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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北海与海上丝绸之路

刘明贸

曾有人散布“北海是文化沙漠”的怪论，其实是无知者的胡言，狂妄者的

乱语。北海合浦不但不是文化沙漠，而且其文化源远流长，其古代异常辉煌。

影响中国最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三大文化摇篮中，百越文

化极有影响的一部分就发生在古合浦。可以说古合浦文化是中国蓝色文化乃是

世界蓝色文化的最早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其发生和发展持续了数千年至近万年。

中国远古时期就有中央黄帝和南方炎帝言和结盟、帝尧派人“南抚交趾”

和帝舜亲自到苍梧、南海“南抚交趾”的中原与南方三大交往。奠定了岭南经

济文化的南北结合特色，也让合浦的珍珠名震中原，形成古合浦发展的历史动

力，造就了史前的“越人大迁徙”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必然。

由于南北结合的特色形成了发展古合浦的历史动力，尤其是发现了珍珠的

商业价值，促使这里成为繁荣的古代“海疆第一繁庶之地”。又由于“先有珠，

引来丝，再通路”的强大内联力，又促进了该地区与海外的联系和交易，从而

探索、开通和发展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辉煌的古合浦

一、古合浦的概念

古合浦郡辖 5 县，包括今两广 27个县市。地域达数万平方公里。古合浦县

包括今北海、合浦、浦北、灵山、钦州、防城和陆川、博白、玉林、容县、北

流、横县、邕宁一部分以及广东廉江共十四个县市。

由于这数万平方公里的郡和 14个县市的县的概念，当今琼州海峡至防城北

仑河口乃至越南部份海域的整个北部湾绝大部份岸线和海域都在古合浦的范围

内，都是古合浦港区。也由于这个概念，古合浦拥有桂东南钦州、灵山、浦北、

玉林、博白等地的发达古代稻耕文化区域。

一句话，古合浦县就是当今的环北部湾地区。

二、古合浦县靠近距今约 100 万年的古人类发源地百色盆地。



古合浦县内发现了距今约 2 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其遍布全县的数十处新石

器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大量的品种齐全的石器和印纹陶器。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史记载的从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 2600 多万年的进化期

和从古猿到“正在形成中的人”，再进到“完全形成的人”的三个阶段。最早发

现的四足行走林栖动物“埃及古猿”距今约 2800 万年，而能够直立的“森林古

猿”距今约 2000 万年，相距 800 万年之遥。从“森林古猿”到“完全形成的

人”(“能人”、“直立人”和“智人”三阶段)中的“能人”又经历了 1820 万年

之遥。“非洲‘能人’，其生存年代距今约 180 万年”①，而“‘直立人，是在

距今大约 150 万年前出现的，在中国发现的‘蓝田人’、 ‘北京人’，印尼

的‘爪哇人’就属于‘直立人’阶段”①，而“‘智人’是在距今大约 100 万

年前左右，中国有‘丁村人’、‘长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①。

古合浦县附近的百色盆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更新世文化遗存，“大致与陕

西公王岭蓝田人的时代相当，距今大约 100 万年—73 万年”②，因此，“百色人”

是“智人”乃至“直立人”阶段的人类祖先。“假若超越‘人类起源于非洲’的

框架假设，那就不排除人类早期起源于东亚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

区，就包括出产早期旧石器的百色盆地”③。

百色盆地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不仅证明，远在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

以前就有人类在珠江水系、沿岸生息繁衍，而且百色旧石器还同华北的早期旧

石器文化一并构成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来源”③，同时，“百色旧石器年代，

据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国立自然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察队将科学采样

的标本送到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测试，得出最权威的年代数据。为

距今 80万年前”④更是权威的科研结论。

与百色盆地同在广西又相距不远的古合浦地区当然受到百色人的影响，在

古合浦县范围内，“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大约在距今二、三万年前就开始

有人类生活”⑤，“在灵山县马鞍山东胜岩，发现了距今 1 万至 2 万年前的‘灵

山人’古人类化石”⑥。“灵山人”古人类化石“共发现 15件”⑤出自“灵山

县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⑤等 3 处洞穴，“时代属更新

世晚期”⑤这是确凿证实的古合浦旧石器时期的文化辉煌。由于“一系列考古

发现表明，桂南环北部湾地区是远古人类频繁活动的区域之一”⑥，从旧石器



时代转入距今 1 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以后，古合浦县频繁活动的古人类留下大量

的文化遗址传至今天，计有 47 处以上，专家统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发

现很多，几乎遍布环北部湾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共计 178 处。其中(古合浦县

属)有邕宁 8处，防城 9 处，钦州 4 处，北海 1 处，合浦 2 处，浦北 7 处，灵山

7 处，横县 8 处，容县 1 处……”⑤。其实，据我所知，还不止这 47 处，因为

各县市的统计数字均超出此数，其中“浦北发现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山岗遗址 18

处”⑦。

古合浦县上述数十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较为著名的有西沙坡、牛屎环塘、

顶狮山、杯较山、亚菩山、钟秀山、犀牛脚、马兰咀、芭蕉墩、亚陆江、杨义

岭、西津、秋江、江口、大寺和那丽独料等处。其中“西沙坡新石器时代遗址

是古合浦港区域目前所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遗址，遗物散布面积达 9 万平方

米”⑧。“在犀牛脚镇发现了距今 8000 年至 1 万年的贝丘遗址”⑥，“顶狮山

文化延续的时间，犬约为距今 9000 年至 7000 年”⑨、“合浦县牛屎环塘遗址、

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较山遗址，钦州市芭蕉墩和亚陆江杨义岭遗址等，

约距今 9000 年至 6000 年前”⑩。“在石塘镇钟秀山发现距今 5000 年至 6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⑤。“在那丽镇和大寺镇，发现了距今 4000 年至

5000 年的原始居民点遗址”⑥。有专家还明确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

至四千年前)，越人就在合浦境内依山傍海，从事渔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⑾上

述专家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距今 2 万年到四千年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古合浦地区确是远古人类历代相传、频繁活动的区域。

古合浦地区的远古人类不但活动频繁，而且留传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品种齐

全、分期明确、遗物丰富。“北部湾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分为洞穴，岩厦、河傍台

地、山坡、海滨遗址等几大类”⑹。东胜岩、葡地岩和洪窟洞等是洞穴遗址；

浦北有岩厦遗址；“顶狮山遗址是河旁贝丘遗址”⑤；“独料遗址属山坡遗址”

⑤；“亚菩山遗址、马兰咀山遗址属海滨贝丘遗址”⑤，五种品种齐全。而古合

浦县新石器时期的早、中、晚分期遗存明确又有特色，“早期文化遗存是以顶狮

山遗址一期文化、杯较山和亚菩山贝丘遗址为代表”⑤。“早期文化的主要特征

是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已出现了磨制石器和夹砂绳纹陶”⑤；“中期文化遗存以

顶狮山二三期文化、横县江口遗址为代表。中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以磨制



石器为主，仍有少量打制石器”⑤；“晚期文化遗存以钦州独料遗址为代表。

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⑤。

遗物丰富首推独料遗址。“钦州市那丽镇独料村大石铲遗址中出土了 1100

余件石器，包括斧、锛、凿、铲、锄、犁、镰、镞、刀、锤、磨棒、磨盘和国

内最早的橄榄核及男性生殖器崇拜物‘陶祖’等”⑩。其出土的磨制石器中，“石

斧、锛、锄、铲、镰、刀等农具，分别用于砍伐开垦、清除杂草、疏松土壤、

耕耘收割。同时还有磨盘、杵、磨棒等加工工具”⑤。而且“独料遗址文化层

发现了六个柱洞，其中三个柱洞底部发现了石质柱础，柱洞周围有火坑与灰坑

遗存。原挖掘者认为‘这些柱洞可能为房屋建筑遗址’。这可能为‘窝棚’式建

筑”⑤。

由于“百色旧石器还同华北的早期旧石器文化一并构成了中国旧石器文化

的主要来源”③，又由于古合浦郡内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异常频繁同时又是百

越诸族的活动区域，为出现中国远古时期的中原与南方的三大交往，也为史前

壮举“越人大迁徙”奠定了基础。

中原与南方的第一大交往是“黄帝和炎帝停战言和后组成的统一部落联

盟，成为中华民族的鼻祖。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⑿”，而且把

南方炎帝摆在中央黄帝之前。炎帝代表的“南方”是哪里?当然可泛指江南或湖

广大地，但代表南方丙丁火红色的红土地、红水河的广西尤其是百色盆地应当

与此更有关系。

中原与南方的第二大交往是帝尧派人与岭南交趾人的联系。《墨子·节用》

有载：“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覃乃昌等人的《广西环北部湾文化考察与

研究》亦载道：“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包括环北部湾地区(注：古合浦地区)

在内的岭南地区就和中原地区的居民有了交往”。

中原与南方的第三大交往是帝舜亲自“南巡狩”，到了“南海苍梧”，并且

“崩于苍梧之野”。《大戴礼记·少间篇》载道：“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

《史记·五帝本纪》亦明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还有名家杜甫、李纲、王佑的诗句：“为谒苍梧庙，

看云哭九嶷”、“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南海苍梧万里遥，重华遗迹在山

椒”、“常诵苍梧云起愁，那知理楫此间游，重华一去不复返，惟望九嶷空白头”



均可作证。而在此基础而出现了史前的壮举“越人大迁徙”并从古合浦港区始

发到东南亚就不奇怪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便有山东拔齿人及其他百越

诸族，陆续向南方迁移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汤加群岛，再散布到太平洋诸

岛”⒀，说明合浦的先人参与这场“越人大迁徙”的史前壮举并有“在无文字

记载之前，在大迁移的过程中，早就开辟了我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各地的远洋

航线”⒁的古代辉煌。

三、古合浦的先民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古代原始农业，又以合浦古越语最先

与中原汉语各种方言进行了数千年的交流及渐进融合而创造了相关的粤语

语系和廉州话。

“‘那’在壮语中即水田。冠‘那’字的地名遍布华南和东南亚地区。‘那’

字地名是稻作文明起源的鲜明印记”⑩，而“环北部湾地区古代居民是‘那’

文化即稻作文化的创造者之一”⑩。冠“那”字地名遍布古合浦地区，著名的

“三那”之一的那丽独料遗址出土的 1100 多件石器农具和加工工具就是古合浦

创造稻作文化的铁证。

古合浦的中部和东北部的博白，玉林、浦北、灵山一带，历代均是稻作基

地，其“周边地区都发现有史前稻谷实物”⒁。“东边英德市云岭狮石山牛栏洞

出土原始人工栽培水稻硅质体，其年代在 12000 年前”⒁，“北部的道县寿雁

镇玉蟾岩出土普通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的谷壳，其年代距今约 10000 年”⒁，

