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甯姓的起源和发展

我国的甯姓分布在二十多个省和自治区内，其中分布在广西、湖南的甯姓人

口最多，其次是山东、河南，再其次是江西、山西、安徽、云南、福建、广东、

四川、湖北、河北、陕谣、江苏、浙江以及东北地区。

学术界认为，汉族甯姓的来源主要有卫国甯氏和秦国甯姓。至于说岭南地区

甯氏族群的来源问题，则认为其来源于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广西的甯姓

与中原汉族没有血统关系，而是广西的原住民族。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据考

古发现的隋唐时期的碑文可知，岭南的甯姓来源于山东临淄，其先祖可追溯到春

秋时期的甯喜（河南）、甯戚（山东）支系，他们进入岭南的时间约在南朝时期。

第一节 甯姓起源及其分布诸说
[1]

2005 年 12 月和 2008 年 4 月，在河南省获嘉县两次召开了甯氏文化研讨会和

全球甯氏寻根祭祖大典。会议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获嘉县政

府、政协及中华甯氏宗亲联谊会共同主办，由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黄河文化

研究会、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获嘉县甯邑历史文化研究会提供学术

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河南教育学院、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领导和来自 30

个省（区），以及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美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的甯氏宗亲共3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对甯姓在历史上的地位及祖地、

始祖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深入的讨论，达成了诸多共识。

关于甯姓起源地的问题，专家们各抒己见，但最后都肯定获嘉县为其起源地。

以往有人认为，甯姓起源地为河南修武县，其实两者并不矛盾，修武和获嘉是不

同历史时期的称谓。获嘉县在商朝设为甯邑，属畿内地。周武王灭商后，将甯邑

改名修武邑，属鄘国，后属卫国。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 635 年），修武改名南

阳，属晋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属魏国。周赧王四十二年（公

元前 273 年），改南阳为修武。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始置修武县，

属三川郡卫州。



获嘉县的得名，与南越国的灭亡有密切关系。南越国是秦朝末年代行南海郡

郡尉、龙川县令赵佗，乘秦朝灭亡、全国动乱之机，于公元前 204 年割据岭南后

建立的地方政权，共传了五世（五个王），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

灭亡，前后历时 93年。南越国的国都建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疆域包括今

天中国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和越

南的北部；其丞相由始至终均由越人吕嘉担任。据《史记·南越列传》、《汉书·武

帝记》、《汉书·两粤传》及《中州杂俎》等书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秋（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五路大军征伐南越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

元前 111 年），汉武帝外出视察，走到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春，

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也就是说，汉武帝在元鼎六年春驾幸豫

北，走到汲县的新中乡（今新乡市西南 6 千米的张固城村）时，恰好路博德派使

者来献南越国丞相吕嘉的首级，武帝大喜，便改新中乡为获嘉县，取获得吕嘉首

级之义。从此获嘉县的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获嘉县历史文化底蕴非常丰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主任王星光教授认

为，获嘉县是古代重要的城邑，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曾是郡治所在地，并在历史

上三度称殷州，管辖范围相当辽阔。春秋时，获嘉即与孔夫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曾是孔子踏过的土地；孔子的著名弟子子夏、陈亢都与获嘉县紧密相关。历史上

有许多重要人物都与获嘉县相关，如殷纣王、周文王、周武王、季亹、汉武帝、

刘伶、刘知几、李商隐等，或在获嘉举行大事，或生于获嘉，或任职于获嘉，为

获嘉县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厚重的历史积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教授认为，甯氏家族的发祥地是商周时

期的甯。甲骨文中有地名“甯”及“泞”，其地虽历代沿革有所不同，但为甯邑

无疑，在今获嘉县内。甯地在商王朝时的地位非常重要，为商王朝的狩猎场，是

商王田猎、驻次和戍守之地，也是商王对其他方国用兵的出发地之一，更是商王

朝举行祭祀并敛贡之处，还是周武王伐商决战前的勤兵之所。因此甯地在商周时

期的地位非常重要。甯氏宗族“以地命氏”，在此发祥、繁衍，走向全中国，走

向全世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马世之研究员也认为甯氏祖源在获



嘉。根据历史考古资料，甯是一个地域之名，最早指甯国和甯邑。商代甯国就在

今河南获嘉一带，本是商王的重要田猎区，获嘉的甯国故城就是后来的甯邑。甯

氏先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获嘉，获嘉为其祖根。

商朝虽将获嘉县地称为甯地，但此时期还没有用甯地名来命名族群的姓氏。

直到周王国时才用甯来命名族群的姓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简述一

下姓氏的起源和发展。

我国的姓氏，并非从来就有，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姓”

和“氏”有着不同的起源、不同的内容含义和不同的社会作用，所以在夏商周时

姓和氏是分开的。

在原始社会，最初是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所以“姓”

字最初的意思，是指女人所生的子女，由“女”和“生”组成。同母所生的子女

及其后裔，组成一个小群体。这个小群体就是一个氏族。在每个氏族中，都分为

男、女两部分，“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姓”的作用，一是“明血缘”，二是“别

婚姻”。当社会发展到“族外婚”阶段时，已经排除“族内婚”，即所谓“同姓不

婚”，属于同一支血缘的人不能结婚。这样，甲氏族的男氏，都要嫁给乙氏族的

同辈女子，他们所生的子女跟从母姓，属于乙氏族；与此相反，甲氏族的女姓，

也都要娶乙氏族的同辈男氏，所生子女属于甲氏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父

系社会取代了母系社会，从前的“夫从妻居”变成了“妻从夫居”，所生子女也

由过去的跟从母系变成了跟从父系，“姓”也由母系转变为父系的“甥”。杨希玫

教授曾指出：“姓和甥原应是称呼姊妹之子的同一称谓，前者用于母系姓族，后

者用于父系姓族。就造字而言，姓和甥原应同一个字。”
[2]
后来，又随着阶级和

国家的产生，出现了不同的官职，只有那些当了官的高贵者才能称“氏”，所以

《通志·氏族略》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着有名无氏。”所谓贵贱，

与天子的封赏密切相关。如果犯了法或得罪了天子，原来的封爵、高官厚禄就会

被剥夺削除。原来受封的王公贵族，丢官削职之后，其子孙虽然仍可保留“氏”

的称号，但已不再是高贵身份的表示，而变成家族的标志了。这样，“氏”的职

能就与原来表示血缘关系的“姓”逐步趋同了。所以，《通志·氏族略·序》说：



“三代（指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

具体而言，是在春秋战国时，姓、氏已经逐渐混同，到秦汉时才合二为一，并延

续至今。

姓氏的来源，最早是由各个氏族的不同图腾符号演化而来的。原先只是某种

图形，后来才演变成文字。据《史记·五帝本纪》，夏的祖先禹，因其母吞薏苡

而生，故姓娰；商的祖先契，因其母吞燕卵而生，故姓子；周的祖先弃，因其母

践巨人足迹所孕而生，故姓姬。另外，还有以生长之地为姓的。例如，《史记·索

隐》引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通志·氏族略》也

说：“炎帝以姜水成，故姓姜。”这是母系社会的情况。到父系社会，特别是国家

产生以后，或以国家、封地、封号、谥号、城邑之名为姓，或以官职、职业为姓，

情况就很复杂了。具体到甯氏，可能与封地、城邑、封号、谥号有关。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袁义达教授认为，甯姓的起源有两大

支；第一支出自姬姓，卫武公之子季亹（音尾），封于甯邑，即今河南获嘉，季

亹弟顷叔之子跪以邑为氏，遂有甯氏。姬姓甯氏的历史大约有 2700 年。第二支

出于赢姓。秦襄公之曾孙，死后谥号宁，史称宁公，其支庶以谥号为氏。赢姓宁

氏的历史大约有 2600 年。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副所长李立新博士也认为，甯姓主要起源于

两支，其一，出自姬姓，以邑为氏；其二，出自赢姓，以谥号为氏。姬姓甯氏，

以皇帝、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等为远祖，以卫康叔或卫武公为始祖。

赢姓甯氏，以季亹为得姓始祖。出自姬姓的甯氏是中华甯氏的主干。

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副编审刘翔南先生认为，赢姓甯

氏，其始祖为上古颛顼帝，为黄帝曾孙，也属于姬姓后裔。

甯姓在古文献中有两种写法，一是“甯”，二是“寜”。关于这两个字的来源，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所长张新斌研究员见解颇有新意。他认为，甯氏

