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岭南甯氏历史人物传记

甯氏的历史人物很多，但这里不可能尽数列出，仅限于岭南地区。根据我们

掌握的资料，能够写出传记的历史人物，也仅有甯逵、甯猛力、甯长真、甯贙、

甯璩、甯道务、甯原悌、甯暄、甯纯、甯道明、甯师京、甯承基、甯龄先等 13

人而已。

1.甯逵

生卒年月不清，是广西钦州甯氏家族的始祖。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没有

只字片言，仅在《甯贙墓志铭》中透露出他的一些信息。《甯道务墓志铭》中没

有提到甯逵，只说到曾祖甯猛力，显然是因为世系太远，无法追溯到远祖的缘故。

从碑文透露的信息可知，甯逵生活在南朝时期，南朝萧梁初年他带着族人从山东

临淄侨迁南方，刚开始时可能在福建省停留过一段时间，因此《甯贙墓志铭》文

载：“所以繁衍陵穆，盘根闽越者哉。”其中的“闽越”指的就是今日的福建地区，

具体在福建省的什么地方，已无法考证。《甯贙墓志铭》中还说：“合美闽越，德

隆蕃邸。”称赞甯逵在闽越政绩好，得到当地越人和南迁汉人的赞美，在那里还

建有非常豪华的官署。所说似可信。大约在梁朝末年，甯逵来到定州（今玉林市

石南一带）任刺史。定州最早又叫南定州，是侨置州，统辖范围相当今天的南宁、

玉林、横县、宾阳、贵港、桂平等市县。上述地方，河流交错，地势相对平坦肥

沃，气候宜人，雨水充沛，人口众多，是当时广西最富裕的地方。甯逵不是定州

的第一任刺史，在他之前还有多任刺史。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所知，梁朝简文帝

大宝元年（公元 550 年）以前，梁朝皇室的萧勃是在任的定州刺史，此年萧勃升

任广州刺史，估计这一年甯逵接定州刺史之任。陈朝初年，甯逵从定州刺史任上

调钦州当刺史，估计在陈朝末年甯逵年老病逝，由其儿子甯猛力袭任钦州刺史。

2.甯猛力

甯猛力生于何时，出土的碑文没有提到，但《隋书》《北史》等史书都说甯

猛力与陈后主容貌相像，两人是同日生，相信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曾在前面第二

章第二节中考证，所谓“同日生”，应包含那一日所在的年、月。而据《陈书·本

纪六》，陈后主生于梁元帝“乘圣二年十一月戊寅”，即十一月二十日（相当于公



元 553 年 12 月 10 日），所以，甯猛力也应该是这一天出生。至于他卒于何时，《资

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说他死于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十月。时年 44岁，

可谓英年早逝。

甯猛力出生时正是甯逵在定州任刺史之时，由此推断，甯猛力出生地是玉林

石南定州衙署内。因他的父亲是定州刺史，在当地来说他出身相当高贵，在统治

能力方面也得乃父真传。陈朝末年，甯猛力袭任钦州刺史后，很快社会就发生了

变化，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 300 多年的战乱社会。在平定岭南的战争中，甯

猛力虽拥有重兵，但却坚定地拥护隋王朝的统一大略，带头归顺隋王朝。在他的

影响下，岭南地区的其他割据势力都归顺了隋王朝。隋文帝因此非常器重甯猛力，

封他为持节开府同仪同三司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宋寿县开国侯等职，并多次

催促他进京见面，但因病重而未成行。

甯猛力是甯氏家族中最有作为的人物，陈末承袭父职安州刺史之后，日筹夜

思的一点就是如何拓展辖区扩大范围。陈后主祯明年间（公元 587～公元 589 年），

甯猛力派遣他的弟弟甯睻带兵进驻合浦大廉洞一带，开辟新县，扼住东南沿海。

甯猛力则亲自开辟西原地区。甯氏家族在有隋一代就拥有西至扶绥、北接南宁、

东至博白县、南有北部湾这样东西千余里，南北五百余里，有山、有海、有平原

的广大地域，成为岭南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

甯猛力在世时，在对内方面，他政绩显著；对外方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

他带领部兵与隋王朝军队正面交锋的记载，与周围的酋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正

因为如此，辖区内的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当地人民尊之若神。后人评

论说：“猛力最有功于钦，钦人即其墓室宅，社而稷之。置祭田数顷，诸甯掌之。”

