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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回浦乡的具体位置，首先要了解宁波及鄞县
的历史沿革。
目前，宁波地区有史可证的早期城邑有 3 处，分别是
鄞、贸阝
、句章。
宋宝庆《四明志》记载，句章、鄞、贸阝最初为越国采邑，秦
时成为会稽郡属县。在汉代，这 3 处城邑均为县邑，属会稽
郡治下。而当时会稽郡的治所，
在今天的江苏扬州。
南朝·宋范晔在《后汉书》卷五八《臧洪传》中，有章怀太
子注的引文：
“十三州志云：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其后并吴，
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
《十三州志》为北魏
阚骃所作，但原书早在古代就已经失传。从《后汉书》记载
看，句章为越王句践时所建。
那么，
句章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云》卷一一四中说：
“ 句章故城，
在越州贸阝县西一百里。”
南宋罗濬在宝庆《四明志》卷一七则说：
“古句章县在今
县（指慈溪，当时县城为今江北慈城）南十五里，面江为邑，
城基尚存，故老相传曰城山，旁有城山渡，西去二十五里有
句余山。”明确指出汉晋句章故城在一个叫“城山渡”的附
近。
2009 年 6 月，经过 6 年多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宁波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明确了句章故城的具体位置，在今江北区慈
城街道王家坝村一带，即
“城山渡北”。
而“鄞”字，最早出现的文献典籍是大约春秋时期据传
为左丘明所著的史书《国语·越语上》，距今已有 2500 年的
历史，书中有“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
鄞，西至于姑蔑”的记载。句无即今绍兴诸暨，御儿为今嘉
兴一带，
姑蔑在今太湖一带。
关于鄞地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在今天的鄞南及奉化一
带。秦末汉初，鄞地的范围约为今鄞南及奉化、宁海、象山
三县全境和余姚南部的一部分。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联合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对奉化西坞白杜城山一带
展开了跨越 4 个年头、持续 2 年多的考古。根据考古发现，
结合史料记载，可以确认今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行政村山
厂自然村城山东南，为秦汉时期至隋代初年的古鄞县治所，
即鄞县故城之所在。
贸阝县，公元前 222 年秦时设置。秦汉时期，贸阝县辖境为
今鄞东、北仑区和舟山全境，县治就设在宝幢附近的贸阝山同
谷，即今五乡镇同岙村，
旧称贸阝廓。
而今镇海、江北、慈溪东部及鄞西的一部分（未有明确
县界），
古时都属于句章县治辖。
隋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并鄞、贸阝、余姚三县入句章
县，是为大句章，辖境集今宁波、舟山两地十数县之广，治所
设在句章故城“城山渡”
（一说小溪，即今鄞江，存疑），奉化
白杜的鄞县故城从此废弃，但鄞县之名并未消失。
唐武德四年（621），析句章县置鄞州；武德八年，又废鄞
州，更置贸阝县，是为大贸阝县。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升大贸阝县为明州，于原贸阝地置
奉化、慈溪、翁山（今舟山）与贸阝四县，明州州治仍为“城山
渡”
（一说小溪，即今鄞江，存疑）。
唐大历六年（771），贸阝县移治三江口，同年，废翁山县入
贸阝县。
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迁至三江口。州、县同城，
贸阝为附郭的历史由此开启。
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再改贸阝县为鄞县，从此，鄞
县之名沿用千余年，
一直到 2002 年撤县设区。