的来源主要有两支，一支为卫国（姬姓）甯氏，另一支为秦国（赢姓）之甯，姬

姓之甯古文写作“甯”，赢姓之甯古文写作“寜”，但古文献中常将二者混为一谈，

汉字简化后更不易区分。



甯氏宗亲代表甯蔚华关于甯姓来源的问题与专家不同，她认为甯氏的血缘归

属为姬姓，出自周族，周族始祖乃黄帝苗裔。甯氏源于姬姓。与“甯”混同的“寜”

姓，以辽宁的铁岭、抚顺、沈阳及河北的承德、丰宁最多。这个满族的甯姓，系

由宁尔佳氏、宁古塔氏所改；学术界曾认为甯姓的另一来源为秦寜公，现经考古

发现，“秦寜公”乃“秦??公”之误，此一支系根本不存在。

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还有不同意见，但大家都一致认为，甯氏及其祖先地就在

河南省的获嘉县。位于获嘉县史庄镇东北李村的季亹墓，坐落于大片的青油麦田

之间，一条两米宽的土质甬道直通墓冢，每年都有甯姓族人来此祭祀自己的始祖。

关于甯氏的分布及其迁徙，马世之先生认为，文献记载的甯氏郡望有齐郡、

济南、安平、洛阳、华阴、河东等，集中分布于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广西、

福建、湖南、江西、吉林等地。

袁义达教授认为，先秦时，甯姓主要活动于河南北部地区；宋朝时，甯姓集

中分于陕西、山西、甘肃、江西等地；明朝时广西为甯姓第一大省，其次分布于

福建、山东、湖南；当代甯姓以河南最多，其次分布于辽宁、湖南、河北、安徽、

山西、广西等省区。

刘翔南先生认为，卫国甯氏自春秋时得姓之后，一直在中原地区繁衍发展；

到汉代，甯氏活动地域逐渐扩大，主要聚居在山东、河南一带，有部分移居四川；

隋唐之际，山西“河东甯氏”和广西钦州蛮族甯氏开始兴旺，同时北方甯氏开始

南迁，陆续进入江西、福建、湖南等地；宋元时，甯姓主要聚居于我国北方和江

西一带。明清时期，甯姓家族发展迅速，人口剧增，散布全国各地。

李立新先生认为，先秦和秦汉时期，甯氏主要活动在中原地区；南北朝至隋

唐时期，广西钦州的甯氏比较兴旺发达；宋元明清以来，甯氏分为北方甯氏和南

方甯氏。北方甯氏有山东山阳甯氏、天津双港支系、山西洪桐支系、山西忻州支

系、云南迁山东支系、辽南甯氏、河南镇平支系、山东宁阳支系等；南方甯氏有

湖北麻城支系、湖南长沙支系、湖南三阳支系、安徽青阳支系等。当今，甯氏聚

集较多的省份有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湖南、广西、广东、辽宁、黑龙江、

香港、台湾、四川、天津等省市。在国外，甯氏侨居较多的地区和国家有东南亚



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美国、阿根廷、加拿大等。

甯氏宗亲代表甯蔚华认为，古老的甯氏历史上经过七次大变迁，发展成为五

大宗支：齐郡系、岭南系、莲邵系、大槐树、小云南。当今的甯氏大多集中于广

西、湖南；其次才是山东、河南；再其次顺序为江西、山西、安徽、云南、福建、

广东、四川、湖北、河北、陕西、江苏、浙江，以及东北地区。

甯氏子孙迁徙到其他地方后，始终没有忘记祖宗故地，不少地方的甯氏族谱

都记载着始祖地及其迁徙过程的内容。如湖南衡阳市回雁峰三阳《甯氏族谱甯氏

姓氏考》云：“甯之先本姬姓，文王幼子康叔封于卫，传至武公第四子季亹，食

采于甯，以邑为氏。其地在今之河南获嘉县、修武县等处。厥后子孙在卫或居荥

阳，或徙南阳。自季至喜九世皆为卫卿，故卫为甯之宗国。惟（甯）戚、（甯）

越自卫仕齐，拜为上卿，子孙在齐者，或留北海，或迁河东，世称望族。故齐为

甯之郡望。”但也有些地方的甯氏族谱却没有记载甯氏始祖发源地，如两广地区

的甯氏族谱，对甯氏始祖发源地已完全失忆，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广地区的甯氏族

人离开始祖地的时间太久了，他们又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高山险阻，消息

闭塞，逐渐对始祖地失去记忆。

东晋南朝时，特别重视家谱，朝廷设有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隋朝仍之。

士族门第的高低，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

熟习礼教形式、能谈论儒字佛学、有诗赋文章等因素构成。唐太宗有意培植新的

士族集团，为各地官僚和士族重续家谱，诏令高士廉等收集全国士族家谱，并依

据史书，辨别真伪，考正世系，编撰了《氏族志》100 卷，共收有 293 姓，涉及

1651 家。南方士族自南朝亡后，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则将之正式列为士

族，恢复其声望。钦州一带的甯氏家族，也正式收入《氏族志》。

第二节 卫国甯姓列祖世系
［3］

秦国（赢氏）甯姓是否存在？目前尚有争议。从古文献记载情况看，有关秦

国（嬴氏）甯姓的材料很少，要理出它们列祖的世系非常困难。而卫国（姬氏）

甯姓的材料则较丰富，世系也比较清楚。就此而言，卫国（姬氏）甯姓应当是中

国甯姓的主流，这从中国各地所修的族谱中得到认证。各地族谱记载中几乎都认



为中国甯氏来源于卫国（姬氏）甯姓，很少有认为自己是秦国（嬴氏）甯姓的子

孙。

在历史上，以春秋时期的卫国甯氏最为著名。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

族略》等所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文王幼子）于康邑，世称康叔。后周公

（武王之弟）又将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定都朝

歌。公元前 254 年，卫怀君朝见魏王。魏安釐王杀死怀君，灭了卫国。公元前 252

年，魏国让卫国复国，魏王立他的女婿卫元君即位。元君十四年（公元前 239 年），

秦国攻占濮阳，迁徙卫国于野王。元君在位 23 年去世，儿子君角继位。卫君角

九年（公元前 221 年），秦国统一天下，卫国独因弱小缘故继续存国。君角二十

一年（公元前 209 年），秦二世下诏废除君角爵位，卫国灭亡。卫立国达 838 年，

共传了 35 位君主。尽管卫康叔、卫武公在世时还没有甯氏，但后世谱家却多称

甯氏为卫康叔之后。当今甯氏也多尊卫康叔为远祖，以卫武公为始祖，以卫武公

之子季亹为肇姓始祖。

图 1-1 始租季亹墓

关于季亹以后的世系，据唐朝林宝撰《元和姓纂》记载：“甯：卫康叔之后，

至武公，生季亹，食采于甯。弟（疑为‘生’）顷叔，生跪。跪生速。速生武子

俞。俞生殖。殖生悼子喜。九世卿族。齐有甯戚，周有甯越。”又，《左传·襄公

二十五年》记载太叔文子之言：“今甯子（甯喜）视君不如奕棋……九世之卿族，

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由此可知，卫国甯氏自季亹至甯喜共传九代，而其族

在《左传》中显名者只有六人，即，跪、速、俞、相、殖、喜。现依杜预《世族

谱》及有关资料录其九代世系为：季亹—顷叔—文子跪—穆仲静—庄子速—武子

俞—成子相—惠子殖—悼子喜。这个世系是否准确，我们还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



因为季亹和他的儿子顷叔，在史书中无载，似有民间口碑传说之嫌。但在没有其

他证据能证明季亹和他的儿子顷叔是传说始祖的情况下，我们仍相信上述甯姓先

祖世系是比较合理的。下面我们逐一介绍上述甯氏列祖的生平事迹。

卫武公：卫国甯氏的祖先卫武公，名和，是卫国第十一君，周宣王十六年（公

元前 812 年）即位，历幽王、平王共三朝，于周平王十三年（公元前 758 年）去

世，在位 55 年。卫武公在位期间，正处于西周和东周交替之时。西周末年，幽

王无道，宠幸褒姒，废掉申王后及她所生的太子宜臼。申侯不满，就联合曾侯，

引来犬戎一起攻周镐京。幽王不敌，狼狈出逃，在骊山被犬戎追上杀死。这场事

变史称“犬戎之乱”。幽王被杀后，申、鲁、许等国扶立原太子宜臼为君王，就

是周平王。当时，西周镐京因遭战火摧毁而残破不堪，为避戎族攻击，平王决定