后人在他的墓地建庙祭祀他，可见其影响之大。

3.甯长真

甯长真是甯猛力的长子，甯猛力死后，甯长真袭父职，任钦州刺史。甯长真

生于何时，史书及《甯贙墓志铭》和《甯道务墓志铭》都没有提及，我们只能从

甯贙的出生时间推测。甯贙是甯长真的弟弟，他出生于南朝陈宣帝太建五年（公

元 573 年），此时他的父亲甯猛力正好是 20岁。如果说甯长真年长甯贙两岁，那



么甯长真就应该是南朝陈宣帝太建三年（公元 571 年）出生。这个推测相信无大

错。他逝世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共活了 55岁。

甯长真继任钦州刺史后，秉承其父的遗志，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大略，团结岭

南的俚僚民族，稳定岭南社会。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他遵照父亲的遗嘱，

进京朝觐隋文帝，很得隋文帝的赏识，授他大都督官职。

甯长真历隋、唐两朝，几乎是都是在征战中度过。最早是于仁寿末年（公元

604 年）随驩州道（越南义安）总管大将军刘方攻打林邑（越南南部）。刘方指挥

水军从海上进攻，甯长真等以步骑万余出越裳。甯长真之所以成为陆路最高指挥

官，一方面说明他具有雄才大略，另一方面说明隋文帝和刘方对他很信任。战争

中发生的设陷阱、破象阵、攻破林邑国都等战役，都是陆军所为，应当是甯长真

出谋制胜，直接指挥的结果。

征伐林邑班师回朝后，刘方向隋炀帝汇报林邑战役经过，陈述了甯长真、甯

贙两兄弟的卓著战功。隋炀帝听后非常高兴，下诏叫甯氏两兄帝进京受勋。甯长

真有事未能成行，由弟弟甯贙代表进京。隋炀帝封甯贙开府仪同三司后又改为正

义大夫勋职。两年后，隋炀帝于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发动了第一次征伐高丽

的战争。甯长真“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
[1]
。战争之后，隋炀帝诏命甯长真“为

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甯长真获得此荣誉勋位，可见隋时甯氏家族于当

时是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隋朝灭亡后，萧铣建后梁国时，“鸿胪卿甯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