“其西北部的资源具晓锦遗址也发现 12000 多粒人工栽培的粳稻和籼稻实物，

年代距今 4000 年左右”⒁……，另外，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篇》记载：

“各国专家公认：云南是稻谷的发源和演化变异中心。最早种植稻谷的农民是

居住在云南的百越民族。”并且找出稻谷由此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路线是：“沿澜

沧江、怒江、红河向东向南传至珠江流域的闽粤、江浙的吴越和越南的雉

越……”。这就进一步证实作为与云南百越民族同是百越诸族的古合浦先民在创

造古代稻作文化的年代和传播稻作文化的途径等方面的亲密关系，也证实了古

合浦地域是这条“稻谷之路”的必由之路段而起着重要作用，并因而繁荣的史

实。因此，合浦要筹运稻谷种子经这条又叫“稻谷之路”的航线到世界各地去

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从合浦始发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又因称为“稻谷之路”

而成为古合浦地区是古代稻作文化的创造地域的反证。



由于“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和“周王朝亦与合浦的骆越族保持着联

系”，同时，“商周时期，中原人已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⑩，而“自殷周以后，

(合浦的)玳瑁、海贝和珍珠等一起，一直是吸引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土特产”⑩

及收运贡品的需要，中原汉语与古合浦的越语就发生相互译说、交流、使用的

影响，此种影响之初当然可以追溯到尧即位98年的公元前2357年至公元前2259

年期间，这就是粤语语系从古越语开始演变的开始。

然而，史籍及专家论述，“战国时期，楚国南侵岭南，兼并苍梧等地，楚

语最早影响到古越语”⒁。而“秦汉时期，大量中原人来到岭南地区，这是中

原汉语影响越语之始”⒁。“东汉至三国时期，徙民大量迁入岭南，是两广越族

开始汉化的时期，是粤语孕育时期”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两广相

对稳定，中原和东方汉人大批南下两广、加快了两广越人的汉化步伐。这时期

两广越语与中原汉语，东方吴语、闽语发生全面融合”⒁。“唐代时，粤语进入

稳定阶段”⒁。而合浦的廉州话就是东汉时马援班师途经合浦时留下十余名士

兵，“操当时中原话，以后成为合浦话，称为马留话”⒂，因而是中原话的直接

变种。

四、先秦到秦汉时期，合浦的先民们继承和发扬了石器时代的古代辉煌，

稳步进入青铜器时代。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继续发展，环北部湾地区先后进入青铜时代”⒃。“合

浦县清水江，曾发现大石铲与青铜器残片共存的情况”⑩就是明证。而古合浦

县内的今合浦、浦北、钦州、陆川、容县、北流、横县等地均发现有先秦时期

即青铜时代的青铜器或印纹硬陶传世至今，其中“在浦北、容县出土的羊角钮

铜钟颇有特色。官垌大岭脚出土的四件下部都有一周菱形雷纹，应是战国时代

遗物”⒃。“属商到西周的有……陆川乌石铜罍 1 件(春秋)，横县那旭铜钟 1件

(西周)，北流甬钟(西周)等”。另外，“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印纹硬陶在今

合浦、浦北、钦州、北流、容县等地都有发现”⒃……。上述史实，印证了古

合浦的先人们在先秦时期继承和发展了石器时代的古代辉煌，稳步进入了青铜

器时代。

“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已有‘仓吾’一词的记载”⒅，而且“商周时期中原

人已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⑩。这里值得注意的“仓吾即是苍梧，苍梧是壮族



先民在桂东南地区最早的族称”⒁。从“仓吾大地”或“苍梧大地”到具体苍

梧县的“苍梧”，从“仓吾”即“苍梧”到“苍梧”是壮族“族称”，说明叫“苍

梧”的县名或区域名的地名是从壮族的“族称”转化而成的，即从族称到地名。

然而，又有史书的不同论点值得我们注意：《逸周书·王会解》有“仓吾裴翠”

之载，亦有“仓吾，亦蛮也”之解。《汉书音义》载有“苍梧越中王，自命为秦

王”之说。这里明显可见，“仓吾”不但是地名和族称，而且应是人名，不然这

“亦蛮也”，“越中王”作何解释?！

从上可见，“仓吾”到“苍梧”应是“人名”(越中王。越人中最有影响之

人)到“壮族族称”，再到“地名”的进化过程。然而，引起中原王朝高度重视

的主要原因不但是人际交往，而且是合浦独特的珍珠以及海贝、大海龟、象牙

等名贵土特产品(即贡品）。“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

宝”⒄。

正因为合浦历代出产珍珠，所以，“先有珠”就能向中原“引来丝”，加上

“越人大迁徙”拓通的太平洋航线及其后的延伸，造就了古合浦坚实的“先有

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

五、“越俗以珠为宝”：

合浦珍珠名贯中外“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⒆。自古即有“东珠不如西珠，

西珠不如南珠”之说。“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⒄，

因此，史家纷纷对合浦的“南珠”有所记载。早在《汉书·食货志》上就有“处

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之载，而

早在南北朝早期的南朝梁人任防的《述异记》更明确载道：“越俗以珠为宝，合

浦有珠市”。《搜神记》也明说：“吴王夫差女名玉，陪葬有径寸明珠”。《列仙传》

亦载道：“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价向会稽珠贩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鲁

元公主私下用七百金买下一颗使吕后想象而追求不到的‘四寸大珠’。”《幽明录》

写汉武帝，亦有“河渚得大珠径数寸，明耀绝世”之说……。

为何有“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之公论呢?而且连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也

在其名著《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明载：“中国珠必产雷廉二地”呢?又为何“南

海珍珠产量居中国之冠，合浦珍珠产量又居南海之冠”呢?其原因之一是南珠七

大古珠池均在古合浦境内；其原因之二是“越俗以珠为宝”，很早就发现了珍珠



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原因之三是“会稽珠贩”和合浦古代“客民”发展

了南珠购销业并造就了南珠文化，从而神化和拔高了合浦珍珠的绝对价值。

《南珠春秋》载道：“南珠七大古珠池，除钦州与越南边界一个外，主产

南珠的‘雷廉珠池’含廉州五池，雷州一池共 6 池”。因为钦州与越南交界处

古时也属合浦地界，因此，应该说南珠七大古珠池均在合浦。该书还进一步指

出：“廉州杨梅、断网、青婴、平江、乌坭五池，雷州乐民一池”。这就不明而

喻的得出了合浦珍珠产量多的特殊优势。

《南越志》说“珠有九品”。直径五分至一寸上下的为“大品”，“铛珠”

亦属珍品。还有“走盘珠、“滑珠”、“精珠”、“八百子”、“正千”、“糙珠”、“药

珠”……。合浦珍珠不但珍品多，有“径寸明珠”，“三寸大珠”，“四寸大珠”，

亦有“大而稍扁”的“明珰”、“以漆园盘掷下，连跳起不定者佳”更甚至“置

之平地，终日不停”的走盘珠。而且普遍具备“光、重、圆、大”即光泽精洁

晶莹，耀目半透，珠质坚实凝重，珠形圆整浑称又颗粒硕大的四大特色。七分

以上为“珍”，八分以上为“宝”的“七珍八宝”又多产于此，故有“东珠不如

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说，这就造就了合浦南珠质量好的特殊优势。

越人，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合浦古港区的“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

马，行若飘风，去则难从”⒇的水上越人，很早就发现了珍珠、贝壳的艺术价

值和商业价值。2 万年前的古合浦灵山人就会食用和玩弄“介壳”。“灵山县城郊

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等三处洞穴发现人类化石，还有蜗

牛、螺蛳和蚌等软体动物介壳”⑩，这里的“介壳”中就有“蚌”，蚌产珍珠，

这就不排除古合浦人于 2 万年前即发现珍珠的可能性。到了距今 9000 年至 6000

年以前的古合浦邕宁顶蛳山遗址，“其文化遗物有骨器，蚌器”⑩。而且进一

步指明“有石饼、石环、蚌刀、蚌匕、蚌饰等”⑩，而同时期的合浦牛屎环圹

遗址，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较山遗址，还有钦州芭蕉墩遗址，“这些遗

址出土有骨器，蚌器，骨器有骨锥，穿孔骨饼，蚌器有蚌环等”，⑩同时期的遗

址中“种类有乌蛳、田螺、丽蚌”⑩、“种类包括牡蛎、文蛤和魁蛤等”⑩……，

这些九千至六千年前的蚌饰、蚌环、丽蚌等蚌器已经是珍珠的副产品了。

史家明载珍珠列为贡品的时间是“商周时期”，距今近 4000 年。“商周时

期，环北部湾地区(即古合浦)出产的珍珠，大海龟和象牙被列为贡品”⑩。《逸



周书·王会解》亦明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

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其中的“珠玑”就是珍珠。

而且“古人很早就知道珍珠有圆形和不规则形状两种，把圆的叫珠，不规则形

状的叫玑”⑩。这就证明古合浦越人早在近 4000 年前的“商周时期”甚至远古

时期的尧、舜、禹时代就已把珍珠列为贡品(这也许就是尧舜“南抚交趾”的目

的之一)。当然，古越人发现珍珠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会是在此之前的蚌饰时

代甚至发现蚌的旧石器时代了。由于发现早，早成名，形成品牌，就造就了合

浦珍珠早成名，成名牌的特殊优势。

“会稽”与“合浦珠市”结下不解之缘，珍珠造就的合浦富裕“客民”也

是合浦南珠成名早，成品牌的因素之一。“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价向会稽珠贩

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有珠贾向宫廷兜售美珠”⒆就是明证。“市列珠

玑南北商贾荟萃的江吴都会”、“交州采访使石崇，用来买妾的明珠是从合浦珠

市所得”⒆，还有造就合浦盛世的东汉太守“会稽人孟尝”亦都与此有关。

“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种‘客民’，列为‘四民’之首，过着与中原商

贾一样‘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的富裕生活，靠的

是‘以斗量珠’贸易致富”⒆，“其中当然以珠玑为打入中原市场的‘拳头产品’

