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甯氏家族对国家统一的维护

自南朝梁武帝迄唐中宗神龙年间的两个世纪内，广西钦州俚僚酋帅甯氏家族

与广东高州冯氏家族一样，都是岭南声威显赫的少数民族首领。甯氏家族以钦州

为基地，在其势力鼎盛的隋唐时期，辖区北达郁林，东抵白州，西有西原、邕州，

南拥大海，包括今天的玉林、陆川、博白、浦北、灵山、钦州、合浦、防城、上

思、崇左、扶绥、大新等县地。不仅如此，甯氏家族内的一些成员曾率数千俚僚

部兵跟着隋军南征林邑（越南南部），北伐高丽（朝鲜），可见其实力颇受当时的

中央王朝重视。甯氏家族长治桂南地区，在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以及开拓广西南部

沿海地区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第一节 与中央王朝的和谐关系

甯氏家族在广西钦州统治时期，经过三次封建王朝的动乱变更，即梁灭陈兴，

陈灭隋兴，隋灭唐兴。每次新王朝的建立，甯氏家族都帮助新王朝做了不少的统

一工作。自魏晋南北朝至隋，中间历三百余年的社会动乱，岭南都保持独立的割

据状态，与中原王朝无直接的来往。甯氏族家族先祖甯逵是在南朝萧梁时来到定

州任刺史的，陈朝时被委任为安州刺史。他们一直坚执仰奉梁、陈朝廷为正统君

王。公元 555 年，陈霸先平息侯景之乱后，在南京立萧方智做皇帝，引起各地诸

侯不满，梁朝皇室曲江候、广州刺史萧勃，联络岭南各地军伐在广州集结，于太

平二年（公元 557 年）二月，举兵北伐。当时甯逵在定州已拥有重兵，但是他没

有参加此次战争，说明他坚执认为南京的萧梁朝廷是正统所在，是不能反的，否

则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后来陈灭梁，陈霸先在南京建立陈朝，甯逵也坚决

服从陈朝领导，从定州调至安州任刺史，与陈朝廷保持和谐的关系。南朝梁、陈

的统一只是南方局部范围的统一，更确切地说是南方小朝廷的改朝换代。在这种

政治背景下，甯氏族家族融入到统一的政治集团中去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

太熟悉这些政治集团的政治人物了。如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其发家的政治资

本就是在广州、定州、交州之间，甯逵与他肯定很熟悉，甚至是并肩作战过的盟

友。因此，在陈霸先取得政权、当上皇帝时，甯逵归顺陈朝是很容易理解的。然

而后来的隋朝灭陈朝，唐朝灭隋朝，实现三百年来南北长期对峙的大一统，甯氏



族人也很快融入大一统之中，就令人费解了。唯一的解释是，甯氏族人来自山东，

长期秉承儒家忠孝思想教育，对中国大一统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从下面几个事

例来了解甯氏族族人维护中国大一统的高尚品德。

一、甯猛力以德报恩成为维护隋朝统一岭南的表率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 581 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杨坚登

上皇帝宝座，史称隋文帝，年号“开皇”。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隋文帝开始

了统一岭南的战争。隋王朝分兵两路向南进军：一路由周法尚率领，从湖南永州

进入广西；另一路由韦洸率领，从江西南下经大庾岭进兵广东。据《隋书·周法

尚传》记载：周法尚以行军总管归秦王杨俊节制，率舟师 3 万进至樊口（今湖北

鄂州西），击破抗拒的陈城州刺史熊门超，并将熊门超俘获。

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十二月一日，隋文帝以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安集岭

