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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寄稿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运河的两面性

张  强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有机会到南山大学演讲，是我的荣耀。希望通过演讲，能增进我们之间的

学术交流和了解。谢谢大家！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运河的两面性》。所谓世界文化遗产，是

指经世界遗产大会审议，2014 年 6 月中国运河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运河能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中国有世界上开挖时间最早的运河 ；二

是中国有了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三是中国有使用时间最长的运河。如目前继续使用的古

代运河有江南河、邗沟等，这些运河均有约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

所谓两面性，是指运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及社会发展中有好与坏等两个方面的作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古代那样高度地依赖运河，一方面运河

为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农业发展、水利建设、交通

建设、城市建设、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无不打上运河的烙印。综合这些情况，下面我

将从三个方面谈谈世界文化遗产视野下的中国运河的两面性。

一、运河的称谓和开挖历史

二、运河与漕运及水运成本

三、运河的基本功能及利弊

一、运河的称谓和开挖历史

（一）中国古代运河的称谓

不同时期的运河有不同的称谓。唐代以前，黄河流域开挖的运河多有“沟”、“渠”

等称谓，长江流域的运河多有“溪”、“浦”、“渎”等称谓，淮河流域的运河多有“沟”、“渎”

等称谓。个别情况下虽有例外，但基本上遵循了这一规律。

检索文献，“运河”一词出现的时间上限当在宋代。如《新唐书·五行志三》：“开成

二年夏，旱，扬州运河竭。”1 开成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开成二年为公元八三七年。以此

为时间断限，似可知“运河”一词产生于唐代。不过，《新唐书》的作者是欧阳修、宋祁

等，《新唐书》完成的时间发生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 年）。以此为时间节点，“运河”

这一称谓应出现在宋代。此外，“大运河”一词出现在南宋。吴自牧描述杭州境内的运河

1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五行志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9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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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写道：“城中小河、清湖河两河，合于北郭税务前，由清湖堰闸至得胜桥，与城东外沙

河、菜市河、泛洋湖相合，分为两派：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

入嘉兴路运河；一由西北过得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

吉州界下塘河。”2 根据这一情况，南宋时期的江南运河已有“大运河”这一称谓。

运河又有“漕渠”、“官河”、“漕河”等称谓。如汉武帝元光六年（前 129 年）开关

中运河漕渠，司马迁记载道：“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3

李吉甫引《寰宇记》记载道：“合渎渠，在县东二里，本吴所掘邗沟江、淮之水路也，今

谓之官河，亦谓之山阳浊。”4 邗沟有“官河”之称，与官方组织运粮并成为定制有密切的

关系。

运河有“漕渠”、“漕河”、“官河”等称谓，表明在运河建设是在官方运粮及发展漕

运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从用“沟”、“渠”、“溪”、“浦”、“渎”等称呼运河，

到正式出现“运河”、“漕河”、“官河”等称谓，运河称谓的变化反映了灌溉农田、改良

土壤、防洪排涝等功能的弱化或消解，是在突出漕运及水上运输功能中实现的。换句话说，

伴随着区域性运河长度的延长和相互间的连接，运河贯穿不同的区域扩大了水上交通的

范围。水上交通范围扩大后，通过改变原有的交通布局给城市布局及区域行政带来调整，

在铸造新的交通枢纽及网络时，有力地促进了沿岸城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

（二）中国古代开挖运河的原因

古代开运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发展农业；一是发展水上交通。古代中国是世界

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形态。

由于农业文明依赖河流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了游牧文明和工商文明，为此，中华民族在利

用水资源改造自然方面有独到见解和方法。具体地讲，从简单地利用河流发展农业，到

有意识地开挖为农业服务的运河；从认识到水运成本低廉可以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

到自觉地开挖运河和建立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在反复的实践中，人们发现了运河在社

