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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达士巷。

达士巷古道钟芳井。

改造中的靖南街。

海口府城老街仁和坊，90岁的王庭槐老人悠闲走过。

府城草芽巷窄小的古道。

府城地势北高南低，明清两代，依地势而建，逐渐形成了以
府前街、镇台前街、北帝街为主线，仁和巷、草芽巷、关帝巷等街
巷纵横交错的“七井八巷十三街”格局，一条条街巷，一口口古
井，承载了古城的昔日繁华，如今再步入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街
巷，一路走去，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府城十三街通常来讲是指东门
街、府前街、南门街、靖南街、尚书街、
北帝街、镇台前街、县前街和县后街、
丁字街、学前街、马鞍街、北胜街这十
三条主街，也有说法认为绣衣坊（北门
街）应列入其中。

这些街道绝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
明代，那也是海南历史上人文最为鼎
盛的时期，但十三街的宽窄不一，部分
街道比较窄和短，更接近巷，但总的来
说，十三街作为交通要道仍勾勒出了
古代府城的主骨架。

我们假设自己是一个明代的海南
乡下农民，某天终于有机会能到当时
琼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府城一游，
在我们步入明代府城东城门朝阳门
后，首先踏上的就是十三街之一的东
门街，这条总长350米、宽6米的咽喉
要道早期还是泥沙路，两旁少有住户，
后来街两边人口增多，慢慢形成了集
市，故称为东门里，初入府城，想必就
会惊叹于街市的繁华。

再往西行，就来到了府前街，这里
是琼州府衙、府学宫所在地，也是整个
府城的核心所在，府衙门前大街也就
被称为府前街；如果这位农民活到了
清朝，他会发现治所没啥变化，只不过
府衙已改为道台衙，府前街也改称道
前大街；但到了1926年府城扩建古道
时，此街已被正式命名为文庄路，以纪
念琼山著名先贤丘濬（谥号文庄），现
仍是府城地区主街道之一。

沿着府前街溜达着往西走没几
步，大街南边有一条2.5米宽的南门
街，这是通往城南靖南门的主要街道，
因为该街从鼓楼石拱门下通过，因此
又被称为鼓楼街；步行到南门附近，我
们会发现这里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明
代古街，因靠近靖南门而取名靖南街，
南门街和靖南街环境比较清幽，多为
民居、少有店铺，平时行人稀少，但鼓
楼却是当时文人墨客登高望远、以文
会友的文化中心所在，今日从街上过，
还偶尔可瞥见艳阳下一位身穿校服的
少女正倚在鼓楼上读书，可见此风数
百年后犹存。

我们可以经由尚书街从靖南街再
回到府前街上，明万历年间，琼州地方官
员在府署前卫定安人南京礼部尚书王弘
诲立“学士尚书坊”，街道因此得名。清
代海南唯一的探花定安人张岳崧题匾额
的“黄忠义公祠”和邢氏族人创建的“邢
知军书舍”等古建筑也都在尚书街旁。

沿着府前街再往西走就来到了南
北走向的北帝街上，因为街北有座北帝
庙，即真武庙，此庙原建城中，后才移到

城北谯楼上。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
先生该街道改名中山路并进行扩建，至
今仍是贯通府城南北商贸繁荣的主干
道，或许也正因此，北帝街上的古迹今
日都已难觅踪迹。

穿过北帝街往西走，就来到镇台
前街，这是因为清代的镇台署坐落于
此，故有此称，至于明时的街名已难考
证，同样是在1926年为纪念海瑞，取
其谥号改此街名为忠介路。这里是府
城古今的商业集市，人流集中，居民点
密布的主干道，但幸运的是由于道路没
有多大改变，尚存有明代古城墙、郑氏
宗祠、三城会馆等古迹以及清代石木结
构和近代南洋骑楼式建筑，古风犹存，
也是府城历史街区的主要地段。

琼山县旧县衙则座落于城西南，
自明代起就在衙前和衙后分别形成了
县前街和县后街两条街道，这里是当
年府县官员和民众到万寿宫庆祝皇帝
诞辰的必经之路，至今街道两旁还保
存不少低矮的清末民初建筑。

十三街中的学前街和丁字街如今
已从府城地图上消失了，前者在鼓楼
前不远处的靖南门之东沿城墙走势，
因位于县学宫前而得名，又称“青云
路”，如今已完全被现代民居所取代；
后者是连接府前街、北帝街、镇台前街
的一个丁字形路段，著名的“搜书院”
故事就发生在丁字街旁的琼台书院奎
星楼，如今此街也已被中山路取代。