宁海回浦乡不是“鄞南回浦乡”
那么，包括晋《太康记》、
《宋书》等多类古籍及历代志书
中提到的“鄞南回浦乡”，这个令我们十分陌生的古地名究
竟在哪里呢？
据《词书》解释：回浦，是指弯曲水流岸边的陆地。一般
以其地河流弯曲回旋入海而得名。
秦汉建制中，县以下分若干乡，县是地方行政机构，乡
只是联结郡县和基层社会的纽带。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意思
是说：一般情况下，县的地盘有百里见方，如果人口稠密，就
缩小地盘，如果人口稀少，便扩大范围。乡、亭的情况也
如此。那时的浙东、浙南一带，不少地方还是蛮荒之地，人
口分布稀疏，
故县、乡的治域面积都极为广袤。
据 1988 年出版的《宁海县地名志》记载，宁海县设有回
浦乡，治冠庄，即著名画家潘天寿故里。据载，宁海回浦乡
在民国时亦为回浦乡。
《宁海文史》曾刊载一篇由当地文史研究者撰写的文
章，文中作者援引清康熙年间宁海县令崔秉镜《雁苍山志
序》中“不意承乏回浦”，又引民国初年叶桐封《宁海县歌》中
“一带文明回浦水”等文献，证明宁海是“汉古县回浦”。并
从晋《太康记》和《宋书》中引出“鄞南之回浦乡”这则史料，
以此证明“鄞南之回浦乡”系今宁海县冠庄，其确切地点在
冠庄都总庙，
即今宁海火车站一带。
宁海置县之前，其北部为鄞县辖地，而宁海也确有一个
叫回浦的乡，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的推论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宁海中学历史教师、对宁海地域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胡
克均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叶桐封所说的“回浦水”，
是明末万历年间宁海县令颜欲章主持开凿的颜公河，而不
是《赤城志》所载的
“东瓯回浦水”
。
为了寻找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走访了《冠庄潘氏宗谱》
的 相 关 撰 稿 人 ，确 认 宁 海 回 浦 乡 始 建 于 清 末 宣 统 元 年
（1909），一年后即废，民国初年又恢复，因回浦乡政府设在
冠庄，因此当地百姓称冠庄为回浦。可见，该回浦乡非古籍
所载的“鄞南回浦乡”。而冠庄都总庙，虽是一个纪念会稽
郡东部都尉的神庙，
却是一幢近代建筑物。
由此，胡克均结合相关资料认为，回浦在台州而不在宁
海。宁海置县始于西晋太康元年（280），析鄞县八百户、临
海二百户奠基始建。宁海南部的确是汉回浦故地，宁海也
的确继承了回浦文脉，称宁海是汉古县没有错，但不能以此
推论整个宁海是回浦县域，更不能证明冠庄是汉朝回浦县
治的所在地。
《浙江分县简志》一书记载：
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 85），
于东瓯地置回浦县，为会稽郡南（东）部都尉治。东汉建武
初改回浦为章安，
为会稽郡东部都尉治。
南宋嘉定《赤城志》，是现存最早的台州地方志，据该志
记载：回浦，在临海县东南一百十九里祥符寺前，按《后汉
书》：章安本名回浦，今即其地也。
《赤城志》又载：章安城在
临海县东南一百一十五里，本汉回浦县，属会稽郡，后汉光
武改为章安。
中国台州市政府网站介绍：台州，先秦时为瓯越地。秦
代，地属闽中郡。汉初，先后有东海、东越等王国封立。汉
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东越国除，徙民于江淮间，改其地
属会稽郡鄞县，
置回浦乡。
《临海县志》：
《禹贡》为扬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先属
越，后归楚，秦时属闽中郡，汉昭帝始元二年属会稽郡回浦
县，光武初改回浦为章安。三国吴太元二年（252）改章安为
临海……唐武德五年（622）改临海为台州。
《永嘉县志》：昭帝始元二年于东瓯回浦乡置回浦县，今
永嘉县境属回浦县。东汉光武初改回浦为章安。
《丽水县志》：西汉初属东瓯国，昭帝始元二年属会稽郡
回浦县，
东汉初改回浦为章安。
这些志书中提到的章安，位于今天台州市椒江区的章
安街道。章安原名回浦，后改名章安。汉初，它曾是一个地
广人稀的乡、县治所，这个乡就是“鄞南回浦乡”，后立县。
晋《太康记》载：
“章安县本鄞县南之回浦乡。”而在回浦设乡
之前，
其地为东瓯国属地。

