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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珠与清官廉吏

1．马援珠案何其冤。

马援，字文渊，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智

勇双全的得力大将。建武十七年（41 年），交趾郡征侧、征贰两姐妹起兵造反，波及岭

南六郡。

马援被拜为伏波将军，奉旨率军讨伐征氏姐妹。他的军队到合浦集结，以合浦为

后方基地，海陆并进。建武十八年（42 年）春天，与交趾军队开战，于第二年正月，

俘杀征氏姐妹，大获全胜。马援也因军功而被封为新息侯。

马援的军队在南征过程中，所到之处，设置郡县，建设城郭，修筑水利，开垦农

田，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还参照汉朝的法律制定了《越律》，用法律约束交趾人。

马援深得百姓爱戴，至今马援在我国两广和越南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地方建

有伏波庙，一些山川洞穴还以“伏波”来命名，一些老百姓家里至今供奉着伏波将军

像。马援的故事在这些地区广为流传。

马援是一位不服老的忠臣良将。建武二十年（44 年）秋天，他征交趾得胜，班师

回朝，正值匈奴、乌桓入侵朔漠，于是马援请缨出战。他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

马革裹尸还葬耳。”即男子汉应当为国战死边疆，用马皮包裹尸体回来埋葬。由此留下

“马革裹尸”的千秋佳话。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年逾六旬的马援又请缨领兵征讨“武陵蛮”。不料到了一

个叫壶头的地方，还没见到敌人，戎马一生的马援就病死了。

出师不利，刘秀很不高兴，马援的政坛宿敌梁松便趁机诬陷。恰在此时，一则有

关马援与南珠的谣言四起，让老将军死后蒙冤。

原来，马援生前在交趾征战时，喜欢上一种叫薏仁（又叫“薏珠”）的食物，知道

薏仁有“轻身辟瘴”之效，撤军时特地装了一车带回去做种子，在北方推广种植。有

人造谣说马援从合浦载回了一车珍珠。刘秀信以为真，非常愤怒。马援的妻子和儿子

深感恐惧，不敢把马援的灵柩埋入祖坟，仅仅在城西买了地，将之草草埋葬。宾客旧

友没有人敢去吊唁。马援的妻子和儿子将自己用草绳捆绑在一起，到朝廷请罪。皇帝

拿出权贵们的联名告状信给他们看，才知道马援被诬害。为此，马援的侄儿马严和朝

中的正直之臣前后六次上书为马援诉说冤屈。皇帝派人核查后，弄清实情，马援才得

以平反。

马援的军队有一些人留在合浦，成为合浦先民的一部分。因此，有人也把廉州话

叫“马佬话”“马留话”，把廉州人叫“马佬人”“马留人”。



2．孟尝高洁，合浦珠还。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祖上三代做过郡守属吏，都在祸乱中

为朝廷效忠而死，美名远扬。孟尝从小受到良好的道德操守教育与知识文化熏陶，成

年后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志向远大。出仕后在会稽郡担任掌管户籍、农桑的小吏。

上虞有个寡妇，非常孝顺，丈夫死后，不辞辛劳地奉养着同样守寡的婆婆。后来

婆婆寿终，心地歹毒、性格刁钻的小姑子却到县衙诬告嫂嫂厌倦了供养自己的婆婆，

因而毒死了她。县官是非不分，判了年轻的寡妇死刑。郡里接到报上来的案子，也不

加详查，竟然就结了案。

孟尝知道这是一起恶人诬陷好人的冤案，再也坐不住。他找到郡里的太守，为年

轻的寡妇申冤辩屈。孟尝向太守详细汇报事情的原委，希望太守秉公明断，切莫让好

人沉冤。但太守没有理会孟尝。孟尝在太守衙门外痛哭请求，也无济于事，于是怀着

对官场的失望，称病辞官而去。年轻的寡妇最终含冤而死。

寡妇冤死之后，郡中连续两年遭受大旱，农田连年歉收，百姓怨声载道。

原太守任满，新太守殷丹到任。殷丹多方寻查连年大旱、求雨不得的原因。孟尝觉

得殷丹是个正直的人，于是到太守府中详细陈述了孝顺寡妇遭小姑子诬陷含冤而死的

经过，并对太守说：“从前东海孝妇，上天为她降下旱灾，因为于公的一番话被接纳，

上天顿时降下甘泽。现在官府应该处罚那个诬告的人，向含冤而死的亡魂谢罪，让她

的冤情得以昭雪，适时之雨就会不期而降。”

