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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珠古迹今犹在

1．白龙珍珠城。

在古代，南珠是合浦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为了将南珠资源据为已有，古代封建统

治者除了设置专门机构，派太监监管珠池，派军队镇守外，还为南珠兴建城池。始建

于明朝洪武七年（1374 年）的白龙城，就是一座珍珠城。

白龙城至今遗址尚存，位于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西部的白龙村，距市区 30 多公

里。

据说古时有一条白龙在该地上空飞旋，落于地面瞬息不见踪迹，人们认为白龙降

临乃祥瑞之兆，故将该地命名为白龙村。廉州古珠池之一的白龙池也因此得名。建城

时，也就以地名命名为白龙城。

当时兴建白龙城是为了抵御倭寇，因此白龙城也叫“白龙守御千户所”。白龙城附

近海域有两个珠池，出产的南珠数量多、质量好，为历代朝廷所专用。后来，在城内

增设采珠太监公馆、珠场巡检司、盐场司等，驻军镇守珠池，防止民间私自采珠。采

珠太监有钦命在身，享有特权，专事采珠。因采珠优先，白龙城原先最基本的功能被

逐渐淡忘，为抗倭而设的守御千户所城堡就被“白龙珍珠城”这个称呼所代替。

现在看到的白龙珍珠城南门遗址是 1992 年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白龙珍珠城现属

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开辟成一处旅游景点。据现代考古发掘测算，白龙珍珠城

呈长方形，坐北向南，南北长 321 米，东西宽 233 米，面积约 75000 平方米。白龙城

的城墙在夯制时，每夯一层黄土就加一层珠贝，用以代替石子，层层夯实，因此为后

世留下了白龙城城墙杂以珠贝的独特现象，而白龙城的建造见证了当年盛产珍珠的状

况。

白龙珍珠城内的建筑因年久失修而大多损毁，但城墙和城门基本完整。抗日战争

期间，为防日寇轰炸，便于城内居民疏散，拆除了大部分城墙和城门，只剩下南城门

和东侧一段 2.6 米高的残墙。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所剩南城门和残墙也崩塌损毁。