迁都成周。公元前 770 年，郑武公、秦穆公、晋文侯、卫武公等辅佐平王把都城

从镐京东迁到洛阳。从此，我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周东迁后王室衰微，号令难

行于诸侯，列侯们兼并混战，各行其是，中国社会陷入长时期的动荡不安之中。

卫武公因领兵保护平王东迁，成为春秋初期东方势力较强的诸侯之一。

季亹、顷叔：卫国甯氏的开基始祖季亹及其子顷叔的事迹，史书缺载。我们

从卫武公卒年以及季亹之孙甯跪入朝为卿的时间来分析，季亹和顷叔大约是在卫

庄公至卫宣公时期（公元前 757～公元前 699 年）在朝中担任卿士。现在的甯姓

族人都相信始祖季亹之墓就在今获嘉县史庄镇李村。据说季亹墓已经存在很多年

了，以前周围全是麦田，村民知道这是古墓，但具体情况却一无所知，直到 2005

年经过专家论证，确定为甯氏始祖季亹的墓葬所在地，才修建了甬道，加固了坟

冢。张新斌、李立新两位先生还写有《甯氏祖茔季亹墓碑》文：

季亹，甯氏家族始祖也。甯氏之先，本姬姓。相传，黄帝世居姬水，

因以命氏。周人以后稷（名弃）为祖。本黄帝轩辕氏之后，亦姓姬。周文

王姬昌乃黄帝十九世孙。周文王次子姬发伐纣建周，是为武王。周武王之

九弟康叔受封于卫，乃西周卫之始祖。后十传至卫武公，武公传至季亹，

受封于甯邑。于是食采于甯，因以为氏。甯氏肇自康叔，季亹为宗，后传

曰跪、曰穆、曰速、曰俞、曰相、曰殖、曰喜，七世袭爵，皆为卫卿，而



九世其流也。故季亹乃得姓始祖。康叔乃先祖。周文王、周武王为其远祖

也。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副所长李立新撰文

获嘉县甯邑历史文化研究会立，白慈书。

公元二千零六年仲春下澣谷旦

甯跪：甯跪是季亹的孙子，卫惠公时，甯跪在朝中担任大夫之职。从此，卫

国甯氏开始显迹于政治舞台。《左传·庄公六年》：“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周，放甯跪于秦。”甯跪的相关事迹，仍少见于史载，但从此条可知，其生活在

公元前 688 年前后，也是见于《左传》的最早的甯氏族人。卫惠公四年（公元前

696 年），在朝辅政的左、右两公子为太子伋遇害之事驱逐惠公，惠公逃奔齐国，

两公子便共立太子伋的同母弟黔牟为君，他们的这一行动得到国人和甯跪的支

持。黔牟登位第八年（公元前 689 年）的冬季，齐襄公出面帮助卫惠公，带领鲁、

宋、陈、蔡四国军队攻打卫国。次年春天，周天子的军队前来救卫。夏天，齐军

攻入卫都，杀死了左、右两公子，黔牟逃到宗周避难，齐人送卫惠公回国复位。

卫惠公回国后，把支持黔牟的甯跪放逐到秦国，甯氏家族遭到重创，从而消沉不

显。此后过了 20 年，惠公病死，其子懿公赤继位，甯跪的孙子甯速重新入朝为

卿，卫国甯氏家族才再度复起。

甯速：甯速，又称甯庄子，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左传·闵公二年》：“冬十

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

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

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左传·僖公十九年》：“秋，卫

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庄子曰：‘昔周

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

兴而雨。”《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王正月已未，公会莒子，卫甯速，盟于向。”

又见《国语·晋语》：“过卫，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甯庄子言于公曰：

‘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善，德之建也。国无纪不可以终，民无结不

可固，德无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弃之，无乃不可乎。晋公子



善人也，而卫亲也，君不礼焉，弃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图之……君弗早图，卫而

在讨，小人是懼，敢不尽心。’公弗听。”从以上不多的记载可知，甯庄子是一位

有德行、有政见、有武艺的卿士，在卫国公室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生活在公元前

660 年至公元前 634 年前后。

甯速在卫国出任大夫时，卫国因连续内乱而实力大减，卫懿公又是个昏君，

致使卫国遭受了亡国之祸。甯速在国家危难之时，极力支撑残局，先后辅佐三位

国君，为卫国的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卫懿公在位期间，散居我国北方山地的狄

戎部族兴盛，他们乘中原诸侯长期混战之机，不断南下侵扰周朝北部各国，与之

邻近的燕、邢、卫诸国都遭到狄人的威胁。这时，位于卫、鲁东北方的齐国崛起，

齐桓公任用管仲、鲍叔牙等进行改革，国力日强，他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

出兵帮助燕国打败了山戎，还援救邢、卫两国，制止了戎狄对中原的进犯，率先

成为中原霸主。卫懿公八年（公元前 661 年），狄人攻击邢国，齐桓公率领宋、

曹军队前去救援，当他们赶到时，邢人已被狄人击溃，于是齐桓公把邢国遗民接

回中原，安置在今山东聊城西南一个名叫夷仪的地方。第二年冬天，狄人又来攻

打卫国。卫懿公本是个不顾百姓死活，只图自己享乐的无道昏君，他特别喜欢鹤，

不但养了许多鹤，还把鹤封为“将军”，让鹤坐在轩车上游街，享受大夫一级的

待遇。这种荒诞的行为，招致了国人的普遍不满，因而当狄人来攻时，百姓们都

不愿意帮助他，说：“让鹤去吧，鹤享受官禄官位，我们哪能作战。”卫懿公无奈，

就让石祁子和甯庄子负责守城，自己硬着头皮领军出去御敌，结果一战即溃，懿

公丧命于乱军之中。石祁子和甯庄子得知国君败亡的消息，率领城中的人连夜撤

出向东南方奔逃。狄人进入朝歌，又追击到黄河边，大肆杀戮，卫人损失惨重。

后来，齐桓公让宋桓公在黄河边迎接卫国遗民，接他们渡过黄河。经事后统计，

卫人活着逃过黄河的仅有 730 人，加上从卫国共地、滕地逃难而来的百姓，总共

只有 5000 人。宋侯把他们暂时安置在曹邑（今滑县南白马故城），并派兵加以保

护。

原先，卫懿公继位时，由于他父亲卫惠公馋杀太子伋代立为国君，卫国的百

姓和大臣都不服气，常欲败之。因此，卫懿公死后，卫人改立黔牟之弟昭伯顽的



儿子申为君，是为卫戴公。卫戴公即位一年便死去，卫国人又立戴公的弟弟公子

燬为君，是为卫文公。卫文公即位后，奋发图强，着手重建国家。他穿着粗布衣

服，亲自领着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又采取措施便利商贩，重视教化，奖励求学，

向臣下传授为官之道，任用有能力的人，一年之内，就使国家的战车从 30 辆增

加到 300 辆。此时，甯庄子作为先朝重臣，积极辅佐文公完成国家的复兴大业。

卫文公元年（公元前 659 年），齐桓公带领诸侯们帮助邢国在夷仪建造了一

座新都城，安置好邢人。次年春天，齐桓公又带领诸侯们帮助卫国在楚丘（今滑

县东 30 公里）建筑了新都城，以安置卫人。《左传》记述这件事说：“由于齐桓

公处置得宜，邢人好像回到原来的国土；卫人也忘记了自己的亡国之痛。”公元

前 643 年，也就是卫文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而火并，

诸侯们没有了领袖，于是纷争四起。齐桓公死后第二年的冬天，邢国为侵夺卫国

的疆土，勾结狄人包围了卫国的菟圃（今长垣县境）。卫军迎战失利，卫文公见

形势危急，欲将君位推让给父兄子弟，说：“谁能治理好国家，我就让位给他。”

