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南珠春秋

在祖国大陆的最南端有一片神奇的沃土，它东临广东、南望海南，西边则与

越南隔海接壤，珠江水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南流江及其支流在此相会，奔流入

海，由此也诞生了它的名字：合浦，意思是众水汇合的地方。

别看它偏居一隅，合浦的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已经

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内地满载丝绸的商船出长江达湘江再经

过灵渠到珠江，沿南流江一路南下，在这里驶向大海，驶向东南亚、西亚、欧洲，

驶向全世界。指南针、火药、瓷器和中医药，象牙、宝石、香料和植物种子，这

些承载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

合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郡。早在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就在此设郡了，此

后从东汉到宋代，从南北朝的梁代到近代的清朝，这里就一直成为了岭南重要的

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其管辖的范围甚至一度涵盖了如今的桂西南。

合浦人杰地灵，两千年的历史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去打造自己丰富而又独特的

地方经济和地方文化，中国南珠就产自于这个地方。

海水珍珠是大海的精灵。作为大海的慷慨馈赠，千百年来，它一直深受人们

的推崇与厚爱。人们把它当成纯洁、高贵、健康向上的象征。在林林总总的珠宝

世界中，它独具魅力，别有韵味。它以独特的风华和品格给人以无比的神秘感和

无穷的想象空间。

在璀璨的珠宝世界里，珍珠是显赫的王族，有王者风范。它有天然的雍容华

贵，也体现着清纯典雅。它有丰富的内涵，也有多彩的颜色。白色、奶白色、奶



黄色、粉红色、淡红色、古铜色、浅蓝色、黑色……天然之色，天造地合。珍珠

色泽美丽，不需加工就可以成为令人喜爱的饰品。

有人说：珍珠是大自然的造化，是巧夺天工的产物。此话一点也不夸张。科

学研究发现，珍珠源自于海水中的特殊贝类，在有异物比如泥沙等细小颗粒，入

侵到体内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分泌出生物活性物质，在珠贝体内天长日久

形成了珍珠。

按照珍珠贝生长的环境划分，珍珠可以分为淡水珠和海水珠两类，顾名思义，

淡水珠就是生活在内陆江河湖泊中的珠贝所产的珍珠，我国的江浙等地就是传统

的淡水珠产地海水珠则是产自大海的珍珠，在世界上，波斯湾、南太平洋等地都

是海水珍珠的重要产地。海水珠无论是在观赏和实用价值方面都远远高于淡水

珠。

白蝶贝 黑蝶贝 马氏贝

珍珠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并不是所有的贝类都能够在体内长出珍珠。据科学

的调查分析，在自然界成千上万种贝类中只有极少数具备这种本领，目前世界上

能够孕育珍珠的海水珍珠贝只有三类：马氏贝、黑蝶贝（黑珍珠）和白蝶贝。其

中最著名的要算马氏珍珠贝。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能够生长珍珠的这些贝类中，

通常在自然的条件下，能够长出外型、大小都符合人们要求的珍珠的比率只有万

分之一。即便是现代化养殖条件下所生产的珍珠，其成品率也是非常低的。由此

可见珍珠的珍贵。

商朝的《海史·后记》就有禹帝定“南海鱼革玑珠大贝”为贡品的记载。这

说明中国至少在 6000 年前已开始采珠。

从东周开始，我国就有将珍珠作为装饰物的记载，《格致·镜原·妆台记》



以及楚国时代屈原的《离骚》等典籍里都有记载。

秦汉以来，珍珠首饰的使用已经日渐普遍，帝王、皇妃、达官、巨贾无不以

珍珠装饰为荣，以占有珍珠为富。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明代两顶凤冠上竟有珍珠

5000 多粒!

