亚婆带及稍后的乌石二等人的大本营，有“贼佬窿”的贬称，它与东岬角之

下开敞形的“龟窿”岩洞遥遥相对，如果把东西岬角比作蟹螯，这两个岩洞便是

“蟹眼”了。沿街西行 500 米的石壁之下，有高约 20米，宽、深各约 10米多的

石窟一处，状为竖挂着的一口铁锅，这是“天妃庙”的旧址，宛似天外洞府，《太

平御览》说涠洲有“石室如鼓形”为采珠人致祭之所，疑即其处。联想起明朝万

历年间，有为抗击入侵交趾寇捐躯的守备祝国泰和百户孔榕而建的祠庙，遗迹早

毁，如果恢复该处古迹，使民族英雄的烈魄英魂早晚逐怒潮激荡，鼓舞着人们随

时有斩鲸屠龙的勇气，将是有积极意义的。

涠洲岛火山灰土壤肥沃，植物茂盛，色彩纷呈的花朵四时不断，亦是“蓬莱

仙境”所独有的景观，无怪古人比作“蓬莱花仙”而有“摇曳岩下舞，仿佛叶中

开”、“崆峒象外遣仙掌，浩荡空中无俗埃”的赞语了。岛上热带水果品种齐全，

尤以芭蕉和木菠萝最为有名，成为 54个自然村中家家种植的果树。

西部滩涂怪石嶙峋，海水清澈，海底千姿万态，诡异多变的珊瑚石花和各种



贝壳清晰可见，采集漂净，便是案头摆设的天然艺术品。附在礁石之上有一种形

状可怖的软体动物，便是高级营养品海参．尼克松访华时国宴上的海参，就是从

这里运去的。

清代合浦县令俞功茂著的《碧城杂志》说，如果把涠洲景观加以人工整理，

是堪与长江中的金、焦和洞庭湖中的君山诸岛名胜相媲美的。蓬莱之名，当之无

愧。

(《北海乡情报》1993 年 5月 18 日)

走路往涠洲卖发糕传说有可信处

被誉为“北部湾上的明珠”的涠洲岛，由于海上交通和岛上生活设施条件日

益改善，与经接待了内地不少猎奇览胜的游客。她不再是古人想象中的“弱水三

千”，可望而不可即的海上秘境了。

围洲(明朝以前的名称)的名称和地理位置，最早的记载见晋朝刘歆期的《交

州记》：“合浦十八里有涠州，周围一百里。”从现在的自然地理实体看，以北海

半岛南端的白虎头海滩距离涠州最近点计算，其直线相距也有七十四华里。《交

州记》所所指具体的“合浦”，应指这里。我们并不排除《交州记》的“十八里”

是“八十里”之误的可能。但是．北宋时期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关于涠洲的说

法倒很值得注意。它把现今北海至涠洲的海域称之为“合浦水”；又说曾有野马

从这里泅渡，故“合浦水”又一名“马渡”。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它把隔断大陆

与涠洲之间的海域称之为“水”而不称“海”，这是有所专指的。一般地说，“海”

是通指较大的范围的水域；“水”则是指类似江河的狭小水域而言的；又以野马

能够泅渡而过的距离等事实作推断，则是古时涠洲与大陆的距离，可能比现在接

近得多的理由之一。

我们再从白虎头岸边向南面涠洲方向海中作矩形延伸约 3 公里，宽半公里的

一条名叫“涠洲沙”(涠洲北港也有条沙向这方向延伸)的沙滩实体来判断，不妨

大胆设想：这是否是当年伸向涠洲的半岛古陆遗迹呢?

说到这条“涠洲沙”，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人从这里沿着本来

是通往涠洲的陆路去涠洲卖发糕，到涠洲时，发糕还未冷呢。后因一个妇女在这

条路上分娩，路面被胎血秽渎下沉了，就剩下现今沙滩的遗迹，“涠洲沙”由此

得名。故事未免夸张和荒诞，但并非完全无稽。说它荒诞的是因为涠洲岛根本不



可能与大陆相连一体，它属火成岩的火山岛，与大陆架沉积岩基根本不相连属；

说它有稽的是，从“涠洲沙”的得名和延伸方向，与古籍中“合浦水”、“野马泅

渡”等联系起来分析，上述所设想的古陆应当是个狭长半岛，它的南端，与涠洲

岛仅一“水”之隔的可能性并非绝不存在。因为地球本身的运动从未一刻停止过，

陵谷迁变，沧海桑田的事实早已为人所知。谁敢断言，从古及今，涠洲岛与大陆

之间始终是永恒未变的呢?因此《交州记》所说的“十八里”距离，当是另有所

指的了。当然，推断终究不能代替事实，最终的结论还是让专家们去作出吧。

(《学术研究动态》1983 年第 23期)