东瓯北迁江淮，辖地设“鄞
县回浦乡”，
后一度设县
两千多年前，在南方的百越之地，有一个叫东瓯的小
国。根据晚清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和当代历史学家何光岳考
证，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市，从商代起就是瓯人繁衍生息之
地。瓯人原为夏族的一支，夏亡后，瓯人居地被商朝王室辟
为狩猎区，瓯人被迫南迁，其中一支进入今温、台、丽地区。
越亡后，浙江（钱塘江）以南的越国遗民逐渐向温、台、丽地
区渗透，
与瓯人融合为瓯越。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

今台州章安街道回浦村一角。 祝永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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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上 的“ 鄞 南 回 浦 乡 ”

宁波及鄞州的很多志书中，都提到过一个陌生的地名：
“鄞南回浦乡”
，在距今 2000 多年前的中
国汉代，它是古鄞县属下的一个乡，这个乡的管辖范围达到现在的 20 多个县市，这听起来像天方夜
谭，但它的确作为真实的历史存在过，即使后来从鄞县析出单独立县，它仍与宁波（鄞县）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在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
的历史上演绎了一段传奇故事。
这个回浦乡究竟在哪里？由于人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历来专家众说纷纭，
古籍记载也多语焉
不详，
历代地方志也未能完全澄清其设立的时间及治域，
以致这段历史始终掩映于历史的迷雾中。

古代历史上的“大鄞县”

史事

校对 马丽芬

■祝永良
“鄞南回浦乡”。而《后汉书》中冒出来的章安县又是《汉书》
上所没有的。梁人沈约在编纂《宋书》时，因对《太康记》关
于回浦乡的记载迷惘不解，最后加上“未知孰是”一语作为
存疑。唐《元和郡县志》称临海为“本秦之回浦乡”，这个
“秦”可能是“鄞”字之误。还有不少文献记载中混淆闽越地
与东越地的地名，
以致这段历史变得云山雾罩。

历史上章安与鄞地的联系
十分紧密

今句章故城一带。
（资料图片）

始建于西汉，
重建于清代的章安桥。祝永良 摄
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
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
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
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
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
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
瓯，
世俗号为东瓯王。
”
这段话的意思是：秦末，东瓯人与相邻的闽越人分别在
其首领摇和无诸的率领下，附从鄱阳令吴芮，跟随诸侯灭
秦。但因项羽不予封王，他们在楚汉之争中站到了刘邦一
边，为刘邦打败项羽立下了功勋。汉朝建立后，封无诸为闽
越王、摇为东瓯王。
公元前 138 年，也就是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发起了对
东瓯的进攻。
战争的起因是，发动“七国之乱”的元凶吴王刘濞兵败
后逃到了东瓯，但东瓯王已被朝廷重金收买，便将刘濞杀
死。刘濞的儿子逃到了闽越，为报杀父之仇，他经常怂恿闽
越王攻打东瓯。于是，
战争爆发。
东瓯一战即溃，国都城邑遭闽越围困，于是派人向汉廷
求救。
汉武帝召集大臣商量，太尉田蚡反对出兵，说越人相攻
是常事，
不必管。中大夫严助却力主汉武帝出兵。
汉武帝当然希望出兵，可调兵的虎符在太皇太后窦氏
手里。一番思索之后，他派严助拿着符节、诏书去会稽郡调
兵。当时，会稽郡的驻地在苏州，郡守不见虎符，坚决不肯
交出兵权，严助便杀了他手下的一个司马威慑他，郡守无
奈，
只好同意发兵。
闽越王听说朝廷大军浩浩荡荡从海上前来增援，自知
不敌，
便带着部众一溜烟跑了。
2005 年首播的历史电视剧《汉武大帝》形象地演绎了
这个故事。当汉武帝派遣的朝廷大军自会稽开拔，前往东
瓯时，屏幕下方的字幕显示：东瓯国就在今浙江台州温岭至
温州之间。
而这只是点出了东瓯国的一个中心区域，结合各地的
地方志，东瓯国的范围，除了今台州、温州及丽水，还应包括
当时与鄞县相接的今宁海、象山的南部地区。东瓯国的国
都，温州学者一致认为是在温州，温州人也自称瓯人。台州
学者则认为是在台州的温岭大溪。双方也都有考古实物佐