萧铣还派人到交趾招降，当时的隋朝交趾太守丘和因消息闭塞，不知隋朝已经灭

亡，不愿归附萧铣。萧铣命令甯长真率本部大军去攻打交趾。交趾太守丘和见甯

长真大兵压城，非常恐慌，又无计可施，想出城投降。丘和幕僚中有一个人名叫

高士廉，很有主见，劝丘和不要投降，坚壁清野抗击甯长真。甯长真是渡海作战，

孤军深入，在战略上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高士廉抓住了甯长真的致命软肋，

采取了持久战办法，待甯家军疲惫之时，袭击甯家军。这一仗甯长真输得很惨，

部下兵几乎都投降了，甯长真只带几个随从败回钦州。

甯长真回到钦州后，已看清萧铣是庸才之辈，不值得为他卖命。于是休养生



息，静观局势变化。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李靖率军进军岭南，铲除萧铣

的割据势力。甯长真起兵配合，并占有原萧铣辖区的部分郡县。李靖驻扎在桂州

（今桂林），甯长真派子弟去谒见李靖，表示归顺唐王朝。于是，唐高祖委任甯

长真为钦州都督，其族侄甯纯为廉州（今合浦县）刺史，甯道明为南越州刺史。

广西东南沿海一带仍然囊括在甯氏家族的势力范围内。这或可算是甯氏家族势力

的膨大时期。

唐朝初年，族人甯道明联合高州冯暄据南越州造反，甯长真与合浦太守甯纯

联合起兵镇压，历 4年之久。这次甯道明反叛事件，唐朝廷没有出一兵一卒来镇

压，一切由甯长真、甯纯出兵平叛。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甯道明被州人杀

死而告终，甯长真也在这年逝世。

4.甯贙

甯贙是甯猛力的次子，甯长真的同胞亲弟。关于甯贙的出生时间，《甯贙墓

志铭》文中没有提到，只是说他死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享年 35岁，

可谓英年早逝。从其逝世时间和岁数推算，他应是出生在公元 573 年，也就是南

朝陈宣帝太建五年。此时他的父亲甯猛力己在钦州任刺史，甯贙和他哥哥甯长真

都是在钦州出生。关于甯贙的生平事迹，史书及地方志中都没有任何文字提到，

个中原因很可能是他一直跟随哥哥甯长真左右，没有朝廷任命的实际官职，只有

勋位，但凡史书中记载钦州之事，只提刺史甯长真而不提甯贙。实际上在甯氏家

族中，甯贙是个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是甯氏部兵中的战将，极善谋略。

《甯贙墓志铭》说他“南定交趾之川，北靖苍梧之野”。就是说，在他生前，凡

是甯氏部兵征伐的地方，他都参加了，是个能征善战的将领。《甯贙墓志铭》中

对他的智慧谋略特别推崇，说他“沈神惟帷，竞羊祜之谋”。羊祜是西晋著名的

战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并且以清廉有德著称。铭文中说甯贙有羊祜之谋略，

看来不是妄言之词。甯贙参加了林邑战争，他确实很能打仗。此次战争中，他是

水军的实际指挥官。他乘的船画有五只鹚鸟，是为楼船。这种楼船上面能载人和

马匹，船在海中航行，像是赤色雀鸟掠波而进。在新庸江一战中，甯赞只有二十

艘船，而林邑船舰上千。新庸江出海口处，是林邑国水军据险防御之处，这一战



打得非常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深夜才结束战斗。甯贙仗着船大厚实的优势，率

领船队横冲直撞，射杀林邑水军。林邑水军溃不成军，败北而逃。

甯贙曾两次进京，得到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封赏。第一次是在开皇十八年（公

元 598 年），为完成父亲甯猛力的遗愿，他跟随哥哥甯长真一起进京。隋文帝“授

大都督，厚赠缣缯”。第二次是在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十月，因征伐林邑有

功，受诏进京受勋。据《甯贙墓志铭》载：甯贙在“大业二年十月，弛谒承明，

躬亲廷阙，乃授开府仪同三司，即其年改为正义大夫”。按照正常情况，甯长真

是钦州刺史，皇帝应当是诏他进京的，但此次却是甯贙进京谒见隋炀帝。个中原

因有两方面：其一是甯长真已官为刺史，甯贙没有实际官职，他主动谦让弟弟甯

贙进京，希望隋文帝能给封个一官半职。能进京谒见皇帝是一种千载难逢、无上

荣光之事，甯长真谦让弟弟进京，足见他们有深厚的手足情谊。其二，很可能因

为甯赞在攻打林邑的战争中，甯赞是水军的实际指挥，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

指挥有方，是此次战争获得胜利的重要指挥员之一；而水军的名义统领是刘方，

亲眼目睹了甯贙的英勇善战，所以，刘方在向隋炀帝汇报时，可能极力推荐甯贙

进京接受诏见。甯贙进京后被授以开府仪同三司，以后又改为正义大夫。虽说都

是有名无权的勋职，但在当时却荣誉很高。

从京师回来两年后，甯贙因长期征战，劳累成疾，最后病逝于钦州家中。甯

贙的过早病逝，对甯氏家族是个巨大损失，因他治军有方，谋略过人，有丰富的

实战经历和经验，是个非常成熟的军事指挥官。对甯长真来说，也是个致命的打

击。两兄弟继承祖业，南征北战，形影不离。甯贙的逝世，等于断了甯长真的一

支胳膊。

5.甯璩

甯璩是甯长真的仲子，即第二个儿子。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甯长真逝

世，甯璩袭任钦州刺史职。有关甯璩的生卒时间及生平事迹，文字记载也很少。

《新唐书·南蛮传》中只有一句话提到甯璩：“长真死，子璩袭刺史。”《甯道务

墓志铭》中记载甯璩事迹也只有一句话：“父璩，皇朝朝请授钦州都督，上柱国

开国公之仲子也。”《钦县县志》也只是简单介绍：“甯璩，钦江人，以子原悌仕



赠谏议大夫。”