南，赐缣 500 段，良马 5 匹，仍给黄州兵 3500 人为亲兵，命其率军南征岭南。

周法尚遂率 3500 人南进，凭着自己的威信，先后使原陈朝桂州刺史钱季卿、南

康内史柳培、西衡州刺史邓暠、阳山太守毛爽等降隋，加速了战争的进程。周法

尚所部到达陈朝定州时，定州刺史吕子廓占据山洞，拒不投降。周法尚率军进击

吕子廓部，吕部散逃，其左右斩吕子廓，归附于隋朝，岭南地区得以安定，广西

地区纳入隋朝版图。周法尚因功被赐彩 500 段，奴婢 50 口，并银瓮宝带，良马

10匹。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十月，周法尚被任命为桂州大总管，兼岭南安抚

大使，总揽广西地区行政、军事大权。几年后，周法尚还朝，以本官宿卫，赐彩

300 段，米 500 石，绢 500 匹。

隋朝表面上统一了岭南地区，但政局一直不稳定，特别是当地的俚人酋帅，

一直不服从隋朝的统治，当时就有俚族首领李光仕、李世贡、李佛子、王仲宣等

群起造反。其中势力最大是桂州李光仕。

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二月，俚族首领李光仕在桂州（治始安，今广西

桂林）发动起义，隋文帝又派周法尚和上柱国王世积率军讨伐。周法尚遂急赴桂

州，发岭南之兵而讨之。王世积出岳州，征岭北军，二人会于尹州。时王世积军

遇瘴疫，无法前进，顿兵衡州（治衡阳，今属湖南）。周法尚遂率军独自进讨，



击败李光仕军。李光仕率其精锐退保白石洞（在今广西桂平南）。周法尚俘虏了

其弟李光略、李光度和许多部属的妻子儿女，李光仕部下前来归降者，周法尚皆

归还其亲属。十日内，降者数千人。周法尚令隋军列阵，以阻李光仕，自率奇兵

埋伏于密林中。两军刚交战，周法尚便率军猛攻其营栅，营栅中人不敌，全部溃

散。李光仕由此大败，被官军追斩，叛乱遂平。周法尚因功被赐奴婢 150 口，黄

金 150 两，银 150 斤。

这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大凡隋朝派遣到广西各地州县任职的官吏，委任

状下了，而官员无法上赴任履职，造成了“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

总管府”。隋文帝曾一度派兵镇压，但是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一旦大兵撤走，

这些大小独立王国的酋帅们又我行我素，拒不朝贡，不接受隋王朝的诏令。如再

次用兵征伐，千里征途，消耗人力财力无数，对一个新兴的王朝来说是有百害而

无一利的；如果撒手不管，任这些王国闹独立，又不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些

事实长期以来成为心病压在隋文帝心头，于是迫使他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

然而，隋初广西各路酋帅，自霸一方，或保境自守，或公开抗拒中央王朝的统治，

此时如无一权威人物，就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甯猛力正是隋文帝相中了的权威

人物。他识大体、顾大局，且拥有雄厚的财力、人力，又是祖辈居住在广西的世

袭酋帅，在广西各族人民中威信很高。只要甯猛力表示臣服随王朝，就可以带动

其他大小酋帅一同归顺，隋王朝就可以不费一刀一兵而使广西政局稳定下来。

尽管甯猛力拥有如此雄厚的地方势力，但甯猛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

族的一员，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他是抱着积极的态度的，在广西各酋帅中起了

带头的作用。但是，《隋书·令狐熙传》却说：“时有甯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时生。

自言貌有贵相。在陈日己据有南海，平陈后，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

骄倨，恃其险阻，未尝参谒。”《隋书》作史者对甯猛力的这种评价，不甚公允。

隋初甯猛力为什么“恃其险阻，未尝参谒”呢？这里有多种政治原因。首先，隋

初建国，甯猛力等岭南酋帅因地处僻壤，对隋王朝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不能盲

目崇拜；其次是隋初，凡朝廷派遣到岭南任职的行政长官多系贪鄙之徒，当时酋

帅稍有反感，动辄以兵威相压，甯猛力自然不会俯首听命。然而一旦朝廷派来清



廉之官，以诚相待，甯猛力随即顺理臣服。隋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隋朝

廷遣派老成持重、为官清廉的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岭南局势很

快得到改观。《北史·令狐熙传》云：“上以岭南夷数起乱，徵拜桂州总管、十七

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己（以）下官，得承制补授。”隋文帝给令狐熙

的权力很大，凡桂管十七州的刺史、县令都有权力任免。隋文帝很有政治眼光，

特别善于用人。周法尚在镇压李光仕起义的战争中可说为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

劳，本来可以再任他为桂州总管的。但隋文帝深知周法尚的能力，他打仗杀人可

以，政治安抚则不行，这在边疆民族地区是不适合的，所以不委任周法尚而委任

令狐熙为桂州总管。令狐熙到桂州后，采取安抚政策，得到当地民族首领的拥护，

“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峒渠帅更相谓曰：‘前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