章安老街。

祝永良 摄

证。
严助虽然救下了东瓯，但东瓯与闽越已结下了梁子，由
于东瓯不敌闽越，因此请求归顺朝廷。汉武帝非常高兴，于
是将东瓯越族民众举国迁徙到江淮间，与汉民杂处。文献
《集解》记载：
“年表云，东瓯王广武望侯，率其众四万余人来
降，家庐江郡。”庐江，在今安徽省的中部、合肥市的南部。
东瓯越文化后来与江淮地区的楚文化融合，东瓯人的后裔
遍及今江淮两岸的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广大地区。
这是汉武帝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由于这一胜利，窦
氏觉得汉武帝已经长大，便将儿子汉景帝留给她的虎符还
给了孙子刘彻，
并表示从此不再干预朝政。
建元六年（前 135），闽越王郢又挑起了对南越的战争，
汉武帝派两路大军与闽越军激战，郢之弟余善发动政变，杀
死郢，
武帝罢兵封余善为东越王，
辖东瓯地。
元鼎六年（前 111），余善反汉，武帝遣四路大军水陆并
进征伐。元封元年（前 110），汉兵平定东越，余善被杀，军
队投降。汉武帝撤废东越。从此，越、闽两地不再有“王”。
《史记·东越列传》载：
“ 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
反覆，
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
东越国被消灭后，辖地被汉王朝归并到了会稽郡鄞县
治下，置回浦乡，其辖区即原东瓯国范围。这个乡涵盖整个
浙东南，相当于后世台、温、处 3 府，还有今福建东北的一部
分沿海地区，比一些成熟的县都要大上好几倍，之所以不设
县而设乡，是因为这里的巍巍群山，茂密森林，潮湿气候，对
北方人来说，是深不可测的“不可郡县”之地。淮南王刘安
曾在一份劝谏汉武帝不可出兵征讨闽越的上书中写道：
“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
理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
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
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
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县也……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
所绝，
车道不通，
天地所以隔外内也。”
汉武帝虽然没有理会这份奏疏，最终以武力征服了这
一地区，但他也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实施郡县制的构想，而是
将其纳入会稽郡鄞县代管，这说明他对“不可郡县”的说法
是认同的。他将越人北迁，以虚其地，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
的放弃。