现存的白龙珍珠城门楼为南门楼，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举办北海首届国际珍

珠节和合浦首届采珠节而在南门楼 1 日址重建的。同时，为了有效地保护尚存的城墙

遗址，在重建白龙珍珠城南门楼时，采取了延长城门墙体、建保护棚的措施进行覆盖

保护。城门墙体和保护棚内的城墙遗址长约 30 米，宽 10 米，最高处 2.5 米。从南门

楼墙体和保护棚外向东延伸的古城墙遗址，有迹可循处长约 60 米，最宽处 5 米，最高

处 1.5 米。



1992 年重建的白龙城南城门遗址（北海市政协 提供）

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白龙珍珠城地处海岸丘陵黄沙土层的地质特征，并结

合本地无山少石的资源状况，采取了三合土材料（即用石灰、细沙、黏土混合在一起）

夯墙的方法。为了增强墙体的坚固性，还加进适当的桐油、土制板糖和糯米粉。由于

当地缺乏细沙，而积累存留有大量珍珠贝壳，因此在拌制夯墙材料时，就采用珍珠贝

壳来代替细沙。由于珍珠贝壳形状不一，与石灰、细沙混合夯实后，更有利

于相互“咬紧”黏合，增强了墙体的牢固性，筑城时大量使用，因此白龙珍珠城

城墙留存了大量珍珠贝壳。

由于利用珍珠贝壳作为夯墙材料是就地取材，资源丰富，成本低，城内一部分民

居也采用此方法夯墙建造，因此至今城内尚存有用珍珠贝壳与石灰、细沙混合夯制墙

体的民居。

白龙珍珠城城墙这种特殊的珍珠贝壳城墙，保存了大量古珠贝，构成了独一无二

的建筑景观，同时也为后世研究古代孕育南珠的特定珍珠母贝——合浦马氏珠母贝的

物质结构和生长形态提供了难得的物质遗存。除了具有景观欣赏价值之外，还具有不

可代替的科学考证价值。

白龙珍珠城现有的物质遗存主要有：

古城墙。白龙珍珠城的古城墙除了南城门所保护的一段之外，还有大部分的古城

墙被长期荒弃，有的人家在古城墙遗址搭猪舍鸡栏，有的在上面种速生桉树，还有的

为了通行，把古城墙挖开。荒弃的古城墙，无论是规模还是珠贝残迹，都比南城门内

保护的那一段大得多，好得多。



三行老街。古城内的三行老街是古城布局的重要见证。古城内的街道布局，以东、

南、西“三行”为主。“三行”是指鱼行、鸡行、米行三条南北走向的主要街道。如今

只有与南门相对的中街基本完整，尚可依稀看到当年的格局。可见当年古城规制之宏

大，设施功能之齐备。老街三行具有的典型明清风格的卷棚顶结构屋顶，商号依稀可

见的民国骑楼，深嵌在民房夯墙里的层层珠贝，青砖铺成的街道路面，都是不可复制、

不可增容的历史证物。

白龙珍珠城西城门遗址（北海市政协 提供）

古碑刻。古城内的碑刻也都是极具保护开发价值的物质遗存，应当及时加以保护。

如《宁海寺记》碑，原在白龙城内，宁海寺湮没已久，但从碑文上还能基本考查出宁

海寺的建成年代、创建者的姓名。这对于考证白龙珍珠城的建制历史是非常宝贵的直

接物证。这里还发现了两块石碑，分别是《李爷德政碑》和《黄公去思碑》，分别记载

了两人在合浦的政绩评价。1988 年，合浦县在城南古城旁边修建了一座亭阁，将两块

石碑放在亭内。

西城门遗址。南门楼西侧出土了西城门遗址。遗址上呈现出清晰的车辙，车辙虽

然来自不同的方向，但宽度相同。由车辙的宽度可判断西城门的大小，由此又可测出

西城门与南城门的距离，这为考证白龙珍珠城的规模提供了准确的数据。西城门遗址

前，还发掘恢复了具有 300 多年历史的白龙古井。

古珠贝。白龙珍珠城周边地下埋藏着大量的古珠贝，最厚的珠贝层可达 2 米，这

都是极具保护开发价值的物质遗存，应当及时加以保护。



白龙珍珠城南门外的古珠贝层（范翔宇 提供）

南门楼东侧，依次是守御千户所，采珠太监公馆，盐场大使、县丞、水师都守、

龙门协右营把总、珠场巡检等官员的衙署旧址所在地。

近年来，在对白龙珍珠城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中，又先后发现了白龙铜鼓

出土遗址、白龙城碉楼、教会传教点等，这些都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2．海防备倭要塞。

明崇祯版《廉州府志》“经武志”记：“白龙墩，府南七十里，前内监采珠衙门居

八寨之中，珠场巡司衙门东西八寨俱属管。东盐场巡司前衙门亦在此，今迁东寨。川

江村系管盐丁。

清乾隆版《廉州府志》记述：“白龙城，坐落府南八十里，属合浦。周围三百三十

丈有奇，高一丈八尺，东西南三门并城楼。创自前明洪武年，内有采珠太监公馆，珠

场巡检、盐场大使衙门，旧址尚存。”