了”⒆，除了从“合浦珠市”到“会稽珠贩”转运到“江吴都会”到“向宫廷

兜售”以外，广州也是让合浦南珠出名的一个中间市场，《广东新语》就有“数

万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的记载。由于“合浦珠市”、“五羊之市”、“江

吴都会”、“向宫廷兜售”等一系列成熟而成行的珠市，造就了合浦南珠成商行、

成品牌、销路广的特殊优势。至有“三寸大珠”、“四寸大珠”、“明耀绝世”的

“河诸得大珠”，“以珠为襦”、“饰冠”、“车帘”、“金玉珠玑比乎身”之荣，更

甚者是慈禧太后的葬品珍珠，“陪葬的珍珠共用 26400 颗，其中凤冠上一颗重 200

克，大若鸡蛋；口含一颗光色熠熠的夜明珠，亦同是价值连城的国宝”⒆。

除了上述的产量多，质量好，发现早，早成名，成品牌，成商行和销路广

的特殊优势以外，会炒作(会宣传)也是南珠出名的原因。商业的炒作造就了商

业文化，珍珠的宣传和美化便创立了珍珠文化。由合浦越人的先民和古汉墓的

主人们拓展的合浦珍珠购销业得以数千年历久不衰是因为同样得益于他们造就

的珍珠文化。



一颗“径数寸，明耀绝世”的大珍珠从珠民手中转到“客民”(珠贩)手里，

珠民得到的是一定数量或大量的粮食、土布及陶瓷，这颗大珍珠在珠民眼中是

可以活命和温饱很长一段时间的“好货”。这件“好货”到了小商贩手里便属于

“九品之首”的“大品”。可以从大商家手里换来大量中原上等丝绸而获利百倍。

然而这颗难得的“大品”到了“识货”的大商家手里并经过“神化”后，就会

变成“南海龙王的镇海之宝”、“南海龙王的三公主小白龙在千年古蚌精腹中炼

成的有灵性的夜明珠”或“南海女神化成的夜光珠”，成了独一无二的“神物”。

这样可居的“奇货”当然会在高官巨贾中引起争奇斗富的角逐并进而贡献给皇

帝得以邀功取宠了。此珠亦理所当然的变得“价值连城”并达到“到了都城，

一颗珍珠的价值贵到连富豪也买不起”⒆的经济目的。此类珠的巨额利润的得

来靠的就是“珍珠文化”。

随着一颗颗各具特色的大珍珠在炒作中升值，那神化它们的各种不同版本

的传说和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开去，越传越广。民间传说《珠还合浦》说的是“夜

明珠传奇”、“孟太守盛世”和“梅岭飞珠”这三部份内容以及从天上斗到南海，

从海底再斗到人间，又从人间返回天庭这三种斗争形式的“珍珠三还合浦”的

故事。说的是王母娘娘的侍从“三仙女”与玉帝的小儿子子关王子在御花园幽

会，被“蛤蟆仙”告密而贬下南海化为白龙又几乎被“蛤蟆仙”贬化的海怪喷

墨毒死。但她勇敢地走通了一条生不如死、白龙化珠、仙岛学艺、魔窟探险、

夜明护海、成为夜明珠的道路，掌握了杀怪必备的三件宝，与子关王子投胎转

世成的珠民“双剑合一”杀死了海怪。不服气的海怪灵魂飞进皇宫借尸还魂成

了太监，挑动贵妃索珠而让皇帝下令采捕已成为南海女神的夜明珠，又引出一

阵阵珠池血泪行动及夜明珠辅佐孟太守赢得“珠乡盛世”和“珠国回迁”的胜

利，以及夜明珠被迫公开现身化珠又最终“梅岭飞珠”返回合浦，并天雷击毙

海怪的美丽神话故事。

《珠还合浦》展现了南珠“眼内走珠”的神奇药力。塑造了美好的人、仙

群体，刻画了奇特的群丑形象。细腻地描述了“童子祭海”、“人仙共庆”、“梅

岭相会”、“珠国迁徙”、“夜明护海”及“化珠献身”等柔情奇趣。又多浪头地

推出“万里献珠”，“追捕海生”、“斗杀海怪”、“珠池血泪”、“梅岭飞珠”等险

事惊情。反映了世上总是美好多于丑恶，正义始终战胜邪恶的真理以及忠贞爱



情的魅力。

珍珠的传说在民间越传越神，越传越完美，加之颗颗神秘大珍珠与种种民

间传说的对号入座和江湖寻觅而变得极神秘又更值钱，必然引发一代又一代豪

富们的再争夺，至使南珠文化得以传播，珍珠购销业得以发展，中国的“珠还

合浦”成语亦誉满全球。

六、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把合浦造就成“海疆第一繁庶之地”。

由于合浦的珍珠长期名震中原，引发了一次又一次，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

的南方与中原的交往，造就了南疆尤其是古合浦区域与中原的商品流通和商路

畅通。其中，中原换珠之物又以丝绸为首。

《中国大百科全书》明载：“我国自从黄帝时代开始养蚕，至今约有 5000

年”。《史记》亦明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

为黄帝正妃”。发明养蚕和纺织丝绸的正是这位伟大的中国妇女，故神州处处誉

称嫘祖为“先蚕娘娘”。

“累病的嫘祖身边几位女子上山为她采摘野果，在一片桑树林中带回一批

雪白的小果，结果根本咬不动也没啥味道。用水煮沸还是咬不动，却有不少细

丝缠在不经意搅动的细木捧上。此事引起极其聪明的嫘祖的注意，她细细察看

后又带病到桑树林中考究，终于弄清这种白色果子是一条条口吐细丝的虫子绕

织而成，并非树上结的果子。嫘祖把此事向黄帝作了详述并要求黄帝下令保护

所有的桑树林。从此，人们在嫘祖的带领下进行栽桑养蚕……”（21），中国丝

绸这种誉满全球尤为欧洲贵族向往的贵重商品就在神州大地上发明和完善推广

了。由于“山东是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供货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22），

而“长安是货物的集聚地”（22）这种中原换取合浦珍珠的主要产品丝绸才得

以南运合浦，再从合浦运向西洋，到印度再转运到欧非各国去。至使“古埃及

女王姑娄巴、罗马统治者凯撒及其宫廷能够得到中国丝锦袍服，而中国也由此

得到海西琉璃，香药和幻人(魔术师)”（23）。同时也促使罗马商人因国人纷纷

购买中国丝绸而“从埃及的红海古港迈奥霍穆扬帆出海，每年发船百余艘，远

航印度洋，东抵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锡兰岛”（23）并“在印度港口，中国、印

度、波斯和罗马的商人们互易货物”（23），然后，“罗马商人则将丝绸之物运

往红海港口，再用驼队驮运到尼罗河，然后溯河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再和



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西端联结了起来”（23）。这就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原丝绸运

集合浦出海前，“秦军水道”是合浦与中原通商的关键道路。

“早在秦朝，沟通长江水系和北部湾水系以后，大批移民‘沿秦军水道南

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促进合浦地区的发展和繁荣”⑧，这条“秦

军水道”是“从中原出发，进湘江，过灵渠、入漓江、进桂江、接西江、入北

流江、过桂门关，进南流江抵合浦”⑧的，它的作用除了军事目的外就是“据

史料记载，合浦的丝绸业和珍珠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⑧。因此，“合浦历来以

出产珍珠为名，在汉之前已是一个经济比较富庶，商业比较繁荣，人口比较稠

密的集市”（24）。大量的珍珠销售到中原，不但换回了大量的丝绸产品，而且

引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合浦最早生产蚕丝在北部地区(今浦北县)，

以天然树蚕即木蚕为主，由于桑蚕获利大，后来合浦中部和南部地区普遍种桑

养蚕”⑧。中原的大量丝绸商品和合浦本地的丝绸产品不可能在合浦可以消费

完毕，必须找出路寻销路，这就与早年开辟的远洋航线不谋而合，而且，“汉代

出口物资可经这条水道(即秦军水道)汇集到合浦港，然后经海上运往东南亚各

国，远至罗马等地；而外国商船经海道来到合浦停泊，进口商品再沿着这条水

道输送到沿线各地至中原”（25），并且，“这条水道也成为汉使者出国和外国

使臣要到中原的通道之一”（25）。据浦北县博物馆老馆长黄宗业先生介绍，合

浦最早生产蚕丝是在今六万山的平睦一带，后发展到东汉时的合浦郡治旧州及

其附近的常乐一带。再因郡治南迂长沙场而发展到石康一片。这就是先有珠，

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也因此强有力的联系，造就了合浦成为“海疆第

一富庶之地”⒄。

海上丝绸之路

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应早于西周。

关于这条名震千古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何时探索和开通的问题，历

史学家们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亦各有各的依据。然而，有专家提出“从周秦

到唐代以前为形成时期”的观点，我认为是明显滞后的观点。因为“根据民族

学的研究，百越文化是以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为其特征的新石器文化”⒀，“根



据有段石锛的制造时间和发展阶段看，太平洋海岛地区和东南亚民族的族源，

就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越族”⒀，“在新石器晚期开始，便有百越诸族，陆续

向南方迁移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汤加群岛，再散布到太平洋诸岛。为此，

越人在无文字记载之前，在大迁移的过程中，早就开辟了我国东南沿海至东南

亚各地的远洋航线”⒀，而“早在新石器时代(约一万一年四千年前)，越人就

在合浦境内依山傍海，从事渔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1957 年和 1978 年在合浦环

城乡一带，出土了石锛、石铲、砾石和石戈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与此相邻的

湛江沿海地区出土了新石器晚期的独木舟。从这些出土的石器可以证实，最晚

在石器时代，史称‘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瓯越人，已生活在合浦沿海地区”⑾。

以上情况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合浦、北海、湛江沿海的百越族系之

一的西瓯越人，是与东南亚民族同族源的越人，他们的先人或同辈甚至后人有

参与了这场无文字记载之前的“越人大迁移”壮举的可能，开始进行航海的探

索活动。

有文字记载后，见于《竹书纪年》一书就有关于夏朝第九代王帝芒曾“东

狩于海，获大鱼”的记载，是我国见于史籍最早的海洋活动。随后的《论衡》(王

充)提到的“早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中国与日本、越南已有海上交

通”；《拾遗记》(王嘉）记载的：“周成王时，已有旃涂国、祗因国、燃丘国来

献方物”；《说苑·正谏篇》记载的齐景公(前 547 年—前 490 年)“游于海上而

乐之，六月不归”；《史记》和《左传》均记载的“公元前 485 年吴国与齐国之

海战……，将吴国水师击退”的大量史实，说明中国在西周至春秋期间，海上

航行已相当发达，可以一走六个月，成为一种享受的项目了。然而当时的北部

湾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直到西汉时期，指南针技术尚未应用于航海事业，风帆

也未出现，航海主要也必须利用海流，因此，早于西汉近千年的西周时期当然

也只能利用海流航海。唐人刘恂的《岭表录异》在记述琼州海峡时指出：“舟子

曰，此鳅(鲨)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并阐明“交趾回人，

多舍舟，取雷州缘(沿)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的史实。对此，

中山大学著名地理学家司徙尚纪教授著文明示：“琼州海峡东入口，更是航海危

险区，古人视为畏途，航行尽量避开”（25）。接着更明确地指出：“既然唐代从

交趾航海入粤都要舍舟登陆，则汉代更是如此”（25）。那么，能不能不走琼州



海峡和北部湾而直接从海南岛东岸南下呢?也不行。因为“若经海南岛东南部南

下，须经七洲洋，即西沙群岛，也是航海危险区，自昔舟人云‘去怕七洲，回

怕昆仑’(即越南南方昆仑岛海域)（25）”，这就表明一个冷峻的史实：唐代

以前，从山东半岛及黄海、东海沿岸而下的正常海船(包括广州船)到达海康(古

徐闻)再不能穿越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也不能从海南岛东岸过七洲洋驶向东南

亚。既如此，则《论衡》提到的“中国与越南已有海上交通”就只有一解：从

北部湾出发。

西周时，史料有载的生活于北部湾只有在合浦沿海港区生活了数千年又有

越人大迁徙祖先航海经验的西瓯越人的后代合浦扬越人。故此，结论应是：合

浦扬越人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已经可以从合浦的北部湾沿岸航海到

今越南区域去。这就是“探索早于西周”的实际内容。

二、民路成于战国，商路繁于秦朝。

既然是合浦扬越人早于西周时期就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那么这条远

洋航线又是何时开通的呢?《庄子》和《吕氏春秋》均有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左右

的史实：“越之流人，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其所尝见于国中

者喜；及其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26），“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