太守殷丹听从了孟尝的建议，拘押提审了诬陷嫂嫂的

歹毒小姑子，查清了事实，让小姑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并亲自到冤死的寡妇坟前祭告，当众宣布给她平反。

孟尝因为德才兼备，被推荐为孝廉，接着又被举荐为

茂才，后被任命为徐县（今江苏泗洪县南）县令。又因为

工作出色，受到州郡推荐，升任合浦太守。

孟尝到任时，合浦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经常有人因

为吃不上饭而饿死在道路旁。这跟合浦当时的地理环境有

很大关系。由于农耕落后，粮食不能自给，当地百姓需要

拿珍珠跟商贩贸易才能获得粮食。

合浦珍珠交易原来很兴旺。可是东汉顺帝时，朝廷委

派的官吏和监管采珠的太监，大多是些“上承权贵，下积私路，多无清行”的贪赃枉

法之辈。他们不但利用手中权力，借进贡珍珠和征收珠税之名，如狼似虎、肆无忌惮

地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而且还和奸商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诓骗百姓。

传统自由竞争的珍珠市场被垄断，采珠所得到的巨额利润被这些贪官污吏和奸商



攫取，采珠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这些人还不满足，使出种种手段，诱使和逼迫珠

民无休止地下海采撷珍珠。凡采到的珍珠，全部要送到太守衙门交给贪官污吏挑选，

好的留下，只把少许次等珍珠还给珠民，以交换粮食苟延性命。贪官污吏对珍珠的贪

得无厌，致使珍珠资源日渐枯竭，珠蚌迁到了交趾海域。中原和交趾的商人们无利可

图，都不愿到合浦来做生意。合浦经济完全崩溃，“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

道”。

孟尝到任后，深入民间，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弄清合浦日渐衰败的原因，

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改革：减轻珠税，鼓励百姓有节制地采撷珍珠，严

禁对珍珠资源狂采滥捕；废除前任官员和奸商为了垄断市场而对珍珠贸易实施的种种

限制与禁令，重新开放自由竞争的传统珍珠市场，保障公平合理的珍珠贸易环境；整

肃吏治，遏制贪污腐败。

孟尝的新政深得人心，不到一年就政通人和。离去的珠蚌又回到合浦海域，当地

珠民又能从海中采到珍珠，并且不受盘剥。中原和交趾的客商们得到了公平合理的交

易价格，有利可图，于是又携带着合浦郡缺少的粮食、布匹等货物来做生意，自由贸

易的市场重新繁荣起来。以珍珠经营为支柱的地方经济迅速复苏，百姓又过上丰衣足

食的好日子，因此老百姓称孟尝为“神明”。

孟尝在合浦勤政爱民，因操劳过度致病，于是上书朝廷，请求辞官回乡养病。离

任之日，合浦的地方官吏、士绅和普通百姓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官府门前，拦住车驾，