开发和利用珍珠，西方人虽然比中国人迟了一些时日，但也不算太晚。据考

证，古埃及贵族约在公元前 200 年开始使用珍珠首饰品，而欧洲人则在公元 300

年才开始使用珍珠。在西方，从古罗马时代起，珍珠已成了皇室的专用品，英女

王伊丽莎白一世就是很著名的珍珠爱好者。

当然，珍珠的珍贵决不仅仅体现在它华丽的外表上，它同时还具有十分重要

的药用价值。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检测表明，珍珠内含有壳角硬蛋白、碳酸钙、

锌、碘、锗等多种微量元素。因此，古代中医就认为珍珠具有“安神镇定，明目

靓肌肤，清肝除翳，生肌解毒”的功效。

白龙珍珠城的传说

白龙珍珠城，历史上不怎么出名，知道的人也不多。但说到“珠还合浦”，

知道的人就多了。《后汉书·孟尝传》记载：“孟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

出珍珠……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徙于交趾郡界。于是

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便利，曾未逾岁，

去珠复还。”这就是《珠还合浦》的故事，收录在《中国成语大辞典里》。

白龙这个地方，既没有名山，也没有秀水。但这里有珍珠，有闻名于世的合

浦珍珠，也就是南珠。

白龙珍珠城遗址



建于明朝初年的白龙珍珠城，它的城名是当地父老起的。明朝洪武皇帝派遣

钦差前来选址建城时，驻扎在一个珠池附近的古城村。钦差坐的大白马，总是喜

欢来到珠池旁边的一块草坪上吃草，这位钦差认定白马吃草的地方必是福地，于

是决定在这里建城。

据历史记载，白龙珍珠城建于明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原城为长方形，

南北长 320 米，东西 233 米，周长 1170 米，分东、南、西三个城门，城基有 6

米之厚，城墙内外两侧，均以条石为脚，以砖为墙，中心以一层黄土夹一层珍珠

贝壳夯打构筑而成。城门之上，还有城楼，以监视海上及城内动静。城里有采珠

太监公馆、珠场司巡检及盐场大使衙门，设专官、内监、并驻水师镇守，监管生

产。

据《明史》记载，明代几次采珠，都收进数万两珍珠。其中弘治十二年采珠

达二万八千两。统治者逼珠民采珠，往往是用缆绳缚住身体，坠以石头，沉下海

底，捞贝作业。《庶物类廉州志》记载：“合浦县中，有杨梅青婴之池，疍人每以

长绳系腰，携篮入水，拾蚌入篮即振绳令舟人取之。”因水深不能浮起，或采贝

人被鲨鱼攻击，或不能及时浮出水面而溺死的，不计其数。仅嘉靖八年（公元 1529

年）的一次采珠，就死去 600 多人。

采珠图

在茫茫大海上，珠民乘一个竹筏，在汹涌的波涛上漂流翻卷，上下沉浮。他



们腰间系一条长绳，身后背一个竹篓，一个接一个翻身入海。在海上是生还是死，

完全是听天由命了……。珍珠光彩夺目，价值连城，但是，在古代，它是用生命

换来的！

珍珠城下，所埋葬的不仅仅是累累残贝，更有千千万万珠民的冤魂和血泪。

在白龙珍珠城，曾经留下两块石碑，一块是黄公爷去思碑，一块是李爷德政

碑。据考证，这个“黄爷”是镇守广东涠洲游击将军黄钟，他镇守地方有功，立

碑以记。而这“李爷”，即为采珠太监李敬，是个货真价实的阉臣。李敬作恶一

方，劣迹斑斑。《合浦县志·事记》（民国本）记载：“神宗万历二十六年，遣御

马太监李敬开采珠池，其法官六民四，官之六进上，民之四为船户采取工食，而

李私下派不与焉，民不堪其苦……”还说李敬到廉州后“天霁而雨，时谓天泣。”

此人天怒人怨，按理说不该为他树功德碑，要树就树秦桧那样的耻辱碑。明朝 200

多年历史上，派来这里坐镇的太监又何止李敬一个呢?这些与草木同朽的“皇爪

牙”，实在不值得人们去缅怀。

明朝的白龙城在清康熙初年的“迁界”战乱浩劫中，已经废弃，无人居住长

达 30多年。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48 年）二月，亲自到白龙城考察的清朝工部