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于中国者喜矣”（27），文中说的“及其期

年”即越人从北部湾出发，“在海上漂流达一年之久，参照《汉书》的行程，

当可到达身毒国(印度)”（28）。而尼赫鲁在其著作《印度的发现》中亦明载：

“中国丝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开始运入印度”也与上述史料吻合。加之前面说

过的“琼州海峡”和“七洲洋”之险恶，以及“似人者”应是印度黑人，“尝

见于国中者”是中国丝绸等物，即可证实，是合浦港区一带的“越之流人”和

越人中的“流于海者”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已能在海上连续航行一年之

久而到达了印度，成为中国至印度航线的民间最早拓通者。这就是“民路成于

战国”的依据。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书籍《魏略》和印度书籍《政论》相类的

载文可作反证。邓炳权老师也明确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不晚于公元前三

世纪，其东端源于中国”（29），陈立新老师也提出：“在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中

西方海上交通，是一点也不奇怪的”（28）的论点。刘迎胜先生也直言“西汉

时代这条从华南到印度洋的航路在先秦时代就应已经存在，只不过汉代才见于



文献记载”（30）……。

中山大学的邓家倍教授一言九鼎指出，“合浦，中国海上‘丝路’的最早

起点”，并以此为题写下一篇令人振奋的论文。文中明确指出：“清同治年间，

乡人曾在廉州九头岭下发现战国时造船厂遗址。挖掘出造船木材，坚硬如铁，

其中一方形大木，长达 20丈，可以想象当时船厂规模之大”⑧。反证了合浦的

“越之流人”在此造海船到印度去的可信程度。

前面说过：“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种‘客民’，他们过着中原商贾一样

‘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富裕生活，靠的是‘以斗量珠’贸易”⒆并“以珠

玑为打入中原市场的‘拳头产品’了”⒆。这说明是“中原珠贩”率先为与越

人交换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而让中原的换珠丝绸南运到合浦再转运到印度去

的。等到大量的“中原移民”到了合浦与当地越人联手发展了南珠购销业后，

这批人数众多的祖籍中原的合浦富裕“客民”们就替代了“中原珠贩”而直接

运珍珠到中原换取丝绸再直运回合浦转运印度诸国去。“客民”们看到桑蚕获利

大，又从先期的以珠换丝发展到把种桑养蚕的技术引回来而直接在合浦生产丝

绸产品了。这就是“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合浦也正因为这

“珠”、“丝”、“路”的功力而成为“海疆第一繁庶之地”⒄，而此“繁庶”应

在秦朝“大批移民‘沿秦军水道南迁’”⑧到合浦后。广东省博物馆已故的著名

专家李克勤先生指出：“从公元前 3 世纪起，直到 15 世纪中叶为止，中华民族

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31），并明确提出：“一般而言，

正式的官方往来常常居于民间往来之后，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早在西汉武

帝以前，中国与印度洋之间即已有了民间商旅往来”（31）。湛江港的陈立新老

师也举证说明了“早在汉武帝平南越之前，岭南已有官营或民间经营的海外贸

易”（28）。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繁忙的商务活动不晚于秦代。同时，秦始皇

于公元前 222 年凿通了灵渠又开通了桂门关后，向合浦等地“以谪徙民五十万

戌之”⒂，而“此五十万谪徙人民，当为秦灭六国后之中原人民”⒂。又有“大

批移民‘沿秦军水道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促进合浦地区的发

展和繁荣”⑧。正是这大批大批谪徙及移民中的六国王族及其后人中的智者能

人和其他中原来的高智商群体及商贾以其聪明才智及手段成其为合浦“最早的

‘客民’”⒆。他们以粮食、土布、陶器廉价从珠民手中换来大量的合浦珍珠(南



珠)而沿着“秦军水道”“走南流江，过桂门关，入北流江，接西江，进桂江，

转漓江，过灵渠，进湘江”⑧向中原地带进行层层炒卖，以价值连城之收入换

回大量丝绸等物又沿着“秦军水道”或改走“大廉山古道”“从湖南桂阳的‘横

浦’南下广西经桂门关入玉林、博白，从大廉山入境的古道”⒆返抵合浦。

由于“中原移民”变成的“合浦客民”及其走熟了的水陆两大交通线“秦

军水道”和“大廉山古道”的作用，可以熟人熟路地直通中原，转抵长安，当

然不必冒险穿越琼州海峡转广州再绕大弯进京。同时也促使这个具有北上长安

接陆上“丝绸之路”又南下北部湾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水陆交通要冲、秦时

的“海疆第一繁庶之地”合浦成了民间水陆两路的对外贸易进出口主港口，这

就是“商路繁于秦朝”的实际情况。“证据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合浦古汉墓

群出土的文物”，后面我再作专门论述。

三、官路通于西汉。

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明确提出：“《汉书·地理志》的粤地条中记的‘自

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航的时间是公元前 111 年，即汉武帝平定岭南之时”

（32）。台湾的合浦籍周胜皋教授亦指出“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再遣

路博德、杨仆前往讨伐。路博德等军至合浦，南越九真、日南二郡使人至合浦

迎降，元鼎六年路博德等平南越，置九郡……”⒂，还有“《汉书》正式记载

的第一条远洋航线，始于公元前 111 年”（33），“《汉书·地理志》中的这段

记载，说明西汉时我国的商船和使臣已经能够航行到印度次大陆的南端”（33），

而“在对外贸易上，番禺既不如合浦、徐闻，灭安阳王并东京湾西岸后，更不

如交趾、九真。加以交趾、苍梧等地不断地发展，南越经济重心明显有西移之

势”（34）等史实，加上前面所述，“官路通于西汉”已不言而明。

说到此，官路通于公元前 111 年已可公认，然而“最早始发合浦”可能还

有人认为证据不足。我认为中山大学的邓家倍教授说得好：“证据很多，其中最

主要的是合浦古汉墓群出土的文物”⑧。“在已挖掘的 400 多座汉墓中，几乎每

座都有种类繁多的舶来品”⑧、“有用琥珀雕成的狮子，蜻蛙……”⑧、“有大

量琥珀、玛瑙、琉璃、水晶以及具有外国风格的玻璃器皿……”⑧。“一位研究

亚洲文物的日本专家考证鉴定认为，上述出土文物不是中国的产品，应是印度、

中亚或西亚的古代舶来品”⑧。“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出土大量中国



汉代日用陶瓷器等。观察与分析其彩釉和胎质，与合浦古汉墓出土的我国中原

产品一样”⑧……。而合浦古汉墓群的规格、数量、地域、时间亦罕见地证实

海上丝路最早始发合浦。合浦博物馆专门研究合浦古汉墓数十年的退休老专家

陈瑞业老师以大量史实证明“合浦原有古墓在 1 万座以上”（35），“主要集中

在县城东郊……东西宽约五公里，南北长约十八公里”（35），“合浦古墓群实

际上以汉至南朝这段跨越八百多年历史时空的墓葬”（35）……。

南朝末于公元589 年而“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 583年)……改越州为禄州，

后又再改称合浦郡”⒂，说明合浦古汉墓的墓主人最早葬于秦末汉初，反证了

“商路繁于秦朝”。每墓出土数十件至数百件文物又每墓均有舶来品，说明合浦

古汉墓的主人规格之高，与海上丝路渊源之深。上万座古汉墓集中葬于今文昌

塔附近的“乾体海口”⒂说明合浦这个“古乾体港”与墓主人的关系微妙。经

研究，合浦古汉墓的墓主人们就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及先驱者。

他们由六国后人，越之先人、被谪徙的皇亲国戚、藩王侯爷、朝廷命官、南来

官佐、中原商贾、海外来客等 8 种人构成。史料有以下记载：

“秦平南越之叛变，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谪徙民五十万戌之，合

浦县境属象郡，此五十万谪徙人民，当为秦灭六国后之中原人民”⒂。“旧志说

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种‘客民’，列为‘四民’之首，应属随秦军南来的北方

移民”⒆。“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商

周时期中原人已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⑩……。

“越俗以珠为宝，合浦有珠市”、“最晚在石器时代，史称‘百越’族系之

一的西瓯越人，已生活在合浦沿海地区”⑾，“东汉明帝时，合浦人张重为日南

郡从事举计”⒂、“又有丁茂，少贫，事母曲尽欢心，以孝廉官至交趾太守”⒂、

“姚文式，东汉献帝时建安年间，以茂才官交州治中”⒂……。

“汉哀帝宠幸董贤，行卧不离，封为高安侯。贤妻及妹俱美，哀帝纳贤妹

为昭仪，并特许贤妻持证出入宫内。贤与妻及妹俱得常待左右，同获宠爱。贤

年廿二，官至大司马，卫将军。哀帝崩，王莽入主政，以太皇太后诏，谓大司

马贤年少，不合众心，即收贤印绶，罢官归第。董贤即日与妻皆自杀。贤父恭

弟宽俱夺官职，并徙合浦，董恭死于合浦，葬于城东十五里之狮子山下，乡人

称该山为董恭山”⒂、“阴轶以曾祖姑为光武帝后，阴氏自是世为卿校。轶妹初



为汉和帝贵人，嗣拜后，后以邓贵人得宠而被废，家属徙日南北景县，轶徙合

浦”⒂……。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废中山王后卫氏，徙合浦”⒂、“关内侯张由及太仆

史立俱曾谗陷以身挡御猛熊而保卫汉成帝中山王兴之冯昭仪，哀帝崩后，孔光

追劾张由及史立之罪。张由史立俱夺官充戌，谪居合浦”⒂，“定陵侯淳于长入

狱庚死，其妻子被移徙合浦”⒂、“宜陵侯息夫躬获罪，……仰天呼号而仆死，

躬母坚弃市，妻充汉及家属徙合浦”⒂、“又方阳侯孙宠为有师所劾，追发旧冤

狱，夺爵充戌，并徙合浦”、“孔卿侯傅晏直鲠，免官徙合浦”⒂……。

“汉成帝时，以青年时期与妻子天寒午夜牛衣对泣至名之王章为京兆尹。

王章刚直敢言，以事忤王凤。王凤乃劾王章大逆罪，背叛皇帝，遂把王章下狱。

王章妻及子女八人俱连坐入狱。王章在狱死，家属充戌合浦地方”⒂、“哀帝时

王莽秉政，南郡太守毋将隆、郎中令冷褒，黄门侍郎段犹等直鲠，俱免官徙合

浦”⒂……。

“十七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等讨之，军至合浦而段志卒……”

