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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机构的演变

建国前，珠乡没有专门的文化管理机构，教育与文化是合二为一的。民国

期间，廉州镇是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合浦县的驻地。这两级行政

机构曾设教育科或教育局。1926 年北海开始筹建独立市，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曾

设宣传、文娱等几个业务工作科。宣传、文娱这两科与文化科有相似的功能。

后来，北海重大的文化娱乐活动，多由海燕剧社、民众剧社等民间团体去组织。

建国后，北海、合浦相继设立文化管理机构。县、市级机构曾称：文教科(局)、

文化科、文教卫生部、文化局等数种。文化和教育的管理机构几合几分。北海

市的文化机构级别，曾数次翻滚于区、县(处)级间。

2、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

20 世纪以前，珠乡固定的文化娱乐设施甚少，也很简陋。群众的文化娱乐

活动主要有：节日期间的舞狮舞龙、打拳演武，为酬神而通宵达旦演出的庙堂

戏，茶楼酒馆的粤曲弹唱、吟诗作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廉州山歌对唱，以

及优美动听的咸水歌对唱，载歌载舞的老杨公、耍花楼、公馆木鱼和采茶戏等

民问曲艺表演，还有木偶戏、讲故事、走棋、牌九、麻将、粤剧等文化娱乐活

动。

清末，北海最早的戏院是竹木结构的大西街戏院。随后，有太平戏院、高

升戏院。民国期间，相继有世界影画院、同乐戏院、明圆戏院、明珠戏院、中

山戏院、三达戏院、娱乐戏院、海珠戏院、国光电影院、永光电影院等影剧院。

1927 年，在北海兴建一座合浦图书馆。1929 年，北海开始筹建中山公园和海滨

游泳场。

20世纪 20 年代以前，合浦固定的文化娱乐场所也甚少，看戏大都是在庙宇

前面临时搭起戏台，唱完戏后便拆除。廉州第一间固定的演戏场所是 1923 年用



竹瓦篱笆搭建的新街戏院。1926 年，合浦创建中山公园，并在园内建一座图书

馆(后改为民众教育馆)。后又辟建廉阳公园和东坡公园。民国期间，合浦有钟

声电影院、骊珠戏院(后改为廉珠戏院)和廉阳戏院。

建国后，北海、合浦相继建了一批文化宣传娱乐设施，计有红星戏院、人

民礼堂、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还珠戏院、水产馆、海滨

公园、新华书店、电影院、歌舞厅、书报亭、投影录相、电子游戏、报社、广

场雕塑、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在各乡镇也建有文化站(文化中心)和影剧院、

有录相、桌球等设施。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城乡文化活动呈现多元化、多样化、

小型化。文化活动主要形式有：电影、电视、录相、投影、桌球、歌咏、戏剧、

扑克、棋类、球类、舞狮、舞龙、游泳、讲故事、唱山歌、交谊舞、游乐园、

图书阅览、音乐茶座、书画展览、知识讲座、参观旅游等。

3、文物古迹及文博机构

珠乡悠久的历史，遗留下甚多的文物古迹，1990 年计有新旧文物点 173 处。

其中，旧文物点属古遗址类 31 处，古墓葬 4 处，古建筑 70 处，石刻 8 处，近

现代主要史迹 13 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30 处，其他文物 17 处。至 1999 年，

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全市有 108 处，其中国家级 2 处，省(区)级 11 处，市级

15 处，县级 80 处。

1978 年，合浦县在廉州中心公园内建一座博物馆，下设考古发掘组和群工

陈列组。馆藏文物 5，500 多件。1987 年，又在文昌塔附近筹建古汉墓陈列馆，

占地 2l亩。该馆拟就地发掘及复制部分汉墓遗址实地展出。

1989 年，北海市成立文物管理所，着重修复古庙宇普度震宫。

4、文艺演出团体及演出活动

在戏剧演出方面，粤剧是珠乡最喜爱的剧种。它在剧目、音乐唱腔、表演

技巧以至服饰、化妆等方面较为丰富，语言也很宜人。据史料记载，19 世纪中

叶，合浦已有粤剧班。1865 年，较有名气的“廉州广班”曾到北流县做“万人

福”醮事演出，出场演出者百余人，可见当时粤剧班演出规模之大。清末开始，

粤剧演出活动逐渐多了起来，本地粤剧艺人组成的著名戏班有“得德声”、“华

隆兴”和“会嫦娥”班。外地戏班来演出的多为上六府班，如“广寒宫蟾影”