大家都不同意。于是卫人重整部队，在訾娄（今滑县西南与长垣交界处）摆开阵

势，准备与来犯者决一死战。邢、狄见卫人同仇敌忾，根难讨到便宜，就撤军而

去。过了一年，卫文公打算扩充军队以报菟圃被围之仇，可是当年卫国遇到大旱，

庄稼歉收，卫侯为此祭祀山川并进行占卜，卜辞显示不吉利，他很犹豫，就找甯

庄子商议。甯庄子说：“从前周室发生饥荒，打败了商朝就收成丰足。现在邢君

无道，诸侯们没有领袖，上天或是要让我们去替天行道吧！”于是卫文公开始征

集军队，天上也下了雨。公元前 640 年秋，齐国与狄人在邢国会盟，一起策划对

付卫国，卫文公对此感到不安，于是加紧整顿军备。四年之后，卫国准备就绪，

决定攻邢。卫文公先派大夫礼氏兄弟到邢国去做官，以为内应。次年（公元前 635

年）春，卫国出动大军进攻邢国，攻城时，礼氏兄弟正跟随邢大夫国子在城上巡

逻，二人抓起国子把他扔到城外摔死，卫军乘势攻入城内，一举灭掉了邢国。卫

文公灭邢一年后去世，他的儿子郑继位，是为卫成公。

甯俞：俞，亦作渝，愈，又称甯武子，为卫国甯氏中的代表性人物。卫成公

时，甯俞开始入朝为卿。甯武子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处理内政的能力。他任职



期间，正值晋、楚争夺中原霸权，斗争激烈。甯俞为卫国出谋献计，功劳不小。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六月，晋人复卫侯。甯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

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

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扦牧圉？不协之故，用昭气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

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

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卫侯先期入，甯子先长牂，守门

以为使也。”关于此事，《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在追述时，亦有“昔成公孙于陈，

甯武子、孙庄子为苑濮之盟而君入”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冬

天在温邑所发生的后续事件，“卫侯与元咺讼，甯武子为辅，针庄子为坐，士荣

为大士。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针庄子，谓甯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寘诸深室。甯子职纳橐饘焉。元咺归于卫，立公子瑕。”从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

来看，甯武子在卫国公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序上成为公室的代表。

《左传·僖公三十年》：“晋侯使臣衍酖卫侯。甯俞货医，使薄其酖，不死。

公为之请，纳玉于王与晋侯，皆十瑴。王许之。秘，乃释卫侯。”也可以看出，

甯俞对卫君有着一片忠心。《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

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

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

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甯俞作为卫君的重要谋臣，在许多关系国

家的重要问题上都有发言权。《左传·文公四年》：“卫甯武子来聘，公与之宴，

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

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

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觉报

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甯俞在对他国交流时，

尽管为小国之卿，但不卑不亢，严辞以辩，使小国得到了尊重。《史记·孔子世

家》：“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论语·公冶长篇>则云：“甯武

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反映了孔子对

他有着较高的评价。从文献记载可知，甯俞生活在公元前 632 年至公元前 623 年



前后。

甯相：卫穆公时，甯武子已经退休，他儿子甯相（又称甯成子）继父职在朝

为大夫。史书对甯相的记载较少，仅见《左传·成公二年》：“卫侯使孙良夫、石

稷、甯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其生活在公元前 589 年前后，较甯俞稍晚。

这时晋国的霸业衰落，齐国仗恃自己的力量较强，常与晋国作对。卫穆公十一年

（公元前 589 年），齐国攻打亲晋的鲁国，卫国派孙良夫（孙桓子）、石稷、甯相、

向禽将率兵去支援鲁国，被齐军击败，孙良夫好不容易逃了出来，连国都不回就

去晋国求援，鲁国也派人去晋国请求援助。晋侯出动三军来救援鲁、卫。晋军与

齐军在鞌地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结果齐军惨败，齐侯也差点当了俘虏，被迫与

晋、卫、鲁讲和。当年，卫穆公死，子藏继位，是为卫定公。卫定公四年（公元

前 585 年）三月，在晋国指使下，卫国的孙良夫、甯相率军随晋军与郑人、伊雒

戎人、陆浑、蛮氏攻打（侵袭）宋国，以惩罚宋侯拒绝参加去年由晋国在虫牢主

持的会盟。次年，卫国执政大臣孙林父（孙良夫之子）因与卫定公闹矛盾，逃到

晋国去了。为此，卫定公去晋国向晋侯解释这件事，晋侯就把孙林父的戚地归还

给卫国。

甯殖：甯相之子甯殖，又称甯惠子，是甯氏家族中突出的人物，他先后辅佐

定公、献公、殇公三君，成为卫国的股肱重臣，地位仅次于卫国上卿孙林父。甯

惠子有着敏锐的观察和识人能力，能够通过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来判断此人或者其

家族的命运。公元前 577 年，卫定公去晋国朝见晋侯，晋侯让他与孙林父见面讲

和，卫定公不愿意。当年夏天，晋侯派御犫(chōu)把孙林父送回卫国，硬让卫侯

接受他，卫定公在夫人定姜的劝说下，恢复了孙林父的官职和采邑，孙林父重新

执掌国政。卫定公又设宴款待卻犫，让甯惠子作为相礼。宴席间，甯惠子见卻犫

表现得很傲慢，就说：“卻犫的家族恐怕要被灭亡了。苦成叔（即卻犫）对国君

都这样无礼，是取祸之道。”后来，晋国的卻氏家族果然遭到灭门之灾。不久，

卫定公患病，嘱咐孔成子、甯惠子立公子衎为太子。十月，卫定公死，太子姬衎

继位，是为卫献公。

卫献公是个既缺德又不讲信誉的人，父亲死时，他临丧不哀，定公夫人定姜



曾断定他早晚会败坏卫国。献公即位时，楚国的国势强盛，经常北上与晋国争锋，

双方战事连年，卫国作为晋的盟国，一直听从晋侯驱使。卫献公十二年（公元前

565 年）五月，晋侯召集郑、齐、宋、鲁、卫、邾等国在邢丘盟会，甯惠子代表

卫国前往参加了会盟。卫献公十八年（公元前 559 年）的一天，献公约孙文子（孙

林父）和甯惠子吃饭，二人穿着朝服早早来到朝廷上等待，但直到太阳快下山了

也不见献公踪影，后来得知他在园林里射鸿雁，就找到园林，献公见他们来到，

连猎服都不脱就跟他们说话，而且只字不提约他们吃饭的事，两人都很恼怒。孙

林父一气之下回到他的封邑戚城去了，让儿子孙蒯替他上朝。献公设宴招待孙蒯，

令乐师演唱《巧言》的最后一章，因章辞中含有讽喻权臣跋扈无能的内容，乐师

便辞谢不唱。这时，宫中另一名叫曹的乐师主动出来请求演唱这一章。先前，献

公曾让师曹教他的宠妾弹琴，谁知这位宫妾太笨，老是学不会，师曹就鞭打她。

宠妾向献公哭诉，献公便令人鞭打了师曹三百下，师曹因此怨恨献公，就愿意演

唱章辞以激怒孙蒯。孙蒯听了他的演唱后果然害怕，回去告诉父亲。孙林父知道

献公嫉恨他了，决心先发制人，于是集合族人进入国都攻打献公。献公恐惧，派

公子蟜、公子伯、公子皮去与孙林父讲和，孙林父把他们全杀了，献公又派庶子

行去，也被孙氏所杀，献公只好出逃到齐国，被齐君安置在郲地。孙林父和甯惠

子共立定公的弟弟秋（公孙剽）为卫国君，是为卫殇公。孙氏强行赶走国君的做

法遭到诸侯们和国人的非议，但是由于孙林父有晋侯撑腰，况且卫献公也确实不

得人心，因此没人去过问卫国的事。

卫殇公二年（公元前 557 年），晋国召集齐、鲁、宋、卫、郑、小邾子国的

大夫们在温地宴会，卫国派甯惠子出席。席间，晋国的苟偃让大夫们舞蹈唱诗，

齐国的高厚不配和，荀偃认为他有二心，就让大夫们与高厚结盟，高厚不干，逃

回国去了，荀偃便与鲁国叔孙豹、宋国向戌、卫国甯殖、郑国公孙虿(chai)等一

起盟誓说：“一起讨伐不敬盟主的人。”卫殇公七年（公元前 553 年），甯惠子病

危，他对献公被赶走之事一直感到不安，就嘱咐儿子甯喜说：“我得罪了国君，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诸侯们已经把我的名字记在简册上加以收藏，说：‘孙林