清道光版《廉州府志》记述：“白龙城在县南八十里，周三百三十丈有奇，高一丈

八尺，东、西、南三门并城楼。明洪武初创建，内有采珠太监公馆，珠场巡检及盐场

大使衙门。旧有水师汛地。自永安抵龙门沿海五六百里，中间呼应，鲜灵应。修复白

龙旧城移驻水师都守，为水陆中枢，俾声援联络兼可策应郡城，存其说，以备采择”，

“白龙城汛，把总一名，兵二十五名，原设拖风船一艘，奉裁。东至珠场司汛，水路

三十里。西至冠头岭、三汊口汛，水路一百里。南系大洋，北至上下窑，陆路十里，

至府城水路一百六十五里。分管村庄二处，宁村距汛四里，疍户村距汛一里”，“冠头

岭三汊口汛，千总一员，兵八十八名，原设拖风船二艘，快马船一艘，奉裁。东至白

龙城汛，水路一百里”。



白龙城汛同时又是廉州水师右营龙门营的协防要塞。

《广东海防汇览》记述：“雍正二年，合浦县丞移驻永安城。珠场巡检司驻白龙寨

城，稽察沿海八寨地方。白龙城兼防珠场、调埠、陇村、川江，凡四汛。白龙寨城，

龙门协右营把总驻扎。

民国版《合浦县志》“海防”篇记述：“白龙城汛在龙营东水路三百二十五里路，

府治东南水路一百六十五里，冠头岭东水由西沙入于港分为四，曰‘白龙港、旧珠场

港、白虎港、陈瓘港’。”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白龙城的历史建制和功用，主要是为了军事防

御，而军事防御的主要对象是倭，也就是说防御倭寇的侵扰。白龙城汛把总管辖的各

汛有白龙汛、珠场汛（今铁山港南康境）、调埠汛（今铁山港营盘境）、陇村汛（今铁

山港营盘境）、川江汛（今合浦白沙境）、沙尾汛（今合浦白沙境）、对达汛（今合浦沙

田境）、砍马汛（今合浦山口境）、英罗汛（今合浦山口境）、山口汛（今合浦山口境）、

西山汛（今广东廉江境）。

3．白龙城外杨梅岭。

杨梅岭位于白龙城东南约 1 公里处。在整个营盘镇的海岸地貌形态中，杨梅岭的

地势最高，有雄踞海天，拱卫白龙城之势，民间也有人将之称为营盘“印台”。杨梅岭

因为岭上生长着具有传奇色彩的杨梅树而得名。据村里的老人说，杨梅岭上的杨梅树

很多，其中一株杨梅树长得特别高大，成为渔家出海的方向坐标。久而久之，这株杨

梅树在渔家的心目中，就有了保佑乡里平安的灵性。渔家若有什么疑难事，就会来到

树下倾诉祈祷，排解忧虑。

在北海民间，一直流传“割股藏珠”（也叫“梅岭飞珠”）的故事，是“珠还合浦”

的神话版本。故事讲的是：

明朝，朝廷派一个太监到合浦的白龙城监督采珠，并将珍珠带回朝廷。当时听说

白龙池有一颗夜明珠，太监一定要采到这颗夜明珠献给皇帝以邀功请赏。这颗夜明珠

旁边有两条大鲨鱼守护着，采珠人很难也不敢靠近。这个太监以哄骗、威胁、收买等

手段逼迫珠民采珠。最终珠民引开鲨鱼，冒着生命危险采到这颗夜明珠。太监随即将

锦盒藏好，选了良驹宝马，火速赶回朝廷。

太监从合浦白龙城到京城取陆路，骑马经过杨梅岭附近，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

盆。太监就近避雨，想看一下那颗无价的夜明珠，谁知打开盒子却不见夜明珠。无奈

再回到白龙珍珠城，让珠民下海采夜明珠。经过一番周折，再次采到夜明珠。太监心

想这一回再也不能丢了，就以利刃割开大腿把珍珠藏进去。但经过杨梅岭时又出现上

次的现象，夜明珠又不见了。太监只好重回白龙城，然而他因感染终致不治。



4．杨梅古寺供珠神。

杨梅岭上有杨梅寺，建于元代。

明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相传有磐石浮而至，渔人以为神。因祝之，若得鱼

符所期，当立祠以报。果如所祝，遂升石至杨梅，绳断即于其处立庙，故名。凡水旱

疫疠，祷之即应有灵验。洪武二十九年通判夏子辉为采珠重建。”