攀住车辕，不肯放孟尝离去。孟尝白天无法离开合浦，只能趁夜深人静时悄悄脱下官

服，换上便装，扮成商人，借夜色掩护，乘小船而去。

孟尝的德行感动了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士大夫。桓帝时，同郡人尚书杨乔第八次上

书推荐孟尝：“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

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

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

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沦草莽，好爵

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

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槃木朽株，为万乘用者，左右为

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

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

荐书石沉大海，孟尝最终得不到起用，躬耕至死，享年 70 岁。数百年后，唐朝王

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

合浦百姓非常感激孟尝，集资修建了孟尝祠、还珠亭和海角亭以作纪念。



3．陶璜减税珠市复兴。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三国东吴时期曾任交州刺史和苍梧

太守。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体恤百姓。任交州刺史期间，多次带兵征讨未曾臣服

的地方，开置三郡和数十县，深得当地百姓拥戴。

公元 265 年，东吴投降晋朝。晋武帝命陶璜留守本职，并封为宛陵侯。陶璜重新

上任时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三国时期战事频繁，孙权严禁民间私自采珠，关闭了珍珠

交易市场，使历来以采珠为业的合浦百姓生活没有了依靠。

陶璜深知百姓疾苦，上疏朝廷，建议恢复珍珠交易活动，允许在非采珠旺季采珠，

准许商旅往来自由贸易，调整珍珠税赋等。晋武帝采纳了陶璜的建议，合浦的采珠业

得到迅速恢复，珍珠交易也恢复了。合浦在经历了 60 多年的经济低谷后又开始恢复生

机，珍珠贸易重新活跃繁荣。

4．李渊褒扬颜游秦。

颜游秦，隋末唐初出任廉州刺史，任上以廉著称。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复查

狱讼之事。他在复查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被当作刁民、恶徒或土匪判入狱的人，都

是些家境贫穷的珠民或农民，这些人因为交不出珍珠或田赋而入狱。颜游秦逐一核实

后，下令全部释放。乌泥珠池有一个疍民因为采得一颗上好珍珠，一时不舍得上交，

前任太守逼索不得，就诬他密谋造反，要捕杀诛族。这个疍民被逼聚众反抗，在各珠

池之间收取珠民“色水”（即按一定比例收取保护费），官府对之奈何不得，使珠民深

受其骚扰之苦。颜游秦了解情况后，亲自带领人员乘船出海，与这个疍民对话，劝其

解散队伍，回家重新做人，并表示只要他不再为害百姓，官府就不追究他此前的罪责。

经过反复劝说，这个疍民同意解散队伍，回家重新做人，继续以采珠为业。

颜游秦不发一兵一卒，不伤一人，就解决了这个为害珠民多时的祸害，一时传为

美谈。民间把颜游秦称为“颜有道”，并作歌传唱：“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民

如赤子，不杀非时草。”这首歌随着南来北往到廉州珠市做生意的贩夫走卒、商贾歌妓，

传到大江南北。唐高祖李渊听到后大为高兴，亲笔书“廉州颜有道”，以示褒扬。《唐

书》为之立传，《廉州府志》将之列入“名宦志”。

5．危祐怒刹索珠风。

危祐，宋元祐元年（1086 年）任廉州太守。廉州盛产珍珠，来往的朝廷使臣多有

借机索取合浦珍珠作为进献之物的现象。危祐到任后，坚决刹住这股歪风，因此引起

权臣们的反感。有人劝危祐多和朝廷的权臣们往来，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官职地位，也

容易得到升迁的机会。危祐听了把朝笏放在办公案台上，正色回答：“某不敢扰民以同

位也！”



一次，属吏凑钱买了一把用珍珠串成扇柄的聚珠扇送给他。他拿着这把扇感叹地

对送扇者说：“方为廉州守而执此扇以对吏民，独不愧州名乎？”遂拒收。

6．白龙记功颂李逊。

李逊，字时敏，江西南丰县人。湖广乡试第七名。明正统四年(1439 年)，参加己

未科会试，得贡生第二十九名。殿试登进士第三甲第四十六名。父亲李应祖，曾任国

子监助教，家世渊源颇深。

李逊考取进士后，立马得到朝廷的重用。正统五年（1440 年），出任浙江嘉善县知

县，直至景泰三年（1452 年）。李逊在嘉善县知县任上，操履清白，为人正直，机智有

才，以施政仁慈、宽厚和蔼、爱民如子著称。

明朝时，朝廷加强对珠池的监控，派太监驻守珠池。廉州府白龙村修筑了一座珍

珠城，皇帝派出心腹太监，不远万里来到白龙珍珠城，对珍珠施行垄断采收。

来到白龙珍珠城的太监，被称为“珠池太监”，又称“珠官”“中官”“内官”，身

份显赫，大多趾高气扬，假公济私，甚至无恶不作，成了廉州府地方的祸害。有人作

诗《珠池叹》控诉之：“往时中官莅合浦，巧征横索如豺虎。中官去后玺书来，谁诉边

陲无限苦。”