北部湾中“小蓬莱”

——斜阳岛史话

位于北海市涠洲东南 9 海里，面积仅 1.89 平方公里的斜阳岛，历史上曾有

“小蓬莱”，“蛇洋”、“蛇羊”、“斜洋”、“斜阳岭”和“山仔”诸称。“小蓬莱”、

“蛇洋”，见于明清以后的雷、廉诸府县方志。“蓬莱”是海外胜境之谓，小是与

涠洲古称“大蓬莱”相对而言。“蛇洋”是因为岛形如蛇横亘于洋面。“蛇羊”者，

因岛中各有状如蛇、羊二岭；亦从“蛇洋”音转附会而来。“斜洋”指岛屿横陈

于洋面。汤显祖在明朝万历十九年至涠洲，曾有“风斜别岛洋”之句，即以“斜

洋”化裁造语①。“斜阳”一从“斜洋”的音转，一指岛横亘于南面，阳者南也。

至于“斜阳岭”、“山仔”均是与涠洲岛诸岭相对而言。从斜阳岛地质地貌和地理

位置看，与涠洲岛同属火山灰质土壤，无疑与涠洲岛同时形成。据此，斜阳岛的

历史沿革与涠洲岛是联系在一起的。

“围洲”，首见晋·刘歆期《交州记》，斜阳岛于同时属于古交州的合浦郡。

唐初，属雷州的椹川司。元末明初，属雷州府涠洲巡检司②，万历十八年(1590)

