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海 文 史

第十六辑

乾江述古

苏立圣著

合浦乾江，即古之乾体。乾体港为合浦门户，自古为中国南方军事要塞和

通商口岸。

《方舆纪要》“合浦南濒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藩篱，控夷蛮要地”。由

乾体海 15西过大观港，乌雷岭，便到越南。过去，中国自秦汉以来，历晋、唐、

宋、元、明以至于清世，其对外军事，尤其是对越南，都涉及到乾体。西汉元

鼎五年(112B.C)，南越吕嘉反，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朴等征讨，

便师出合浦。东汉建武十七年(41)，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光武帝命伏波将

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讨伐，也师出合浦，沿海而进，大战浪泊上，剿灭征侧、

征贰。三国时，吴孙皓三次伐越皆失败，其后建衡三年(271)，苍梧太守陶贲，

从合浦海上进军出击，才大破交趾。《新唐书》载高骈征南诏，由中原出发，过

灵渠，越桂门关，沿南流江南下，到乾体港，然后西达交趾。宋宝祜问，倭船

入寇，理宗诏廉州沿海，严申防遏。明洪武 27年(1394)，太祖朱元璋下诏命廉

州防倭。到了清顺治时，更在乾体设乾体营，置游击(相当于后来旅长)、守备(相

当于后来团长)。康熙时，乾体营官兵定额 1518 员名，有大小兵船十一艘，灰

斗船四艘，艚船七艘。康熙 57年(1717)申洋禁，在乾体八字山建炮台。光绪 11

年(1885 年)，法军侵越，法舰窜南沥，炮轰北海，合浦戒严，乾体又筑土堡红

坭城以防守，这都是乾体在中国史上作为南方军事要塞的事例。

过去，合浦全郡之水，皆从乾体港人海。港口宽广，地势险要。《合浦地名

志》说：“乾体海口，是廉州门户，扼江海之交，秦汉至明朝，此港是中国对外

交通贸易要地。《廉州府志》也有“廉郡合浦，附郭面海背山，南十里乾体海口，

为廉州门户，乾体至冠头岭大观港，数百里海面辽阔，迫处郡城”。由乾体过大

观港、乌雷岭、便到越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敌舰封锁北海海面，那时合浦

沿海商民，要出国活动，都从北海冠头岭乘夜发舟，顺风顺水，木帆船一夜可

抵达越南婆围。故《海外代剖》有“南安舟楫，自其境永安，朝发暮到，入乾



体港，溯江上廉州”。合浦自古和越南地域相连，从乾体往来越南，它是最近最

通畅的海口，也是中国古东南亚海上交通贸易的最前站。《广东通志》也有“明

朝以前，由合浦往东南亚船舶，皆在冠头岭发舟。《廉州府志》也有“圣主威德

远播，薄海从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梯山航海，源源而来”。当时中国运销东南

亚的商品，都从乾体港出口，外货也由乾体港运销中原。

乾体港和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贸易，可上溯至汉代。《汉书·地理志》“自日

南障塞，由徐闻、合浦(那时从徐闻要往来东南亚，首先要经过合浦)船行可五

月有都元国(今马来半岛)，又船行四月有邑没卢国(在缅甸沿岸)，又舟行二十

余日有谌离国(在缅甸沿岸)，步行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自夫甘

都卢国舟行二月余有黄支国(印度建志补罗)……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驿

长原黄门与应募比俱人海，市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以往……

蛮夷商船，转送致之，不利交易”。王莽时，中国使臣并曾到达皮宗(马来半岛

西南)和日南象村(交趾支那半岛)的边界和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中国当西汉

时已从合浦带黄金杂缯到东南亚一带做生意，说明了中国当秦汉之世，已开辟

了东南亚丝绸之路，而乾体港正是中国古东南亚丝绸之路的始发站。

自是以后，乾体港和东南亚的交通贸易继续不衰。综观近年来东南亚各地

出土不少的中国古平和陶瓷器等可以证明。直至明朝中叶朱纨等人当权，一反

汉唐宋元以来和本朝传统，禁止对外通商，再到清朝闭关锁国更严。清顺治康

熙间，海禁七次(顺治 12 年、17 年、18 年、康熙元年、三年、10年、56 年)，

自大观港东历高坡至新圩，为合浦海禁界线，整个乾体港都遭封锁。乾体港对

外交通贸易，便呈没落。又自康熙朝北海建制，民初北海划为合浦第二区，乾

体仍属第一区，过去乾体海域冠头岭沿海地方，都划属北海，乾体只偏安于乾

江流域，乾体经济政治地位，便成了附庸。乾体古名号地渐为“乾江”替代。

乾江南距北海约 40里，北距廉城约 20里，行政区改变后，乾江介于廉州之间，

只能起缓冲中转作用。解放后社会建设一日千里，交通工具飞速进步，单车、

摩托车、汽车，横冲直撞，时速快，运程长、消费省，乾江依靠人力肩挑步行

的中转站作用，更不适应。过去，乾江河阔水深，五、十月潮，往往浸没沿江

市街。端午龙州竞赛，几艘龙舟，并驰水上，绰有裕如。那时上江船只木筏，

都从大坡沟人乾体停泊，舟开往高德北海。北海乾江间水运，经常有木船三艘，



天天对开，数小时可到，交通便利，渔船归帆，也来泊乾体，至于台风海啸，

大小船只，都奔来躲避。解放后，塞江造塘，江流不通，船舶不到，水运断绝，

乾江更一蹶不振了。

乾江向以渔业为主，其他工商业，都是小资本个体经营。大致以碾米和酿

酒为多。碾米户每天五更时候，便把碾好的米，肩挑运销高往北海，每天不下

百余担。他们晨间交易完了，便赶回乾江另碾新谷，既磨既筛既捣，一天赶完，

这是重体力劳动。此外也有趁渡船运销北海地角的，那数量较多，一人肩挑不

尽。酿户约有卅余间，也以北海地角为销售对象。

乾体渔业，过去有鱼塘十所，淡水养殖收入颇大，但更主要的是海上捕捞。

深海捕捞除拖网外，有网门机构。网门为乾体十五户人所创办。十五户人当元

明之际，便在北海殖海，至乾隆二年再报经清政府核定鉴碑为证。十五户报垦

的海疆，北至到漏江(即例流江)，南至冠头岭石龟头，东至岸(即北海岸)，西

至那隆江口(距西场二公里)，面积很大。垦殖海域内，普遍建立箔地。现在其

中一部份有名称可考的有五十六所，鱼深米 30石 8 斗，但按现有资料排列推算。

估计原有箔地在二百所以上。这些箔地，有如‘‘竹根儿”、“大树根”、“崩沙口”