这一段记载描述的是：古时有一块浮在海面的大磐石，随水流漂到了杨梅岭下的

海滩。渔民们认为这是天赐神物，于是都到这块磐石前许愿，祈祷以后出海能够平安

顺利，得到好的渔获收成。经过祈愿之后，渔民每次出海都收获颇丰。于是，大家决

定把这块神石抬上杨梅岭建寺供奉。当大家合力扛着这块神石往岭顶上走，行走到一

株杨梅树下的时候，绳子突然断了，神石再也扛不动。渔民们因此认为这是神石要在

这里安座，于是就地建起了一座寺庙。因为是在杨梅岭上的杨梅树下建的寺，所以就

取名为“杨梅寺”。

据称，杨梅寺建好后，渔民们的祈愿非常灵验。当遇水患旱灾、疫病侵害时，更

是“祷之即应”。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廉州府通判夏子辉对杨梅寺进行扩建。

在这次扩建中，夏子辉针对珠民到珠池采珠时因多遇风险而产生恐惧畏难心理的状况，

在寺中增加了祭珠池的仪式。此后，每年农历三月，白龙城及其周边的渔民都要在杨

梅寺举行一次隆重的集体祭海仪式，以祈祷采珠大有收成、渔业丰收。

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当年杨梅寺的盛况，但在一棵古榕树周围，还有杨梅寺墙脚

遗址和散落的寺中旧物件。在杨梅寺遗址残留的旧物件中，有硕大的香炉、石雕莲花

托、石烛台、石础座、础柱、古城砖，以及形状不一的石件等。

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述：“凡廉州池，自乌泥、独揽沙至于青莺，可百八十里。……

蜑户采珠，每岁必以三月，时牲杀祭海神，极其虔敬。”

屈大均《广东新语》也有记述：“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为始。珠户人招集赢夫，

割五大牲以祷。稍不虔洁，则大风翻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复

望祭于白龙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大珠至于边海也。”

从这些史籍记载中可知，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开始至三月间，是朝廷确定的海祭、

祭珠神的时间。

杨梅寺遗址于 1993 年被列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公布为北海市文物保护

单位。

5．郑千岁墓

白龙城建成后，城内最高级别的官府衙门，就是供采珠钦差居住的采珠太监公馆。

明代采珠钦差大多由太监担任。这些太监的权力很大，有的还兼盐务和税收的职能。



明代采珠频繁，所以进驻白龙城的采珠太监不少。如《李爷德政碑》中的太监李敬就

是其中之一。据《廉州府志》等史籍记载，白龙城内有太监郑千岁墓。这个太监郑千

岁是谁，缺乏史料查证。在封建社会，“千岁”封号非寻常所得，非皇家兄弟或分封藩

王莫属。

6．《宁海寺记》碑。

宁海寺建于白龙城内，《宁海寺记》碑被遗弃于白龙小学内。1988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文化厅建白龙城碑亭，收藏与白龙城相关的碑刻。碑亭建成后，《宁海寺记》碑移

入亭内收藏至今。

《宁海寺记》碑高 156 厘米，宽 82 厘米，厚 14 厘米。碑体由龙之六子赑屃背驮。

赑屃的头在出土时已损坏，现存头部为后来补的。正面残存可辨的文字如下：

钦差内臣……宣德戊申年奉……命来守珠池……诚心，海……于……年十二月戊寅

日……工。……宁海寺……海神。

经考查，碑文记述的是当时朝廷派采珠钦差到白龙城监守珠池的往事。宣德戊申

年，为明宣宗三年，即 1428 年。明宣宗朱瞻基执政的时间为 10 年，即 1426-1435 年。

其间，派出钦差到珠池监管采珠。

当年被派到白龙城监守珠池的采珠钦差是杨得荣。杨得荣奉皇命来白龙城监守珠

池，即动工兴建宁海寺，并于第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竣工。宁海寺建成后，成为渔家珠