景泰五年（1454 年），李逊任廉州知府时，珠池太监叫谭记，是一个生性贪婪、无

恶不作的家伙。谭记擅自将官府与珠民的珠税比由“官四民六”改为“官六民四”，从

中渔利。有不从者，轻则抓进大狱，重则当庭杖责，不少珠民惨死于杖下。在谭记的

鼓动下，廉州府的官员与之沆瀣一气，吏治极端败坏。

面对这种情况，李逊从“肃贪律弊”入手，整顿吏治。对顽固抗拒的官员，李逊

查出实据后，上奏朝廷，予以严惩。同时，李逊又上奏朝廷，改珠税比回归“官四民

六”，并允许珠民自由采珠，好珠上贡，中珠、次珠留置，以拯救珠民于水火之中。李

逊的奏折入情入理，得到代宗皇帝批准。消息传回，珠乡一片欢腾。

然而，李逊此举断了谭记的财路。谭记恼羞成怒，便向代宗皇帝密奏一本，诬陷

李逊私放盗贼，纵民盗珠，贪赃枉法，杖杀无辜。代宗莫辨真假，派锦衣卫逮捕了李

逊，押解进京问罪。李逊在狱中写了一封奏折，历数谭记罪责，同时为自己辩冤。代

宗一时不知孰是孰非，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下令将谭记押解进京，与李逊当面

对质，以明是非。

对质时，李逊慷慨陈词，历数谭记在白龙珍珠城犯下的种种罪行，并出示了被害

珠民的血衣为证。谭记百般狡辩，终理屈词穷，败下阵来。代宗大怒，下令将谭记拉

下去法办，而对李逊则好言安抚一番，嘱咐他快快回廉州府复职。

《广东通志》卷四十一记载：“李逊，南丰人，景泰五年知廉州。守珠池内官谭记



暴虐百姓，逊禁之不得肆，乃诬奏逊纵部民窃珠，逮逊锦衣卫狱。逊悉，发记杖人致

死及强入民家夺财物诸状。帝逮记面质，具服，遂锢记，而复逊官。逊多美政，民怀

其惠。”

李逊主政廉州府期间，还重建了还珠亭，兴建了孟太守祠，以纪念清正廉明的孟

尝，让“珠还合浦”的故事继续传唱。亭落成后，请当时到廉州巡察的佥事李骏作记。

记文中称赞孟尝“夫以无知之微物尚且然，矧民吾同胞者，在当时宜无不被其惠爱矣。

民无不被其惠爱，凡政之悬于郡长者，在当时亦无不建明矣。若孟君者，诚可为东汉

守吏之最，而足以师表百世者也”。同时也赞扬李逊“能因民心之所同而复新斯亭以示

劝，因表其义以励俗，则其为政亦未尝不取法于孟君焉”。

在李逊数年的悉心治理下，廉州府政通人和，珠市繁荣，百姓又得以安居乐业。

李逊任满离开廉州后，珠民感念其不畏强权、为民请愿、造福珠乡的功德，在白龙珍

珠城为他立了一块碑，以示纪念。

7．张岳不持一珠还。

张岳，字维乔，号净峰，明朝福建泉州府（今属福建）惠安县人。张岳出生于一

个仕官家庭，自幼好学，“慕古贤豪，志康天下”。正德八年（1513 年）中解元，正德

十一年（1516 年）中进士，从礼部行人司行人起，到官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开府四镇，