父、甯殖赶走了他们的国君。’将来如果国君回国，你一定要设法替我掩盖这件



事。如果能掩盖住，你就是我的儿子；如果办不到，我死后就是做了鬼，宁肯挨

饿也不来享受你的祭品。”甯喜答应了。惠子病死，甯喜接替父职为卿士。

甯喜：又称甯悼子。卫殇公十二年（公元前 548 年），殇公对孙林父专横跋

扈不满，指使甯喜攻打孙氏，孙林父逃往晋国，鼓动晋侯让卫献公回国复位。后

来，卫献公被晋人从齐国接到卫国的夷仪，派人来找甯喜商谈复位的事，甯喜为

了实现父亲的临终遗言，就同意帮他，但先决条件是，双方谈条件时一定要有献

公的弟弟叔鲜在场做担保，因为叔鲜是个重承诺、讲信用的人。第二年春季，卫

献公让子鲜去与甯喜谈判，叔鲜不愿意去，说：“国君向来说话不算数，我怕因

此会遭到祸难。”他母亲敬姒劝他说：“尽管这样，就是为了我，你也一定要去。”

鲜叔只好去卫国见甯喜，转达献公的话说：“如果让寡人回国复位，政事将由甯

氏作主，祭祀由寡人主持。”甯喜去征求籧伯玉的意见，蘧伯玉圆滑地说：“我没

能听到国君的出走，岂敢听到他的进入。”然后逃亡到国外去了。甯喜又去找右

宰谷谋划，右宰谷说：“不行。你得罪了两位国君，天下谁还能容纳你？”甯喜

说：“我在先父那里接受了命令，怎能三心二意？”右宰谷说“那先让我去见见

献公再说。”于是他到夷仪去见卫献公，回来向甯喜报告说：“国君流亡在外十二

年，看不出一丝悔改的意思，还是老样子。如果不停止原计划，我们离死就没有

几天了。”甯喜说：“尽管这样，计划也不能停止了。”当时孙氏家族的孙林父住

在戚城，孙襄在都城内的家中留守，甯喜和右宰谷就领兵去攻打孙襄，孙襄击退

了甯喜，却因受伤夜里死去。甯喜得知，再次攻打孙家，获胜，又杀了卫殇公剽

和太子角，孙林父带着戚地投靠晋国，卫献公终于回国复位。不久，卫献公派兵

攻打戚地东境，被晋侯派来帮助孙氏守卫茅氏的军队击败。六月，晋国为了帮助

孙氏，召集诸侯们进攻卫国，划定戚地疆域，夺取了卫国西部边境懿氏六十邑交

给孙氏。七月，晋国诱使卫献公和甯喜来澶渊结盟，抓住二人送回国囚禁起来。

后来，齐、郑两国替卫献公求情，卫国人又把卫姬送给晋侯做妾，晋侯才把卫献

公和甯喜放回去。卫献公回国第二年（公元前 546 年），终因不能容忍甯喜专权，

授意公孙免余等攻杀了甯喜和右宰谷；又派人追杀甯氏的亲族石恶，石氏逃亡到

晋国，甯氏家族从此败亡。卫国甯氏灭亡前后，其族人还有在晋国、齐国为官者，



如齐有大夫甯戚，赵有谋士甯越等。

综合上述可知，卫国自庄公之后，历任国君多为昏庸无能之辈，一代不如一

代。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卫国内讧频发，外患不断，在卫懿公时，

还一度亡国，卫国逐渐由强变弱。这一时期，甯氏作为卫国贵族，九世担任卫卿，

一度执掌朝政，地位显赫达 200 余年，成为卫国三大强族（石、孙、甯）之一。

但是，甯氏在卫国江河日下的情况下苦苦支撑局面，始终也没能挽回国家走向衰

败的趋势，最后，他们自己也在国内大族权利争斗中失败，走向灭亡。

第三节 广西钦州甯姓与卫国甯氏列祖的关系

一、关于史书记载广西钦州甯氏家族的族籍、祖籍问题

关于广西钦州甯氏家族的族籍、祖籍问题，史书多认为他们是广西地区的原

住民族。如《资治通鉴》卷一七八：“俚帅甯猛力，在陈世己据南海，隋因而抚

之，拜安州刺史。”俚人是东汉时岭南民族的族称，其先是西瓯、骆越、乌浒人。

现代壮侗语民族是俚人的后裔。文中把甯猛力当作“俚帅”，即俚人的将帅。《北

史》卷六十七：“岭南夷数起……乱时有甯猛力者。”这里又把甯猛力称为夷人。

还有把钦州甯氏家族称为越人的，如《隋书·何稠传》云：“（甯）猛力与臣为约，

假令身先死，当遣子入传。越人性直，其子必来。”

《新唐书·南平獠传》说广西钦州甯氏家族是南平獠人：“南平獠，东距智

州（今广西玉林），南属渝州（今四川巴县），西接南州（今四川綦江县），北涪

州（今四川涪陵县）……有甯氏者，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甯越太守。”

文中的“獠”，本应为“僚”，把“僚”写成“獠”，是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蔑称；

更严重的是这里把四川僚人和广西僚人的地望弄混了，需要加以辨正。

“南平”的地望，据《中国地名大字典》所说：“故治在今四川巴县东南。”

位于今四川省巴县一带。然而上述引文“南平獠”的东南西北四至显然有误，其

南、西、北界均在今四川境，何以东界却到了今广西？因唐时称名“智州”者举

国唯今广西玉林，广西玉林与四川巴县之间隔着湖北、湖南、贵州三省，何以唐

“南平”一州竟跨数千里之遥？而且，唐代时这些地方都设有州县，“南平”一

州不可能囊括川、鄂、湘、黔诸省之州县。何况，文指“东距”，广西玉林非四



川巴县之正东，南平何以得而“东距”智州，此文非误而何？如此，《新唐书》

所说的甯氏家族原来是四川南平一地少数民族世袭酋帅，就值得怀疑了。

查史书，“獠”有多种，《新唐书》说广西甯氏家族是“乌武獠”，该书在叙

述南平獠的风俗时说：“山有毒草，沙风，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栏’。

妇人横布二幅，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后，竹筒三寸，斜穿耳，贵者饰

以珠铛。俗女多男少，妇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货求男；贫者无以嫁，则卖为婢。

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其王朱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遣使纳款以其地隶渝州。