等已上升为陆地。故乾隆二年时，因海疆逐渐变化，有些箔地荒废，乃改为网

门 22筏。各筏有优有劣，因而拈阄使用，每年农历二月初十日，集中乾体十五

户祠拈阄，其余仍属箔地的，称为小网，则在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仍在十五户

祠投批。因为作业关系，乾体渔民并迁居海滨，开拓地角。

渔业运销，又叫做“赶鲜水”。这些运销者有的驾船海上追踪渔船购买，

也有步行到地角、高沙龙、白虎头各渔村购销。船购以春夏两季为多，每当潮

涨，鲜水船便随潮返乡，卸鱼招二贩子。一时江干人声鼎沸。二贩子取得鲜鱼

后，便马不停蹄般的纷纷挑向廉城名地发卖，鱼的种类按季节不同，鲜鱼一般

用竹笠装载，有时买到大批魟鱼(俗称蒲鱼)或其他大鱼时，都用绳子穿着鱼腮，

成串系在船边，随船漂海拖回，既省力，又新鲜，更特具风趣。那时一般二贩

子都无须备有资金，也不用议价，都是尽先领取，待卖去后才按市场行情，合

理交纳鱼款。故那时只能有力挑运，便能谋得升斗，绝无亏本之虞。故一般生

活安定，身心愉陕。至于步行赶鲜水的，约当潮退船归时，便到渔村选购，他

们这种行业是特种经营，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他们买到鲜鱼后，便开始马拉松



长跑，七八十里长途，一口气奔回乾体。他们为了跑路方便，一般都卸下裤子，

用围巾蒙着下体。他们真可是说连巾成帏，挥汗如雨。便是那些二贩子由乾体

挑运鲜鱼到廉城发卖也是一路奔跑，除到今电厂附近桥底小溪(旧名洗鱼水)中

将鲜鱼冲洗一次外，沿途绝没有缓步进行。他们是争分夺秒，他们每一分钱，

都是用不少的汗水换来的。

至于贩卖咸鱼，大都在家乡洗晒加工后才运送各地，每次货运颇多，往往

一去数天，不同于卖鲜鱼的朝往夕返。他们除在县属各圩场销售外，常常远销

至灵山、武利、沙河、博白以至玉林的船埠。咸蟹也多，每年夏秋之间，群驾

小艇到海上收买，集中乾江，搭厂砌灶，配盐加工，晒干装笠然后运销各地。

乾江亘古以来，和城镇一样，每天集市，且全天候早中晚三市，这情况是

各圩镇所少见的，说明了乾江过去的市场经济地位。市内各行各业，应有尽有，

场地安排，固定不变，行市连家肥都有定点，为卖灰庭、猪屎坡，可谓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工业方面，有染布厂三间，收染市内各户机织布匹。有机织袜