章安桥下回浦水。

祝永良 摄

白杜鄞县故城考古。
（资料图片）

东汉初撤县设乡，57 年后
再度设县，改名章安
不过，汉廷将乡的治所设在回浦，说明回浦这个地点，
那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人气。
当时，这里有一条从溪口流出的回浦直通海湾，河口有
金鳌山和东山，成为挡风屏障，山外是一道金沙滩，河口内
侧还有一个泻湖群（后称章安湖），
是船只靠泊的好地方。
因为北迁江淮的大多是东瓯国的王族、官员、军人及都
城周边的百姓，所以没有迁往江淮地区的越人，就逐渐向适
宜居住、渔猎及耕作的回浦河口集聚，
形成聚落。
大约是在元封二年（前 109），朝廷为防止这些隐匿流
散于山泽的越人再度叛乱，将会稽郡东部都尉（一说南部都
尉）治所从鄞县迁往回浦。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记载：
会稽郡都尉分东西两部，东部都尉系元鼎五年（前 112）设
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四十九载，东部都尉初设于鄞。
《宋书·州郡志》记载东部都尉最早设于句章。西部都尉设
钱唐，即今杭州。在回浦设都尉治所，说明该地已被朝廷视
为军事要冲，也说明这一带适合屯军。这也是中国在沿海
部署军队戍守海防的开始。
25 年后，即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 85），汉廷一度将回
浦乡升格为回浦县。唐陆广微《吴地记》载：
“后遗人往往渐
岀，
始元二年，
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
”
东汉光武帝即位后，鉴于长期战乱造成全国人口锐减，
于建武六年（30）下诏大事并省郡县，与民休养生息，一口气
撤并了 400 多个县。在光武帝刘秀撤并的 400 多个县中，
回浦县也在撤并之列，其辖地再度恢复为“鄞南回浦乡”。
清朝钱大昕《廿四史考异》卷十四云：
“意者东汉初省回浦入
鄞县，
故有回浦乡之称。
”
至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经过 57 年的休养生息，战
争创伤再次得到医治，原回浦之地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已恢
复到了正常水准，于是又将“鄞南之回浦乡”升格为县，并以
帝号改名章安，以图吉祥，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唐朝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在对临海的记载中说：
“禹贡扬州
之域，春秋时为越地，秦并天下，置闽中郡，汉立南部都尉，
本秦之回浦乡，分立为县，扬雄《解嘲》云：东南一尉、西北一
侯是也。后汉改回浦为章安县。
”
清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卷三十五·汉会
稽三都尉分部录》中认为：
“晋《太康记》：章安县本鄞县南之
回浦乡，汉章帝立。今由象山，以至台州之临海一带，正值
鄞之南土，是前汉之回浦。而东汉改名为章安者，洪文惠公
（指南宋金石学家、诗人、词人洪适）谓：回浦在西汉已置县，
不应是时尚称曰乡。不知分合升降各有时。时盖省县入鄞
而为乡，章帝又置为县耳。”全祖望认为：西汉的回浦县，到
东汉光武帝时已经撤县为回浦乡，至东汉章帝时，复为章安
县。
清代学者杨守敬（1839—1915）在《晦明轩稿·
〈郡国
志〉东冶侯官考》一书中也指出：
“ 前汉本有回浦县，
《太康
记》所云‘回浦乡’者，以后汉初废为回浦乡也。后汉之章
安，
即前汉之回浦。
”
综上，今温州、台州、丽水的行政区域，都曾经历了东瓯
国—会稽郡鄞县回浦乡—会稽郡回浦县—会稽郡鄞县回浦
乡——会稽郡章安县。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分章安县
之东瓯乡置永宁县，是为温州建县之始；三国吴少帝太平二
年（257），分会稽郡东部置临海郡，隶扬州；隋开皇九年
（589）建处州，
即今丽水。
关于鄞南回浦乡的这段历史，直到今天，各地专家仍众
说纷纭，难下定论，主要原因是当时这一带太过荒僻，很难
进入史家视野，以致史书乏载且内容混乱。如作为正史的
《汉书》只有“鄞有镇亭、有鲒埼亭，东南有天门水（宁海大
溪）入海，有越天门山（在宁海与奉化间）”的记载，没有提到