有飞头獠者，头欲飞，周颈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又有乌武

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乌武獠也就是乌浒人，是在东汉以

后出现的壮族先民的另一种族称。这条史料记载比较混乱，作者方域不明，人群

不分，将住在四川巴县的“南平獠”和住在广西的“乌武獠”混杂一处，统称是

居住在四川南平地区的少数民族。《资治通鉴》卷五十七载：“灵帝二年（公元 170

年）冬，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胡三省注说：‘乌浒之地，在

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贤曰：乌浒，南方夷号也。’……刘恂曰：‘贵州郁平县（广

西玉林县），汉郁林、广郁县也。古西瓯、骆越所居也。谷永招降乌浒，开置七

县即此也。’”同书又载：“光和三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反，招引九真、

日南民攻没郡县。”这些记载说明乌浒獠都是活动在广西东南沿海地带，而史书

上也从未发现有关乌浒獠在四川南平活动的记载，广西甯氏家族到底是哪里人，

《新唐书》作史者始终讲不清楚。《新唐书》是北宋史馆修撰的，编撰者以“事

增于前，文省于旧”作标榜，文辞刻意求同，以致年代含糊，事实不清，所录文

书也任意删改。所以使用时必须谨慎。

由于《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都说隋唐时期

广西甯氏家族是当地的土著、土酋，后来的学者也将广西甯氏家族排斥在卫国甯

氏系统之外。其实，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土酋”。单从字面上看，“土酋”就是地

方少数民族的首领。但是，这个首领并不一定就是当地的原住民族，也有外来的

他族人。从北方来到岭南地区做官而留下来，被称甚至自称为少数民族的，在历

史上不乏其例，最典型的是南越国国王赵佗。



据《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两粤传》，赵佗原是真定（今河北省正定

县）人，19岁获赐护驾御剑随秦始皇出巡。公元前 219 年，被封为副帅随主帅任

嚣率领 50万大军征战岭南。公元前 204 年，创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公

元前 195 年，汉高祖正式封他为南越王。吕后时期，赵佗和中央王朝矛盾激化，

吕后发兵南下攻打南越。赵佗也发兵抵抗，并反攻到湖南南部一带，并即位称帝，

号为“武帝”。他重视传入中原汉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并融合越地社会，使岭

南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创下历史伟业，成为一代伟人。从任嚣、赵佗开始，

岭南有了人类文明的标志一一城堡和文字，发展冶铁业，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

的历史时期。

在赵佗执政南越国期间，为了团结当地的越族，他入乡随俗，穿着越人的服

装，“魋结箕倨”，还自称为“蛮夷大长老”。还有南朝至隋唐时期的广东高州冯

氏家族，明明是北方南下的汉族，也被史书称为俚人。据此看来，广西的甯氏家

族被史书称为当地的原住民族也就不奇怪了。要真正解决广西甯氏家族的族籍及

祖籍问题，必须借助考古学材料，才能得到科学的答案。

二、从考古发现论证甯氏家族的族籍和祖籍

近代以来，在钦州出土了两方隋唐墓志铭碑，一方是隋朝甯越郡钦州县正义

大夫甯贙墓志铭碑，另一方是唐朝钦州刺史甯道务墓志铭碑，弥补了史书记载之

不足。（图 1-2：甯氏墓群位置图）

图 1-2 甯氏墓群位置图

现简要介绍这两方墓碑出土情况。

1920 年，今广西钦州市久隆乡平心村有个农民，名叫李士花。因农闲无事，

有一天，他扛着锄头上山，来到一处叫石狗坪的地方，欲挖蛇与老鼠回家加菜。



这石狗坪又叫七星坪，也称“七星伴月”。所谓的“星”就是圆形高起的土坡，

新中国成立后经考古专家探测，这些土坡大部分都是隋唐时期墓葬的封土堆，石

狗坪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隋唐时期墓葬群。李士花发现一只巨大的蜈蚣爬进土坡下

面的洞穴里。他抡起锄头沿洞穴向下挖掘，才挖几锄，松土突然向下塌陷，露出

一个大洞口，沿洞口向里爬，巨形蜈蚣不见了，只见前后两个宽敞的墓室，都用

长方形青砖铺地，砌墓壁和券顶，陪葬品有各种陶器，墓门处有一方陶质墓志铭

碑，已碎成 10 块。李士花及村民搬回村子的祠堂内存放，当时无人考证，也不

知是什么人的墓碑。10年之后，有一个名叫林韵宫的文人到钦州旅游，知道这件

事后，便让抗法名将冯子材的儿子将碑运回冯家大院，并叫手艺灵巧的工匠将碑

拼接好，经断读，才知道是唐朝土官甯道务墓志铭。铭文分三十行，每行有四十

个字至五十个字。1939 年 11 月，日军攻破钦州城，因仓促不及转移，日寇冲进

冯家大院，看到那方年代久远刻字高古，并得到精心保护的古碑，几人举起枪托

将碑打得稀巴烂，仅存六分之一，残碑现存于广西博物馆内。

图 1-3 甯道务墓碑

隋朝甯贙墓碑出土时间比甯道务碑早。清道光六年（公元 1826 年）秋天，

有农人在今钦州县久隆公社新明大队石狗坪犁地，突然犁铧尖锋触对一块硬石，

挖起来时发现是一块石碑，已残缺一小角，残缺部分未找到。当地文人闻讯后，



运回县城，嵌置在孔庙内的尊经阁二楼上珍藏。巧合的是，到了清宣统三年（公

元 1911 年），有一个农民在石狗坪犁田，又犁对一小块残碑，上面有 13 个字。

运回县城尊经阁与前述发现的碑对接，正是原碑残缺部分。全城文人万分高兴，

相互弹冠相庆。此碑出土时，有人将拓本传到京城，许多人疑为假碑。后经当时

的书法家杨守敬鉴定，认为此碑与唐欧阳询化度寺碑相似，书势端厚，古趣盎然，

是为真碑。

1934 年 5月间，日寇未侵犯钦州之前，每隔三五日都派飞机来轰炸钦州城，

防空区长警报不时拉响，县城知名文士符宗庭颇有远见，预感到日寇不久要侵犯

钦州城，日寇犯城必将古物抢走或是打烂。于是上书县长王公宪，要求派人将甯

贙墓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存。王公宪县长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

感。他当即采纳符宗庭先生的意见，派地方文士蔡夏庭雇人将此碑转移到县郊沙

坡村掩埋土中。不幸言中的是，同年 11 月中旬，日寇第一次攻破钦州城，将孔

庙尊经阁及儒学署、县府统统放火焚烧，夷为平地。假若不事先将甯贙碑转移他

处，其结果必和甯道务碑一样，遭受日寇的破坏。然而有趣味的是，1946 年，《钦

县县志》即将修撰完毕，因志中己收录甯贙墓碑全文，大家才记起要把墓碑挖回

来。于是县长又派蔡夏庭去挖，因为 8年前是他带人将碑运去沙坡村埋藏的。殊

不知蔡氏年老健忘，或是因年久地貌变化太大，一连挖了 10 余天，都找不到碑

的影子，只得丧气而归。此碑只有蔡老先生知道埋藏地点，他都找不到，别人就

更无法找到了，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墓碑因而失踪长达 20余年。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钦县人民政府为了寻找此碑，召开了县内知名

人士座谈会，会上符宗玉先生提供了准确的线索，才派人在沙坡村秦珠浦家的菜

园内挖出来。甯贙碑高 130 厘米，阔 92 厘米，铭文分 30 行，每行 39 字。碑额

12 字 4 行分列于首，写有“甯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碑文的内容叙述钦州

甯氏家族的祖籍及甯贙的祖父、兄长以及自己的战功。钦州市原属广东省管辖，

广东省博物馆派人将该碑运回广州，现珍藏在广东省博物馆内。20世纪 60 年代，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到广州视察时，都曾前往广东省博物馆

看过此碑，给予较高的评价。



1977 年和 198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分别在钦州久隆公社的

新明大队、草青大队两地发掘了 7 座甯氏族人的墓葬，共出土文物一百 130 多件。

这两方墓碑及出土文物为我们研究广西钦州地区甯氏家族的历史提供了史籍阙

如的实物资料。

图 1-4 大墓山隋唐墓地

据《甯贙墓志铭》铭文说：“公讳贙，字翔威、冀州临淄（山东临淄县）人

也。”《甯道务墓志》铭文中也说：“府君讳道务，字帷清，临淄人也。于甯氏之

族，肇自口太公……列封于甯城，祗台德先，因而命氏。”两人墓志铭文中皆说

祖籍山东临淄，是为汉族无疑。文中的“列封于甯城”，“因而命氏”显然指的就

是卫武公封于甯邑、季亹以甯邑为甯姓这一件事情。

《甯贙墓志铭》铭文中还说到河南先祖与山东先祖的名字。文中说：“宗子

维城，各理封疆之邑。故甯相甯渝，传昆玉之名；甯喜甯戚，纾遗芳之哲。”文

中的甯相、甯渝是卫国甯氏家族列祖“九世之卿”中的第六、七代始祖，他们是

父子关系，在卫国为卿，史书都有记载，确有其人。卫国甯氏家族列祖世系中的

第八位始祖是甯殖，为甯相之子，又称甯惠子，是甯氏家族中突出的人物。他先

后辅佐定公、献公、殇公三君，成为卫国的股肱重臣，地位仅次于卫国上卿孙林

父。但《甯贙墓志铭》铭文中没有提到他，很可能是受文体的限制。甯喜是卫国

甯氏家族列祖世系中的第九代始祖，这是甯氏家族中关键的人物，因为随着卫国

的灭亡，甯氏家族在卫国的权力地位也就烟消云散，甯喜是此悲剧的见证者。



卫国甯氏家族列祖“九世之卿”的倾权，只是政治权势层面的消失，而血缘

世系并没有中断。甯喜之后是谁续了卫国甯氏家族列祖世系的香火？《甯贙墓志

铭》铭文中己有提示，文中“甯喜甯戚”并提，又说他们是“纾遗芳之哲”的关

系，文中对甯喜甯戚的关系含义暖味，可以理解他们是前后辈的关系，也可理解

他们是平辈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甯戚是卫国甯氏家族列祖世系的香火续传人。

那么，甯戚是何时离开卫国？又流落何方昵？

图 1-5 甯戚饭牛图

据古籍记载，甯戚是春秋时期齐国齐桓公在位时官任大夫、大司田职，是中

国历史上甯氏家族中著名人物之一，其人生遭际具有传奇性，其才能与事业具有

典型性。然而他的事迹在正史中记载甚少。《左传》中未见其名，《史记》中仅在

《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和《邹阳列传》引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时