尚书、粤闽“复界”钦差大臣杜臻与广东巡抚吴兴祚等人，看到白龙城内民房破

败，几近荒芜，当年的巡检司、太监公馆等衙门已成废墟，城墙早已崩塌了。钦

差大臣一行人只好在城外搭帐篷居住。半夜，老虎突然光顾，叼走了他们带来的

一头小猪。于是，这位钦差大臣在白龙城旧址上重新大兴土木．恢复原来的城建

规模。自此以后，珠民陆续回到白龙城，城内居民日渐增多，直到民国初年，这

座城墙仍然完好，成为一个大圩场。有居民 300 多人，其中有 200 多人靠采珠为

业。抗日战争时期，因“坚壁清野”和方便居民防空疏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下

令拆毁北面、东面、西面的三面城墙，只有南面的城门和一段残缺城墙尚存。现

在，成为现代人瞻仰白龙古城的地方。



1962 年夏天，著名作家、戏剧家田汉先生来白龙城访问时，留下了“南来初

看还珠记，当日珠民重可悲。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炊。方城有址堆残

贝，古寺无踪剩断龟。访古喜逢歌剧队，布帷系幕白龙湄。”的诗句。诗人吟诗

怀古，感叹万千。白龙城最后剩下的南门和一段城墙，在 1959 年“大跃进”时

才彻底夷平。田汉先生当时只能看到南门左右数 10 米长、高 1 米的城基夯实之

黄土；以及各高 1.8 米，宽 0.6 米的《李爷德政碑》和《黄公去思碑》两块碑石，

还有一个断头石龟驮着的《宁海寺碑》。这一切都淹没在荒芜败草之中。

城东原城基之上，有棵古榕，原是城墙上的附生物，仍有城砖二块被盘根错

节的榕根缠住不放，树身一边剖面如削，是城墙“模板”留下的痕迹，它向人们

宣告，它是与古城同兴废的沧桑见证者。

1958 年，永安城居民在城东半公里处无意发掘出古墓一座，陪葬物有陶坐垫

二个，枕头一副，古剑一柄：还有一些锈蚀斑斑的铁器。

1964 年，在原址进行挖掘，在三米深处发现有圆拱如桶的墓室，有木鼓铜锣

置其内。墓室之下敲击有音，下面可能还有空室，为保护文物，没有再往下挖而

封土。当地父老说是万历七年病死在干户所衙门的采珠太监张公墓。另一说是洪

武年间的采珠太监墓，均无从稽考。

1988 年，合浦县为保护古迹文物，在原址修建一座堂阁，把石龟、断碑等从

荒芜的蔓草中收拢起来，集中放在亭阁内。并将田汉手书的诗刻碑立在壁上，供

人凭吊。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追思吧!

南珠史话

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珍珠和利用珍珠最早的国家。据《尚书·禹贡》记载：“珠

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嫔珠暨鱼”。嫔，即蚌之别名，嫔出

珠遂以珠名。由此可见，战国时期已经用淡水河蚌生产的珍珠作为贡品。

楚国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也描述了当时我国妇女使用珍珠作装饰品的情



况。那时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

我国采集海水珍珠的历史十分悠久，商朝的《海史·后记》就有禹帝定“南

海鱼革玑珠大贝”为贡品的记载。这说明中国至少在 6000 年前已开始采珠。

在 3000 年前的《诗经》、《山海经》、《尔雅》、《管子》、《周易》等古书中均

有我国开发天然珍珠的历史记载。在《格致镜原·妆台记》中记载了周文王用珠

花装饰发髻的史实。这说明我国使用珍珠做首饰始于东周。自秦汉以后，珍珠饰

品日渐普遍。

从秦始皇开始，朝廷就接受合浦地方官吏进贡的珍珠。到东汉，桂阳太守文

砻向汉顺帝“献珠求媚”。西汉时期，王室、官吏广泛使用珍珠，衣、住、行都

以珍珠为饰，作为尊贵的象征。汉高祖为了追逐一颗珍珠，竟置法度于不顾，不

择手段巧取豪夺。在朝野形成你争我夺的现象。珍珠代表着封建社会地位、权利、

金钱和身份，平民以获得珍珠为幸福、平安、吉祥。因此当时有“富者以多珠为

荣，贫者以无珠为耻”之说。

从晋代起，朝廷坚持有计划地采集珍珠。因此，晋代珍珠生产到达了高峰时

期。晋代有名的大富豪石崇任交趾采访使时，在广西博白县遇见绝色美人绿珠。

绿珠的天姿国色倾倒了石崇。石崇不惜代价，用三斛珍珠买绿珠为妾。石崇用珠



买美，一时广为流传，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在晋代 60 年中，合浦沿海地区珍珠