《甯道务墓志铭》中对于其曾祖甯猛力，祖父甯长真都用较大篇幅介绍，唯

独对其父惜墨如金，隐而不谈，甚至连甯璩曾袭任钦州刺史一职都不提，令人非

常困惑。仔细分析，可能与“为长者讳”的传统观念有关。一般说来，墓志铭都

是为祖上歌功颂德的，不光彩之事要尽量避开，这就叫做“为长者讳”。估计甯

璩袭职时年纪比较小，他是在甯道明叛乱中上任的，这并不光彩；他上任的第二

年，又恰好唐太宗即位当皇帝。唐太宗惧怕甯氏坐大反叛，取消了甯氏的世袭特

权。所以袭父职所任的钦州刺史就成了非法的，不能再提。加上甯璩失去袭位后，

无所作为，平淡终生，毫无可说之处。把这些加起来，后人为甯道务制作墓志铭

时，就只说“父璩”而已，其他就隐略不提了。

6.甯道务

甯道务是甯长真的孙子，甯璩的儿子。有关甯道务的生卒时间及生平事迹，

史书也未有记载，有关他的信息全部来自《甯道务墓志铭》。只可惜《甯道务墓

志铭》是块陶碑，出土时已碎成 10块，经修补后可读文字有 1500 多个字，其中

有 70多个字已漫漶不清。而他病逝的时间，恰恰就在这 70个漫漶不清的字中，

真是无可奈何了。据墓志铭记载：唐开元初年，甯道务任新州刺史，不久，又改

任封州（今广东省封川县）刺史，到任才一年多，即因劳累过度，猝死于衙署中，

享年 56岁。但据此难以推知其生卒年。

甯道务在封州刺史职上很有政绩，深得民心。当地人闻知他病逝时，全城“里

穑绝杵，邑稚罢歌”。全城里巷都停止舂碓，就连小孩子也不再唱歌，可见民众

多么崇敬他。由于他不是封州人，在他死后不久，当地官府就用车、船将其灵柩

运回钦州老家。灵柩从封州启运时，“士庶夹岸以观，僚吏膜拜而敬”，场面隆重

而庄严悲哀。

铭文说：“□□年十二月，旋殡于安业乡。”因字体不清，他的下葬时间无法

得知。但铭文又载：“粤以皇唐开元二十年岁在壬申十一月庚子□□朔二十七日

口寅，将迁座于龙门。”这倒是为推断甯道务的生卒年月提供了难得的依据。

“迁座”也就是迁葬。甯道务最早葬在安业乡的什么地方已无法考证，后来



迁葬到龙门，就是今天的钦州市久隆乡平心村石狗坪。对这里所说的“迁座”（迁

葬），需加以分析。在历史上，在外地做官死在任上的汉人，由于老家路途遥远，

因而先在当地埋葬，后来才迁回老家安葬。这种“迁葬”情况是有的。但是，甯

道务死后并没有在封州埋葬，而是把灵柩运回钦州老家来安葬，照理说不应该存

在迁葬的问题。但墓志铭却明说“迁座于龙门”，这是怎么回事昵？如果将“粤”

与“迁座”连起来，意思就明白了，就是按当地越人之俗行进行二次葬。这应该

是甯氏家族遵从钦州俚僚越人葬俗的举动。

所谓二次葬，俗称“捡骨葬”，这是岭南地区从骆越人到俚僚人都盛行的葬

俗，现在他们的后裔壮族仍保留有此葬俗。一般是人死后简单浅埋，三年后，待

其尸肉腐朽，然后捡骨再葬。甯道务是汉人，本来不该行此葬俗的，但从甯逵以

来，甯家都很遵从俚僚越人的风俗习惯，葬俗也不应例外，而且现在广西的许多

汉族地方也都实行二次葬，可见受影响的也不仅是甯氏家族。

甯道务“迁座”的时间是开元二十年，即公元 732 年，由此倒推 3 年，他当

于开元十七年（公元 729 年）病逝在封州衙署内。他在老家下葬的时间是十二月

份。按路程计算，从封州运灵柩到钦州约需 1个月时间，可知他的死亡时间应是

开元十七年（公元 729 年）十一月。他死时是 56岁，那么，他的出生时间当是

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 673 年）。

甯道务在世时，甯氏家族在钦州已经没有世袭刺史的特权，甯氏族人要当官

都要到外地任职。甯道务最早出仕是任瀼州临漳县（今广西上思县）令，武则天

朝曾任龙州（广西龙州）司马。在此任期间，其母病逝，他辞官回家守孝三年，

“足年服阕”后，赴爱州任司马（今越南北部），直到神龙年间（公元 705～公元

707 年），“官依旧”。其间，不知道什么人“作梗”，与朝廷作对，导致“王师出

征”。甯道务曾经“率精甲从戎”，因立功被授以上柱国。按唐代的地方行政系统，

在唐代前期，采用州、县二级制。到唐代中期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同时出

现了新的二级行政区一府。州的长官为刺史，其下属僚佐主要有上佐、判司和录

事参军。上佐指长史、司马，没有具体职事，辅佐刺史处理州事，但又往往成为

安排闲冗官员的职位。甯道务任临章县令是实职，任龙州、爱州司马是闲职。在



景云年间（公元 710～公元 711 年），甯道务升为郁林牧，3 年后的开元初年，又

授朝仪郎新州（广东新兴县城一带）刺史，不久又改任封州（广东封川县）刺史

等职。牧和刺史都是地方行政长官，掌有实权。

甯道务的文化素养较高。墓志中说他“幼而颖悟，长而风清。涉猎乎六艺之

场，牢笼乎百氏之苑。海内之学，尽在公门”。甯道务曾任官至爱州牧、郁林牧、

授朝议郞新州刺史（广东新兴）等职。这类官职都不是世袭荫封，而是凭借自己

的才干获得的。甯道务生有 3 个儿子，长子甯岐岚，曾任朝议郎勋职，桂州主簿；

中子甯岐芨，曾任荔浦县丞；季子甯岐雄，未仕。

7．甯原悌

甯原悌的出身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明朝弘治年间（公元 1488～公元 1505 年）