⒂、“中央重要官员或以军事行动经合浦者，对地方自有相当影响”⒂、“汉灵

帝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逵。灵帝遣贾琮为交趾刺史，

讨平乱事后，招抚荒散，蠲免徭役，简选良吏为诸县太守。琮任事三年，治绩

为当时十三州之冠。合浦在当时十三州之内，亦沾贾琮之政绩”⒂……。

“王章妻同子女定居合浦之后，凭着她的远见和智慧，经营珍珠购销，数

年之间，拥有家产‘数百万’……”⒆、“汉高租吕后用五百金代价向会稽珠贩

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⒆……。

“外国商船经海道来到合浦港停泊，进口商品再沿这条水道(秦军水道)输

送到沿线各地至中原”（24）、“这条水道也是成为汉使者出国和外国使者要到

中原的通道之一”（24）……。

上述的八种人或其家族及亲友完成了“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千古

伟业，死后带着心爱的舶来品长眠于合浦古汉墓中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同时，

由于“合浦作为中外交通，商贸必经之道”⑻，又是“中国最早进出口港”⑧，

因而合浦古汉墓出土的文物尤其是舶来品规格高、数量多也就顺理成章了。同

样，由于上述基础条件成熟，汉武帝选择合浦始发而开通这条官路也是唯一正



确之选择，故有《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

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

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

珠崖相类。其洲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的记载。也同

文中有“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

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具体经营和交往的

描写。还有“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的艰苦历

程和突发事件的记述和“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

遣使献生犀牛”的重大盛事记述。更有“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

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的返程记述和“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

自此还矣”与海上丝路西线相接的记述。

《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是至今所发现的记述这条从合浦始发的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最早也是最详尽的史料。然而，其首句之译文引发了史家的多解之争。

主要观点有五种：一种认为“障塞”是动词，指地方扰乱不能从此地通行：第

二种认为粤地条中所说的“徐闻、合浦”与“雷州半岛一带的徐闻、合浦”是

同名异地，属于日南障塞地区。“可假定徐闻在西卷海口，合浦在象林海口”（26）。

第三种认为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是四个地名，同为始发港；第四种认为“塞”

即“要塞”，“障塞”是指边塞或堡塞；第五种认为是指从日南郡的边境或徐闻，

合浦航海出发。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虽然是少数，但却大有人在，而且有发展势头，我起初

也认同这一观点。其代表性作品除《旧柔佛之研究》及《秦汉时代中菲关系之

探讨》外，《海上丝路话徐闻》作者的观点很典型，他在文中明述，“愚意认为，

《汉书》中这句话应标点为：“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

国’。句中‘障塞’乃动词，从词义上分析，这个句子可释为‘自从日南(港)

被阻塞以后，’即日南原为南越国的始发港，在汉武帝平南越后一度‘障塞’，

才起用徐闻作为第一始发港。‘障塞’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自然的原因，即

港口淤积，这个可能性很小；二是人为的原因，即由于日南、交趾，九真一带

发生动乱或失控，这个可能性很大”（28）。上述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汉书》所说的“障塞”地处越南中部海岸边，距北部湾



北岸遥遥千里以外，不但不可能与合浦相争而成为中国的始发港或所谓“南越

国的始发港”，而且其“阻塞”或“不阻塞”均为这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必经之道，也不影响船队远航。因此，“动词说”的基调是立不住而没有实际意

义。

《南海钩沉录》持第二种观点，《纪元前中国南洋交通考(汉书地理志附录

考)》附和。由于后文作者韩振华改“在中国最南部边界小城”（37）观点为“徐

闻即今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28）观点以及仅仅是“假定”又没有证据而

无实际意义。

第五种观点把“相隔千里”（28）和“至少相差一个月航程”（28）的两

地 j 作同一出发点，当然“更无同样航行五个月到都元国的道理”（28），因此

也是站不住脚的观点。

大多数人持第三第四种观点，即“名词说”的观点。而在这两种观点中，

更多的人赞同第四种观点，即“以‘障塞’作边徼要塞解”（38）。除了汪远孙

的《汉书地理志校本》和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陈佳荣的《西汉南海远航

之始发点》等人、文外，中山大学黄启臣教授和湛江市博物馆的资深老馆长阮

应琪亦如是说。黄启臣在《徐闻是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一文中指出：“正

如唐颜师古所说：‘汉制，每塞要分别筑为城，置人镇车，增之候城，此即障也’。

《汉书》中所记的‘日南障塞’即此意也”（39）。阮馆长在《汉代徐闻港在海

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写明：“‘障塞，本是秦汉时期守护边境安全

的一整套设施，史籍对此有许多记载。《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

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微。汉兴，为其远，难守，

复修辽东故塞’。《史记·蒙恬列传》：‘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史记·匈

奴列传》：‘至高阙为塞’，‘因河为塞’、‘右贤王走出塞’……。”并进一步明说：

“障塞是边境险要处的防卫设施，不是港口，不宜屯积货物于此待远航”（40）、

“自从汉武帝在新置的日南郡设了障塞，边境安全有了保障”（40）等等。

综上所述，第一、二、五这三个观点站不住脚。第三种观点虽然“四个地

名”的观点是成立的，却因障塞属于日南又与合浦徐闻“至少相差一个月航程”

而类同于第五种观点。只有第四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观点。然而，仅仅是“要

塞”之说也不能说清“自日南障塞”的实际内容。《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中



的“‘障塞’乃普通名词，既非动词，更非专有地名”（38）的武断观点和《汉

代徐闻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中关于“自从汉武帝在新置的日南郡

设了障塞，边境安全有了保障，因而从徐闻启航的可以畅通地沿北部湾往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出塞南下西进”（40）的违背《汉书》原意的解说更不能服

众。

我赞同第四种观点中的“要塞”说和陈立新老师的“第二种可能”即“自

日南边境算起”（28）观点的综合体。因为“要塞”说阐明在日南的最南端设立

了“障塞”的历史原因。而各地的“障塞”也如遍布各地的“江口”、“龙门”

一样因有了自己的具体方位和实际地点而变成了“专有地名”。据近年来长期在

越南收集‘海上丝路’文物的专家潘荫辉先生介绍：“‘障塞’是越南会安市的

原名，汉时属日南郡”。笔者到越南时亦顺便调查并获得明晰结果：越南西贡旅

行社广宁分社的国际导游黄光苏先生于几天内对我和几位我的朋友的询问均作

了明确答复：“会安市就在今越南岘港市南郊，有会安古迹。会安市的旧名是叫

‘障塞’。”据此，我认为，《汉书》的首句应作以下解说：“自日南边境的障塞(即

今越南岘港市南郊的会安市)算起，从徐闻或合浦出发的船队航行大约五个月，

可到达都元国”。

除了上述条件对合浦始发有利以外，海流也奠定了古合浦港的最佳始发港

地位。西汉时期，指南针技术尚未应用于航海事业，风帆也未出现，航海主要

也必须利用海流。而自古至今受地形影响的环北部湾冬半年与夏半年方向不同

的海流又决定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可选用两条不同方

向、不同路线的其中一条航线组织船队航向“海上丝路”第一段航程的目的地

金瓯角。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明载的“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

西南北方千里”即从合浦始发后经过徐闻过海沿着海南岛西海岸过东京湾到越

南驶向金瓯角的航线和“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即从徐闻始发后

经合浦(或直接从合浦始发)再到日南并沿越南东海岸驶向金瓯角的航线。这两

条航线的重要始发港均可是合浦或徐闻。然而，泰国湾冬季所出现的逆时针环

流的时间性及重要性而使得每年十月开始的冬半年海流(即合浦始发线)与之时

间极为吻合，加之货源丰足及内陆运输发达等原因更使得合浦始发线成了“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最佳选择的主线。同时，夏半年形成的环北部湾逆时针环流



使得此航线既可从徐闻始发又可以从合浦始发。既可以从越南返回徐闻亦可以

从越南顺海流返回合浦，又因“商人由廉州海门启程扬帆，顺北风只需要几天

就可以抵安南”（41），而返程时“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交人之来，自其境永

安州，朝发暮到……”（41），徐闻却需“风起之前 10 天左右，船队顺北部湾

环流航行至北部湾北端的合浦港候风”（28）并于风起时“从第二候风港合浦

出发”（28），其实质又是集中货物于合浦再候风始发。同时“在西南季风期内

从徐闻入海，船舶在北部湾转一圈后仍然会被北部湾环流带回到始发港徐闻”

（28）也说明夏半年合浦港的始发作用。故此，古合浦港实质上成其为西汉时

期比徐闻重要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佳始发港。古合浦港的最佳始发作

用又因其后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凿通了白布峰腰后船走“马援通道”而显得更

为重要。

“西太平洋的潮波，受地形的影响，经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传入南海时

分成两支：一部分向台湾海峡传播，大部分沿华南大陆架作弧形方向传播，在

汕头至湛江沿岸形成一股常年的西南恒向海流；在北部湾则形成一股西北向的

海流”（28）。“粤西海区受大气环流和季风影响，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

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南海 10、11 月为东北季风可能发生期，12～2 月达到鼎盛

期，3、4 月为可能发生期；西南季风 5、6 月、9、10 月可能发生，7、8 月为鼎

盛期；受季风控制，南海北部海流秋冬呈西南方向漂流，夏季为东北方向漂流

并在北部湾形成环流”（28），每年十月从合浦始发的船队即可顺风顺流通行无

阻地穿过北部湾再沿着越南东海岸航向金瓯角。这段从合浦到金瓯角的“第一

段航程”据后来的实测“海流流速每小时为 0.3—1.5 海里，通常为 0.5—1 海

里”（28），因此，从合浦始航后三个月即到达金瓯角。到达金瓯角时正是 12

月至 1月的冬季时期，刚好碰上泰国湾的逆时针环流，有利于继续航行。

“泰国湾冬季有一股逆时针的环流，北半部流速每小时约 0.4—0.8 海里，

南半部流速每小时约 0.5—1 海里，西汉船从金瓯角出发，顺泰国湾环流及南海

冬季海流沿岸行驶，经马来半岛东北岸到达马来半岛南端今新加坡一带，这一

段航程按流速推算约须近 2 个月的时间”(28)。这一段路程的关键是泰国湾的

逆时针环流出现在冬季，因此，从中国到都元国的船队以冬季过泰国湾为最佳

时段，而都元国到中国的船队也可于冬季顺这逆时针环流返程，航行到交趾时



等西南季风起返回合浦。

“马六海峡、新加坡海峡共长 650 海里，全年都有一股西北向的恒向海流。

在南海及北印度洋的东北季风期间(12 月～2 月)，这股恒向流最强；在西南季

风期间(6月～8月)，这股恒向流最弱。海峡流速约为每小时 1～2 海里。因此，

西汉船队利用海流，10多天可以到达都元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北部)”（28）。

四、唐代东移广州，宋元北迁泉州，明代成为绝唱。

由于“直到孙吴时，‘航海口岸仍多在合浦或交趾”（43），“在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不高的秦汉时代，充其量番禺只能充当东南沿海一带贸易之港口”