以后，先后属遂溪涠洲游击、廉州永安所游击控制。清·雍正八年(1730)以后，

由雷、廉两州游击营每年分班轮流管理。光绪二十余年(一说二十二年待考)，与

涠洲一起划归合浦县永安巡检司管辖。清末至民初，先后归属合浦县的靖海团涠

洲公局、合浦县第三区涠洲镇公所斜阳乡公所。民国二十五年(1936)，先后属合

浦县第二区、第五区、第三区。1945 年以后，属合浦县涠洲乡。1950 年以后，

与涠洲岛同时划归北海镇。1959 年成立斜阳大队，属涠洲公社。



斜阳岛地势西高东低，最高点为“羊咩岭”。环岛无滩涂，只有三处可泊船

登岛，余皆悬崖壁立，“猿鸟莫登”，下临深溟，巨鲨扬鳍，咫尺可见。东部平缓，

有农田阡陌，土地肥沃，作物茂盛，是居民点所在。据文献考证，晋朝以前已有

人迹。初为蛋民贾客飘流至此暂作栖止的。因岛上无水源，故定居者较晚。明清

以后，渐有采薪采药之民到来搭寮而居，称为“寮民”。清初严申海禁，涠洲岛

民全部内徙，烟火寂灭百多年，独斜阳岛“寮民”尚存，是“帝力王化”所未及

之故。咸丰末年，涠洲已有内地避乱之民四百余人定居，斜阳岛亦同时有雷州等

地客民落户。同治六年(1867)，法国天主教巴黎传教会在涠洲岛开辟教区，斜阳

岛于稍后建设教堂一座，可知当时岛民人数已不少。

岛上多茅草、仙人掌和银合欢等植物，荒榛密茂。以往民居是垒石为墙，编

茅作瓦，均就地取材。农作物以玉米、薯类、花生为主。生活和灌溉用水全靠天

雨积潴，倘遇奇旱，便要从涠洲岛运水接济。环岛水下礁石间多产石斑鱼，而且

薪柴甚多，牛羊遍岛，肉食丰足。岛上牛羊自然繁殖，无需人工饲养，它们都有

在峭壁间来去自如的本能，在船中远望，如同壁虎在岩壁之上，亦属奇观。

历史上岛民长期与世隔绝，生活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颇似世外桃源，

放视涠洲如大邑，有数十年未到过涠洲的。择偶攀亲多向往之。民性淳厚，待客

热情，凡有外来客人，居民多“咸来问讯，竞引还家”款接。

斜阳岛居民富有革命斗争传统。1927 年。广东南路工农群众被反革命政变血

腥镇压，在陈光礼、黄广渊、薛经辉和余

道生等率领下的“农军”。从遂溪转移本岛，坚持了五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

与围攻的强敌浴血奋战，卒于 1932 年 11 月失败，岛上军民的鲜血，写下了南路

革命人民和本岛的悲壮史诗。至今“羊咩洞”里的白骨和弹痕烟迹，便是本岛光

荣历史的见证。

解放后，岛上砖瓦新居代替了以往的茅寮，增加学校、供销店、卫生所等设

施。机井的建成，解决了祖辈用水问题。

斜阳岛现有一个大队，三个生产队．一个自然村共 349 个社员，经营 210 亩

农田，29 艘大小渔船．农渔牧副林并举，年总产值 5 万多元。特产有石斑鱼、鱼

翅、山羊和近年放养成功的蛤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光辉，照耀着“小

蓬莱”这个人间“仙境”。



注：

①明·汤显祖“至涠洲”诗：“日射涸洲郭，风斜别岛洋”(《汤显祖全集》

卷三)

②《明史·地理志》雷州府目下和《遂溪县志》卷十二：(涠洲巡检司)“故

址在第八都博里村海岛中，元至元三十一年建，洪武七年迁蚕村”。

(《广西地方志通讯》1984 年第二期)

合 浦 廉 珠

广西的合浦是我国历史上主要的珍珠产地。合浦珍珠通称南珠或廉珠。由于

县城是廉州，故以廉珠之称为确切。而南珠则可泛指广东出产的珍珠。廉珠的声

价向倍于欧洲的西珠和日本的东珠(现代概念)。廉珠所以举世珍重，是因为它在

质量上确有其他品类所不及的许多优点。以质来说，廉珠凝重结实，洋珠轻而易

碎；论色泽，廉珠光润晶莹，洋珠青白黯淡；论形体，廉珠颗粒大而浑圆，亦为

西珠、东珠所难企及。

合浦采珠历史悠久。《后汉书·孟尝传》和《晋书·陶璜传》都说当时合浦

不产谷物而海出珠宝，居民以采珠换粮为生，可见当时采珠业已相当发达了。合

浦珍珠产地是廉州东南四十公里的白龙海域，这一带史称“珠池”，在“珠池”

之滨如今白龙公社处，还是历史上有名的“珍珠城”。明朝洪武廿九年(1396 年)

开始派内臣驻此监采，是谓“珠池太监”，就是干这种差事的角色。古时采珠作

业的技术是落后而艰险的。珠民腰系绳索潜入海底，常有身葬鱼腹的不幸事故。

明代永乐年间，采珠技术略有进步，但从此直到清代乾嘉年间则变化不大。

合浦采珠史，其实是一部珠民的血泪史。封建统治者为了奢侈的装饰，不知

夺去了珠民祖祖辈辈的多少生命。自明朝设内官监采以来，更给合浦带来空前未

有的浩劫。《雷州府志》说，自从“命内监分守珠池，雷廉始大困。”那是可信的

记载。这些奉旨采珠的太监一方面严申“珠禁”，不准人民到“珠池”作业，只

准官家开采；另方面则横征暴敛，需索繁苛，以嘉靖八年(1529 年)的一次开采为

例；便“死者万计，得珠仅百八十两”，演出了“以人易珠”的惨剧，弄得民怨

沸腾，武装暴动也纷然四起。自明而清，由清至“民国”，合浦珠民一直陷于苦

难的深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珠民外逃的更多，户口十存一二，因此成为历

史上珠产最低落的时期。



解放后，结束了珠民们几千年的悲惨命运，使得合浦珠业在现代技术基础上

得到新的发展。现在合浦县南康、白龙以至北海市沿海一带，遍设了珍珠养殖场，

培养了大批新型“珠民”，为国家创造了无数优质的珠宝财富。使声价显赫的廉

珠，进一步在国际上放射奇光异彩。

(《羊城晚报》1966 年 4月 29日)

苏东坡·地捻·海漆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于绍圣四年(1097 年)被谪海南岛儋州，他在五月从广西