会发展的作用，从而使运河同时具有了农田灌溉、改良土壤、防洪排涝和水运等综合性

的能力。

水运成本远远地低于陆运。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背景下，水运成本远远地低于陆

运成本（具体数据留到后面再说）。

中国的地形有两个特点：一是西高东低，一是北高南低。受自然地理的限制，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包括淮河虽曲折多弯，但主要呈自西向东的流向。其中，主要

支流则呈现出自北向南的流向。与主流相比，支流的流量及水运能力有限，且受到地域

的限制。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古人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开挖了有不同走向的和有水运能

2 宋·吴自牧《梦粱录·城内外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9 页。
3 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410 页。
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0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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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河渠。这些河渠与黄河、长江、淮河相互补充，在提升农业灌溉水平的同时形成了

纵横交错的航线，改变了原有的交通布局。

古代中国的河渠及运河建设获得超常规的发展，是因为得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普遍

认同。具体地讲，农业生产需要兴修河渠，需要在提高灌溉水平、改良土壤、防洪排涝

等过程中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与此同时，低廉的水运成本成为兴修河渠的动力。

（三）中国古代运河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运河主要有六个特点：一是历史上兴修的运河首先是区域性的运河，是

在改造旧河道和开挖新航道的基础上完成的。如受流量、长度、水位、流向等制约，一

些河流的水运能力有限或没有水运能力，经过拓宽拓深及补入水源，这些河流加入到了

水运的行列；二是水资源丰富及农业经济发达的区域是率先开挖运河的区域。如黄河中

下游流域成为开挖河渠及运河的重要区域，与这一区域率先成为农业生产区和有丰富的

水资源有密切的关系；三是运河突破地域性的限制实现互通后，引起了交通形式的变革。

此前，古代的交通形式以陆路为主。经此，运河将不同区域的河流湖泊串联在一起形成

了四通八达的航线。这些航线与陆路交通相辅相成，打破了原有的交通布局 ；四是不同

的时期有不同的运河，有不同的建设内容，有不同的交通枢纽。如隋唐两代建立了以洛

阳为水上交通枢纽的运河，北宋王朝建立了以开封以水上交通枢纽的运河，元明清三代

建立了以京城为终点和以杭州为起点的京杭大运河。政治中心迁徙后引起航线上的变化，

航线变化势必要引起建设内容上的变化，由此引起交通枢纽上的变化 ；五是运河在改变

交通布局的同时，改变了城市布局。运河是城市建设及迁徙的催化剂，城市的衰败和兴起，

与运河削弱或加强这些城市的交通地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交通变化引起的连锁反

应是，商品流通带动了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

交流，为区域政治中心向运河沿线迁移提供了依据，进而改变了原有的城市布局 ；六是

从关心陆路交通建设到兴修运河发展水上交通，两种交通形式拧结在一起，给国家政治、

农业生产、交通布局、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等带来了一场观念性的变革。如当运河

成为漕运通道时，国家的政治安全及军事活动、社会稳定及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及商品

流通等势必要与运河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进而言之，当漕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

稳定的生命线时，运河势必要承担起为国家政治服务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责任。

（四）中国古代开挖运河的历史

（1）运河水道有三种形式。

一般认为，运河是指人工开挖并具有水运功能的航道。其实，这一认识多有偏差。

运河航道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人工开挖的，引入补给水源的航道 ；二是不能通航或通

航能力差的河道，经过拓宽加深及引入新的水源后具有了水运能力的航道 ；三是人工开

挖的水道与河流湖泊串连在一起的航道。这三种航道拧结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运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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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水上交通运输的能力。

（2）中国运河开挖于何时？前人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记录上古及秦汉开挖运河的活动

时写道：“《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

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自是之后，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

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

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5 在这里，司马迁

建立了大禹治水与后世开运河的关系，进而成为后世认识中国早期运河的基本依据。

大禹是史前传说人物，先且不论。这里谈谈楚、吴、齐等国开运河的情况。至于“荥

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的鸿沟，

因流经不同的诸侯国，对黄河水系多有破坏，故留到后面一并论述。

1、楚运河。

楚运河“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的运河，分

别由楚国境内外的运河构成的。这些运河分别建于何时？需要根据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所谓“通渠汉水、云梦之野”，是指在楚国境内开挖的连接汉水和云梦之间的运道。