（43），更因为“西汉元鼎 6年(公元前 111 年)武帝平定南越，番禺被毁于一炬，

至东汉建安 22年(公元 217 年)吴交州刺史步骘重建番禺城于广州这长达 328 年

间，古代番禺之繁荣即告衰微”（43），而且前面说过的唐代以前无法穿越琼州

海峡及直航七洲洋的史实，广州无能成为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而直航东南亚。

然而，“广州地区之再次兴起，要到汉末建安年间孙权经营交州、步骘重建广州

城以后才逐渐恢复”（34），并且“东汉末以后，由于日南象林郡被林邑国所据，

其沿海一带即复昔日之安宁，由北部湾出航逐渐变得危险，加上深海航行事业

日益发展，故南海向西远航多由珠江口直接南下。于是从六朝到隋唐，逐渐形

成了‘广州通海夷道’，取代了汉代的交州日南航线”（38）。所以繁荣了近千年

的“海疆第一繁庶之地”的合浦留下了上万座规格极高均有舶来品的“汉至南

朝这段跨越八百多年历史时空”的合浦古汉墓群而衰落下去，这也是合浦古汉

墓“至今隋唐至宋元墓葬尚未发现过，而秦及其以前的墓葬也未有发现”（35）

的真实原因。

虽然“晋代以前，广州未能与外国直接通航”（44），但“由吴晋至隋唐，

广州大为兴盛，而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为标志”（38）而

“唐代从广州起航直到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全长共 14000

海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45），这就是“唐代东移广州”。

唐代广州的影响力可以宋人之言“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46）

来概括。

“北宋以来，广州、明州、泉州为我国三大贸易港，其中以广州对外贸易

为最盛。到了南宋，由于泉州靠近当时的京城杭州，外来货物运往杭州较广州



方便，这样就使泉州扶摇直上，到了宋末，泉州已凌驾广州之上，成为当时我

国最重要的港口”（44），这就是“宋元北迁泉州”。

“明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 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

先后七次扬帆西航，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兴盛的颠峰”（31），但“却成为兴盛

了千余年的中国海洋文明走向衰败之旅的标志”（31）。由于“15世纪前，丝绸

之路主要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之后，却成了世界走向中国之路”（31），因此

“郑和下西洋终成了千古绝唱”（31）。

综上所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应是探索早于西周，民路成于战国，商

路繁于秦朝，官路通于西汉，最早始发合浦，唐代东移广州，宋元北迁泉州，

明代成为绝唱的探索开通和发展过程。

最早的始发港

一系列激越的论坛大搏杀硝烟已经散落，全国性的“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国

南方港学术研讨会”已明确了“徐闻和合浦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

始发港之一”的论点。会后，北大、清华、剑桥、澳门、香港、复旦、中大等

名校的数十名教授又到北海、合浦进行实地考察。北海(合浦)已经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巩固了“合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的历史地位。

然而，遍布于北海各地的众多港口中，哪一个或哪几个是最早的始发港呢?专家

们各说不一，亦各有道理。

有专家认为，“根据普遍的看法，南流江出海口三汊港，便是‘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起锚点的古合浦港”（19），认定是“三汊港”。又说“在今木案村

出海口进入党江的一段，江阔水深，是古港吞吐活动区，不然，党江出海口的

江段，何以有‘西洋江’之名呢?”（19）进一步认定“西洋江”(注：“西洋

江”是在“三汊港”后二个汊进入约 23 公里的党江一段江区)。同时指出“古

合浦‘三汊港’最有可能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外贸商港的始发港”（47）

后又提出“合浦港含英罗、大廉二港”（47）。

有专家认为“作为‘扼江海之交’的乾体，形成主要口岸”（48）。又说“商

人由廉州海门启程扬帆，顺北风只需几天就可抵安南”（48）。而“海门、三汊、

北湾均为北海港的别名”（48），认定是在三汉港的第一汊沿线的“廉州海门”、



“乾体港”、“海门”、“北湾”。

有专家认为“由合浦乾体港出海，驶船到西场海面入大风江，经白布蜂运

河过龙门、企沙、白龙，到下龙湾进入沱江和红河水系，平息了‘交趾郡征贰、

征侧反汉’。这条水路交通线，史称‘伏波古道’(《防城交通史》)”（49），

还指明“马伏波率二万余人、楼船 2000 多艘，经湘江过灵渠从苍梧到博白，沿

南流江到合浦乾体港擂铜鼓操练水军”（49）。又引越南前黎史籍说“北风自冠

头岭发舟，西南舟行一日，至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万春，即至国

都不过五日”（50）。并说“安南使者抵京城进贡后，回程溯湘江，过灵渠……

再沿南流江抵廉州扬帆”（50）。认定是“乾体港”、“冠头岭”和“廉州”。在

此之前，专家还认为“合浦总江口是古代中国南方最早的出海口”（51），又推

出了“总江口”。

合浦籍的台湾教授周胜皋先生提出“文昌塔在乾体海口”⒂和“海角亭当

时濒江临海，烟波浩渺”⒂的观点，意认始发港是在西门江海角亭畔这个“乾

体海口”一带。而《广西通志·自然地理志》也明确指出“在历史上合浦港(即

三汊港)曾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52），再次认定是在“三汊

港”。

上述专家和史籍提出的始发港总的认定是“古合浦港(即三汉港)”，然而

具体的港口有廉州，廉州海门、海角亭畔、乾体港、海门、冠头岭、北湾、总

江口、西洋江、英罗港和大廉港等十一个之多，究竟汉时最早的始发港应是哪

一个或哪几个呢?我想，这件事我们一方面应从“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国南方港学

术研讨会”已经明确的观点“同一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始发港，不同时候都有始

发港”来看，上述港口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时期的“合浦始发港”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必褒此贬彼。但另一方面徐闻已确定最早的一个始发港

是“徐闻讨网港”，我们合浦可不能笼统地认定最早的始发港有十一个吧?比如

说，“廉州”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唐朝，而“廉州镇”是宋代时改“海门镇”而

建立的，前者设在浦北县泉水旧州江口，而后者在今合浦县城，因此，“廉州”

是汉时最早的始发港就可以排除。但“廉州海门”则是另一个概念，是设在今

廉州镇的古海门镇，这就实指汉时的“海门镇”。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

的调研，找出符合“最早始发港”条件的港口来。在此，我想谈谈自已的看法，



以便引出行家们的研究成果。

要确定最早的“合浦始发港”，我们需要进行三个步骤的调研工作：其一，

要把上述专家提出的港口进行分类分线；其二，要理出最早始发港应具备的条

件；其三，对照条件把符合条件的港口筛选出来，让专家们进行鉴定。

首先，从分类分线比较，我们即可发现：除了英罗港与大廉港以外，其余

各港均属于“古合浦港(即三汊港)”的范畴，而“三汊港第一汊是乾体乡的出

海江口；第二汊是木案村江口；第三汊是汊陇江口”（47）。同时，“由乾体至

冠头岭一带称为海门”，因此，我们分线即可发现：廉州海门(即海门镇或海角

亭畔)、乾体港、海门、冠头岭、北湾等 5个港口均属三汊港第一汊的沿线各点

(廉州已除外)，而总江口和西洋江属第二汊与第三汊之前的沿线各点。

其次，我们要理出最早始发港的条件。我认为，最明显的条件有以下五条：

其一，必须是“横贯县境的南流江”最早又最近的出海口；其二，必须是距郡

治或县治交通最方便又最近的出海口；其三，必须是开拓这条“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船主和货主们住地、交易点及仓储最方便又最近的出海口；其四，必

须有便于造船和修船的工场和码头；其五，必须具有举办出海仪式的场所和建

筑物。

根据专家考证及实地的地质勘探结果，“西洋江”这个港口名扬 500 多年，

说明早在 500 多年前这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合浦始发港之一。然而，

地质勘探资料证明这里原是一片汪洋，形成港口陆土只有 800 年历史，而这个

“西洋江”早先的名字叫“凄凉江”。同时，《广西通志·自然地理志》第 276

页有载：“因南流江三角洲外延迅速，河道淤浅而报废，该港现在离海边已四

公里左右”（52）。又说“南流江三角洲平均淤进速度为每年平均 1.6 米”（52），

按此速度计算，总江口比“西洋江”也早不了一千三百年，因此，这两个港口

应该是汉以后的始发港。

如果“总江口”和“西洋江”可以认定是汉以后的始发港，则西汉时期的

始发港不会在“三汊港”的第二汊和第三汊，而应该在其第一汊。在“三汊港”

第一汊的几个港口中按距离郡、县治所从近到远排列是海门镇(海角亭畔)、乾

体港、海门、北湾、冠头岭。

冠头岭下的港口是南澫港(南湾)，有专家考证认为马援征交趾是从这里出



发的，说明她应该是东汉时期的军事要冲，而且她又是从徐闻到合浦之间的一

个可以停泊补给的锚地，但其坐北向南不是避台风的良港，加之交通不便，又

远离郡治、县治和繁华集镇，因此不符合最早始发港的条件。另外，清人梁鸿

勋在《北海杂录》中明确指出：“北海埠地濒大海，古昔为泽国，后以沙积而成”。

又说：“先有南澫一埠，迨南澫埠散，而北海市始成”。并明定“北海市创于道

光中年”，显然，北湾肯定与汉时始发港更沾不上边。那么，“海门”呢?广西大

学黄南津和林仲湘两教授文章中指出：“海门，由海入陆的口岸，常较为狭窄，

因称海门”⑾。对合浦的海门则写道：“海门，今廉州与北海港的共称，意即廉

州的门户，始于北宋，见《太平寰宇记》”⑾。因此，“海门”是“由乾体至冠

头岭一带称为海门”（49）而未指定哪一个港口。综上所述，古合浦港最早的始

发港最有可能性的港口就剩下三汊港第一汊最靠近今廉州镇的乾体港和“海门

镇(海角亭畔)”两个了。对于“乾体港”和“海门镇(海角亭畔)”，我们再来

进行一番分析。“作为‘扼江海之交’的乾体，形成主要口岸”（48）的观点，

并直叙“马伏波……到合浦乾体港擂铜鼓操练水军”（49）和征交趾时“由合浦

乾体港出海，，⑧，说明东汉前已形成主港的观点几乎是所有史学家及专家们的

共识。乾体港是“横贯县境的南流江”最早的主航道(即第一汊)仅次于海门镇

的最早又最近的“扼江海之交”的出海口，也是距郡、县治所仅次于海门镇的

交通最方便又最近的出海口；乾江镇这个集镇也距开拓和走熟了这条“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

的合浦古汉墓墓主人们——六国后人，越之先人，皇亲国戚，藩王侯爷、南来

官佐，谪徙的朝廷命官、转商贾的高官及相关的中原名流商贾海外来客等八种

人及其家族成员——的住地、贸易点、仓储的海门镇不远，乾体港的水鱼村中

“在合浦的三汊港水鱼村亦发现古造船场址”（47）可以造船和修船；更为重要

的是乾江镇上拥有规模极大，排场宏伟的天妃庙，是船主及渔船出海前叩拜天

妃娘娘保佑的出海仪式必不可少的理想场所。

按常识和道理说，古合浦港最早的始发港是乾体港这个结论应是不容置疑

的答案，专家们也达成了共识，我也深有同感。然而，有两个疑问总是在我们

作出上述结论的同时跳出来“抗议”：其一，乾江港(我这里用今名)虽因南流江

河道改道而淤塞，但仍在距离海不远的地方，不符合合浦最早始发港“南流江



三角洲平均淤进速度”（52）和“该港现在离海边已四公里左右”（52）的论断；

其二，海门镇条件既优越于乾江港，为何一般仓储都设于住家后园并以后门进

出货而贸易洽谈在客厅或前门店铺的古人们不在西门江建埠而舍近就远的跑到

乾江镇去呢?鉴于此二问，有史学家及史籍经考证后提出了“廉州海门”、“海角

亭畔”之说，因此，我们必须再分析一下这个“海门镇”尤其是“海角亭畔”