总督西南六省军务。他在 30 多年的仕途生涯中，文振三省，武肃九藩，为大明朝保得

半壁江山。历经孝宗、武宗、世宗三朝。他是明中期著名贤臣，是为数不多的清官之

一，被时人称为“海内正人”。

张岳的著作甚丰，素有“八闽第一士子”“廉能第一”之美誉。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为官一任，能清正廉明、不畏权贵、勤政爱民，极具清正廉洁的精神风骨。

乡试时，张岳的文章《岐沟富平之败何如策》，后来被在吏部任职的惠安进士李恺

评价为“下笔滚滚二千余言，劲气十足，如大将出师，万骑森列”。却因为考卷书满纸

面纸背，被一个考官认为不合格而丢弃一边，幸好主考官李如圭慧眼识珠，他从遗弃

考卷中将之捡回，此考卷一跃而居第一。放榜后，按当时的规矩，举子们必须携带礼

物拜见朝廷来的中官太监。可是历来鄙视宦官的张岳却两手空空，甚至连跪谢都不肯，

只是举手作揖。从中可见张岳刚毅正直的性格。

张岳中举后，出任礼部行人司行人，这是一个主持封赏、接待来宾的职务。当时

的正德皇帝人称“痟正德”，不理朝政，荒淫无度，把大权交与宦官。时江西宁王朱宸

濠有野心，欲取而代之，暗中勾结太监刘瑾、幸臣江彬唆使皇帝南巡，欲在江中截杀

皇帝。皇帝不知是计，下令礼部草诏南巡。兵部郎中黄巩等联名上疏劝谏，被皇帝以

抗旨为名，下令重罚。面对国家社稷的安危，张岳洞察刘瑾、江彬的阴谋，认为南巡



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面临政变危机，于是再次上疏劝谏。张岳呈上了《谏南巡疏》，力

诉南巡“十不可”的理由，最后说“伏羲圣上，急收成命”。岂知皇帝恼羞成怒，下令

把张岳与先前入狱的大臣们再次廷杖，使张岳留下了终身股疮的疾病，又将其降职为

南京国子学正。

正德十六年（1521 年），皇帝咯血而死，嘉靖帝即位。嘉靖帝即位之后，立诛江彬，

大赦天下，张岳得以任行人司右司副。在此后的 10 年间，张岳因为服丧而居家。其间，

应泉州知府高越之邀，与史于光合编《泉州府志》；又应惠安知县莫尚简之邀，编纂《惠

安县志》。他厚民生、善风俗、兴政务的理念为后人研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又在

净峰上筑山心精舍，潜心读书，为今人留下了胜迹。嘉靖十年( 1531 年)，张岳复朝，

任礼部主客司郎中之职。

然而，张岳耿直的性格又得罪了朝中权贵。他们把张岳逐出京城，任广西提学佥

事，后改任江西提学，又嫌张岳没有答谢他们，将他降为广东盐课提举，并吩咐分管

的御史百般刁难。

嘉靖十七年（1538 年），张岳接任广东廉州府知府。在廉州，他自幼“慕古贤豪，

志康天下”的理想抱负得到实践和升华。

廉州府与今越南交界。相对于内地的繁荣，此地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地瘠民

穷，社会治安混乱。前任官员皆应付了事，设法升迁。而张岳却认为，地方偏僻，少

了应酬，正是修身养性的地方。以后的事实证明，这荒芜之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到任后，即下市井坊间，察民情，解民意，确立了兴教化、重民生的为政思路。

兴办教育，首重教化，是张岳所做的第一件事。他带领当地的一批读书人选址动

工建书院，这一举措得到当地士绅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开工不久，从海上漂来巨木数