沿着镇台前街往西走到了西门附
近十字路口，是两条出入城的必经之
道，向南是马鞍街，向北则是北胜街。
马鞍街早在明代已开始形成石板路，
相传琼州府衙内的大量马匹都经由此
道牵往城南郊外饮水洗喂，久而久之，
这里发展成为出售马鞍等各种马具的
商品街，故此得名，其北段美称金鞍
街，南段称银鞍街，洗马的地方则叫洗
马桥路。

北胜街是一条通往海口所城和琼
州海峡的要道。明时倭寇猖獗，守城官
兵多次在此地打击来犯的倭寇海盗并取
得胜利，又因其地处府城之北，故此得名
北胜街，琼台驿也建在北胜街旁，是传递
公文、官员南来北往的必经古道。

联接马鞍和北胜街的是绣衣坊，
也叫北门街，很多府城老人都认为，绣
衣坊比起已经消失的学前街和丁字
街，更应被列入十三街之中。关于绣
衣坊的来历，相传明清时期，出入此地
的多为文人墨客，他们多穿绸缎刺绣
衣裳，当朝皇帝听闻海外还有这样人
文荟萃之地，龙颜大悦，便钦赐了“绣
衣坊”牌坊。

直为街，曲为巷；大者为街，小者
为巷。巷，北方人称之为胡同，即连
接大街之间的小路，府城的八巷，指
蛋巷、打铁巷、仁和巷、少史巷、草芽
巷、达士巷、关帝巷和双龙巷这八条
小街巷，多为居民点，论宽度虽不过
2米—4米，但因为八巷多有名人故
居，各种逸闻趣事流传甚广，府城八
巷也成了仿古探幽的好去处。

蛋巷是府城最短最窄的巷，只有
75米长，最狭处仅1.1米宽，清代形成，
因其两边巷口小中间大，似蛋形而得
名。但由于后来有居民在中间宽阔处
加盖了房子，蛋巷如今已名不副实，甚
是可惜。

打铁巷南低北高，是府城坡度最
大的巷，传说清朝时该巷有几家铁器
作坊，也有说是铸打金银首饰的，由
于生意兴隆，每日从早到晚，不断传
出敲打金属的声音，其声如同打铁，
打铁巷也因此得名。如今打铁声早
已不闻，唯有长满青苔的老屋、发亮
的青石板路和耄耋之年的老人仿佛
还记得旧日此地的繁华。

仁和巷又称仁和坊，原称夏宅

巷，因为此巷在明朝出了一位正三品
南京太常寺卿夏升而得名，现名寓意

“仁爱和气”，“曲为巷”这三个字对仁
和巷来说真可谓名副其实，它长虽只
有380米，却转了四道弯。

住在仁和坊30号的九旬老人王
庭槐刚刚买菜回来，一手拎着菜，一
手提着鸟笼，沿着仁和巷弯弯曲曲的
石板路往回走，他身后长长的沿街墙
面上，画的是数十位琼山古代先贤，
为首的正是被称为“一里三贤”的邱
濬、海瑞和许子伟，老人在画中走，历
史也随着他脚步一页页翻过。

或许因为仁和巷过于曲折，难以
改造，这条老街巷在未来“琼台复兴
计划”的总规道路中恐将取消，老人
提着鸟笼慢慢踱步的背影大概是仁
和巷留给我们最后的美好记忆画面。

八巷中的少史巷亦称夏宅巷，相
传清乾隆时有一夏姓大户人家在此
居住，后来夏家搬走了，又来了一户，
据说其祖先担任过少史官职，巷就改
称少史巷了，但在海南方言里，“少
史”二字读音与“臭屎”发音相同，为
什么当地人会用这样一个发音的词

称呼此街巷，是否有暗讽的意味在内
就不得而知了。

草芽巷依西城墙而建，至今仍有
明石城墙遗迹，由于此处原长满青
草，兵丁割草喂马后，又很快长出嫩
嫩的草芽，故名草芽巷。草芽巷可谓
八巷中最有传奇色彩的街巷，这与琼
州名士吴典一族息息相关。

传说吴典祖父吴福未发迹时就
曾在草芽巷附近野草丛生的破寺里
安家，除做豆腐谋生外，还割草卖给
官衙，并因此在荒地中挖到大批金银
财宝，遂成为富甲全城的大户；而他
的孙子吴典中进士，入翰林，担任国
史馆、三通馆编修，四库全书副总裁
和武英殿分校官，参与国史编纂，是
清代海南入翰林的第一人，后丁父忧
辞官回乡，出任琼台书院主讲，致力
教育和公益事业，颇得美名，因吴氏
一族定居于草芽巷，此地也从人烟稀
少的荒地成为热闹的街巷。