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

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人夷感化焉。”

当时的甯猛力是隋文帝争取归顺的主要人物，刚开始他对令狐熙不了解，以

为令狐熙也和周法尚一样，就会打仗杀人。因此不去参谒令狐熙。令狐熙争取甯

猛力非常耐心，亲自给他写信，不谈国事，只是想和他交朋友。甯猛力的母亲有

病，令狐熙知道后，立刻派人给他母亲送药。令狐熙的真诚深深感动了甯猛力，

于是“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熙以州县多有同名，于是奏改安州为钦州，黄州为

峰州（在今钦州西南），利州为智州（今玉林境内），德州为驩州（越南南部），

东甯州为融州（今融安县境内），上皆从之。”令狐熙在桂州任总管 5 年时间，政

绩显著，广西境内政局稳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因为年老疾患，要求辞去桂州

总管职务，想解甲归田。但隋文帝“诏不许，赐以医药”。交州李佛子叛乱，有

人诬告令狐熙受李佛子贿赂。隋文帝不调查了解，派人把他押解京城问罪。令狐

熙“郁郁不得志，行至永州，忧愤病卒”。后来行军总管刘方平定李佛子叛乱，

押送李佛子到京师，审问时，李佛子否认有贿赂令狐熙之事，隋文帝非常后悔。

令狐熙治桂功勋卓著，除开他政治能力强和隋文帝推行和谐的民族政策外，

也与甯猛力顾全大局，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分不开。



二、甯长真代父进京，表示归顺隋朝诚意

据《资治通鉴》和《隋书·何稠传》记载：隋文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桂州俚帅李光仕反叛隋朝，隋文帝除派遣上柱国王世积与前桂州总管周法