黄佐修的《广西通志》：“甯原悌，钦江人，刺史甯纯从孙也。”把甯原悌说成合

浦甯睻支系，而不是钦州甯氏家族的嫡系。另一说是明朝嘉靖年间（公元 1522～

公元 1566 年）修的《钦州府志》：“甯璩，钦江人，以子原悌仕赠谏议大夫。”文

中说甯原悌是甯璩的儿子，甯璩因甯原悌在朝廷当大官而获封谏议大夫勋爵。如

此说来，甯原悌是钦州甯氏家族的嫡系，而不是合浦支系。两种说法，孰是孰非？

我们在此有分析比较的必要。

从甯原悌的活动遗迹来看，主要是分布在钦州境内，如在钦州市板城镇众仁

村旁的众仁岭上，有谏议楼，明清以来，当地群众传说是谏议大夫甯原悌读书的

地方；在板城镇东部有驾马岭，传说是甯原悌练骑之处；位青塘镇东北高峰村有

谏议井，相传是谏议大夫甯原悌饮用的水井。另外，“唐谏议大夫甯原悌”的墓

地，在钦州上蒙岭。这些文化遗迹，足以说明甯原悌是钦州甯氏家族嫡系，而不

是合浦甯暄支系。所以，甯原悌应是甯长真的孙子，甯璩的儿子，甯道务的兄弟。

那么，甯原悌与甯道务谁是兄谁是弟呢？前文我们己说及甯道务出生时间是唐高

宗咸亨四年（公元 673 年），而甯原悌在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考取进

士，这一年甯道务才 15岁。据此可知，甯原悌应为兄，甯道务为弟。

明清以降，有些地方志书将“甯原悌”写成“甯悌原”，现代一些地方小报

也以甯悌原称之，并认为“甯原悌”是错名。20世纪 90 年代，甯氏宗亲会上也



有人提出甯原悌是错名，要把“甯原悌”改为“甯悌原”。其实，见于史书上的

一直都是甯原悌，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载：“上以二女西城、隆

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天后之福，仍欲于京城西造观。谏议大夫甯原悌上

言……”另外，钦州上蒙岭墓碑文中也是直书“唐谏议大夫甯原悌”。既然史书

和墓碑都写作“甯原悌”，我们有什么依据说成“甯悌原”？即使一些志书将甯

原悌写作“甯悌原”，其可靠性也远不如墓碑，所以，我们应以墓碑为准，不能

将错就错。

甯原悌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他自小好学，精通诗书，并以诗书礼义教其族

人。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举进士以贤良策试于廷，当时对策者上千

人，甯原悌得第九名。朝野之人认为甯原悌来自荒服之地，竟然得上第，都叹为

奇异。廷试后，甯原悌先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后累官至谏议大夫。唐睿宗景云

二年（公元 711 年），睿宗要以西城、隆昌二公主入道为女冠，并为她们拨出巨

资营建寺观。甯原悌上言，认为释、道二家皆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民费

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

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他还认为，先朝所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摒弃。他

的意见得到了睿宗的采纳。玄宗时，甯原悌复以谏议兼修国史，因直书不隐而被

罢官。

甯原悌对甯氏族人的影响，直至宋代。其后人仍代有文入学士辈出。宋绍兴

年间，甯原悌后人甯宗乔，天性笃淳，学问渊博，颇受当时人的敬重，绍兴十八

年（公元 1148 年）举进士第。其弟甯宗谔，也在绍兴二十四年（公元 1154 年）

考取了进士。宋人周去非评价甯氏家族说：“诸甯今为大姓，每科举曾有荐士者。”
[2]
甯氏家族考取进土者，甯原悌为第一人。不仅如此，甯原悌作为俚僚地区的早

期进士，在当地影响甚大。狼济山有石室，传说为甯原悌读书之所，保留至今；

后人还在钦州北二里为他立祠，称为谏议庙。
[3]

8.甯暄

甯暄是甯逵的次子，甯猛力的弟弟。他的生卒时间不详，但可作推算。甯猛

力有几个弟弟？不详，但史书上仅说到甯暄而未见其他，所以不防将他视为正常



顺序的弟弟。前面已经考证，甯猛力约生于南朝梁元帝承圣二年（公元 553 年），

那么，甯睻作为其顺后的弟弟，估计小他 2 岁，如此推测，他的出生时间当在承

圣四年（公元 555 年）。《新唐书·南蛮传》说甯暄在武德初年死，由他的儿子甯

纯袭任廉州刺史。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也是唐朝的开国年号，共有 9 年；

武德初年应是公元 618 年，这是甯暄逝世的时间。由此推算，甯暄活了 63 岁，

比他哥哥甯猛力多寿了 19年。

甯暄与他哥哥甯猛力一样，都是出生在玉林石南的定州衙署内，从小得到父

亲甯逵的言传身教，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陈朝祯明年间（公元 587～公元 589