藤县起程，沿途看到一种“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的灌木野花，问土

人说是倒捻子花。凭着浓厚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对于南方此种野生植物，抱欣

赏和研究的态度。后来发现它的药用价值，还特地为之起个“海漆”的名号和笔

记传世呢。

倒捻子，《广东通志》又名都捻子，广西又叫做地捻、铺地捻、地葡萄，桂

东南和广东一带通称山捻或捻子．是我国南方一种属牡丹科的野生草本植物，茎

作披散或匍匐状，叶对生椭园形，两面披粗毛，四、五月枝顶开紫红色的花朵；

七、八月果熟如球状，皮色紫黑，多小核，味甜可食。它生于山坡溪畔，丛簇连

亘，花开紫红成片，为南疆春色另添异彩。据药典说，地捻全株入药，性平味涩，

有清热解毒、止血、止痢、舒筋活络、补血安胎和去腐生新等功效，能治痢疾、

肠炎、外伤出血，风湿骨痛和痈疡等症亦有效。

苏东坡到达海南岛是捻子成熟的七月上旬，于是对捻子便作一番调查研究。

经当地群众的介绍和自身的试验得出结论：捻子多食则便秘，叶治腹泻下痢和小

便淋浊，就是说兼有止痢和化浊通淋的功效。他的笔记是这样说的：“野人夏秋

痢下，食叶辄己。吾苦小便白胶，近又大腑滑，百药不瘥，取捻子嫩叶酒蒸焙燥

为末，以酢糊丸，日吞百余，二腑皆平复，因名之日‘海漆’”。以中医药的理法

推断，此段记载是可信的，因为海南是著名的“炎方”之地，夏秋尤是湿浊郁蒸

的季节，适于此时初从内地而来的东坡佬，显系湿中肠腑故而“滑”利；热蕴膀

胱故而“小便白胶”，皆为“六淫”外因致病。以捻叶的敛涩以制滑泄，这是容

易理解的。药典说，地捻止痢功效，早在一千年前就已被海南居民的经验证明了；

至于它治乳糜尿的功效，至今还未被总结出来。张仲景有句名言：“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让医药专家们以苏东坡那种博大精深的科学态度，根据古人的经验



启示，进一步发掘中草药的玄秘宝藏，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吧。

守宫·臂饰·涠洲·桂林

守宫是壁虎的古称，其含义见晋·张华的《博物志》：“蜥蜴或名堰蜒，以

器养之，食以石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肢体．红迹终年

不褪，惟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壁虎又有堰蜒之名，把它用石朱砂喂至遍

体通红，然后捣制成药，用点女人手臂，这红迹便终年不褪；除非发生了性行为。

因为它能约制闺禁，故名守宫。守者护也；富者室也。宫室就不一定是帝王后妃

届处的专名。

守宫作为妇女贞操标记，在隋唐前似乎亦是一种时髦的装扮，故称“臂饰”。

唐诗：“守宫落尽猩红色，明日低头出洞房。”可知臂饰并不止是宫禁的制度，在

民间也很普及的。在当时，如果她的臂上红迹一旦消褪，尽管是正当的夫妻生活

的象征，也感到差怯难堪。至于守宫对于女性是否真有“惟房事则灭”效用，施

之男性又怎样?无从验证。但从记载看，这种极端摧残妇女人格尊严和钳制精神

自由的变相黥刑，可以想见封建时代妇女们的悲惨处境了。这种做法，元、明以

后已不多见。因此对《博物志》的玄秘说法就不免存疑。而守宫含义也另有新释，

说壁虎常栖息于屋壁檐瓴问，故名守宫。

谈到壁虎，笔者忆起了七十年代的一段奇遇。1964 年 7月，在涠洲岛紧靠崖

壁的旅馆中，惊涛警眠，夜不成寝，忽然一阵阁阁“蛙声”发自悬崖石壁间，渐

渐地住房的天花板、蚊帐顶也有不停的“蛙”叫。出于好奇，用电筒寻声观察，

原来是无数壁虎张咀翅尾有节律的此鸣彼应，可能是一种求偶“声明吧”?此种

现象，在大陆却未曾有。偶然翻阅李调元《粤东笔记》：“桂林壁虎能鸣，他处则

无”。至于是否象涠洲一样同时群聚而鸣?这就无从考证了。有感于涠洲、桂林相

隔千里，一山城，一海岛，地理条件和地质结构大异，而物性竟有惊人类似。这

个不解之谜，只能靠地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物候学家来解答了。

“南珠”得名种种

北海市政区内的海域盛产珍珠，是历史上有名的合浦珍珠之乡。合浦珍珠因

品质优良和“合浦还珠”的典故光耀史册而见重于世。

合浦珍珠称“南珠”，是从明朝末年开始的。明末清初人屈大均著《广东新

语》，其中有如下说法：“合浦珠名日南珠。其出西洋者日西珠，出东洋者日东珠。



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

池(所出)。”