各提到一句。其事多散见于《国语》《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管子》等古

代文献及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的有关描写。

综观各方面的文献可知，甯戚的生卒年不详，有说他是春秋莱棠邑（今山东

省青岛市平度）人，也有说是卫国人。他早年怀经世济民之才而不得志，到齐桓

公二十八年（公元前 685）时被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为齐桓公主要



辅佐者之一。

齐桓公从公元前 685 年起，在 40 多年间，推行招贤纳士，锐意寻求有治国

方略的人才，任用管仲为相，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赏识并重

用甯戚，是齐桓公高明的人才政策的典型例子。

甯戚获悉齐桓公重用人才，有抱负，便决心投靠齐国，以便有一番作为。他

不畏艰难，来到临淄，替人放牛，并击牛角高歌以自荐。《楚辞·离骚>有云：“甯

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这是在先秦典籍中所仅见，但当可信，只可惜过

于简略，仅提到甯戚“讴歌”而没有言及“击角”。最早详记甯戚击牛角而歌之

事的古籍，是《吕氏春秋·举难篇》：“甯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

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甯

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扶其仆之手曰：‘异哉，

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后来的《淮南子》《说苑》《后汉书》等古籍

多言及此事，但可惜都没有记下甯戚所歌的内容。西汉以后，记载甯戚《饭牛歌》

的古籍才多了起来，并形成了许多种不同的版本。据浙江大学中文系周明初教授

研究，世传差别较大的甯戚《饭牛歌》可归纳为三种：

其一，《文选》卷十八《啸赋》李善注引《淮南子》曰：“（甯）戚饭牛车下，

望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曲。歌曰：‘出东门兮厉石班，上有松柏兮青且兰。

粗布衣兮缊缕，时不遇兮尧舜。牛兮努力食细革，大臣在尔侧，吾当与尔适楚国。’”

但查今本《淮南子》，未见此歌。

其二，《史记·邹阳传》裴骃集解引应劭曰：“齐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击

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

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公召与语说之，以为大夫。”

其三，《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乐部”六：“沧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鲤鱼长尺

半。縠布单衣裁至骭，清朝饭牛至夜半。黄犊上坂且休息，吾将舍汝相齐国。”

这几首不同版本的《饭牛歌》，均未见于先秦典籍，因此，后人多以为是后

人的伪托，而不是甯戚所作。因为甯戚是春秋时人，当时并没有七言诗，而《饭

牛歌》却是七言诗，所以应是伪作。周明初教授指出，这几首《饭牛歌》，“不见



于《吕氏春秋》等书记载，而其诗歌形式也不像春秋之歌，其非为甯戚所作而为

后人伪托，殊无可疑”。他还认为，这几首歌形成的年代并不相同，第一首“基

本采用楚辞体形式，然已经起了变化，已不是纯粹的楚辞体诗，大约正处于楚辞

体诗向七言诗过渡阶段的产物，其产生时间也当在西汉武帝以后至东汉顺帝之

时”。第二首的年代约在西汉后期成帝至东汉末献帝时期，第三首已经是成熟的

七言诗，应在东汉之后。
[4]
由于这个问题不仅是甯氏先祖之事，更涉及我国七言

诗起源的大是大非，故于此略作辨正。

对于七言诗的起源，古今学者尽管意见不一，但多认为起源于西汉以后。其

实，明代胡应麟在其所著《诗薮》中，认为屈原《九歌》乃是七言诗之祖；顾炎

武《日知录》卷二十一亦云：“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

七言诗。余考七言之兴，自汉以前，固多有之。如《灵枢经·刺节真邪篇》：‘凡

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

致其神，门户己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缋盛文

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此皆七言之祖。余考七言之兴，自汉以前固有之。”梁启

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罗根泽《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也认为七言诗

蜕变于骚体。

余冠英《七言诗起源新论》，认为七言诗的源头是由民间歌谣演变而來，其

时间可追溯至先秦以前，如“成相辞”。“成相”是一种颂唱的文体，最早为战国

后期的荀子，写过《成相篇》五十六章；《汉书·艺文志·杂赋类》亦记有《成

相杂辞》十一篇。荀子的《成相篇》如下：

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人主元贤，如瞽无相何伥伥。

请布基，慎圣人，愚而自专事不治。主忌荀胜，群臣莫谏必逢灾。

论臣过，反其施，尊主安国尚贤义。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

曷谓罢？国多磨，比周还主党兴施。远贤近谗，忠臣闭塞主执移。

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爱下民。主诚听之，天下为一海内宝。

世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一。

武王怒，师牧野，纣卒易乡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



世之衰，谗人归，比干见刮箕子累。武王诛之，吕尚招麾殷民怀。

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徒。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

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枸。展禽出绌，春申道缀基毕轮。

后来，湖北省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也有《成相篇》，文辞虽然不同，但格

式却完全相同：

凡治事，敢为固，竭私固，画局陈畀以为藉。肖人聶心，不敢徒语恐見恶。

凡泪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泪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操邦柄，慎度量，來者有稽莫敢忘。贤鄙溉辞，禄位有续孰暋上。

邦之急，在礼级，掇民之欲政乃立。上毋间怯，下雖善欲独可急？

审民能，以赁吏，非以官祿夫助治。不赁其人，及官之暋岂可悔？

申之义，以系畸，欲令之具下勿议，彼邦之倾，下恒行巧威故移。

将发令，索其政，毋发可比史烦请。令数囚环，百姓摇二乃难请。

听有方，辩短长，囷造之七久不阳。……

由上述《成相篇》看来，虽然有三言、四言和七言相间，但可以认为是以七

言为主的。成相辞符合七言诗的范畴，它源自西周的宫廷，时间比楚辞来得还早，

也属于北方的诗歌系统，所以，“七言诗应是由‘成相辞’发展而来”的说法是

可以成立的。
[5]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刘运好教授还从《吴越春秋》中找出三首七