尚率军讨伐外，“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讨光仕”。何稠，字桂林。其祖本西

域人，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今属四川），号为西州大贾。其父何通，善斫玉。

梁承圣三年（公元 554 年）稠十余岁时，西魏攻陷梁朝江陵，杀梁元帝，他随叔

父何妥北上长安。后仕北周，为御饰下士，又补为参军，兼掌细作署。隋代历任

御府监、太府丞、守太府卿兼领少府监，多年为皇室掌管舆服羽仪、兵器甲仗和

玩好器物等制造，以及宫室、陵庙等土木营建。何稠是工匠出身，手巧心细，因

此叫他专管招募新兵工作，相当于后勤部长。但此人工于心计，也有指挥作战的

才能。《隋书·何稠传》载：何稠率兵“师次衡岭，遣使者谕其渠帅峒主莫崇解

兵降款。桂州长史王文同锁崇以诣稠所。稠诈宣言曰：‘州县不能绥养，致边民

扰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释之，引崇共坐，并从者四人，为设酒食而遣之。崇

大悦，归峒不设备。稠至五更，掩入其峒，悉发俚兵，以临余贼。象州逆帅杜条

辽、罗州逆帅庞靖等相继降款。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讨叛夷罗寿，罗州刺史冯暄讨

贼帅李大檀，并平之，传首军门。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而还，众皆悦服。”何稠

在对待少数民族首领采取欺诈行为，手段不太地道。既然是衡州地区的俚人酋帅

莫崇己表示归顺朝廷，他表面安抚莫崇，却半夜派兵将其剿灭，还将莫崇的俚兵

编入隋军去攻打其他州县。因为每打下一个地方，何稠就收编当地的俚兵，兵源

充足，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何稠指挥的隋军人数越来越多，军势浩大，攻无不摧。

当时任钦州刺史的甯猛力，开始时也和其他州县一样，企图反抗何稠率领的

隋朝大军，后来发现隋军势力过大，不敢轻举妄动。何稠率军来到钦州，甯猛力

“帅众迎军”。何稠离开京城赶赴岭南之前，隋文帝还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

求他带甯猛力到京师见面，目的就是希望甯猛力在岭南地区对隋王朝的稳定起带

头作用。何稠向甯猛力传达了隋文帝的旨意，甯猛力非常高兴，当即要求与何稠

一同进京朝觐隋文帝。不巧的是，当时甯猛力已重病在身，不能成行。何稠对甯

猛力尽忠隋朝的诚意表示相信，劝他先回钦州养病，并“与之约曰：八九月间，



可诣京师相见”。

约在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的六月间，何稠率军班师回朝。何稠对隋文

帝汇报说，甯猛力欲随同进京诣见，但因他病重没有带他同行回京师，隋文帝听

了很不高兴。不幸的是“其年十月，猛力卒”。隋文帝非常抱怨何稠说：“汝不前

将猛力来，今竟死矣。”你为什么不带他来？现在他竟死了！话中大有失之交臂、

无限懊恼之情。为什么隋文帝这样器重甯猛力呢？主要是希望甯猛力能起到安定

广西局势的带头作用。遗憾的是，甯猛力没有来得及见到隋文帝而就身先死去。

当时何稠回答说：“猛力共臣为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

来。”果然，不久后甯猛力之子甯长真即进京诣见了隋文帝。原来，甯猛力临终

前嘱咐儿子甯长真说：“我与大使为约，不可换信于国士。汝葬我讫，即宜上路。”

这些肺腑之言，足见甯猛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大业颇具诚心。所以，甯长真谨记父

言，上京诣见了隋文帝，完成了父亲甯猛力的遗愿。隋文帝见到甯猛力之子甯长

真很是高兴，赞扬何稠“著信蛮夷”。可见隋文帝时时刻刻在惦记着甯猛力。

关于甯长真进京朝觐隋文帝一事，《甯贙墓志铭》也有记载：说甯长真“开

皇十四年，帝以公衣冠子胤，远来入朝，既秉诚心，宜升戎秩，授大都城督，厚

赠缣缯，偏加享礼”。但这里说甯长真进京是“开皇十四年”，应该是把时间搞错

了，确切的时间是在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

甯长真带头臣服隋王朝后，其辖区清静安宁，我们从史籍记载中发现，自开

皇末年，就再也没有发现隋王朝对广西用兵的记载。隋王朝不仅不用对甯氏家族

统治区用兵，相反，还可以征调甯氏家族的兵马南征北伐。甯长真就曾亲率本部

精兵协助隋王朝南征南邑，北伐高丽，为隋王朝立下了功勋。此点容后再叙。

三、甯长真在唐朝统一岭南战争中的作用

隋朝是个短命王朝，只存在 37 年时间就灭亡了。其短促灭亡的原因很多，

最主要的是持续不断地透支国力，如修大运河，发动对高丽、交趾的战争等。其

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的人

力和财力，难以数计。如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

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



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

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

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

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

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

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

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隋炀帝就是这样，把

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至于隋炀帝贪

恋声色的糜烂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临末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收敛。

国贫民穷，导致了大规模的隋末农民起义。首举起义大旗的是王薄。王薄是

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他首先在长白山（在今

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他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

是先知先觉者。同时，他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丽，

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深重的灾

难。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革命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与

王薄起义的同时，翟让也在瓦岗发动了起义。另外，孙安祖在高鸡泊，张金称在

蓓县，高士达在蓨县，也先后起义。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又有孟海公在济阴

周桥、孟让在齐郡、郭方预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封建史籍所谓“群

盗蜂起，不可胜数”，正说明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眼看隋王朝处在风雨

飘摇之时，国祚不长。各地军伐也纷纷起兵反隋，唐朝皇帝李渊就是其中之一。

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

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

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

守。大业十一年（公元 615 年），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

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

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

东为自已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

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搜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