年），甯猛力袭任钦州刺史，他是个非常有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军事家。

为了扩大甯氏家族的地盘，同时也发现甯喧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于是分出一部兵

马给甯暄，叫他进驻合浦大廉洞一带，开辟新县，扼住东南沿海。当时合浦大廉

洞一带居住着俚、僚土著，由于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尚未编户入籍。甯暄开发大

廉洞以前，这里还是无人管辖的地方。甯暄动员洞民下山编户入籍，开荒种地，

并在此创立了一个新县，名叫大廉县，隶属合浦郡管辖。后来陈灭隋兴，隋王朝

悉获甯暄已在合浦一带拥兵自重，便任命他为合浦太守。可以说他是合浦一带地

区甯氏家族支系的始祖。

9.甯纯

甯纯是甯逵的孙子，甯暄的儿子，是甯氏家族合浦支系的第二代传人。他的

生卒年月不详，但与甯长真、甯贙是堂兄弟关系，应是同时代的人。甯长真是长

子，年纪肯定比甯纯大，估计甯纯的年纪与甯贙相近。甯贙出生于公元 573 年，

即陈朝陈宣帝陈琐太建五年，甯纯也应在此时前后出生，相差不会太大。就此而

言，甯纯出生地是在钦州，因其父亲甯暄是在陈朝祯明年间（公元 587～公元 589

年）才带兵去开发大廉洞的，此时甯纯已有 15 岁左右，即是说甯纯在钦州生活

了十多年的时间。他的童年与甯长真、甯贙一起度过，共同上学玩戏，手足感情

很好，在后来联兵镇压甯道明反叛时，配合得非常默契。甯纯的逝世时间无法得

知，但比甯长真、甯贙都高寿。他是在唐初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袭任刺史的，

此时他大约已有 45 岁。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甯长真病逝，甯纯仍健



在，此年他约有 53岁了，估计他的岁数要超过 60了。

甯纯袭父职后被任为廉州刺史，他和父亲一样，继续对少数民族做怀柔工作，

以扩大势力。“（甯）纯善抚众，招来蔡龙洞民，辟其四境，请立为县。”[4]甯纯

在今浦北县福旺圩和灵山武利圩一带开辟了蔡龙、东罗两个新县。之后，唐朝廷

将两县与封山县增置为姜州，任命甯纯为姜州刺史。后来，甯纯又任合州刺史。

太宗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高州首领冯暄去世，其弟冯盎反叛，屡次攻打甯

纯，甯纯闭境自守。唐王朝派遣中庶子张元素镇抚，张元素到廉州看到甯纯谨厚

有礼，并以诗书礼义教其族人，要求子弟用心读书，非常称奖。

甯纯不但能带兵打仗，且文化水平也很高，他除了重视子弟的教育外，还“通

章句，颇善书”，以文学而享盛名，可惜其作品未能留存下来。他还特别善于书

法。钦州钦北区板城镇与小董镇之间的安京山，隋唐时期设有安京县，因山而得

名。原来山上有前人书写“安京山”三字，不知为何原因，甯纯叫人抹掉“安京

山”三字，而亲自写上“罗浮山”，字体遒劲有力，入木三分。甯纯公务之余，

多教族人读书认字，写文章，并且特别教族人练写书法，后人评价他“开我钦讲

求书法之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若要考取功名，不但要求文章写得好，书

法也非常讲究。甯纯强调书法训练也就是出于此目的。

10.甯道明

甯道明之祖、父、子均不详，在史书中出现时就已经是南越州刺史，他是以

反叛唐朝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的。他的出生时间不清，死亡时间则是唐高

祖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他与甯长真在同一年谢世的，但他的结局非常悲惨，

是在反叛朝廷时被州人乱刀杀死的。

甯道明与甯长真、甯贙、甯纯是同时代人，应是出生在陈朝末年，历隋朝至

唐初期。死时当在 50～60 岁。可以说甯道明既不是钦州甯氏家族嫡系，也不是

合浦甯暄、甯纯支系。甯道明应是岭南始祖甯逵以远的旁系族人的后裔。甯逵在

世时，甯道明的先人都跟随左右。到了甯猛力时期，他以钦州为甯氏家族势力的

核心地，然后派族人向东发展。他的弟弟甯暄向合浦沿海开辟新区，甯道明的先

人则向东北部发展，其势力一直到达白州地区，并与广东高州的冯氏家族交界，



两者常有密切交往。尽管甯道明先人占有很大的地盘，兵多粮足，但隋唐两朝都

以钦州甯氏为正统，所有诏书都直接发至钦州然后转达甯氏族人的其他辖区。甯

道明一直没有当上朝廷命官。他虽然没有官职，但养有众多的部兵，在南越州内

可谓一霸，州官对他也无可奈何。

甯道明有野心，一直感觉自己是旁支系，处于从属地位，从未有出头的日子。

趁着甯长真长年征战，势力有所下降，认为可以取甯家正统地位而代之，于是在

武德六年（公元 623 年）四月，他联合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造反。实际

上高州首领冯暄、谈殿率领的部兵并没有与甯道明在南越州会合，途经博白时就

被南州刺史庞孝恭拦截。甯道明是孤军作战，他攻打姜州封山县（在今合浦县西

北），这些地方都是甯纯的辖区。甯长真与甯纯联合起兵镇压甯道明的反叛，并

很快夺回上述失地。此次平叛战争前后 4 年时间，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甯

道明被族人杀死，甯长真也在这年逝世。

甯道明为什么会被州人杀害？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

唐王朝已将甯道明定性为反叛朝廷的性质，但朝廷不发一兵一卒来平叛，只诏令

甯长真、甯纯出兵镇压。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因甯道明而起，为甯氏族人相残，显

然不得人心，所以最后以甯道明被族人杀死而告终。

11.甯师京

甯师京生卒时间及其父、子均不详，其生平事迹仅见载于《旧唐书·地理志·岭

南》：“瀼州下 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甯师京，

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瀼州。天宝元年（公元 724 年），改为临

潭郡。到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瀼州。领县四，户一千六百六十六，无

两京地里。东至钦州六百三十里，北至容州二百八十二里。在安南府之东北、郁

林之西南。临江，州所治也，波零、鹄山、弘远与州同置。”