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珠贝得到繁衍生息。

到唐代，唐高宗下令停止向朝廷进贡珍珠，下令禁止采珠，当时珍珠价值相

当昂贵。据说唐明皇为了取悦、讨好杨贵妃，不惜用珍珠嵌满了后宫的帏帐、屏

风。因此白居易的《长恨歌》有“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的感叹。

杨贵妃酷爱珍珠，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收藏有明

代凤冠两项，共有珍珠 5000 多粒。就是仿效杨贵妃的凤冠制作的。到了唐代鼎

盛时期，朝廷认为国泰民安，一片歌舞升平，合浦南珠，乃是国家之宝，无须封

禁。于是派大臣到合浦坐镇收珠。从那时起，合浦珍珠贸易日渐兴旺，成为岭南

五大珍珠市场之首。

明十三陵出土凤冠

宋朝，宋太祖诏令合浦置媚川郡，南珠正式成为向朝廷进贡的贵重物品，定

期向朝廷进贡。当时的岭南小皇帝刘铱，为了讨好宋太祖，特地用合浦南珠制成

马鞍带，进献太祖，宋太祖非常喜爱，曰：“铱能以技工巧，移于治国，岂能灭

亡哉”。并对刘铱委以重任。宋朝 190 多年中，合浦珍珠遭到过量捕捞，沿海一

带珠贝资源枯竭，官兵迫使珠民到与越南交趾交接处深水中采珠，大批珠民葬身

鱼腹，人民怨声四起。

元代，朝廷加强对合浦珍珠控制，设立专业机构掠夺珍珠进贡朝廷。公元 1317

年，设立合浦廉州采珠都提司。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采珠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明洪武 29 年开始采珠，明永