和线衫织造厂，和机械修理厂。抗日战争时期，廉北疏散，工艺停顿，只乾江

修理厂照常开业，既修各种机械和电机，且铸制各种汽车汽缸和零件，抗日战

争胜利之初，北海海运未恢复，乾江修理厂古瑞炜，选购旧机件，在八字山修

造小机轮，载重 30万斤，以北海鼎昌隆代理，行驶北海海防，填补那时北海海

防间海运空白。

乾江成立学校，在本县说是最先的。她早于廉州中学五年。乾体学堂成立

于 1901 年，那时负笈来校的全县各地都有。乾体学堂成立后二年，乾体秩序学

堂、海汇学堂和峙山小学也先后成立。乾江地方方园不过一华里左右，却有学

校四所，其后，基督教在乾体，还成立女子小学，地方文化教育是很发达的。

除学校外，还有私塾。塾师包唐陛、黄焕图、包朱缓、陈元镒、洪以祥……等

多人，都多年设馆授徒。附近乡村也设有私塾。他们的课程以开蒙为主或约当

现初小二、三年级程度。另有界正学会，聘请谢宝树老师主帐，上午讲五经，

中午讲四书，晚上讲古文或史论，继承乾体学堂经学课程，是比较高级的学塾。

乾体学堂后改为合浦第一区第一小学、秩序、海汇、峙山也改为初小。1942 年，

乾江又成立乾体中学，由苏健今、林仲斡、陈濯涟、洪彬洲、陈普耀、苏立民、

苏法其等组成校董会，筹备成立。每年招收初中学生两班，这样乾江便完成了



由小学而中学的完整体系，解决了本乡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也为邻近各乡学

生升人初中提供方便，并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

乾江学风是比较好的，学生家长都注意培养家人子弟，青年学子也都勤苦

学习，而且相率成风。当乾江乾体中学未成立之前，无论读初中或高中，都要

到廉州中学或海门中学去。北海中学因距离乾江比廉城远，那时就读北海中学

的乾江学生较少，那些就读廉城的都是走读生，二十华里他们朝去晚回，每天

喝下两碗淡粥便赶着起程，直至下午课完归来，已暮色苍冥了。他们既没有午

餐，便是午休也没有定处。他们分散在学校附近树荫间，枕石卧草，半复习半

休息便这么渡过中午时间。他们每天上路都是看星星、望月亮，凭着天象来决

定上路时间，没有时钟，更无手表。他们每天行到洗鱼水时，刚好听到廉中起

床钟声。他们都是赤足走路，直到将到学校之门，才洗足穿鞋上课。正因为他

们长期习惯于跑长途，跑快路，所以历次运动会中，常以长跑获优胜，古世洲、

苏立鵿、都是万米、八千米径赛的优胜者。

乾江也有很好的革命传统。合浦辛亥革命起义领导人物为苏乾初、林朱赞、

苏健今都是乾江乡人。苏慎初、苏汝森也是化县光复革命的领导成员。1914 年

苏慎初并曾任广东省督军。林朱梁为黄埔第一届学员，曾任粤闽赣边总一挺进

司令和合浦叙长，陈濯涟曾任阳青、阳江、吴川长。五四运动新风传来，乾江

学生也群起革新，破除迷信，捣毁菩萨。其后对日杯葛运动以至抗日战争期间，

乾江青年学生参加各种爱国运动都是如火如荼。1941 年三月三日，日本侵略军

窜入北海时，乾江青年民兵曾进军袭击日寇，在莒头江发生接触，虽然因为敌

我悬殊，且武器良莠相差甚远，迫得很快撤退，但对那些不抵抗、弃城逃跑或

坐山观虎斗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乾江青年也干得很出色，建立不少丰功伟绩，其中郭李桄、严培远的功劳，在