甯师京与甯璩是同时代人，或许是两兄弟。甯璩袭任钦州刺史才一年，唐太

宗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元贞观。唐太宗惧怕甯氏大反叛，取消了甯氏的世袭特权。

尽管没有了世袭钦州的特权，甯氏族人仍拥有自己的部兵及辖地，最初时唐朝廷

派来任职的官员，其行政权力也只能在城内，城外之事很难管得了，关系紧张时，



有些官员都不敢到位任职理事，寄住在总管府。甯氏族人虽不能在钦州当官，但

有能力者可以到外地当官。李弘节曾任过交州都督及桂州都督。他在交州任职期

间，发现内地到安南的陆路不够通畅，便有意要进一步开拓陆路通道。经过访问

得知，隋朝仁寿年间，大总管刘方率兵攻打林邑，曾命甯长真开发从今上思县经

防城到越南的道路，林邑战争结束后这条道路就废了。于是他找到了无官职的钦

州首领甯师京，希望他沿着父辈甯长真的足迹，开通上思到越南的道路。当时的

上思一带地区是俚僚民族聚集区，都没有编籍入户，也未设有具体州县。道路开

通后，李弘节向唐朝廷禀报，在上述地区新建滚州，同时建了临江、波零、鹄山、

弘远四个县，州治设在临江县。甯师京成为瀼州的第一任刺史。至于说甯师京何

时离任，调到什么地方再任职，卒于何时，因没有资料可证，无法得知。就甯师

京成功开发刘方故道而言，他可称得上是维护祖国南部边疆稳定的功臣，还是民

族团结和睦的典范。

12.甯承基

甯承基出生年月、其父、其子均不详，死于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

他是因为强抢韦皇后的妹妹做妻子，逼死韦皇后的母亲崔氏而获罪被处死的。

当年韦玄贞流放钦州时，韦皇后有两个妹妹同行。韦玄贞病死后，甯承基杀

死韦皇后的母亲崔氏，逼抢其大妹做妻子。韦皇后的二妹及四个弟弟逃往容州，

结果四个弟弟都死在容州，韦皇后的二妹历尽艰辛才逃回京师长安。唐中宗复位

后，韦皇后终于有了复仇的机会。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韦皇后叫唐中宗命令

广州都督周仁轨率 2 万兵马到钦州围剿甯氏族人。周仁轨是京兆万年人，与韦皇

后是同乡，又是韦皇后死党，性残酷好杀。他亲自率大兵来到钦州，剿杀甯氏族

人，设了崔氏灵堂，将甯承基斩首祭奠，然后将韦玄贞夫妇及四个儿子的尸骨殓

棺运回京师厚葬。

这次讨伐，史书说“杀掠其部众殆尽”，很可能指的是在钦州居住的甯氏族

人，因为此时的甯氏家族已经不再是钦州的行政长官了。甯氏世袭钦州行政长官

的最后一任刺史是甯璩。他是在其父甯长真于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病逝后袭

任刺史的，距离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甯承基被斩首已有 80 年的时间。在这



段时间中，甯璩的儿子就已经不再是世袭官而变成了流官。据《甯道务墓志铭》

载，甯道务最早出仕是任襄州临漳县（今广西上思县）令，武则天朝又任龙州司

马（广西龙州）和爱州司马（今越南北部）。司马是州刺史的下属，辅佐刺史处

理州事，没有具体职事，但又往往成为安排闲冗官员的职位。唐中宗复位，于神

龙中授甯道务为上柱国。神龙年号仅有 3 年时间，“神龙中”应是神龙二年，也

就是广州都督周仁轨剿灭甯承基这一年。唐朝的“上柱国”更没有实权，仅是功

勋的荣誉称号。唐中宗复位才 7 年时间便被人毒死，公元 710 年，唐睿宗李旦继

位，改年号为景云。甯道务约在景云初年升为郁林牧，3年后的开元初年又授朝

仪郎新州刺史，不久又改任封州刺史等职。牧和刺史都是地方行政长官，掌有实