民祭祀海神和珠神的场所。由此可知，起码在宣德年间，白龙城为接待采珠钦差，就

设有采珠太监的办事衙门——太监公馆。杨得荣同时还在白龙城建天妃庙，并立碑记

事，这为考究宁海寺的历史建制留下了参考凭证。

7．《黄公去思碑》。

《黄公去思碑》，原立于白龙城南门外，是为了记述明万历年间涠洲游击将军黄钟

的事迹而建立的。碑高 178 厘米，宽 95 厘米，厚 17 厘米。考究碑刻铭文，结合《廉

州府志》《雷州府志》的有关记述，大略可知其事。

据清康熙版《廉州府志》卷六“备倭”篇记述，涠洲“昔为寇穴，万历六年，移

雷州民耕住其地。万历十八年，设游击一员镇之。二十八年移于永安”。游击署移驻合

浦山口永安后，同时兼辖涠洲、白龙城寨的备倭海防。而黄钟则自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至二十九年( 1601 年)任涠洲游击。黄钟原是广东从化守御千户所的百户，后以军

功升任涠洲游击，时移驻永安城。

黄钟在任期间，曾率水师清剿涠洲、永安、白龙一带的海盗匪患，战功显著，如

碑文所称：“公既至，盗贼闻公威望，戢弓弃戈者十之六七。”民众“推牛饷士，士感



恩欢呼，愿效死以报”。特别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前后，倭寇屡犯广东沿海，

进逼侵掠雷、廉两府，气焰嚣张。黄钟亲率战舰出海与之作战，击退敌舰，挫败了倭

寇的进犯图谋，保得地方安宁。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黄钟调职离任。吏属士民立

《黄公去思碑》，以表彰其功德。

碑文中有“李公奉命采珠，与公竭力协力，谋而谋同”句。句中的“李公”，即当

时奉旨到广东采珠的内监李敬。由此可知，黄钟在任期间，清剿海盗匪患，抗击倭寇，

曾得到李敬的助力。

《黄公去思碑》及其所记载的史迹，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古代海防备倭、抗击

外侮的重要存证，为后世考察白龙城的人文史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8．《李爷德政碑》。