达士巷位于小西门内南隅，长
410米，是全城最长的巷，也是唯一
一条保留完好有百年历史的青石板
路，属原琼山市文物保护单位。明清

时期，有不少达官显贵、名贤绅士在
此定居，故名达士巷，明代被誉为“岭
海巨儒”钟芳的旧居遗址、清末民初
琼岛文化传承者王国宪故居等都坐
落于此；达士巷东的古庙群落，以三
圣庙、马皇庙、康皇庙为代表，历经百
年仍香火不衰。

但香火最旺盛的恐怕还是关帝
巷，这条巷因其北端抱珥山上的关帝
庙得名。抱珥山是府城的制高点，明
弘治初，关羽庙迁建于此，后环山筑
台，称琼台，并在琼台前面立琼台福地
坊。关羽在民间信仰里既是忠义化
身又是保护神，更是财神，因此香火旺
盛，朝拜者不绝于途，这条必经之路也
就被称为关帝巷了。

双龙巷位于鼓楼街之东，西端与
靖南街相对，清代前此巷有科举考
场、姓氏宗祠以及文房四宝店铺等，
是文运昌盛之地，不少读书人都在此
地发龙运、跳龙门，于是取了“双龙
巷”这样吉祥的名字，但世事沧桑，彩
云易散，如今双龙巷和它曾经的繁华
古迹都已消失在历史深处。

府城“七井八巷十三街”中，八巷
和十三街都比较明确，但“七井”究竟
是哪七井却众说纷纭，有的说“七”并
非实数，府城大大小小的井就有上百
口之多，甚至对于“井”这个词是否指
水井也颇有争议。

曾著有《府城春秋》一书的黄培
平老先生就认为，因七井是与街巷这
样的交通网络并提，故这里所说的井，
不是指人们开凿取水饮用的井，而是
纵横交错，组成井字形的交通网络，也
是古时做买卖所称的“市井”，造就了
道路畅通、市井繁荣的城镇格局，也就
是说上述八巷十三街，以南北向为纵，
东西向为横，构成了府城的七大井块，
并一一列举了各井块。

但也有一些观点坚持认为“七
井”是确指有特色的七口大井。其实
即使是作为古代城邑中集中买卖货
物场所的市井也离不开水井，在颜师
古为《汉书·货殖传序》作注中就提

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处；井，
共汲之所，故总而言之也。”孔颖达为
《诗经》作疏也指出：“俗说：市井，谓
至市者当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洁，及自
严饰，乃到市也。”

明正德《琼台志》中，在“山川”两
卷中，就附有“岩峒井泉”，详细介绍
了当时琼岛上各县著名的井泉，其中
府城内就有双井、莲塘井、玉液井、西
城大井、南城脚井、北城井、水关井、
武秀井等八口井，七井是否就在其中

不得而知。
位于仁和巷的丹霞井深 10余

米，为府城诸井之冠，日积月累，打水
的绳索在石雕的井圈上，密密麻麻地
磨出了81道绳痕，据说最深的一条
达8厘米。传闻府城是一块风水宝
地，如龙脊龟背俯卧在琼北，而丹霞
井正处于府城的中央，古道台、镇台、
琼台等“三台”的核心，吸天地之灵
气，故此井也被称为长寿井，喝了井
水能福寿禄三全。

达士巷有一口井叫钟芳井，也叫
达士巷大井，旁边有一石碑，上面写
着：康惠泉龙神。右边小字写着：光
绪十八年岁次壬辰仲春月谷旦。由
此推测，这口井最迟在1892年便已
开始使用，距今124年。左边小字写
着：达士巷、金鞍街、银鞍街同重建。
由于这块石碑，这口井亦被称为“康
惠井”或“龙泉井”。

三合井则位于马鞍街最南端，为
防附近的小孩跌落，井口已用石板盖
住，并加了铁锁和铁链，井旁有一个小
庙，供奉着井神，井虽已废弃不用，但
井神的香火仍旺盛，井沿边的香炉插
满了香烛，连庙旁的石狗亦独享一炉
香火。

我们不知道历史上的七井具体
指哪七口井，但如果现在重新评选七
井的话，上面这几口井大概可以入选
吧。

（注：此文参考了黄培平所著《府
城春秋》一书，致谢）

七井 “君不见道傍废井傍开花，原是昔年骄贵家。”
——唐·武元衡《行路难》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唐·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十三街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南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八巷

琼台复兴·城记

高登街三合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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