裴骃注《史记·循吏列传》“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等语时引《皇览》叙述

孙叔敖功绩时说：“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6 孙叔敖是楚庄王的令尹（宰

相），楚庄王在位的时间为公元前六一三年至公元前五九一年，据此可知，楚运河即“通

渠汉水、云梦之野”的运河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下限，应在公元前五九一年之前。谭其骧

先生论述道：“西方一渠当为杨水，是沟通长江与汉水的一条人工运河。工程的关键是在

郢都附近，拦截沮水与漳水作大泽，泽水南通大江，东北循杨水达汉水，所经过的地方

正是当时所谓云梦，约当在长江沙市一带到汉水沙洋一带。这条运河是在公元前六世纪

初楚相孙叔敖主持下，广大劳动人民开凿的。”7 遗憾的是，这条“通渠汉水、云梦之野”

的杨水运河（杨口运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没有受到重视的不仅仅是杨水运河，此外，还有“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

的运河。那么，“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的运河是何时兴修的？由于文献记载漫漶不清，

似乎很难说出准确的时间，然而，在鲁昭公二十七年（前 515 年）以前已建成并投入使

用当不成问题。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道：“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

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

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

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杜预注：“沙，水名。”8 子

5 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405—1407 页。
6 刘宋·裴骃《史记集解》注，汉·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100 页。
7 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地理知识》1955 年第 8期。
8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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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名囊瓦，芈姓，楚王族。楚平王十年（前 519 年）任楚国令尹。沙水又称蔡水，是鸿