班等。20世纪 20 年代前，舞台布景极少，山水亭园均以字牌代替。30年代前，



戏班人员构成大多是全男班或全女班。40年代初期，由于日寇大举侵华，省港

失陷，这段时间，不少剧团及粤剧名角荟萃珠乡，如省港的著名演员梁醒波、

林英扬、霜雾霞、小莺仙等，使珠乡的粤剧演出盛况空前。建国前，戏班由班

主组角，人员居无定所，聚散无常，班名更迭常无稳态。

建国初，北海曾聚集了一批戏班艺人，先后组成群工、艺力、群力、合力、

先声、劳动、工农等粤剧团。因粥少僧多，经营维艰。后来，在政府的疏导下，

剧团开始与地方挂钩，群力粤剧团挂钩扎根北海，合力粤剧团挂钩合浦。到 50

年代中期，粤剧演出也一度艰难，艺员生活曾靠政府救济。为培养粤剧人才，

北海于 1957 年，合浦于 1964 年和 1977 年曾分别招收一批新艺员进行培训。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粤剧演出很受群众欢迎。1969 年，专业粤剧团改组为文艺宣

传队。1967 年至 1978 年，这期间，古装传统粤剧在舞台上基本消失。但这个艺

术剧种并未泯灭，当时，北海、合浦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有时也用

粤剧来演革命现代题材戏，同样深得群众喜爱。1979 年，北海、合浦的粤剧团

相继恢复。北海还成立了轻音乐团。20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前期，古装传

统粤剧复苏振兴，到 8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电视、录相等文娱生活多元化的冲

击，演出市场日臻狭窄，加上艺员青黄不接，断层裸露，经营艰难。

1925 年前，珠乡民间歌舞只有“老杨公”、“要花楼”等且歌且舞的曲艺演

唱。话剧、街头剧、大众歌舞，大多是 1925 年国民革命军南下珠乡，驱逐八属

军阀时带来的。《打倒军阀》和“秧歌舞”等大众歌舞的传播，推动了珠乡文化

观念的更新。话剧和街头剧，这种文艺形式很容易配合时势进行宣传，珠乡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都很时兴，民间曾组织多个以话剧为主的戏剧团体。

北海在 20 年代有“振铎剧社”、30年代有“海燕剧社”、“民众剧社”、“怒吼剧

团”。40年代有“一中剧社”。合浦 30年代有“大众剧团”、“烽火剧团”，40年

代有“怒吼音乐社”、“青年剧社”、“海门中学剧团”等。这些民间文娱团体多

由学校师生组织，进行广泛的文艺演出和深入的抗日救亡演出宣传。50年代初，

珠乡有“星光剧团”、“工人剧团”、“一中剧团”。不少农村及城镇的团体也相继

成立业余剧团或业余演出队。合浦还重新组织了木偶演出队。60年代中后期，

各公社、大队，大的机关团体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演出队，戏剧及其他歌

舞演出活动较为活跃，演出团体多以简易、小型为主，现代题材演出为主。70



年代后期至 80年代中期，城镇的戏剧及歌舞演出较为活跃，而农村演出较为沉

寂。80年代后期，剧团演出进人低谷期。60年代初，北海成立了电影剧场管理

站，较好地加强了对剧场的管理。1980 年，北海市演出公司成立，合浦还珠戏

院也成立了管理机构。

建国后至 1987 年底，来北海演出的外国演出团体只有 3 个。1965 年 11 月，

越南广宁省人民歌舞团应邀到北海演出。1966 年 7 月，越南广宁省鸿基市人民

改良戏剧艺术团应邀到北海演出。1987 年 10 月，美国西密执大学铜管乐团应邀

到北海演出。

建国后，国内演出团体来北海演出的也不少。在 80年代，来北海演出的著

名团体有：中国歌舞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电影乐团、上海歌剧院、上海人

民滑稽剧团、上海多灵轻音乐团、广州环球飞车团、广州粤剧二团、银川马戏

团等。

5、电影发行放映

在电影放映方面，广西区算北海最早。1903 年，英国传教士已携带无声放

映机到北海放映。1917 年已有营业性的放映活动。珠乡相继开业放映的有“靖

海戏院”、“明园戏院”、“钟声电影院”、“明珠戏院”、“骊珠戏院”、“娱乐戏院”