百根，当地人以为是神明相助，劲气十足。书院落成后张岳常去察访，与师生座谈，

甚至亲自讲课。

为崇尚道德风化，弘扬孝道贞节，张岳还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孝子郑韺建祠，并

书《郑孝子祠记》，大意是：郑韺的母亲被贼寇所掠，郑韺亲临贼寨换回母亲，而自己

却被贼寇所杀害。二是旌表张母王氏，并作《赠旌表张母王氏贞节序》，大意是：廉州

卫武卫舍人张宝因公殉职，其妻王慧抚育遗子长大后子承父职，并于嘉靖十年（1531

年）平定清远贼寇立功。

当地人不懂农耕，更不会戽水和使用水车灌溉农田。张岳就把家乡的农业生产技

术带到廉州。他组织兴修水利，下令在合浦县东北沙江之上筑坝，截流灌溉，掀起了

兴修水利的热潮。据《廉州府志》载，有 8 个陂塘为张岳所倡议而修筑，“田畴之利开

于公”是历史对张岳发展廉州农业生产的肯定。而张岳在一篇祈雨文中写的“太守为

民而来”，更是表达了他勤政爱民的心志。为减轻农民的负担，张岳还颁布“省禁令，



减徭役，督民种田”等法规，从而促进廉州农业生产的发展。

张岳在廉州的又一政绩是禁止盗珠。合浦盛产南珠，质地上乘，为朝廷专采。然

而，当地一些人却盗珠成性，官贪民盗，屡禁不止。为此，他使出了撒手锏。据记载，

嘉靖十七年（1538 年），张岳任廉州知府，沿途访察民情，见有三三两两贩卖珍珠者。

迎面而来的一名老者问道：“先生要买珠吗？”张岳答道：“珍珠要买，但数量要多，

零星不买。”老者又道：“先生要买多少？”张岳道：“多多益善。”老者又问：“先生居

何处？”张岳道：“我是从福建来的，是廉州知府的亲戚，住在府中，你可召集要卖珠

者，一并全来，一切关系由我负担，明天为期，在廉州府衙前交易。”第二天，张岳召

令珍珠店铺东家，知县齐到。随后，卖珠者蜂拥而来。张岳即令差役四面看守，不准

放走一人，然后开堂提问店家：“珍珠是国家所有，你等贩卖珍珠，从何而来？”店家

不敢隐瞒，供认珍珠是县太爷从府库取出，赢利均分。张岳道：“吴知县可有此事吗？”

吴知县只好承认。张岳又问卖珠者：“你等珍珠从何而来？”有老实的承认从珍珠池盗

取而来。张岳查明后批道：“吴知县窃珠库出售，坐地分赃，停职审查。你等珍珠以市

价收买入库，既往不咎，从今日起回家循规蹈矩，安分守业，若再犯者，决不轻赦。”

此事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张岳离任之后，廉州的官员和百姓感念张岳，就在城

中建造了一幢巍峨壮观的张岳公生祠，并刻碑以记。碑文有诗曰：“廉州天下中郡，岳

公风声不磨。庙祠高深画壁，风烟维续物华。以前鼠窃成俗，今朝诗礼传家。五马南

来故迹，郡民医国丹砂。

话说珍珠，还应补叙一笔。张岳的夫人跟随他到廉州四年，却不知珍珠为何物。

张岳于是令人从府库中借出珍珠，让家人一观，随即入库。即便张岳清廉如此，朝中

某些不满张岳的人还是不相信张岳不取一珠。待张岳离任，船到洛阳码头时，当即派

人检查，发现有许多箱沉重之物。心中疑虑，开箱一看，众皆愕然，原来是一箱箱黑

色的石头。那些石头早年立在福建省惠安县城南门的张岳祠内，因形象似人，取名“立

人”，意为百年树人。现移放县政府大院内。

8．林富奏请罢采珠。

林富，字守仁，福建莆田人。明朝弘治年间进士。在南京大理寺评事任内时，因

忤逆阉官刘瑾而入狱。刘瑾伏诛后，林富被起用，后擢升两广都御史，剿寇有功。

嘉靖元年（1522 年），采珠、市舶、榷税、采矿、采办等专差太监遍布广东，扰害

地方。又值灾荒，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嘉靖八年（1529 年）五月，林富奉旨在广东采珠。他会同按察司和海防巡守等官