《李爷德政碑》，原立于白龙城南门外。碑高 181 厘米，宽 88 厘米，厚 14 厘米。

碑文原刻有数百个字，现能辨认的字迹如下：

官进侍内承运库典□

……民者也，遂以命公，濒海□民亦皆□用之。故而遣重臣，又以吾民□。丙午，李

公□齐力问以故□会□当□。闻开采之际，珠官一至，百姓远徙，近海百里绝无烟火□之

中□过半，李公……

广州府助银十两…

碑文中的“进侍”，是指侍候帝王的太监。“内承运库”，是明代的宦官机构名，主

要职责是掌大内库藏，金银珍宝均由其管理。由此可考碑主人的身份。

碑文中的“丙午”，指丙午年。根据立碑的朝代纪年推定，可以确定为明万历三十

四年（1606 年）。

碑文中的“李公”，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奉旨到广东采珠的内监李敬。其

时，李敬以珠池内监职兼管广东矿税，在任历时 8 年。由此可知，立碑时间应在丙午

年（1606 年）后。

碑文中“闻开采之际，珠官一至，百姓远徙，近海百里绝无烟火”句，是指李敬

的前任，监管开采珠池兼征市舶司税课的太监李凤。李凤在任期间，对珠民狂征暴敛，

残害一方，以致民愤极大，引发民变。碑文中故有此说。

而李敬在任期间虽然恶行不减，但鉴于前有李凤之祸，致珠池群盗蜂拥，曾上书

皇帝请求罢采。正如《黄公去思碑》所述的“李公奉命采珠，与公竭力协力，谋而谋

同”，也算是为白龙城一带的剿匪抗倭出了力。这就是李敬得以立碑记事的原因。

《李爷德政碑》虽有献媚之词，但由此见证了采珠太监为祸珠池的社会背景。



9．《天妃庙记》碑。

《天妃庙记》碑，是 198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为修建珍珠城碑亭，挖掘地基

时出土的。碑亭建成后，《天妃庙记》碑移入亭内收藏至今。

《天妃庙记》碑高 146 厘米，宽 74 厘米，厚 14 厘米。天妃庙为明宣德三年（1428

年）监守珠池的采珠钦差杨得荣所建。宣德四年(1429 年)十二月建成后，立碑以记。

《天妃庙记》的大部分碑文可辨认，文字如下：

天妃庙记

钦差内臣杨得荣立天妃庙碑。

天妃，闽中湄州山人也，少即神慧，海上有□，舟楫得济，人民获安，故海边各立宫

□□奉祀之。宣德三年余领命守珠池，就于海岸起立新庙一所，□□□□宝地风平浪静，

海道肃清。仍祈境内□□，□生乐业，共享太平。乃使工刻石□□□□。□工于宣德四年

冬十二月戊寅日。□□□年冬十二月己酉日□。

宣德辛亥四年冬至后四日立

从碑记铭文中得以考证，天妃庙与宁海寺是同时兴建，同日竣工。由此可见当时

白龙城祭祀的盛况，也为今人考察天妃文化由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传播的历史状况提

供了重要证物。

《天妃庙记》碑的存在，也见证了白龙城天妃庙是广西北部湾地区最早的天妃祭

祀宫庙之一。

10．还珠亭。

合浦县还珠亭，是为纪念孟尝“珠还合浦”而建的。史籍记载，还珠亭始建于宋

代，当时只是一个单独的亭子，“屡经兵火，漫不可识”。后来还珠亭在战乱中湮没。“景

泰五年，郡守江右李君逊始构地于稍南而作新之，既建亭其中，又立祠其后。”（明代

李骏《还珠亭记》）明代重建的还珠亭是由原址向南移建，并且在亭后建了孟太守祠。

时人作诗云：“合浦还珠世所称，危亭移建事更新。”（明代林锦《还珠亭》）

还珠亭前有石雕牌坊，名曰“孟尝风流坊”。牌坊门柱镶嵌了一副对联：“孟尝何

处去了，珍珠几时飞回？”还珠亭毁于民国二十年(1931 年)，共在合浦存在了 800 年。

11．海角亭。

海角亭是为纪念郡太守孟尝而建。新编《合浦县志》记载：“亭约建于宋初建隆至

景德年间（960-1004 年）。”因“郡南皆大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有亭在城

西南隅，昔人以是名之”（元代范椁《重修海角亭记》）。

宋元符三年（1100 年），苏东坡奉诏获赦，从海南移居廉州，登临海角亭，挥笔写



下了“万里瞻天”四字，这四字匾至今仍悬挂于亭中。

重建海角亭的时间是元延祐四年，即公元 1317 年。延祐三年(1316 年)秋天，湖南

岭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范椁巡察来到廉州路。政务之余，范椁想去游览海角亭，多方

打探之后，才在府城西南角的荒草水泽中找到废弃的亭址。由于巡察的时间紧迫，范

椁来不及和廉州路的官员商谈重建事宜就要回大都，只叮嘱当地官员尽快重建海角亭。

第二年，海角亭重建竣工，请范柠为海角亭作记。范椁于是作《重修海角亭记》。

海角亭为亭阁式结构，重檐歇山顶。亭分前后两进，第一进为天妃庙门楼，门楼

正中为大圆拱门，两旁为圆拱耳门。红墙绿瓦，飞檐凌空。屋檐由两层砖叠涩突出，

古朴美观。正门上方镶嵌着“海天胜境”石额。两耳门分别刻“澄月”“啸风”字样，

是清康熙年间襄平徐成栋所书。正门对联是“深恩施粤海，厚德纪莆田”，乃沿用天妃

庙旧联，由岭南名士，时任海门书院山长（相当于现今的校长）鲍俊所书。

门楼内壁上镶嵌有三方石刻，有两首诗是清乾隆年间廉州知府康基田所题写，名

为《逝者亭落成宴集即席赋诗二首》。碑文字体为行书，笔势如箭，一气呵成。康基田

在廉州勤政廉洁，爱民如子。他疏通了廉州的水系，基本奠定廉州的城郭范围，是清

代的珠城官员中最有功绩的一个，老百姓尊称他为“康府”。特别吸引人的是门楼左侧

的一方“鹅”字碑，碑高约 90 厘米，宽约 50 厘米，整块碑仅有一个一笔书成的“鹅”