乐年间，又停采珠，但翌年又下诏采珠。明天顺 3 年（1459 年），皇帝听从太监

福安之请，下旨采珠。命中官监守珠池，又因安南商人与钦廉商贾勾结盗珠，下

令不得与安南打交道。成化年初，由内官太监管珠池，初采时 14500 余两，得大

者 56 颗，计 1 斤重，值白金 5000 两。明弘治 12 年，朝廷下诏采珠，岁末得老

珠 28000 两。这一年可以说是古代采珠达到最高峰的一年。明正德 9 年（1514

年）下诏采珠。从 9 年至 13 年采珠，历时 4 年左右，珠民连年下海，少有空闲。

由于采珠过量，收成渐少。到嘉靖 5 年再下诏采珠时，因珠小而嫩，所得甚少。

是年冬合浦大雨雪，池水结冰，树木皆折断，珠民多冻死，而珠民仍被迫下海采

珠，昼夜未停。次年廉州饥荒，民多饿死，然而第二年秋天，朝廷仍继续下旨强

迫珠民采珠。这次采珠因所得无几而罢。时隔 9年，22 年又复下诏采珠。当时巡

抚都御史林富以《乞罢采珠疏》上书朝廷，写道：“嘉靖 5 年采珠之役，死者万

计，而得珠仅 80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珠，亦不可得”。

整个明朝年间，是历代采珠最多最滥的朝代，过度的开采，使得南珠的天然

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

清朝年间，康熙、乾隆两帝多次诏令采珠进献朝廷，但由于宋、元、明三朝

近 800 年的过度捕捞，严重破坏了珍珠资源，北部湾海里已无珠可采。自乾隆以

后，朝廷再没有在合浦设官采珠，进贡也不存在了。

自清末、民国到解放初期，合浦珍珠生产日渐萧条，在北部湾海面上几乎停

止了珍珠捕捞。

合浦珍珠经历了 2000 多年辉煌的发展历史，渐渐销声匿迹了，南珠生产逐

渐走向沉寂，走向低谷。

血泪南珠

提起珍珠，人们想到的当然是雍容华贵，光彩照人等美丽的词汇，可是对生



活在珍珠故乡的老百姓来说，珍珠却总是与凄苦相伴。北海合浦的冬天虽然温度

没有达到零度以下，但却经常伴随着凛冽的北风，这样的天气，珠民仍然要冒着

凛冽的寒风下海采珠。

在古代，采珠的方法极为简单，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为了采捕珍珠，珠民

唯一的办法，只有潜到海底。据杨震的《南州异物志》记载“合浦民善游采珠，

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为了谋生，练就手高超的潜水技术是当地人一个必备

的本领。即便如此，采珠还是要冒着很高的生命危险。特别是那些监采人为了让

珠民潜入海里的时间延长，竟想出灭绝人性的办法，让采珠人用长绳缚腰，然后

带着竹篮深潜海底，拾取珠蚌。有的监采人甚至强迫采珠人腰绑石头，潜入海底

采珠！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的采珠人在海底，一口气闷得死去活来，常常在寒冬的

海水里冻伤、冻死。

更大的风险还是来自鲨鱼和其他凶猛的水生物的袭击，船上等待采珠人浮上

海面，往往等到的只是一股股从海底涌上来的鲜血，绳子拉上来的仅剩下残肢断

臂。

自明朝开始，皇帝命太监到合浦等地长期坐镇监守珠池，强迫珠民卖命采珠。

这些太监由于有皇命在身，有恃无恐，无恶不作，鱼肉百姓。明火执仗掠夺珍珠

自不必说了，太监的爪牙们更是狗仗人势，借珍珠之名，行奸盗之实。无故纳银

征税，打着太监旗号欺男霸女，强占民宅良田，百姓受尽其苦。

有压迫就有反抗，数千年来，在合浦这块土地上，几乎所有的战争、流血事

件、纠纷等，都与南珠有关。造反、起义者几乎都是珠民。

可以说，珠民捕珠的历史其实就是和朝廷、达官贵人抗争的历史。而且珠民

造反的活动地区超过了合浦范围，他们常常广泛联系附近州县及广东的劳苦百

姓。活动往往不仅仅是抗珠霸的活动，而演变成为抗击社会制度的行动了。有记

载，有影响的珠民们抗争活动不下数十次之多！



在公元 1572 年，苏观升、周才雄聚众造反，强行占领珠池。一时间，官兵

束手无策。朝廷派来了官兵百户张伟、千户田治等人。张伟、田治等人精通剑术，

造反的珠民抵挡不住，不少人死于他们剑下。

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南珠有过辉煌闪耀的历史，同时也是斑斑的血泪

史。

合浦—南珠的故乡

按产地区分，珍珠可以分为东珠、西珠、南珠。东珠是指原产于日本的海水

珍珠，西珠是指原产于欧洲的海水珍珠，而南珠则是产于中国北部湾海域的珍珠。

不同地区所产珍珠的品质孰优孰劣古人早有定论，明朝的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

语》里是这样评价的：“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同时书中又提到：“南

珠亦有等级之分，然皆美于洋珠。”正是这一评价使得南珠身价陡增百倍。

合浦出产珍珠的历史，源源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21—206 年的秦

代，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这里就有采珠活动。在随后的历朝历代都

有相关的记载，比如在《后汉书·孟尝传》，《晋书·陶璜传》、《旧唐书》以及《明

史》等都有采珠的记载。

合浦之所以盛产“南珠”，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里处于北

部湾海域，风浪较小，海水水质好且咸度适中，温度适宜，为马氏珍珠贝提供了

最理想的生长环境，因此，历史上这里珍珠的产量是其他海域的 20—30 倍。

南珠不仅产量大，而且品质也较高，具有凝重结实、浑圆剔透、晶莹光润、

色泽经久不变的特点，因此，南珠历代都被誉为“国宝”，并且从汉朝就开始成

为贡品了。

人们常用“黄金有价，珍珠无价”来形容南珠的珍贵，其实珍珠的价值像黄

金一样，也可以依照一定的标准来判定。我国自古以来，对珍珠品级就有明确的

区分。比如《南越志》、《天工开物》、《广东新语》、《艺文类聚》等典籍都有着关



于珍珠分类评级的标准，其中在《南越志》里，把珍珠分为九品之多，可见古人

对于珍珠的研究是非常透彻的。

为满足对珍珠的需求，早在汉代，在合浦采珠的珠民就已经达到数干人之多。

公元 218 年，晋武帝诏令派兵守合浦的廉州珠池，规定庶民不得入海采珠。晋汉

以后的历代官府，对合浦珍珠的“兴趣”比晋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得到合浦

珍珠，他们都把合浦珠池列为重点管辖之地。明嘉靖年间更是在合浦县白龙村建

立珍珠城，专门从事珍珠管理，并且派专人驻守。目前，故宫博物院里陈列的珍

珠，大部分都是产自合浦的南珠。

南珠还和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在合浦，在上千年珍珠的采收和交易过程中，

南珠逐步溶入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并形成了独特的南珠文化。从后汉时期的

“珠还合浦”，到西晋的“割股藏珠”、《还珠赋》、白龙城系列传说、“鱼公主滴

泪成珠”。以“南珠”为主题的故事传说、杂记和史记比比皆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合浦划归北海市管辖，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南珠

已经发展成当地的特色产业之一，并在人们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海市以珠城

著称，南珠已经成为北海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国家质检总局组织众多专家评审，正式认定北海合浦为中国南珠原产地，批

准自 2004 年 10 月 29 日起，对合浦南珠正式实施原产地域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