等影剧院。30年代，有声电影已进入城镇电影院，电影已成为群众喜闻乐见、

视听结合的文娱形式。那时，合浦部分乡镇已开始有流动无声电影队活动，但

次数甚少。抗战时期，放映业一度沉寂。

1952 年，合浦、北海两县市复有电影院开业，乡镇不时有省电影队流动放

映。但次数不多。随后，成立了县办农村放映队和县、市电影管理站。50年代

后期，已有厂矿电影队及乡镇电影队萌生。60 年代，农村放映实行“定场次、

定收费、定映点”的“三定”放映办法。放映业虽比 50年代有所进展，但步子

不大。70年代放映队伍发展迅速，城乡的放映活动大普及、大发展。同时，宽

银幕电影开始进入影院。80 年代，立体电影进入影院，农村民办队、个体队发

展迅速，并代替国办队占领了农村电影币场。北海、合浦城乡已形成了一个较

为完整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80 年代中后期，因为受到电视、录相及文娱生活

多元化的冲击，电影观众一度滑坡。由于国家相对提高了电影票价，使放映收

入不致下跌。



6、书店及图书馆

北海和合浦，于清末已有书店经营，既有独资的也有合资的。因有对外港

口之便，书报发行流通较快。建国前，北海最早开业的是蔚华书店，之后有茂

和书店、绿波书社、日新图书社、南达书店、森泰书局、陈记书店、南华书店、

北海书店、强新书店、振化书馆(北海佛教居士于 1942 年开办，发行佛教经典、

劝善书籍)、现代书报社等。建国前，合浦最早开业的是 1904 年李高华独资经

营的“茂和”书店，之后有“广信昌书庄”、“成章”书店、“廉州黄松记书庄”、

“黎照社”书店、“合浦书报合作社”、“合时书社”、“日新图书社”、“晨光社”、

“芸香书室”、“战时读物供应社”、“合浦文化服务社”、“四维书店”、“映瑞书

店”、“花瑞华书店”、“大同书店”等。除县城书店外，其他一些大乡镇也设有

小型书店。

建国后，北海、合浦都成立国营新华书店、各乡镇供销社也设有图书分销

店，形成了一个城乡图书发行网络。小人书摊于 70 年代及 80 年代初期较多。

80年代后期，私人开的书报摊店、读书社较多，形成了鼎盛期。

图书馆，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场所，珠乡的图书馆事业，已有悠久的历

史。早在清宣统年间，在合浦已建有“廉州府藏书楼”。1927 年，热爱桑梓的爱

国将领陈铭枢，曾捐资在北海建“合浦图书馆”。1929 年，在廉州镇城隍庙又建

有“合浦平民图书馆”(后毁)。1930 年，陈济棠拨巨款建“合浦中山图书馆”(今

合浦师范图书馆)。1956 年，合浦拨款重建“合浦县图书馆”。1966 年，北海

图书馆才正式成立。

7、报刊出版及文学团体

珠乡创办报刊较早。1903 年，德国教会在北海创办《东西新文》(周报)，

这是珠乡最早的新闻报。1915 年，德国教会又创办《觉民报》(周刊)。从 1929

年至 1949 年解放前夕，珠乡陆续办了《钦廉日报》、《特电日刊》、《世界日报》、

《粤南日报》、《合浦半周报》、《合浦日报》、《北海日报》、《晨光报》、《战声》

三日报、《宏善汇刊》(北海佛教居士于 1945 年 4月创办，刊至 18期停办)、《海

啸月刊》、《青年日报》、《合浦民报》、《前进报》、《戡建导报》、《钦廉民国日报》、

《南天日报》等。20世纪 50 年代，在珠乡曾办《每日新闻报》、《钦州农民报》、

《钦州大众报》、《合浦农民报》、《钦廉大众日报》《还珠报》、《跃进报》、《北海



报》、《合浦日报》、《合浦报》。60年代，曾办《北海通讯》。北海被列入 14个沿

海对外开放城市后，1984 年 10 月北海办《北海报》(周刊)后改为《北海日报》。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北海经济高速发展，报刊业也到了鼎盛时期，除了《北

海日报》外，还有《沿海时报》、《北海晚报》、《北海广播电视报》、《沿海画报》、

《北海华商报》、《北海开发导报》、《北海建设报》、《合浦报》、《银滩旅游报》、

《北海政治协商报》、《企业交流报》、《华人经济导报》、《大西南报》、《沿海科

技》、《经济杂志》等报刊。

在文艺刊物及文艺学术团体方面，珠乡在 20世纪也有所沉积。

1922 年，合浦的中小学教师和一些知识分子曾组建了合浦第一个文学学术

团体——“珠官文社”，该社曾编印出诗、文两种刊物。1929 年，北海中学(原

合浦一中)的学生曾组织“结帮兄弟会”，取名“帮都”读书会。30年代初，北

海中学曾编出综合性的铅印刊物《一中校刊》。1933 年，该校学生又组织“社会

科学研究会”(取名“未名社”)、“新哲学研究会”和“新文字拉丁化研究会”。

后来，该校学生又组织“静励斋”、“吴家园”等读书会。进步学生通过这些文

艺团体和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交流读书心得、出版文艺刊物。出版的文艺刊

物有《群光》、《大风》(诗刊)、《我们旬刊》、《缪丝周刊》、《新潮季刊》等铅印

刊物。40年代后期，北海社会知识界曾组织诗社、对社。著名的有“集益诗社”