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

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搜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隋炀帝分道扬镳

了。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率军三万人，向关中

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长安迎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

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三月，宇文化及

等人缢杀了隋炀帝。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

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

唐，他就是唐高祖。

唐朝建立后，必然要荡平宇内的异己势力，才能建起大一统的天下，岭南地

区自然也就成为其目标之一。在唐朝统一岭南之前，岭南地区及越南曾一度是后

梁萧铣的势力。萧铣（公元 583～公元 621 年），隋朝末年地方割据势力首领，南

兰陵人，为后梁（又称西梁）宣帝曾孙。他年幼时，家境贫寒，曾受雇给人抄收

自给，孝母。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次年萧铣之叔伯姑母

被册立为皇后，即萧皇后。萧铣被任命为罗县县令。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

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密谋起兵反

隋，萧铣在罗县亦举兵起事。5 日之内，得兵数万，自称梁公，又进军岳阳，与

董景珍等会合。十月，称梁王，建年号为鸣凤。次年四月，在岳阳称帝，国号为

梁，建元鸣凤，置百官，均循梁故制。时值隋亡之际，形势纷乱，远近归附者日

多。萧铣迁都江陵，修复先世陵园，其势力范围东至九江，西至三峡，南至交趾

（越南河内），北至汉水，拥有精兵 40万，雄踞南方。梁国初建后，其部下诸将

自恃有功，骄恣专横，杀戮多自决。萧铣恐日久难制，即以休兵耕种为名，裁削

诸将兵权，引起一些将帅的怨恨，相继有人谋乱。萧铣逐一诛杀。后因滥杀过多，

其故人及边将镇帅多有疑惧，叛降而去甚众，萧铣兵势渐弱。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



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

恐慌，仓促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

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己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

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被斩，时年 39岁。

据《旧唐书·丘和传》记载：当萧铣建后梁国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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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铣听人说丘和有很多财宝，“林邑之

西诸国，并遣遗和明珠、文犀、金宝之物，富埒王者”。萧铣刚立国，又有 40余

万军队，急需钱财。见招降丘和不成，当即命令甯长真率本部大军去攻打交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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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壁抗击甯长真。

高士廉就是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妻舅，也是后来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

一。他怎么会流落到归附萧梁，并且远在最南端的交趾呢？说来话长。那是在大

业九年（公元 613 年）杨广二征高丽时，杨玄感在后方发动叛乱。随同杨广出征

的兵部侍郎斛斯政因与杨玄感是密友，遂事先帮助杨玄感的两个弟弟从远征军中

逃回，随后自己流亡高丽。不幸的是，其时正在朝中任职的高士廉与斛斯政也是

好友，遂遭连坐，被贬谪到了蛮荒的岭南。随后天下大乱，道路阻绝，有心归唐

的高士廉却无力北返，只好在交州总管丘和帐下供职，历任司法书佐、行军司马

和长史。高士廉向丘和分析说：“长真兵势虽多，悬军远至，内离外蹙，不能持

久。且城中胜兵，足以当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从之，因命士廉为行军司马，

水陆俱进，逆击破之。长真仅以身免，余众尽降。甯长真虽说是代表后梁国去攻

打交趾，但萧铣没给他一兵一卒，更不给粮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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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甯军疲惫之时，出击甯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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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唐兵



从北而南攻打萧铣。甯长真也在南部起兵配合，攻打并占有原萧铣辖区的部分郡

县。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甯长真是否与李靖有过联系，但甯长真的行动实际上产

生了与唐兵南北遥相呼应的效果。事后，李靖驻扎桂州（今桂林），甯长真派子

弟谒见李靖，表示归顺唐王朝。 《新唐书》：“武德初，（甯长真）以甯越、郁林

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这一段文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唐初甯长真已

拥有甯越、郁林郡等地，这些地区都是通往交、爱数州必经之地。如果甯长真据

地顽抗，那么唐王朝欲纳交、爱数州入版图内就很困难。但是甯长真没有与唐兵

对抗，而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在甯长真的支持下，以上州郡很

快就平定下来，使唐王朝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省去许多兵力、财力。就此而言，

甯氏是功不可没的。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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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甯长真在隋末唐初的军事行动，其实都是维护国家统一