经屈氏这一品题，南珠便成为合浦(宏观上含遂溪、钦州)珍珠的专名了，声

价更高，以至在当时，合浦的“数万金(价值的)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

在广州十分抢手。

其实屈氏所指的“东洋”，原是大海的泛称，元朝剧本《西厢记》中有“渊

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的说法，后来与南海对称，指而今概念的东海(亦

称北海)。宋《图经本草》说：(珍珠)今出廉州，北海亦有之”是宋至明称东海

为东洋或北海之证。“西洋”亦是宋至明时代对印度半岛与南洋群岛的泛称。郑

和航海至上述的地区谓之“西洋”。这种概念的东、西洋所产的珍珠，便分别称

为东珠和西珠。清乾隆年间东北乌苏里江和图们江所产淡水珠，亦称东珠。见《养

吉斋丛录》记载。

东洋指日本是从清初人陈伦炯的《东洋记》开始的，西洋指欧洲亦在明清之

际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的事。近代对东珠西珠概念随之转化为日本珠欧洲珠已约

定俗成，东珠西珠不如南珠的说法亦名实相符，故无不可。

(《北海日报》1991 年 8 目 31 日)

“搬家”的古榕多少岁

原植根于解放北路，“搬家”到北部湾广场的大榕树，已于 1986 年 4 月 5

日下午成功地在新址定根“落户”了。这棵树究竟年岁有多大，我市群众颇为关

心，为此，笔者翻阅了手头资料，并访问了几位老者，现提出如下见解。要作出

答案，得先从这棵树的故址说起：树的原植根地——政协北海市委这个地方，原

来是法国的租界，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秋，租界内创建了“法国医院”

和“法医士公馆”(俗称为“医生楼”)。这棵树可能是基建工程完成后的次年即

1906 年种下的；但也不排除在基建前就野生在此处的。前多少年呢?不会超过三

十年，因为根据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回忆，和我们这些四十年前在附近当小学生的

人的印象，当时这棵树还没长得象现在这样粗壮，树身直径只有如今的三分之二，

根据这些推断，这树的年龄，应该是一百二十岁左右。

(《北海日报》1986 年 4月 17 日)



珠母海与珠池

南海产珠的海区，分别有珠母海和珠池之名，说是南海珠区专名亦可·因为

“北海”(东海)珠区未见此名。珠母海又是合浦珠区专名，他处未见此称。

珠母海一名，初见于《旧唐书·地理志》：“廉州合浦有珠母海，郡人采珠

之所。”《环宇记》和《读史方舆纪要》都说珠母海在涠洲即“古之合浦”海中。

珠母即珍珠贝。《格古论》说珠贝“孕珠如(人的)怀孕”，故把珠贝说成珠母。

涠洲海区在晋朝以前是采珠区，故名珠母海。此外，未见此名。

珠池，是珍珠池的省称。此名出自唐刘恂《岭表录异》：“廉州边海中有洲岛，

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廉州洲岛”实指涠洲。但却误把珠母海移到岛上来了。

是作者未曾躬亲体验的臆断。唐朝广德四年(公元 764 年)，珠池位置已认定在“合

浦内海”。宋朝《元丰九城志》又进一步确指珠池在“合浦海曲”之间(东至遂溪，

西止防城沿海)。故珠母海与珠池到唐宋以后，已经名、地俱殊了。元代，广东

的惠州、东莞海中也发现了珠池，分别有媚珠、青赢角、荔支庄等名，稍后高州，

石城(廉江)也发现麻水池。但因采伐时暂，产量不多而渐被淘汰，故被久采不竭，

产量可观的“雷廉珠池”所掩盖。

雷廉珠池是明朝以后南珠的主要产地。雷廉珠池有多少，古今说法不一。清

朝以后趋向多数的说法是，遂溪有乐民池，合浦境内由东而西有乌泥、平江、杨

梅、青婴、断网等五池。钦州、防城境内有珠池多所而无池名。广义地说．它也

属雷廉珠池范围。

(《北海日报》1991 年 10 月 5日)

竹子精神与刺竹抽穗

词曰：吾爱修篁，亭亭直、虚心劲节。相对里、座中佳士，冰清玉洁。不畏

炎威张幛被，犹从岁晚凌霜雪。问几时?宛遍泪痕斑，湘妃血?