字，写得潇洒飘逸，为清代陶洽所书，爱好书法者到此摹拓甚多。

海角亭（北海市政协 提供）

第二进为海角亭的主体建筑，朱红墙壁、琉璃碧瓦，檐牙高啄、螭吻镇角，直凌

霄汉。屋脊上双龙戏珠，惟妙惟肖。亭为正方形，高台基，四面为回廊，前后石级上

迭。亭内前后敞开，左右为两大圆窗相对，造型古朴雅致。亭的上下檐之间，全是“回”



字形图案的雕花窗棂。檐下封檐板，用高浮雕技法雕着各种动植物图案和历史故事，

刀法精细，形象生动，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海角亭正前面两石柱上镶清道光年间陈司爟题写的对联：“海角虽偏山辉川媚，亭

名可久汉孟宋苏。”汉孟，是汉代孟尝。宋苏，是宋代苏东坡。

亭内古碑镶满四壁，亭的前面两侧各竖一碑，高约 200 厘米，宽约 80 厘米，两碑

碑面和碑背各有题刻。左侧碑刻有《重修海角亭记》和《海角亭记》。《重修海角亭记》

记述了重修海角亭的情况。《海角亭记》是元人陶正中所撰，记载历代修建海角亭的经

过。右侧碑刻是《廉州府复建海角亭记》。亭内尚有一方碑刻，为清雍正年间廉州知府

张玿美写的七律诗《登海角亭》，诗人描写了当时海角亭四周的风光，书体脱胎于褚遂

良，隽逸秀媚。另一首《海角亭晚眺》是鲍俊所作。亭的两面空地正中处，有一方嘉

庆年间所书的古碑，高约 130 厘米，宽约 70 厘米，上刻“古海角亭”4 个大字，书体

气势沉稳。

在岁月的烟雨中，海角亭屡经兴废，从明成化年间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先后经过 8 次大规模的重修，一次又一次的扩建。“海角潮声”成为“廉阳八景”之一。

清康熙初年，尚书杜臻奉皇命以钦差身份巡视防城、钦州（时两地均属廉州府辖）

之后赶到廉州府城。在廉州府城巡视期间，他在府城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海角亭，慨然

挥笔作联曰：“不到此亭哪知象郡珠崖关山万里，试观于海才见龙门冠岭云水千重。”

该联笔力沉雄、苍劲古朴，刻于正门门柱。上联“不到此亭哪知象郡珠崖关山万

里”，突出了“海角”的地理位置，只有到了海角，才知道珠乡离中原之遥。下联“试

观于海才见龙门冠岭云水千重”，这里的“龙门”是指廉州府属的龙门协防之地，是重

要的海防军事基地。“冠岭”即北海的冠头岭，当时是海防炮台所在地。杜臻特别点出

在冠头岭上观海的感受：于边塞海防的“云水千重”之间，更教人产生“关山万里”

的遐想和志向。

12．还珠岭。

合浦还珠岭的得名，源于沈纶归途还珠的故事。

沈纶是明代正德年间的廉州知府。当时廉州珠池被太监把持，珠民不能正常到珠

池采珠。迫于生计，珠民只好盗采珍珠，很多珠民因此坐牢。沈纶了解实情后，释放

了珠民。

沈纶在任三年，清正廉明，爱民如子。据《廉州府志》记载，他离任后，珠民建

爱民亭以纪念他。但他去任之日，刚走到城郊时，突然天昏地暗，暴雨倾盆。沈纶心

想：我上任之日，风和日丽。而我在任三年两袖清风，自问无愧，为何离任之日，苍

天这样怒我？于是他责问夫人和僮仆，是否收受别人钱物。夫人从怀里拿出一颗珍珠，



跪在丈夫面前说：“前几天老爷下乡时，有几个珠民送来几两上等珍珠，我坚决不受，

但珠民哭求，说老爷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一定要我代老爷收下他们的心意。我说老爷