的行为。尽管说萧铣最后没有统一全国，但在当时他己统一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

区，因此甯长真将其奉为正统，归附了萧铣，并受萧铣之命攻打交州。在他看来，

萧铣政权也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一样，都属正统的朝廷，需要维护和忠于。

后来发现萧铣并不是真正统一中国的皇帝，真正统一中国的是唐高祖，甯长真便

转而拥护唐朝，并主动配合唐军消灭萧铣的势力，为唐朝统一岭南做出了贡献。

第二节 出征林邑

甯猛力死后，其子甯长真袭职。甯长真与甯猛力一样有作为，其才干在某些

方面还要超过他的父亲。自袭父职之日起，甯长真就过着戎马生活。先是于仁寿

末年随驩州道（越南义安）总管大将军刘方攻打林邑（越南南部），以后又奉命

征伐高丽。隋至初唐，甯长真颇受中央王朝重用，从而使他的声名威震岭南，在

全国朝野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征伐林邑的战争，甯长真、甯贙两兄弟都参加，而且都是统军主帅。甯长真

是陆军统帅，甯贙是水军统帅。关于甯长真出征林邑的事迹，《隋书》《旧唐书》

《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有记载。《甯贙墓志铭》碑文也说甯长真兄弟“南



定交趾之川，北靖苍梧之野”。所谓“交趾之川”即是泛指今日的越南境。史书

中虽没有甯贙征战林邑的记载，但《甯贙墓志铭》中却表述得很清楚，说他在征

战林邑时“惟兄及弟，陈兵林邑，推锋振旅，以先启行。”

林邑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征伐林邑？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些历史背景。

林邑在今越南南部。在宋朝以前，越南一直是属于我国的郡县。秦始皇统一

岭南时，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其中越南北部、中部，广西

西南部分地区属于象郡范围。汉初南越国时期，越南属南越国统辖。汉武帝平定

南越国后，在今越南地区设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其中的日南郡下辖朱吾（治

今越南广平省美丽）、比景（治今越南广平省筝河口）、卢容（治今越南承天省顺

化市北）、西卷（治今越南广治省东河）、象林（治今越南广南省会安西南）5 县：

郡治在西卷，地域在今越南中部地区。九真郡即今越南之河内以南顺化以北清华

又安等处，故治在今越南北部。交趾郡辖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公元 679 年，唐