为篱落，为编篾，材尽用，无究竭。待重生、鞭笋还充肴啜。更拯岁饥抽实．．．．．．

穗，此身甘代苍生灭．．．．．．．．．。听萧萧未住替民呻，腰难折。

——满江红·咏竹

词填于大跃进后期，在那众所周知的艰困日子，笔者在农村劳动，饥肠辘辘，

竹阴稍憩，眼前幻化竹林开花抽实，人们采竹实代粮的景象，又读报获知彭德怀

在“庐山会议”中因上为民请命的“万言书”被罢黜。因缺粮而想到竹子抽穗；



因竹子精神而想到彭老总刚劲不阿的品节，乃触发填词的冲动。我无意作卖瓜的

黄婆，故对词语的工拙不予置喙，只是借此发端，着重探讨竹子抽穗的地方历史

及它的生态规律的玄机，以澄清迷信邪说，并供专家们研究参考。

方志的记载

今年(1994)年岁次甲戌，是竹子抽穗年份。距上个抽穗周期的 1946 年丙戌

刚好 48 周年，翻阅方志资料，有关北海(含两广或更广的刺竹生长区)竹子抽穗

的记载，最早记录是唐朝开元二年甲寅(714)(实为十年壬戌 722 年之误)“(合浦)

竹有花实，是岁大饥。”此后跨到明朝正德十年乙亥(1515)(实为九年甲戌 1514

年)“大饥。竹有实如麦。民多采食”。紧接是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刺竹结

实，可食，俗传与蒜同食则杀人(中毒)。”此条加注说，据老人说，只有刺竹一

种才结穗如麦子，约五十年一次，抽穗后的竹子全部枯死，同时提供了上下二百

多年中竹子抽穗的干支纪年：

丙戌(成化二年，1466 年)，甲戌(正德九年，1514 年)，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1562 年)，庚戌(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戊戌(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 年)，提

供资料的老人应在康熙尚健在，故时间下限已及清初，可靠性甚高。

刺竹抽穗的规律与现象

据上引资料，凡竹子抽穗必与歉岁荒年挂钩，天必大旱或大涝。抽穗周期为

48年，而且都属地支的“戌”年。每跨过四个戌年即重复相同干支年。至今年过

花甲的人，都身经目睹上个周期即 1946 年丙戌年的竹子抽穗景象。

当年，农村、园林的刺竹丛梢(他类竹子除外)，首先开花如稻蘖，串簇累累，

呈青褐色，晚春至初夏前后渐次结子成熟，累累下垂如小麦，色转黄褐，散落竹

根。当年入春即旱。四月初八尚无滴雨，四郊农民求雨队伍入街，呼天震地。米

价腾飞，北海农民与城市贫民四出采竹实充饥，在竹阴下铺草席，摇动竹竿，竹

实自落，无须经碓，用煮糖粥，与小麦无异，但多吃则腹泻，此种滋味，与笔者

同龄人记忆犹新。酒坊则用以酿酒，品胜高梁，俗称“竹根米”，很长时间内仍

以此作酒的代称。这次竹穗，1944 年已有先兆，1946 年大盛，延续至 1947 年。

结实后的刺竹全部枯萎，刺竹实自然播种，再生新笋，更新换代的过程为 3—4

年，与方志所载对口。这种生态规律颇富玄机：偏在旱年抽穗结实，特意给人们

代粮充饥；48周年为一周期；必逢地支的“戌”年。竹实赈饥，奉献于人类厥功



甚伟，此拙词所以有着重点二句颂词的由来。在六十年代的艰难岁月，如果竹子

抽穗该多好啊。

近年许多事实证明，自然生态规律因大气层温室效应作用，气象变异，不一

定遵循老皇历规律。今春雨量充沛，毫无旱象。国家储备粮充裕，对粮食实行宏

观调控措施得力，市场机制和信息敏感都会促使粮食余缺调剂。去年国家平抑粮

价，未雨绸缪……凡此种切，故绝不会重演闹饥荒的历史悲剧；况且现今城乡家

庭的食谱，已非单一大米充饥了。科技进步，政通人和，“饥荒”一词再不入载

当代辞典。但亦不可因今天饱饫膏梁厚味而忘记以往吃“代用品”的滋味，珍惜

粮食的传统美德绝不能丢。

(《北海日报》1994 年 4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