章安与鄞地同属古越之地，古代越人善于操舟，
“ 水行
而山处，以船为本，以楫为马”，过着耕种和渔猎生活。从章
安东出，即为台州湾，经东海可至中国各沿海港口，向西可
由椒、灵、澄三江水系到达今黄岩、临海、天台、仙居等处。
在 2000 多年前的汉代，这里的陆路也已贯通南北，从鄞县
而往，经今三门海湾镇南（后世悬渚驿所在地）、临海二岭脚
（后世横溪驿所在地）以达章安城，然后越椒江，经葭沚、黄
岩，直通温州。到晋代时，又辟一条自二岭脚经小芝、康谷
而至临海与南始平（今天台县）的道路，
向西延伸。
章安港的兴起，先是以作为军事要港而闻名于世。汉
武帝两次从海上进军东越，又两次将东越人迁徙到江淮间，
其中一部分移民就靠海上运输，此举开通了章安与句章、苏
州之间的海上交通航道。
《汉书》云：
“北去辽宁，南及交趾，贡献转运，皆从东瓯、
东冶。
”
这里的东瓯、东冶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章安。
《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载：
“ 建初八年，代郑众为
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
艰阻，
沉溺相系。
”
自汉以后，章安始终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要冲，
许多军事征伐和民间起事，
均借港口之利进行。
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会稽曾旌率千余人起义。因
会稽郡东部都尉治南迁，起义军攻掠句章、鄞、贸阝，杀死三县
的县令。于是，汉廷命令浙东南沿海驻兵严守。同时，朝廷
将会稽郡东部都尉从章安迁回鄞县，不久又迁句章，后局势
稳定后复迁章安。
三国吴末帝凤凰三年（274），章安侯孙奋谋反，吴主孙
皓遣三郡总督何植率兵长驱临海，
平定叛乱。
东晋末年，孙恩率 20 万大军攻打章安，临海郡守司马
崇等弃城出逃。随后，孙恩转战于章安一带，并在此建造战
船，操练水军，修筑城堡，曾发展到拥有楼船千余艘，战士数
十万人，数度率部众浮海攻打浃口，即今宁波三江口。后兵
败，
退至台州湾，
与余部百余人投海自杀。
这说明在那个时候，章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海港和
造船基地。
近年来，不少专家经过研究后认为，佛教最早传入浙东
的路线，
极有可能就是从章安港经剡溪传往会稽的。
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之一的五祖章安大师灌顶就是章安
人，他的出家处和讲经灵迹所在地——隋摄静寺遗址，即在
今章安陈宅村，国清寺系他奉晋王杨广之命建造。黄岩院
桥（今台州路桥区）的广化寺始建于三国赤乌四年（240），距
今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是江南最早的寺院之一。地处杜
桥的东晋惠因寺也是江南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
可见自汉代至三国、晋及南北朝时期，章安港是全国知
名的大港，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贸易海港之一，造船业发达，
港埠兴旺，
人文荟萃，
是浙东南盛极一时的一方都会。
民国喻长霖编撰的《台州府志》，形象地描绘了古章安
港当年的盛况：
“章安，古城，在县东一百五十里，汉回浦县，
灵水汇其趾，海门峙其旁，东西列街市，浦叙会经商，潮头送
船舶，
入境榄千樯。
”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 ：
“ 三国吴大帝黄龙二年
（230），孙权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浮海求夷洲
（今台湾），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次远航就是经泊章安港后
出发的，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大陆与台湾之间
最早的一次大规模交往活动。
南宋建炎三年十二月，因为明州保卫战没能抵挡住金
兵的南侵步伐，宋高宗赵构从鄞东上船南渡，次年正月初二
晚泊台州湾章安金鳌山下，驻跸 17 天，题诗观灯。同一时
间，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也风尘仆仆从陆路赶到章安，目睹
江畔梅花，有感山河破碎、自身飘零，遂因花生情，写下一阕
《清平乐》词：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
泪。
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
难看梅花。
又感于自己在颠沛流离中追上了御舟，见到高宗皇帝，
心中流露出万分欣喜之情，
写下一首《渔家傲·记梦》：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
所。闻天语，
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
举。风休住，
蓬舟吹取三山去！
宋末，文天祥被派往元军军营谈判，遭扣留，脱险逃亡
途中，也曾前往章安凭吊励志，写下多首感怀诗。其中一首
系他所乘海船进入浙东沿海后，得知明州陷落，台州前途未
卜，
在船上写下的《入浙东》：
厄运一百日，
危机九十遭。
孤踪落虎口，
薄命付鸿毛。
漠漠长淮路，
茫茫巨海涛。
惊魂犹未定，
消息问金鳌。