员，多方准备采珠船，征召珠民，并筹集银两。遵照旧例，从东莞、琼州、雷州、廉

州调集珠船 600 艘；又从广州、潮州、惠州、肇庆、琼州等府县抽调银两 19000 两。



诸事停当之后，八月，珠池全面开采。到十一月止，珠民因劳累、饥饿、致病而死的

有 300 余人，溺死的军壮民夫 280 余人，风浪打坏船只 76 艘，失踪船只 30 艘，得珠

仅 8080 两，而且都是嫩小的次珠。

在此之前，广东接连不断发生天灾人祸。如阳江大水、海丰大饥，饿殍枕藉，县

民造反。林富赈荒平乱，穷于应付。这一年，归善县饥荒急需赈济等。偏在此时大兴

采珠之役，实在是给地方雪上加霜。因此，在十二月，林富毅然向世宗上一本《乞罢

采珠疏》，剖陈不可采珠的三大理由：第一，采珠是“无益害有益”的蠢事；第二，得

不偿失，主要是用人命开玩笑，即“以人易珠而亦不可得”；第三，饥民待济，盗贼窃

发，采珠实际是趁“民愈穷而敛愈急”，无疑会导致社会进一步动乱，这样下去，“意

外之变，难保其必无”。奏折从理、势、时诸方面来权衡，得出的结论是，采珠是劳民

伤财、地方致乱的总祸根。这一结论合情合理，切中要害。

林富心里明白，只有朝廷撤回派驻地方的专差太监，才有可能把祸根拔除。于是

在嘉靖九年（1530 年）十月，他又上一本《乞罢看守珠池内官疏》，矛头直接指向那些

常驻合浦，倚势弄权，藐视官府，欺压百姓的采珠、市舶太监。林富在陈述中指出必

须把他们统统撤回的理由：珠池十余年开采一次，采珠太监平时无事可做，每年地方

供养经费不下千金，十年要万两，“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所得珠

几何”？这恐怕得不偿失。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珠池内官“倚势为奸，专权生事”，而

地方官府又无权干预处置，这是当地社会动乱的原因，所以要求内官离开，由海北兵

备道官接替他们的职责，更为妥善。

嘉靖十年（1531 年）六月，世宗被迫纳谏，停止采珠活动，同时撤回两广总镇太

监。但驻守各府的珠池和市舶太监仍然保留。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 年）五月，广东

巡按林有孚再次上疏，重申林富的意见，兵部尚书李承勋复议，大学士张孚敬极力支

持，世宗才同意把两广总镇太监和各府州县的市舶、采珠太监的设置革除，同时把派

驻的太监撤回。地方人民“一时称快”。应该说这是林富奏章的持续效应。

林富在两广都御史任上，对于采珠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守池太监的恃势跋扈，

敢于向荒淫奢侈、嗜财如命的世宗上本，为民请命，置个人得失于不顾，这没有一定

的胆略和献身精神是办不到的。

9．沈公名垂还珠岭。

沈纶，字仁和，明代正德年间任廉州知府。据《廉州府志》记载，沈纶在任期间

有“爱民如子”之美称，郡民建爱民亭以纪念他。

明代正德年间，廉州珠池都被太监封禁，珠民不能到珠池采珠。迫于生活，有些

珠民冒险到珠池盗采珍珠，被守池官兵捉去坐牢的不少。知府沈纶便为珠民说情，释



放坐牢珠民。相传，他在任三年，为官清正。去任之日，廉州府官绅和百姓送他至十

里长亭时，突然天昏地暗，大风突起，飞沙走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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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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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纶听了夫人的叙说，不由叹道：

“你这是坏了我的清廉啊！”言毕，从夫人手中接过珍珠，放在长亭旁边山岭下的荒草

里。霎时，雨止风收，天气晴朗。后人为了纪念沈纶，便将长亭旁边沈纶扔珠的小山

岭叫作“还珠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