朝在越南设置安南都护府，“安南”的名称由此而来。唐朝灭亡以后，中国陷入

“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公元 968 年，越南地区的丁部领趁各个地方封建势力

纷纷割据之机，建立了丁朝，取国号为“大越国”，建立了独立的封建国家，开

始了越南历史的新时期。公元 973 年，丁部领被宋太祖册封为安南郡王，与中国

封建王朝保持“藩属关系”。此后越南又经过了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时期，几

经改朝换代，先后经历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等封建国家。1428 年，黎利

建立了后黎朝，改国号为“大越”。1802 年建立了阮朝，完成全国统一，取国号

为“南越”。嘉庆八年（公元 1803 年），清朝政府将安南国改为越南国，封阮福

映为国王。越南由此而得名。直到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前，越南与中国一直是藩属

关系。

越南国土共 329600 平方公里，五分之四是山区，比较贫穷。但有两个三角

洲却非常肥沃，人民很富裕。一个是北方地区的红河三角洲，约有 15000 平方公

里；另一个是与柬埔寨交界的湄公河三角洲，越南约占 38000 平方公里。林邑就

在湄公河三角洲范围内。林邑地方，多出珠玑宝物。《旧唐书·南蛮传》载：“其

王所居城，立木为栅。王著日氈古贝，斜络膊，绕腰，上加真珠金锁，以为璎珞，



卷发而戴花。夫人服朝霞古贝以为短裙，首戴金花，身饰以金锁真珠璎珞。”《资

治通鉴·隋纪四》载：“高祖之末，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宝者。时天下无事，刘方

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由这些记载来看，隋文帝之所

以发动征伐林邑的战争，似乎是贪图林邑的珠宝；从林邑而言，似乎是林邑王富

而显露，因而招来杀身之祸。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其真正的原因是林邑国自东

晋末年以来就不向中央王朝朝贡，并且不断挑起战争，扩大地盘。《旧唐书·林

邑》载：“林邑，州所治。汉武帝开百越，于交趾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领县四，

治于硃吾。其林邑，即日南郡之象林县。县在南，故曰日南，郡南界四百里。后

汉时，中原丧乱，象林县人区连杀县令，自称林邑王。后有范熊者，代区连，相

传累世，遂为林邑国。其地皆开北户以向日。晋武时，范氏入贡。东晋末，范攻

陷日南郡，告交州刺史硃蕃，求以日南郡北界横山为界。其后，又陷九真郡。自

是，屡寇交趾南界。”隋建国后，林邑国依然故我，不理睬隋皇朝，甚至发动叛

乱。这是隋文帝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发大兵讨伐。

隋朝仁寿二年（公元 602 年），交趾（郡治宋平，今越南河内）俚人首领李

佛子叛乱，占据了越王故城，并派其侄子李大权占据龙编城（今越南北宁仙游东）；

另有李普鼎据乌延城，公开反叛隋王朝。消息传到京城后，隋文帝决定派兵镇压

李佛子叛乱，要求大臣们推荐统军将领。左仆射杨素推荐了刘方。刘方是京兆长

安（今陕西省长安县）人，隋朝名将。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西北地区率军戍边。

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刘方随卫王杨爽出征突厥，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