言歌谣，并以此为基础，辑考了包括《饭牛歌》在内的吴、齐、卫、晋、鲁、魏、

赵、燕、楚等诸侯国的多首七言歌谣，认为七言诗应起源于先秦歌谣。
[6]
（综上

所述，七言诗应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所以，综而观之，甯戚击牛角而歌之事，

应是可信的；至于《饭牛歌》，上述的第一首比较接近甯戚原作，其年代可定为

春秋时期；而第二、第三首则是在第一首的基础上，民间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

异。这种变异完全符合民歌流传的规律。尽管有不同版本，但都真实地反映出了

甯戚怀才不遇、自求用世的复杂心态，也反映出了民众对他的同情和怀念。所以，

至今在李园街道办事处柳行头村仍存有“甯戚大夫饭牛处”的石碑。

不仅如此，甯戚的事迹还被编入写实的文学作品中，拓宽了其流传和影响的

广度。据《东周列国志》载，周厘王二年（公元 680 年）春，齐王国攻打宋国，



齐桓公先派管仲率一部分军队出发。一天，军队来到峱山（山东临淄附近），管

仲见一放牛青年冲他疾击牛角高歌，气度非凡，即派侍从把他招来。管仲问其姓

名，答曰：“卫国百姓，姓甯名戚。”管仲叩其所学，甯戚对答如流。管仲叹道：

“豪杰辱于泯涂，不遇汲引，何以自显？我国国君大部队在后，不过几日到此，

我写封信你去拜见国君，必当重用。”数日后，齐桓公大军到此，甯戚又唱起《甯

戚歌》。齐桓公闻听此歌甚感惊奇，派人将甯戚叫至跟前，问其姓名后，桓公说：

“寡人率领诸侯征战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草木沾春，舜日尧天不过如此，你说

不逢尧舜，又说‘长夜不旦’，你是放牛的为何要讽刺朝政？”甯戚据理争辩，

有些言辞冒犯齐桓公。桓公大怒，下令斩首。甯戚面不改色，仰天叹道：“桀杀

龙逢，纣杀比干，今甯戚为第三人！”这时身边大臣隰朋上奏说：“此人见势不趋，

见威不惮，非寻常放牛者。”桓公转念一想，怒气顿消，对甯戚说： “寡人聊

以试子，子诚佳士。”这时，甯戚从怀里拿出管仲的亲笔信，桓公阅后说：“既有

管仲的书信，为何不早呈上？”甯戚说：“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君

如恶直好谀，以怒气加臣，臣宁死亦不自荐。”桓公听后非常高兴，即拜甯戚为

大夫，与管仲同参国政。杰出的政治家管仲也十分推重甯戚，帮助齐桓公用好甯

戚之长。他建议立甯成为大司田（主管农业的官员），他认为甯戚是有才能的农

业专家，自己不如甯戚。甯戚果然不负厚望，屡建奇功。他负责齐国的农业生产，

主持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并兴渔盐之利；奖励垦荒，薄取租赋，齐国很快富裕

强盛起来，对齐桓公完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起了重要作用。在他担

任大司田期间，著有《相牛经》一卷。这是中国最早的畜牧专著，对促进齐国农

牧业发展产生一定作用。世人皆知伯乐善相马并著有《相马经》，却较少有人知

道甯戚善相牛，也著有《相牛经》，这是不公平的。

此外，甯戚还是有名的辩论家，他和屈完、吕饴甥、烛之武被誉为春秋四大

辩士。他在齐国做官四十多年，相传齐国兴兵伐东莱，甯戚死于行军途中，士兵

用战袍兜土筑成他的坟墓——甯戚冢，位于今平度市城区西部约 25 公里的马哥

庄镇座一小山顶上。冢体很大，高 15米，直径 70 米，当地百姓称其为“冢项”。

在冢的周围形成冢东、冢前、冢西三个自然村庄。清代时，冢上有两株大蟠松，



当地称为“甯冢双松”，为平度旧时八景之一。1984 年，“甯戚冢”被列为青岛市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1-6 甯威冢远景

甯戚是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不仅在屈原的《离骚》提及，还把甯戚辅

佐齐桓公和姜太公（吕望）辅佐周文王相提并论：“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

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唐朝大诗人李白也在《秋浦歌·其七》中

写道：“醉上山公马，寒歌甯戚牛。空吟白石烂，泪满黑貂裘。”明朝大画家周臣

还画有“甯戚饭牛”图传世。

考虑到甯戚在世时间与甯相在卫国执政时间（公元前 589 年前后）相近，推

测甯戚是在此时期离开卫国到齐国发展。他与甯相很可能是兄弟关系，而甯渝是

他们的父辈。甯殖是他的侄辈，甯喜是孙辈。南朝至隋唐时期，广西钦州甯氏家

族是从山东临淄迁徙而来，他们的直系始祖应是甯戚支系，属于济南郡望。

三、甯氏墓碑内容与壮族“拉祖配”的关系

以上甯贙墓志铭和甯道务墓志铭，文中均说甯氏先祖系山东冀州临淄，但此

事是否可信，我们还有继续深入讨论的必要。因为历代广西土司酋帅中，为了提

高自己的名望门第，多有“拉祖配”的习俗。如桂西岑姓土司就说他们的第一代

始祖是岑仲淑，并说岑仲淑是浙江余姚人，中过进士，随狄青来广西征讨侬智高，

平息后留任邕州知州，但据考证，其实是“拉祖配”。
[7]
又有韦姓的壮人，也说

自己是韩信的后裔，因韩信获罪被杀，其后人惧怕株连，避居广西，将韩字去掉



半边，改成韦姓。
[8]
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可以说在广西原住民族中，他们

几乎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的汉族。那么，甯氏家族是否也是和上述情况一

样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下述几方面来证明甯氏祖籍是山东汉人的可能

性。

1．但凡广西少数民族拉祖配之风，是宋时始有，盛行于明清，我们现在看

到有关拉祖配的材料基本都是明清文人所记或者族谱，而唐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还

没有有关“拉祖配”方面的资料。《甯贙墓志铭>碑和《甯道务墓志铭》碑是大业

五年（公元 609 年）所制，其言可信。

2．甯氏家族所处时期，在各少数民族首领中文化水准最高，素有优良的家

学学风，历代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像甯原悌于武后时策对，中进士第九名，并留

在京师修国史，这在当时是全国有数的高级知识分子。甯氏家族这样高的汉文水

平，无疑与他们来自山东文化之乡有密切的联系。

3．从考古材料分析：甯氏家族的墓葬形式都是斜坡式砖室墓，墓室分前室

后室，一般都设有甬道，墓室两侧设有壁龛，这些特点都是同时代汉族墓葬所盛

行的墓葬形式。另外，出土器物中，大部分的器物特点都是同类汉人墓葬中出土

的同类器物雷同，像唾壶这种汉族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中所必备之物，在甯氏族人

墓葬中多有发现。虽然出土器物中有些器物具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没有发现

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器物存在。这些情况说明甯氏族人在生前都惯行汉人的生活

习俗。这或者正是由他们的族籍是汉人所决定。

4．另外，在墓葬中设置墓志铭葬制，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盛行的葬俗，隋唐

时期已改为在封土堆前地表上立墓碑葬制。目前广西地区仅在钦州发现此两方墓

志铭，在桂林等地也有唐墓葬发现，却没有发现墓葬志铭。唐时在钦州地区的西

部左右江流域有势力强大的黄洞蛮，到目前为止，在左右江地区还没有发现隋唐

时期墓葬。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葬俗所致。左右江的黄洞蛮是

当今壮族先民，他们多行二次葬或岩洞葬，墓穴小，葬制简单，从来就没有墓志

铭和墓碑，直到明清时期的土司墓前才有墓碑和石刻群。钦州甯氏家族在南北朝

时期从山东来到广西，因此，他们仍保留故乡的埋葬习俗，这是他们与当地原住



民有区别的重要证据。

5．明清时期，广西壮族土司“拉祖配”成风，但他们对自己列祖世系是讲

不清道不明的，如桂西岑姓土司，都说他们的先祖是岑仲淑，浙江余姚人；而他

们在浙江的始祖世系根本无人知晓，仅是模糊概念而己。《甯贙墓志铭》具体地

说到自己的祖籍是山东临淄，来源于河南宁城，列祖世系有宁相、宁渝、宁喜、

宁戚等。如果他们不是来自那里，绝对不会对卫国甯氏始祖世系有如此详细的了

解。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甯贙及甯道务两方墓志碑所载他们的祖籍系山东

临淄汉人，是值得相信的。那么，甯氏家族先祖是怎样从山东来到广西的呢？对

此，史书无载，我们只能从甯贙的墓志铭文中窥知一二。

《甯贙墓志铭》中说：“窃以太睾之末，分颛臾（顼）之邦。唐叔之余，为

管鲁之国。邵公恩室，赋棠棣之诗。辛有哀本，悲被发之异。故枝流叶徙，自结

贞筠之条。宗子维城，各理封疆之邑。”甯氏先祖在山东时为“邵公恩室，赋棠

棣之诗”，是有一定地位的贵族之家。这样的人家为什么来到广西“蛮荒之地”

呢？“悲被发之异，故枝流叶徙”，一个“悲”字就足以证明他们来到“被发文

身”的少数民族之乡，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某种政治的原因。《读史方舆纪

要·济南府》云：“青州之域，春秋战国并属齐，秦属齐郡……刘宋兼置冀州，

后魏改为齐州。”甯贙碑文中说其“冀州临淄人”。我们知道，冀州原来是刘宋设

置的州，后被北魏吞并，改为齐州，而原属刘宋时期所封的官员，便随刘宋朝廷

南下，估计甯氏家族祖先也是这个时候南下江南投靠南方小朝廷的，故以“悲被

发之异”来形容其亡国亡地之悲惨情况。北方许多文人武将南迁投靠南方小朝廷

之后，往往被南方小朝廷分派去治理那些比较落后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钦州甯

氏家族就是这样来到广西的。

综上所述，甯贙及甯道务两方墓志碑所载其祖籍是可信的。但是，这并不是

说，当时岭南的甯氏人中，其祖籍就一定全是山东，因为不能排除其中还有“跟

从汉姓”的少数民族。这点将在后面的第五章第三节中加以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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