唐时期，大运河开通，江南形成了庞大的水运网络，而明州
正是其重要的一环。同时，随着唐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
发展，明州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日趋发达，日本遣唐使纷纷
从明州登陆，
然后前往长安。
唐代后期，明州不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且
还是大唐与日本、新罗之间“东亚贸易”的四大枢纽港（明
州、登州、博多津、清海镇）之一。这一时期出现的“海上陶
瓷之路”，正是以明州为主要起始港，向东航行到日本、新
罗，向南至马来半岛，再向西至印度洋，并远达波斯湾、地中
海各国以及非洲各国。
到了宋代，明州与泉州、广州并称为“全国三大对外贸
易港”，而且还是全国造船业的重要基地，能够建造吨位“万
斛”
（载 重 量 约 240 吨）的 大 型 海 船 。 宋 徽 宗 宣 和 五 年
（1123），两艘“万斛神舟”从明州启航到达高丽，引起轰动，
高丽人
“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
。
宋元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中国的丝绸、陶
瓷、茶叶三大宗商品通过明州，源源不断地出口到高丽、日
本以及南洋、西洋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到达了非洲的埃及。
与此同时，香料、木材、珠宝等 100 多种外国商品也从明州
进口到中国。诸多考古发现都证明了明州作为东方贸易大
港的地位。
海上交通发达，人们所建的城邑治所，都是海港及内江
河埠所在。隋唐以前，东南沿海以海港论，自北至南有钱
唐、贸阝、回浦、永宁、冶，即今杭州、宁波、章安、温州、福州。
而章安港之所以走向衰落，在于隋唐以后，由于丘陵腹地的
开发，陆路渐渐畅通，内地人口增多，特别是在隋文帝平陈
之后，于开皇十一年（591）废临海郡，所属诸县并为临海一
县，属括州（治所为今天的丽水），从此，章安不再作为郡县
治所。到了唐代，原章安辖地已先后分出永宁（今温州）、始
丰（今天台）、临海、乐安（今仙居）、宁海数县，此时人口的中
心已转向临海，加上历史上重大自然灾害、战乱、海盗等的
影响，章安港的航运业衰退，海运闭塞，水利失修，出海水道
逐渐淤积，宋代以后，章安港已完全失去了作为港口所要求
的水文地理条件，失去了人口和土地，也失去了军事、经济
和政治重心的地位，章安这个曾经的一方都会，终于沦落为
今天的回浦村。

繁华落尽，古色古香的文
化内涵犹存
沧海桑田，历经 2000 多年的峥嵘岁月、尘世沧桑，章安
城和昔日烟波浩渺的章安泻湖群都已不复存在，回浦水也
在近现代的农田改造中基本理直，不见湾洄了。但让人欣
慰的是，屹立在依山傍水灵江岸边的古城章安，它那古色古
香的历史文化内涵犹存，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历史名胜、文物
古迹和人文景观遗址。
当它作为“鄞南回浦乡”时，它是汉帝国在东南沿海的
一处屏障，是历史上会稽郡 26 个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乡，
管辖过浙南灵江、瓯江两大流域的广袤之地，今台州、温州、
丽水三地市管辖的 20 余个县（市、区）皆由其派生而来。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阶段，它是“海上丝绸之路”
东线的发祥地之一，是一个重要的登陆口及出发地，是佛教
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
传入内地的起始地。
在跨越 2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它是浙东南山珍海
味、稻米鱼盐之乡，港口开阔，物产丰富，峰峦翠叠，景色壮
美。
它是台州古代历史文化的摇篮。先民勤于创业、勇于开
拓的聪明智慧和奋斗求实精神，
对于浙南沿海文化发展有着
突出贡献，
在我国越族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今天，在历史上与之相关联的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等
地，
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
……
当我们走进回浦村的章安老街，能感受到一种繁华落
尽后的淡泊，斑驳老墙凝重如墨，久未修葺的建筑已显衰
败，深宅大院多成残垣断壁。被磨得光滑锃亮的青石板路，
连接着街中心苍老的章安桥，蜿蜒伸向远方……这一切无
不昭示着岁月的痕迹，似在向我们讲述它的沧桑故事，诉说
它跨越 2000 多年的传奇。章安桥下的回浦水，依然在静静
地流淌。

章安港的地位最终被明州
港等取代
章安港的衰落，有着复杂的原因，与明州港的兴起也有
着一定的联系。
“明州”并不是宁波最早的名字，它的首次出现，是在唐
开元二十六年（738），其得名与浙东名山四明山有关。也正
是从唐代开始，
明州逐渐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商港。
在隋唐以前，位于浙东的明州地处偏僻，交通不畅。隋

寂静的章安老街。

祝永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