中国革命史上是可贵的，在乡土志中更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学术方面，以中医

学较为突出，苏健今、苏立民是斐誉远近，廉北闻名的。苏德宁卓六以妇儿科

特长，终其一生为民治病分文不受，还有郭李亮(明东)于民初从广州国语传习

所学习了国音字母归来，便在乾江小学开设国语科，教授语音符号，在我县首

创国语教学。著述方面，林朱赞著有《峙山草堂文稿》，分经说一卷，史论二卷，

诸子一卷，性理一卷，财务一卷，序记一卷，文牍一卷，诗歌一卷，共八卷。



苏健今曾留学日本，著作脱稿的有《胡卢燕石斋诗文集》、《石鼓文扶桑摹本考

证》、《中药今释》、《妇科医案》，未脱稿的《中药治癌物质初探》。他也是一个

收藏家，藏有明清名家的《万梅图》册页，八指头佗书画扇画，郑李胥行书扇

面，曾国蕃签发的“通行证”，以及出自名家手刻的印石、端砚、玉器，各种碑

贴和《吉金乐石录》。在日本学习时并临存《石鼓文》、《流沙坠简》等。这些著

作和收藏品，文化大革命时已被抄去。苏立民亦有著述，存在他孙儿名永处。

潘梅斋医生，辑有《妇科医方汇纂》。潘医生在廉北一带，亦享盛名。

乾江妇女，讹名“勤礼婆”，不独是合浦全境闻名，她们并斐声于灵山、浦

北以至沙河博白等地。总之，曾来往廉北经商的人士，无不赏识“勤礼婆”的

英姿。

乾江妇女，不独是家庭主体，也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一切对外买卖经

营，都是妇女承担，不仅是半边天。她们握有家庭经济大权，自然掌握住家庭

一切的支配权。在买卖方面，她们是个体户，可是由于市场交易等社会活动美

系，也决定她们的集体意识和行动。本来从前廉城居民一应食用鱼虾海鲜，都

是乾江妇女从乾江运来供应的，所以乾江妇女实掌握着廉城居民付食供应权。

记得当 1925 年间，八属军邓本殷部已被击溃消灭，但邓的余孽，他铸下流行在

市面的八属毫艮还充斥市场。市民对这种八属毫艮贬之为“啰囌把”，它已失去

货币的价值而为市民所拒用。可是有些市民，尤其是有些机关干部，警察县兵，

他们购买鱼虾，总是强要乾江渔妇使用，造成渔妇很大的亏损。因此乾江渔妇，

一致罢市，不挑运鱼虾海鲜到廉城发卖。以至廉城人民日食无鲜，一连素食三

天。那些机关干部，警察县兵，以及那些强梁，迫于乾江渔妇的抵制，以及群

众的压力，不得不就范，以铜元交易，市场才行恢复。在国民党滥发纸币，金

融崩溃期间，民间叫那时的纸币为“湿柴”，那时也曾因湿柴纠纷(那时市场交

易曾以米作物之交换)而罢市一天，结果也是乾江渔妇得到胜利。这些历史事件

使市民一致认识了乾体妇女在市场上的作用及其社会地位。

乾江妇女承担的劳动量是很大的。她们运销海鲜到廉城，争分夺秒，廿华

里长途一口气奔驰到市场，这在一般男子汉是不容易做到的。她们却不怕苦累，

日日为是。她们的担竿是作蛾眉形两端向上翘的，她们在跑步时利用担竿弹力，

每步一弹，可以省力，且有韵律。但使用这样的担竿是要经过训练的，否则你



便难把这样两头翘起的担竿平稳地安放在你的肩上，更不用说能运用它借它的