和“寻梅诗社”，曾开展征诗征对活动，结集出版诗集。1948 年，北海中学学生

曾组织“晨光社”、“雁社”等好几个文艺社，他们除了搞体育和歌咏活动外，

还搞了一些摄影及出版壁画等活动。

建国后，珠乡也编出了不少文艺刊物。合浦出版的有：《合浦文艺》、《革命

文艺》、《南珠》等。北海文化馆及文联曾编出《北海文艺》、《北海文化》(后改

为《海石花》)、《螺号》，《珊瑚》等文艺刊物。除此之外，北海工人文化宫曾

编出《北海工人文艺》。北海中学师生 50 年代初曾建立“文艺研究会”，编出

了《文艺月刊》，后来又编出《海涛》文艺杂志。80 年代，北海中学及北海二中

的学生组织了“海贝文学社”和“征帆文学社”。曾编出《海贝》、《征帆》等文

艺月刊。同时，北海文学青年曾组建了“滨风文学社”，并曾编印社刊《滨风文

学》。北海诗歌爱好者曾成立北海诗社和海神诗社。北海诗社编印过《北海诗词》

多期。除此之外，珠乡还有一些单位自办发行业务刊物，约有十多种，如《北



海影讯》、《合浦影讯》、《北海港报》、《生活与储蓄》、《北海卫生》、《北海教育》、

《北海政协》、《北海科技》、《北渔报》等。

建国后，北海、合浦还成立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诗

词、文学、楹联、盆景、新闻、广播、地方志、戏剧、语言文学、收藏研究、

群众文化等多个文化艺术学(协)会，通过这些学(协)会，推动和指导了全市的

文化艺术等各项工作。

8、广播、电视

在广播、电视方面，建国前是空白的，建国后逐步发展，20世纪 80 年代有

大突破。

20世纪 40 年代初，广东省教育厅为配合抗战需要推行播音教育，曾在各地

县府、民众教育馆，以及重点中等学校配备了少量的收音机。1951 年，北海、

合浦始建收音站，根据收到的电讯编出每日新闻报。后来建有线广播，发展入

户广播网。1958 年大跃进，各公社陆续办了广播站。60年代后，村村队队都通

广播。听广播，当时成了群众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1984 年，开始筹建北

海广播电视台，1988 年 7 月正式开播。

1977 年 9 月，北海、合浦分别在城郊的冠头岭及望洲岭建立了电视差转台，

各有 50瓦差转机一台。1982 年，北海、合浦各建电视发射塔一座，能同时转播

广西、广东两套节目。1985 年，北海筹建多功能的广播电视综合楼。1986 年，

北海、合浦都建了卫星电视接收站。1988 年 9 月，一座 72 米高可安放四套电视

发射天线和一套调频广播发射天线的新电视发射塔正式在北海投入使用。80年

代，北海、合浦一些乡镇及单位共建有电视差转台 10多座。

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拥有电视机及收录机量不断增加，

收听广播及电视，是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9、文化人才

珠乡，建国前因没有深厚的文化沉淀，因而在文化人才及文艺创作方面，

没有留下什么惊人之举。然而，珠乡却有幸留下大文豪苏东坡、郭沫若，戏剧

家汤显祖、田汉，画家齐白石、音乐家贺绿汀等名人的足迹或诗文。自民国以

来，珠乡这块沃土曾培育出不少专家、学者及艺术家。全国著名的有：作家李

英敏、白原，画家黄铸夫、辛莽，音乐家张文纲、黄国栋、伍雍谊，语言学家



岑麟祥、王宗炎，教育家韩罕明，机械专家苏树珊，流体力学专家许维德，光

纤技术专家郭乃健，焊接材料专家邓键，导弹专家陈家礼，结构工程专家韩大

建等。

1984 年北海列为 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后，珠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品位有所提高。据 1990 年统计，北海市(含合浦县)共有自然科技人员 6，

178 人(其中中级职称以上 1，550 人)，社会科学人员 8，376 人(中级职称以上

1，473 人)。在文化系统内，获高级职称的 6 人，获中级职称的 63人，获初级

职称的 169 人。1996 年末，全市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24，508 人，中级技术职称

以上人员 7，537 人。1996 年，在文化系统内，获高级职称者 17 人，获中级职

称者 86人，获初级职称者 287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