权。为什么唐中宗死后唐朝廷又委甯道务以重任呢？这和韦皇后倒行逆施，想效

仿武则天当女皇，受到朝野反对有关。

韦皇后执政时，人们敢怒不敢言，她死后，国人对她恨之入骨。《新唐书·韦

温传》载：“睿宗夷玄贞、洵坟墓，民盗取宝玉略尽。天宝九载，复诏发掘，长

安尉薛荣先往视，冢铭载葬日月，与发冢日月正同，而陵与尉名合云。”唐睿宗

因恨韦皇后，叫人将韦皇后父亲韦玄贞、弟弟韦洵的陵墓夷为平地，任由百姓盗

挖。到天宝九年（公元 750 年），唐玄宗又下诏令挖掘韦玄贞墓。中国传统伦理

中，对十恶不赦的恶人最解恨的方法就是挖掘祖坟，暴棺鞭尸。既然国人那么痛

恨韦皇后，那么她叫唐高宗下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大兵剿杀甯氏家族一事，就属

于公报私仇，滥杀无辜，应在平反之列。尽管史书中没有说到甯氏家族平反的事，

但是从唐睿宗升甯道务为郁林牧，唐玄宗升甯道务为新州刺史、封州刺史职务来

看，已经是平反的举措了。然而，甯氏家族遭此劫难，已无东山再起的实力，自

此以后，钦州的甯氏家族就逐渐消失在史籍之中了。

13.甯龄先

甯龄先，生卒时间、其父、其子不祥，《廉州府志》说他是钦州人，曾任镇

南都护府副都护。在他任职期间的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曾给朝廷写

过著名的《合浦珠还状》，要求解除朝廷颁布的禁采珠令，其时上距甯承基在唐

中宗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被剿灭的时间已经过了 58 年。此事表明，甯承基



事件的阴影已消除，钦州甯氏族人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甯龄先当是参加科举考试

出去任职的。从《合浦珠还状》一文看，甯龄先文化功底厚实，引经据典，连《南

越志》这样奇少的书他都看过，可以说是个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然而，从他任

职都护府副都护一职来看，他考的是武举。

在有唐一代，都护府是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军事行政机构，从军事的

角度监视统辖羁縻地区，相当于现代的军区或军分区。都护府的最高长官是都护，

次长官是副都护，以下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录事、诸曹参军事、参军事

等。都护府有大、上、中之分，大都护府由亲王遥领大都护，别置副大都护主府

事。唐朝共设有六大都护府，分别是安东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

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岭南道安南都护府是在唐高宗调露元年（公

元 679 年），将原来的交州都督府改置的，为岭南五管之一，治所在宋平（今越

南河内）。它的辖境范围很广，北抵今云南南盘江，南抵越南河静、广平省界，

东有广西那坡、靖西和龙州、宁明、防城部分地区，西界在越南红河黑水之间。

都护由交州刺史兼任。至德二载（公元 757 年）改名镇南都护府，永泰二年（公

元 766 年）复名安南都护府。甯龄先任安南都护府副都护，相当于军区副司令员，

因此他有权向朝廷呈情，要求解除禁采珠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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