弹力顺利驰跑。在行进中为了不耽误她们的宝贵的分秒时间，她们在闹市中急

速行进时，她们一面奔跑，一面吆喝，使街上行人远远听到无不赫然震惊，赶

快纷纷让路。因此好些市民往往指责乾江妇女嚣张，卫道者大摆其头。实在她

们是温顺的，她们是很团结的，也勇于反击那些对她们的无理行为和暴力。有

时有些过路人，每见到乾江妇女抛头露面，且往往见到她们罢市归来沿途爽朗

谈笑，轻松随便，往往不知底里，时或对她讪笑，或无礼相加，那你将会大倒

其运，她们中一人倡呼，所有同行妇女，便都仗起担竿，使对方得到应得的惩

罚。所以许多卫道者侧目之余，复嗤之以鼻，终至大摇其头者，良有以也。

乾江文物古迹很多。

乾江村口，原有牌坊一座。这个牌坊的建立，记录着乾江乡史里的一个故

事。乾江民风原来颇好。清嘉庆间，乡间有个举子夏朝选，他家约当现乾江供

销社地方，夏入贡后在乡里设“子日店”。他为人严谨，对学生管教认真。而且

有时乡人无论什么大小纷争纠纷，他都则身介入，劝导多方忍气息争。乡人既

服其理，也感其诚，更怀其德，都乐意昕他劝告。从此日就月将，老幼长小，

相规相诫，乡中逐渐形成讲礼貌、守秩序、雍雍穆穆的良好风气。甚至乡先辈

传说：那时“男女出没，分道而行” (这自然是那时封建道德规范)。后来府

县采风，特奖“俗美 风淳”四字，并赍款树坊垂训。因而建立这个牌坊。因

为这个牌坊，正建在“戌乾亥”的方位。由于地名和方位都占个“乾”字。所

以乡先生们便搬出《易》老夫子来。《易·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

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

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贞。”因此在

这牌坊正门外面门楣上镌上“元亨利贞”，门内楣上镌“乾德大生”。至“俗美

风淳”四字更配上“地灵人杰”分题在左右旁门内外楣上。

牌坊外东井头坡村口，有古井，名方井，名井也。井旁竖有碑。过去这个

井的井水正面总比井旁田里的水面为高。井水很清洌，比重比其他井大，过去

廉城达官富户多特来汲此井水食用。尤其过去那些鸦片烟贩，更说这井水煮烟，

烟味浓，成数高。近来乾江制造汽水、雪条的也说使用这井的水容易切合规格。

但目前井旁地方被挖掘得很厉害，也有在那里筑塘养鱼的，这井的水质已受很



大影响。这井还流传下一个故事。有某知府因爱饮用这井水，所以天天要差人

到乾江挑用。因怕挑水的作弊，所以制备的两条签，一条留在衙门，一条放在

乾江接龙观，每天挑水时要从衙门里拿那签来乾江兑换，以明证没有作假，这

做法当然有漏洞很不可靠，而这故事也是由苏东坡爱玉泉水的故事引来，恐怕

不是实事，但却从而说明方井井水的名贵。

乾江八字山有跑台一座。是康熙 56年(1717)年奏请，翌年由总督扬琳奉准

建筑的。当三议口人海口处。北距水师三议讯十里，屹立河边。原建台高一丈，

围 12 丈。有门楼一座，官署三间，兵房八间，火药库一间，守兵 40 名。台上

设二千斤大炮二门，一千斤大炮二门，五百斤大炮四门。嘉庆八年(1803)十月，