一生清廉，从不收受别人钱物。然而，任凭我怎样拒绝，珠民不肯离府，一定要我收

下。无奈，我只好收下这颗珍珠。因怕你责骂，还不敢向老爷禀报。”

沈纶听后，大声叹道：“你这是坏了我的清廉啊！”说完接过珍珠，把它放在路边

的山岭下。顿时，雨止风收，天气晴朗。后人将这座小山岭命名为“还珠岭”。

13．海门书院（还珠书院）。

海门书院是廉州现存最老的书院，前身是明嘉靖元年（1522 年）创办的还珠书院，

后又称“海天书院”。清代廉州知府张玿美在《重修还珠书院砥柱亭记》中记述：“还

珠书院者，八闽施公守郡时所建，以为诸生讲学之地也。阅十余载，更建一亭，重檐

复道曲栏回廊，差峨巍然载望，江流漭漭，汩汩盘折南来，亭适当其冲，故又名其亭

为砥柱亭。

文中的“施公”，是指廉州府知府施世骥。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施世骥重建

还珠书院于府城外西南砥柱矶。书院于每年春初招县内士子 50 人入院，设科举，三年

一科，攻读三年毕业。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知府徐成栋增建，置有学田。乾隆十

六年（1751 年），知府杨枝华把仅有的院租充公，于是书院废止。乾隆十八年（1753

年），知府周硕勋改建，名为“海门”，这就是海门书院得名的由来。合浦知县廖佑龄

前后拨上下乡南山等处的田租作为童生伙食费，拨冠头岭网地箔地租作为掌教薪水。

海门书院先后在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多次重修、改建、扩建，加建漾江轩、浮

碧榭亭、凝碧轩、奎文阁、讲堂和后座，增建两廊房舍，左右各九间，头门三间。左

厨房、右小房各一间，前楼讲堂，堂下左右学舍各三间。建卷棚下左右学舍各三间，

三间卷棚接奎文阁，阁左右厨房各一间，阁下右学舍三间，下建登龙场，外为头门三

间，门外环短墙。海门书院一直是廉州府的重点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中国

科举结束，海门书院改为廉州府中学堂。

14．古珠市遗址。

屈大均《广东新语》：“予尝至合浦，止于城西卖鱼桥，故珠市也”，“一曰珠市。

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

屈大均到廉州府探访珠市的时间，缺乏具体史料记录。但从书中可知，屈大均到

合浦时，在珠市停留，还用当地珠民送给他的珍珠螺肉和珍珠螺肉干来下酒。屈大均

文中提到的“城西卖鱼桥”是位于廉州古城西门外，建于明代的登龙桥，今人称“上

新桥”。因为桥头有鱼市，故又称“卖鱼桥”。这一记述为合浦古珠市的方位处所留下

了明确的线索。随着南珠贸易的扩大，珠市的范围从卖鱼桥延伸到今还珠桥一带。



实地考察了廉州珠市的珍珠贸易和珠民烹制珍珠贝肉待客的情景后，屈大均写了

《合浦珠市》一诗，展现了珠市的另一种景象： “海上集珠市，城中尽竹房。居临

鲛室近，望入象林长。”

“海上集珠市，城中尽竹房”两句非常形象地描绘了珠民、商家在珠池现场交易

的情景。“居临鲛室近”一句，是指合浦珠民因珠池的优势所具有的采珠之利。古代有

人认为珍珠是居住在海底的“鲛人”的眼泪所凝成的，合浦珠民与“鲛人”居所邻近，

因此采珠多。心急的珠商贾客为了收得好珠，等不及采珠舟靠岸，干脆租船出海收购

或者直接到采珠疍户居住的水上艇屋收购。如果不是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庞大的客户群，

商家们的表现不会如此急切。如此一来，海上珠市便热闹起来，引得“一舟才过一舟

呼”，“依旧连筐献海人”。这既是一幅动人的珠市景象，也是合浦风情万千的古珠市的

缩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