的情况。

据考察，从上游周江口起因流经海门镇城池的西门口过的南流江此一段江

段叫西门江。西门江与今下游的乾江的分界线是在距海角亭不远处的今文昌塔

后九头庙。九头庙与乾江镇的直线距离不足 5 公里。关于海角亭，有史籍记载

说“昔日的海角亭滨临大海，‘每潮汐至，涛声滚滚，轰然可听’，江上帆樯如

林，百舸争流”（53）原合浦县县长、台湾合浦籍教授周胜皋先生在专著中直言

道“该亭当时濒江望海，烟波浩渺”⒂，足以证实此亨初建时就在“扼江海之

交”的地方。而周胜皋先生又明指“文昌塔在乾体海口”⒂。此话应理解为“明

万历四十一年造”的“文昌塔”就建在古称“乾体海口”的地方，而且是“全

郡砥柱，最关紧要(已上廉州府府志)”⒂。挑明了今海角亭到文昌塔和九头庙

附近的当年海口是“乾体港”的所在地。顾裕瑞、李志俭、潘荫辉等一批专家

也以“廉州海门”或“廉州”之名指出“海门镇”可能是最早始发港的论点。

而宋仁宗时期任廉州团练使的陶弼写下了“骑马客来惊路断，泛舟民去喜帆轻”

的路况和海况。后人赵声也写道“临风吹角九天闻，万里旌旗指海云”，进一步

说明到了海角亭畔就“惊路断”而只能乘船走才“喜帆轻”的“江海之交”的

交通特点。亦明证了今长四公里多的乾江江段及陆路、陆土当时是不存在的，

而是后来才淤成的。

那么，海角亭是建于何时呢?一说是“建于北宋景德年间(公元 1004-1007

年)，距今将近一千年了”（53）。一说据传是“东汉马援征交趾时在合浦所建”

⒂，笔者认为虽马援在前而孟尝在后，但既是纪念汉太守的亭又推迟到近千年

以后才建的说法是难以服众的，当倾向于“东汉时建”之说。此说又从海角亭

建于古合浦港举办出海仪式的南海海神庙的门楼内庙宇前的天井中的事实得以

进一步佐证。史籍有载：海角亭“亭的门楼沿用原天妃庙门楼”（53）。同时又

明记“后面是天妃庙”（53），这就说明这里是元代以后出海前祭拜海神天妃娘



娘的庙宇。然而，按史书所载的南流江淤进速度为每年 1.6 米计算，这座现存

的天妃庙元代时离海边已有两公里以上了，按常理，人们是绝不可能于距海数

里远的内地选点新建天妃庙的，这就反证了只有的一种可能：这座天妃庙是在

原有的海神庙的基础上改建或重建的。如果这个可能存在的话，则进一步证实

这座海神庙是世代沿用下来的海神庙。据《山海经》中的《大荒南经》记载，

古代的南海海神是“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54）。而《太

公金匮》记载的汉代四海海神是：“东海之神曰句芒，南海之神日玄冥”（54）“天

宝十年(公元 751 年)，唐玄宗封南海海神祝融为广利王”（55）。广州就建有南

海广利王庙。而天妃林默娘是“宋朝雍熙四年(公元 987 年)……登上湄洲岛的

极顶‘羽化升天’”（55）又是“元世祖于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年)册封为天

妃”（55）的。因此这座廉州天妃庙之前的海神庙不是“不廷胡余”，起码是汉

代已有的南海海神“祝融”的庙宇，并且早于海角亭即存在。

汉时到处空地，为何不另选地建海角亭而要建于海神庙内呢?说明这里不但

热闹而又重要，并且汉人是把孟太守当作神明与南海海神祝融一起祭拜的。汉

时这座海神庙如此规模宏大又气派雄伟，当然是举办出海仪式的重要场所，有

力地证明了此处具备最早始发港的重要条件，并因“海上丝绸之路”而旺成极

其繁华的地段，致使后来建成了“前面沿江一带是海门书院。院内魁星楼巍峨

耸立。亭旁的金波湖上架设金波桥，连通魁星楼与海角亭两地。后面……有逝

者亭……观海楼……漾江轩、浮碧榭……砥桂亭相毗邻”（53）的热闹场所。

上世纪末进行的西门江江底清淤工程又意外地发现了修船工场的遗址，还

清出了不少船用文物。而且从九头庙到乾江水鱼村正好是直线四公里多的事实

又恰恰符合“该港现在离海边已四公里左右”的论断。而住地、仓储及贸易点

更是不言即明的事实。至于码头，又因为“讫今发现最早的砖石、木结构的码

头是唐代的”（51）之缘故，在“离江岸坭坎不到 2 米依旧水深没顶，用跳板搭

岸即可装卸货物”（51）。而且“如距离太远，尚可跳板搭跳板，低落高上无甚

大碍”（51）。

综上所述，可以大胆地得出“古合浦港最早的始发港是乾体港而古乾体港

最初是在今廉州镇海角亭畔的当年西门江与海交界处”的推论。乾体港后因南

流江的淤塞而迁至今乾江水鱼村一带并建了乾江“天妃庙”。又于河道改道前在



总江口、西洋江等地开辟了新的始发港口。

笔者推出此论，首先是汇集了部分专家、史籍之说，但主要还是想达到引

起史学家们的深入研讨。反复争论，取证，以便得出更科学的结论的目的，而

不是武断的下结论。

南澫是古港口

《北海地名志》明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在合浦沿海设八寨。古

里寨位于八寨之极西。”《廉州府志·经武志·海寨》亦明载：“古里寨：近冠头，

至青婴池二十里，守军十一名”。清人梁鸿勋名著《北海杂录》也载道：“相传

此地原名古里寨。”又说“大抵先有南澫一埠，迨南澫埠散，而北海市始成。”

这就极为明确地得出“位于冠头岭附近南澫的古里寨是北海市区范围内最早的

港口，建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即公元 1394 年，距今 610 年”的结论。

由于上述不争的史实，致后来的史书及史学家们包括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

所写的《北海市老城区历史调查报告》等重大文献亦以此为准。这就形成了“南

澫港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共识。然而，此共识却又极其粗暴地阻止了南澫建

成年代的研究工作。南澫港到底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单从“古里寨……因古里

村而名”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成埠的“古里村”就早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到底古

里村又建成于何年代?古里村之前是否有人烟呢?这就有待认真考究一番了。笔

者经长期收集史料和熟悉北海史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实的专家学者及民间有

识之士处所得的论证，结合笔者的认真研讨，认为“南澫港(即古里寨)是宋代

以前的古港口，也应是西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徐闻船队必经之道，同样是合浦

船队航行儋耳、珠崖郡之必经之道。”

南澫港不但早于明代，而且是宋代的古港口，距今近千年。《北海地名志》

明载：“旧志记载冠头岭上有交趾黎王墓，是黎王入贡途次病殁葬此的。”并进

一步阐明：“宋朝时期这里是与交趾(安南)贸易的重要港口，朝贡宋朝的交趾国

王、使节及贡品有部份是乘海船经本港进入南流江，辗转抵达中原的。”研究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有成果的北海市海上丝路艺术馆馆长潘荫辉先生专著《合浦古

代水运交通史》也载明：“越南前黎史籍记载：‘黎桓篡政建立了黎朝(越南史称

前黎)，……第六位黎王亲赴中国朝圣时死于北海冠头岭登陆时，并葬于冠头



岭。’亦进一步阐明“所以今天的黎姓越南人每逢清明节都向北冠头岭方向奠祭

其祖先圣贤。”这就从越南史籍的记载反证了冠头岭下有外国人可登陆的宋代的

“古代国际码头”。该文还明确指出：“北海自冠头岭发舟，西南舟行一日，至

其(越南)永安洲。”还载明：“宋太宗祥符三年(公元 1010 年)，交趾黎王遣使

经合浦北上中原要求互市。北宋准越人到博易，合浦也就成为了中国边贸史上

的一个最大的和最早的边贸互市。”这也加速了南澫这个“古代国际码头”的繁

荣。至使“珍货大集”、“民间舟辑往来不绝，一般百姓以鱼蚌来换取斗米布匹”。

川中商贾“自蜀贩绵至廉，自廉易香于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江浙

商人运来“丝、锦、罗、布”在此与夷商“博罗香药、犀角、象牙、龙脑而返。”

同时，“合浦宋朝的青白瓷、磁州窑白釉剔花瓷器也大量的经合浦出海，进入越

南和东南亚各国。”综上所述，南澫港是宋代的涉外古港口，曾接受过越南黎王

的登陆已成肯定的史实。

由于上述史实，南澫港与西场和东场成了中国对越贸易的北部湾三大港口。

也是南澫通过越南走向世界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港口的反证。至于南

澫港的古名，黄家蕃先生经考察研究后认为叫“南湾”。本人极其同意，因“澫”

字古字典不存在，又是当地话“湾”字的同音，因此，叫“南湾港”是合理的。

至于南澫港是否早于宋代就存在呢?此说目前未找到明确的史载，但亦有史料作

为旁证，值得提出，也值得引起争论。首先，我认为“适合于出航和停船的地

方都可作出海港”和“须沿岸行驶”是汉代航海业的两大自然规律。这两大自

然规律是我们研究南澫港是否于宋代前就存在的基础和方向。中山大学黄伟宗

教授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专著《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一文中明