遭匪袭击，炸毁五百斤大炮一门。后来从廉州城北门楼将一门五万斤大炮移来

补充。现房屋已切毁，台也爆烈。解放前将仅剩的房屋，移作峙山小学业校舍。

方井井北，有红坭城。为中法战争时期的国防建设。光绪十一年(1885)，

法国侵略越南，二月，法军舰窜扰我南澫，炮轰北海海岸，合浦戒严，清政府

下令自冠头岭至乾体，沿途筑土垒，红坭城便是这时筑起来的。同时还筑有白

坭城。白坭城现已湮没枚平，城址约当今盐坡尾村瓦窑附近地方。它扼守永兴

桥，为廉北官道要隘。红坭城当其后卫。红坭城现也雉牒坏毁，仅余城柜，城

外战壕，也渐崩塌，红坭城原设有铁炮四门，载有木架，可以推行，平时无事，

安放文武庙(即今乾江中学)，有警才推置城上备用，大炮是用火眼引火的，放

时要戴手套掩住火眼。记得有一次试炮，所丁张英掩得不好，烧伤手掌。红坭

城的大炮比八字山炮台大炮为短，八字山太炮长可二米，不能移动，红坭城大

炮大约长七十厘米。那处的大炮在抗日战争期间奉调改铸了。

过去，乾江猪屎坡有烟墩一处，现当乾中采坊，和烟楼和窑头岭烟墩相连，

八字山炮台，红、白坭城，烟墩，都是乾江地方的国防建设。

乾江乡内有八社六庙。社的范围，即过去行政区域。八社为文兴、中屯、

中兴、里仁、厚福、兴贤、永庆、东兴社，其中以文兴社建筑为大，一连三吉，

除殿堂外，还跨街结拱，屋宇轩敞。

六庙有天后宫、龙王庙、接龙观、文武庙、康王庙和三婆庙。天后宫祀天

后。天后传为福建莆田林氏女，殉父死，天帝嘉其孝行，封天后圣母，使司海

上之事以保舟楫的平安。乾体为渔村，居民朝夕在海上工作，所以很虔诚祀奉



天妃，天妃庙也建筑得很宏伟。上下座屋脊都是镶着瓷采，塑就人物故事，脊

顶双鳌车朝珠，檐角踞狮，瓦当塑着多种采字。地面铺以石板，建筑可说是乡

中各庙之冠。龙王庙龙王蓝面六手，也属海神。庙落成于同治十年(1871)。庙

前建有字纸亭，上塑“敬惜字纸，功德无量”八字，为全乡销毁字纸处，文武

庙的建筑和天后宫相似，但它前座建有左右两楼，北曰吕仙阁，南日藏书楼，

战时两楼设指挥部，节制红坭城。庙址后改设乾体学堂，有八个学生宿舍，收

容外地来校学生。接龙观又名观音堂。地当现乾江中学。前祀北帝，配祀十八

罗汉，后祀观音，对面为韦陀。十八罗汉塑像生动，艺术价位颇高。庙内有经

堂，原住有女尼。观音堂所以名“接龙观”，据方家迷信，说乾江来龙，起自东

北，窜入乾江时，刚在观音堂地方，所以庙名“接龙”，庙联“山势接飞龙”，

便说其事。康王庙址在今小学校内，重修于嘉庆 21年(1816)。庙前有古榕两株，

大的有约十个人合围这么大，枝叶扶疏，根干虬曲，风景绝佳。乾江古榕，乾

中校内和今食品公司内，还各有一株，除乾中校内一株仅存外，其他三株在大

跃进中均被砍去。顺便提到有关有名的树，还有前第四街文化室的一株龙眼树，

这树一边的果子是大核的，一边是瓜皮肉的。这并不是出于杂交，而是共生，

这提供了百年前龙眼树嫁接的可能信息，这棵树是值得珍惜的，可都同榕树相

同的命运。三婆庙现已改作民房。乾江还有洪、麦、钟、苏、郭李、周等宗祠

和十五户祠，十五户祠设立海汇小学，郭李氏祠设秩序小学，经费也由这间祠