浩特西北）大破沙钵略可汗军，进位大将军。此后历任甘、瓜二州刺史。

隋文帝采纳了杨素的意见，诏命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率 27营隋军前往

交趾平叛。刘方军令严明整肃，军容齐整，违犯军令者斩首；他平时爱兵如子，

对每一个将士都仁慈呵护，士兵患病他亲自抚慰关照，所以士兵皆愿为之效命。

时长史敬德亮随军行至尹州，病重不能随军行进，留在州馆。分别之际，刘方见

其病危，难以痊愈，一时流泪不已。刘方爱兵的真情，感动了隋军将士，激发了

士气，被人称为良将。刘方率隋军进至交州地界的都隆岭，有 2000 多俚兵来侵

犯隋军大营。刘方果断命令营主宋纂、何贵、严愿等主动出击，结果俚兵不堪一



击，溃不成军。隋军继续前进，逼近李佛子大营时，刘方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

下的策略。先派人向李佛子晓以叛乱的严重后果，接着隋朝大军兵临城下。李佛

子非常恐惧，被迫投降。刘方派人执送李佛子到隋朝京师长安，听候发落。对一

些桀黠之徒，刘方全部诛杀，以免他们将来继续反叛作乱。

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隋炀帝弑父篡位，第二年改元大业，随即委任刘

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率军征伐林邑。

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元月，刘方派钦州刺史甯长真等率步、骑兵出越裳

（今越南宜春至海万霎间），自率主力以舟师出比景（今越南南部）。当月，隋军

进至海口（林邑入海处）。林邑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被隋军击退。三月，隋军

进至阁黎江，林邑军据南岸立栅扎营，挡住隋军去路，隋军盛陈旗帜，击鼓而进，

林邑军惧而溃逃。刘方随即指挥部队南渡阁黎江，行三十里，林邑军乘巨象由四

面合围。隋军出战不利，便挖掘了许多小坑，坑上用草皮伪装，然后派兵挑战。

林邑军不知是计，见隋军败退，便穷追不舍，象多跌入陷坑，部队阵脚大乱。刘

方派兵用弩射大象，象返走逃窜，林邑军溃乱不可收拾，被俘万余人。于是刘方

率军反击，在济区粟、度六里，战斗多次，全取得胜利。隋军进至大缘江，林邑

军据险为栅，又被刘方击破。刘方一直追到马援铜柱南，攻占林邑国都。四月，

林邑王梵志放弃国都逃入海岛。刘方进入国都，“获其庙主金人，污其宫室，刻

石纪功而还”。林邑国信佛，第一个国王死后，都在庙中用金子塑其形像，让后

人供奉，称为“庙主金身”。“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

总共缴获十八尊“庙主金身”，说明林邑已有十八代国王。搬走“庙主金身”，又

在庙中倒脏物，其目的是从精神上摧毁林邑国。这种用武力摧毁宗教信仰的行为

是不可行的。“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

隋军征伐林邑的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由于长途跋涉，

连日行军，士兵肿足，死十之四五，刘方也染重疾，在归途中病逝。

在林邑战争中，甯长真、甯贙两兄弟功劳很大。《隋书·刘方传》载：“寻授

驩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甯长真、驩

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方亲率大将军张愻、司马李纲舟师趣比



景。”

隋军南征林邑时，有可能是在钦州集结，然后兵分两路向林邑进军。主帅刘

方和大将军张愻、司马李纲随水军出发。陆军由钦州刺史甯长真、驩州（越南义

安）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组成。陆军主帅是谁担任？书中未言明。这三人中甯

长真和李晕是带兵将领，秦雄是从朝廷来的，官虽大但不带兵，只是起着监军的

作用。根据中国史书记录习惯，排在第一名者为主帅。甯长真排在第一名，应当

是陆军主帅。《资治通鉴·隋纪四》载：“方遣钦州刺史甯长真等以步骑万余出越

裳。”文中没有提到李晕、秦雄，实际上已肯定了甯长真陆军主帅的地位。甯长

真率万余步骑进军林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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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深思的是，隋大业元年攻打林邑国，刘方身为主帅，为何派甯长真等人

从陆路进军，而自率水军从海上进军呢？这说明甯氏家族的水军所乘的船舰在海

中比较安全，否则身为主帅且是不习水战的北方人刘方，决不会轻易冒险乘船出

海的。据《甯贙墓志》说：“困兽犹斗，铺舟新庸之江，出寇绝缘之海。贼胪千

乘，公舟二十，旭旦帜交，深霄未止。公策运在标，拥以楼船五鹚，编师檄队，

得溃彼豺狼。”甯贙是水军先锋，他乘的船画有五只鹢鸟，是为楼船。这种楼船

上面能载人员和马匹，在海中航行，像是赤色雀鸟掠波而进。在新庸江一战中，

说甯贙只有二十艘船，而林邑船舰上千。实际上，甯氏水军并不止二十艘船。所

说的“公舟二十”实际上是指挥船，因为这二十艘船都是画有五鹚的楼船，是有

身份的贵族才能乘坐的。《方言》：“鹢，鸟名。今江东贵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

也。”《淮南子·本经》：“龙舟鹢首，浮吹以娱。”据此推论，画有鹢鸟的二十艘

船，当是甯氏水军的指挥船。其他将士乘的船当然要更多一些，否则怎能“偏师

檄队”，击溃林邑国上千只船的水军部队呢？在新庸江出海口处，是林邑国水军

据险防御之处，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深夜才结束战斗。据史籍

及《甯贙墓志铭》记载情况看，攻打林邑的战役中，隋军的水军部队从指军员到

士卒都是由甯氏家族的水军担任，真正的水军指挥应该是甯贙，刘方及北方来的



官军大概只是坐船观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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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非常高兴，下诏叫甯氏两兄帝进京受勋。据《甯贙

墓志铭》载：甯贙在“大业二年（公元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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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常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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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是甯长真已在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曾经到过京城，此次主动谦

让弟弟甯贙进京，使他开阔眼界，见到更大的世面。能进京谒见皇帝是一种千载

难逢、无上荣光之事，甯长真谦让弟进京，足见他们有深厚的手足情感。其二，

很可能因为甯贙在攻打林邑的战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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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刘方在向隋炀帝汇报时极力推荐甯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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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有

名无权的勋职，但在当时却荣誉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