确提出：“汉代时的航海业刚刚起步，不可能有完整的航海条件，也不会有今天

那样完善港口。而且，开始航行是群众自发的，是零散的，只要是适合于出航

或停船的地方，都可作出海港。”湛江港的专家陈立新老师亦在《海上丝路话徐

闻》一文中明确指出：“西汉武帝时的船舟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不可能全靠人

力划浆，必须利用海流。”又说：“航海时白天观日并观察海岸标志，晚上靠观

察星象，因而须沿岸行驶，这样一旦遭受暴风时方能迅速靠岸躲避。”这就阐述

清楚这两大自然规律也为我们研究南澫港是否于宋代以前存在打下了基础。

既然南澫港于宋代即存在，也接待过登陆的黎王及使节、商贾，那么汉代



是否也存在了呢?我们查到以下一些史料：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载明：“从中

国的高州合浦郡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

时期已开辟。”按上两项自然规律，这里说明了从徐闻到合浦经过南澫港的史实：

台湾合浦籍教授周胜皋先生的《何日珠还话合浦》的合浦史料专著载道：“东汉

光武建成十六年(公元 40 年)，交趾(现为越南)徵则、徵贰叛汉。十七年遣伏波

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等讨之，军至合浦而段志卒，由马援并将其兵。马援

在合浦海湾秘密造船，翌年乘风驾船逾东京湾登陆，大破徵则等……。马援征

越时曾在合浦驻军造船，返时亦经合浦”。既要秘密，冠头岭应是一保密的极好

屏障。同时，马援的造船地点有专家持“在大风江造船”观点；也有专家持“从

冠头岭出发”观点。《北海地名志》载明：“一九五九年文物普查，在白虎头名

为‘高高墩’的沙丘上发现有夹沙陶和方格陶片。”因此，高高墩定为广西新石

器遗址 178 处、古合浦县有 47处中的一处。既然新石器时代在南澫附近的高高

墩有人烟，则二千年后的汉代又相距十多里处的南澫港这么好的条件能没有人

到过和立足吗? 《北海地名志》还载明：“北海港是古合浦港口的一部份，我

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远在西汉便开始对外贸易。”这也反证了

北海市区最早的港口南澫港的建成年代。

如果说上述史料的说法还不够权威，则汉人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第 1670

页至 1671 页的粤地条的权威说法，也说得很清楚：“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

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明确了从合浦到海

南岛的船航线路是合浦一徐闻一南入海。从合浦经徐闻到海南岛必经古乾体港、

海门沿岸、南湾(南澫、冠头岭)、白虎头……。同样，“自日南障塞、徐闻、

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说的是从徐闻经合浦或直接从合浦启航的船队，

从日南郡的障塞(今越南会安市)起计算，航行 5 个月就到达都元国。也明确了

从徐闻远航的船队沿海岸行驶亦经过北海的白虎头、南湾(南澫、冠头岭)、海

门沿岸和古乾体港。

综上所述，南澫港肯定是宋代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古港口之一，距今千年

左右。而南澫港应该在汉代即存在，是汉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

也可能当时已是马援秘密造船及征交趾的出发地之一。如果此说成立，则南澫

港的启用已距今二千年了。



现代海上丝路

我们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绝不能陷入史学家们因某一观点不同

而博引广证的无休止论争之中，也不应只局限于它的历史作用及文化作用的讨

论，而应该在基本弄清它的历史状况及历史作用以后就要着重研讨它的开发价

值。而在它的开发价值的研讨中也不能被进一步考证、结集、出书和纯历史学

术研讨会以及浅薄简单的旅游观光或旅游节开发等内容过多地绊缠着手脚。还

应跳过观光旅游阶段及时下正盛行的观光与度假相结合阶段组成的纯旅游时

代，从而着重研讨正在世界各地孕育和开展的旅游与经济运作相结合的综合型

旅游时代的需要，着眼于这个课题在现代旅游与商贸综合效应的研讨，从而高

水准的开拓出一条新路子来。这应该是北海目前能采取的新招，只要北海采取

这个新招，可以预想，正在故纸堆中争论不休的各方就要停下论争而迅速向北

海靠拢，使北海坐收后发制人、后来居上之功效。可以预想，只要我们能研讨

出一条高水准的新路子，现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布满这条

航线的各个航段。基于这一点，我在此先抛出一块砖，以期引出国内外高手们

的无数玉，用玉铺就出一条高水准新路来。

从中国的泉州市到意大利的罗马市全长约 28000 公里(15500 海里，有专家

说广州通海夷道全长 14000 海里)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途经亚欧两大洲

的 23个国家和地区 198 个以上的港口城市。要在这条早已消失的无形的古代航

线上重新布下最少 15个庞大的跨国连锁公司分成 32个分航段使用 32艘以上的

豪华型全新五星级邮轮（仿古商船)进行综合经营，必须引起有很大实力的跨国

财团的兴趣并出资进行大量的前期规划设计论证发动，组成惊人的跨国集团总

公司进行洽谈签约才能投资造船及局部试航到全面开航，并成为欧亚现代旅游

的热门主线路，而且，最少也得十年到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因此，我们

必须在研讨这个课题的开发价值的同时，还要研讨现代旅游的发展需求及形式，

以便从中找出我们进行这个项目研讨及设计的旅游基点并从这个基点起进行工

作。

不管几十年以后的现代旅游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进入哪个时代，我们目前

可以预见的有两条：其一，绝不能以纯旅游的方法和形式去启动和发展这个项

目，虽然目前的经济和旅游都面向海洋，各种类型的海洋博览会应运而生，但



是，一条特殊的功能齐全的五星级豪华邮轮仿古商船的价值起码是几千万美元

到上亿美元，以这么高的投资跑纯旅游航线是赚不了大钱的，这就会从一开始

就失去了投资家的兴趣。其二，商贸与旅游的关系是商贸给旅游插上翅膀，旅

游使商贸更上层楼。研究商贸与旅游的综合效应并从中走通一条启动这个项目

的路子是可行的，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商贸是长存的行业。商贸的运

作赚了钱就会刺激和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有预谋的商、

旅综合型旅游事业的发展，使大量的商贾特别是同一行当的巨商富贾走到一起，

就会带来无限的商机，使商贸经营活动就在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运作成功，促使

商贸在特殊的环境中走特殊的路子并向更高的层面飞速发展。试想花小钱去旅

游又在享受之中赚了大钱，哪个商贾不干?!赚取旅游的基本收入和船上专题交

易会的巨额会费以及赚了大钱的商贾们在船上的各种高消费利润，把邮轮变成

“海上高尔夫球场”，又有哪个投资家不心动?!因此，研讨旅游与商贸的综合效

应并从中找出启动这个项目的办法是值得花大力气去进行的工作，而这种课题

的研讨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

设计这个世界级的大项目，我建议用同一种外形，具备贸易城、展销中心、

会议中心、休闲文化、博彩娱乐、高科技娱乐，健身旅游、商务运输等全方位

经营功能的，以商家和旅行家为牵头对象的流水作业型仿古商船(五星级邮轮)，

分成 32 个分航段进行经营。每个分航段的航期不要超过十天。每个分航段又都

与上、下分航段有机联系，流水作业，以方便各类乘客的定时介入和撤出以及

追踪、连续运作的需要。每个分航段都要有明确的、有利可图的、常年可进行

的商贸专项，又有若干个内容不同的旅游目的地以造就各分航段的特殊功能。

让 32个分航段能同时地、独立地、各有奇效地动起来。

以这条航线的东方首航段为例，这段从中国的泉州市到越南的岘港市航段

全长约 1500 多海里，串接中越两国 18 个港口城市，可以建议分为“泉州至广

州七日游”、“广州至北海八日游”和“北海至岘港八日游”三个分航段进行经

营。

(一)泉州至广州七日游：

该航段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是厦门和香港，辅以东山岛和南澳岛。国际贸易

活动以厦门交易会和香港博览会为主体。交易会因机遇、节庆及时间不同而规



模、行当、形式不同，而且组织型及松散型也任君选择。但每一班期都有计划

安排各一项并辅以展销会及货运等一条龙服务项目(以后的各分航段的商贾活

动也应如此有组织又灵活地进行)。每个班期的七天安排如下：

泉州(早 8:00 开，约 64 海里，4 小时半)→厦门(中午起游览鼓浪屿和南普

陀寺，夜游市容或万石山。住。第二天，早 8:00 开船，船上举办厦门交易会及

展销。约 80海里、5小时半)→绍安（东山港。游东山岛。住。第三天，早餐联

谊会。10:00 开船，约 35 海里，2 小时半)→汕头(中午游南澳岛。下午品茶听

茶经，观市容。住船上，约 110 海里、7 小时半)→汕尾(游。住船上。约 75 海

里、5小时)→香港(第五天，一早浏览浅水湾和海洋公园后购物。住。第六天，

出席香港博览会，下午与香港客商船上洽谈、签约、晚宴、联欢。住船上。约

90海里、6 小时)→广州。

(二)、广州至北海八日游。

该航段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是澳门和湛江、海口三地。国际贸易活动以广州

交易会和澳门洽谈会为主体，辅以湛江海洋博览会。每个班期的八天安排如下：

广州(早 8:00 开船，船上举办广交会展览和洽谈会。约 60海里、4 小时)→

澳门(先游览葡京娱乐城后夜游市容。住。第二天，上午游览市容及购物。下午

出席澳门洽谈会上船签约、晚宴、联欢。住船上。约 110 海里、7小时)→阳江(游

览。住船上。约 120 海里、8小时)→湛江(第四天，上午游览湖光岩。下午游览

市容。住。第五天，上午出席湛江海博会后上船洽谈。午餐后开航。约 30海里、

2 小时)→海康(下午游览小西湖和三元塔公园后上船，约 55海里、4小时半)→

徐闻(住。第六天，上午游览古港后上船，约 20海里、1 小时半)→海口(下午游

览五公祠及海瑞墓。住。第七天，上午游览海口市容及购物，下午自由活动及

洽谈。住船上，约 125 海里、8 小时半)→北海。

(三)北海至岘港八日游：

该航段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是下龙湾、河内和三亚。国际贸易活动以北海南

珠展销会及中越边境贸易为主体。每个班期的八天安排如下：

北海(早餐后出席北海南珠展销会后上船洽谈。上午 9:00 开航，约 42 海里，

3 小时)→钦州港(下午游钦州市三仙堂等名胜古迹后晚餐，晚开航，约 30海里，

2 小时)→防城港市(住金湾。第二天，游金湾及防城名胜、东兴、芒街后开航，



约 80海里，5 小时)→下龙湾(第三天，上午游览下龙湾后驱车到河内，夜游河

内法国街后观看水上木偶戏。住。第四天，上午游览巴亭广场后驱车回下龙湾。

住船上。约 140 海里、9小时)→东方(第五天，游览琼东后住船上。约 135 海里、

9 小时)→三亚(第六天，游览三亚天涯海角及亚龙湾。住。第七天，上午举办中

越边境贸易洽谈会。下午自由活动及购物。住船上，约 166 海里、1l 小时)→岘

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经在发展欧亚两大洲的古代国际贸易和古代洲际

交通的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也使北海的合浦港作为最早的始发

港之一而得以曾经辉煌。“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一旦形成，也将在今后的世界旅

游与世界贸易的结合和发展中起着无以估量的推动作用，当然也会使这条新线

的中国三大始发港之一的北海港再度步入辉煌。

但是，北海不能坐等，坐等则逐步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努力也将确定不

了新的始发港地位。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以别人十倍或百倍的努力赶上去，争

得自己应得的地位。因此，北海市必须与广东、海南和福建的广州、湛江(徐闻)、

海口和泉州联手发起和进行四省区五市“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研讨和开发，

从而取得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和外经贸部的重视和认可，进而争取联合国

科教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视和支持，逐步形成国际性

的开发思潮；北海市又必须组织中外有实力的有识之士参与“现代海上丝绸之

路”中国泉州至越南岘港航段的相关分航段的规划、设计、投资、筹办并先全

线各航段而试航成功，开世界旅游与商贸综合效应之先河，从而使中国得以世

界海上丝绸之路集团公司的发起国(公司)的身份和率先开通首航段的行动而带

动各航段的开发热潮；北海还必须通过最终开通这条“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作

基础而倡导和开发以特殊功能火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从北海到西安，再从西安

到意大利罗马的“现代陆上丝绸之路”，从而形成新的欧亚现代陆海旅游、交通、

商贸的综合经营循环圈。北海将因是这个现代综合循环圈中的重要环节城市而

在上述的“三个必须”中完成以商贸和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历史重任。也将在这

“三个必须”的行动中逐步兑现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

“始发港”要求和“后起之秀，前途无量”的再度步入辉煌的期望。

诵过对“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研讨和开发，将使北海成为受益极大的港



口城市并再度成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并因之而得以一步步走进

世界著名港口旅游名城的行列。这是我们研讨和开发海上丝路项目的目的。也

是实现北海再度辉煌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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