堂供给。过去乾江学校，无论初小高小，都全部免费，郭李氏祠还建立助学金，

所有肄业初高中和大学，都另有补助。

乾江公园，在现乾中校园东部，右傍接龙观，左兼有原八角亭地。八角亭

祀全村社王，过去俗语“老虎入村问土地”，指的便是这样的全村性的土地神。

八角亭上丛生古树，好似华盖。亭前两边安放长石条，行人可以憩足。亭圯毁

多年，所以就其地建公园。公园里建有花区、莲池，周围有灌木林，时艺花草。

园里有福甫亭，为潘姓赠建。有妙香室，可品茗，可小酌，为乡人游息处。大

跃进时全部拆去。

乾江过去设有武馆，辟有箭道。武馆在今街委会后球场附近地方，箭道在

乾体中学西边道路上，这是过去乾江人练武的地方。乾江人重文也重武，正如

乾体学堂对联所说的“乾兴文武”。乾江食品站内，原有明嘉靖间古墓，是四五



百年前墓葬，食品站扩建后已迁葬他处。

乾江村外也有好些文物古迹值得一说的。

文昌塔在府前案山，从前地属乾江范围。塔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距今已三百多年。为廉州知府陈基虞创建。塔层垒七级，顶有葫芦，高十丈有

奇，岿然独峙。《合浦县志．前事记》记载建塔缘因为“郡城南隅无高岗，江流

斜去，形家所忌，坟民无贮蓄，科目亦寥寥，故建塔镇之，名文昌塔，取丁火

之义”。意即取文明昌盛的意思。因为塔和城小南门相对，形家更称它为“文笔”。

文昌塔越过官道，有三界庙，庙东北有双贞亭，塔、庙和亭三者同建在一

起，构成这里游览的建设群落。双贞亭亭后、左、右建成三大园拱，外有迥廊。

中竖贞女记事碑，司惜自庙和亭被拆去后，碑已不存，现仅知其中贞女三姑为

合浦例贡生林炳章女。炳章死后，女的母亲误以女许某氏子，某氏家人心术歹

毒，并不是求女作媳，而是要把她卖给青楼，女侦知其中狡诈，很悲愤，便乘

夜投江死，死时衣裤遍体密缝。簪发绾髻不乱。这是清嘉庆癸酉十八年(1813 年)

六月二十二日事，其另一个贞女的事迹亦己不可考，闻也姓林，倒流村人。

文昌塔南为金山桥，旧名发米乙铺，其地枯藤老树栖鸦，小桥流水小家，其

景也有深意。

度金山桥，登高岭，越过山头，有天妃庙，居民称九头庙，九头庙的龙脉，

来自大廉山，初环绕府城的东面，然后折向西宛转来到河边，从远望来，江水

纡回九折，所以叫做九头山，其庙为九头庙，庙的附近，旧有造船厂，传说为

汉伏波将军马援征南蛮时在这里设立的。

自金山桥循官道南行，有双诰牌，两牌西东并之在一起。其次为扒沙，沿

途浮沙没径，路很不好走。有老人在这里，专把沙拨放两边，露出小路，便利

行人。这沙解放后便不见了，现在是一条宽坦坦的大路。

更南便是禁山村，传说这里产金，后来禁采，所以名禁山。村外乐郊为古

墓群，拔地而起，散布岗上，大都属汉代墓葬。禁山村内，曾挖掘一古墓，出

土都属汉代明器。

胭脂子树(地名)，老树婆娑，设有路店，为自廉城往乾江或北海的分道，

廉北货车多到此休息。再南有屋陛水桥，涓涓小流，宛延流入乾体江。桥附近

为南坡村，内有温泉，在龙须塘内，夏秋清凉，冬季温暖冒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