沟的南流，与颍水相通。楚国北上争霸，沙水是一条重要的进军路线。所谓“东方则通

鸿沟江淮之间”，是指楚国兴修了连接鸿沟及江淮的运河。“沙汭”是“东方则通鸿沟江

淮之间”的航段节点，这一航线开通后，将进入中原的鸿沟及进入江淮的邗沟连接起来，

从而加强了黄河与淮河及长江流域的联系。

2、吴运河。

吴运河即“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的运河，是什么时间建成的？吴运河分别由

吴古故水道、胥溪（堰渎）、子胥渎、胥浦、百尺渎、邗沟、菏水等构成，有不同的开挖

时间。

吴古故水道是吴国精心设计的水上交通线，这条运河自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西

入长江，或溯江而上入楚，或顺江而下沿海入淮，或渡江经邗沟可北入中原。吴古故水

道建设是吴王阖闾（阖庐）建设新都阖闾城（阖闾城由大城和小城构成，遗址在今江苏

苏州）的一部分，其建成时间的下限当在周敬王六年即阖闾元年（前 514 年）。吴太伯建

吴后，将国都定在梅里（今江苏无锡梅里）。周敬王六年即阖闾元年，伍子胥奉阖闾之命，

营建吴国新都阖闾大城和小城。史称：“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筑。大城周回四十五

里三十步。小城八里六百六十步。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吴

都赋》云‘通门二八，水道陆衢’是也。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

北齐、平二门。不开东门者，为越绝之故也。”9 新都建成后，吴国迁都阖闾城。袁康记载

道：“邑中径从阊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

步，陆道广三十三步，水道广二十八步。”10 阖闾城气势宏大，“广三十三步”的陆路与“广

二十八步”的水路相接，把新吴都的各个功能区有机地串连在一起，形成了远接太湖、

通长江及大海的航线。袁康记载道：“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

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11 平门是阖闾城的北门，出北门沿

吴古故水道可进入长江航线。

继修吴古故水道以后，伍子胥又在吴国的境内外依河道开挖了堰渎（胥溪）、胥浦、

百尺渎等运河。郑肇经考证开堰渎、胥浦等的时间时指出：“《史记》敬王十四年（前

五〇六），吴王阖庐伐楚，开堰渎运粮，东通太湖，西入长江。敬王二十五年（前

四九五），吴行人伍员凿河自长泖接界泾而东，尽纳惠高、彭巷、处士、沥渎诸水，后人

名其河曰胥浦。”12 胥溪兴修的时间为周敬王十四年即阖闾九年（前 506 年），胥浦兴修的

9 唐·陆广微《吴地记》（曹林娣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 页。
10 汉·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第 32 页。
11 汉·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第 32 页。
12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上海书店 1984 年据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复印，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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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周敬王二十五年即夫差元年（前 495 年）。胥溪与吴古故水道相接，可自吴都阖闾

城出发，东通太湖，西经高淳（今江苏高淳）至芜湖入江；胥浦可自长泖（在今上海金

山境内）东行经界泾、惠高、彭巷、处士等地。胥浦为后世开松江运河奠定了基础。

百尺渎是吴国征伐越国的产物，很可能在吴王阖闾伐越之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袁

康记载道：“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13“奏江，吴以达粮”，指吴军远征越国时自百尺

渎入钱塘江，并沿此航线运兵运粮。联系上下文看，百尺渎建成的时间应发生在阖闾在

位之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14 鲁昭公三十二年（前

510 年）是吴国征伐越国的起点，很可能在这一时间，吴国兴建了百尺渎这一远通越国

的航线。因为越国的国力远逊于吴国，因此开挖百尺渎很可能是吴国伐越时的产物。

子胥渎是伍子胥在楚国郢都（纪南城，遗址在今湖北荆州）开挖的运河，投入使用

的时间与胥溪、胥浦、百尺渎等大体相当。郦道元论述道：“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

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

入城，名曰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谓之西赤湖。”15 在这里，郦道元明确地说吴师

攻入楚国郢都之前开挖了子胥渎。检索文献，吴师曾数次攻入楚国郢都。《国语·楚语下》

云：“吴人入楚，昭王出奔，济于成臼。……吴人入楚，昭王奔郧，郧公之弟怀将弑王，

郧公辛止之。”16 尽管这一记载没有交待吴师入郢即楚昭王出奔的时间，由于没有更早的

记载，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吴师第一次入郢的时间。时至汉代，司马迁著《史记》时，

将吴师入郢的时间定在阖闾九年（前 506 年）。以此为节点，可推知子胥渎开挖的时间发

生在吴师入郢之前。

邗沟是吴王夫差在江淮之间开挖的运河。《左传·哀公九年》云 ：“夏，楚人伐陈，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17 鲁哀公九年（前 486 年）秋天，邗沟建成并通航。在开

挖邗沟的过程中，吴国充分利用了沿线河流湖泊原有的水道。《孟子·滕文公上》云：“禹

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从

“排淮、泗而注之江”的情况看，吴人开挖邗沟，主要利用了从淮阴到广陵之间的淮河水

系。不过，阎若璩有不同的意见：“又按：哀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为吴王夫差十年。

就其境内之地引江水以通湖，由湖西北至末口入淮。”18 古今水文多有变化，先且不论开

邗沟以后是否可以达到“引江水以通湖”的目的，如果将《孟子》及阎若璩的论述联系

起来看，邗沟一是利用了淮河入江过程中原有的河流和湖泊水道 ；二是利用了由广陵潮

13 汉·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第 33 页。
14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27 页。
15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中》，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下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04—2405 页。
16 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523—524 页。
17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65 页。
18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黄怀信、吕翊欣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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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灌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后形成的河流和湖泊，这些河流和湖泊实际上是阎若璩所

说的“就其境内之地引江水以通湖”水道。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早期的运河建

设主要是利用沿线河流湖泊自然形成的水道，以疏导为主，开挖为辅。

吴国为实现与晋定公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诸侯即称霸中原的大业，吴王

夫差十四年（前 482 年），开挖了“通于商、鲁之间”的菏水。《国语·吴语》云：“吴王

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

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19“商”，是宋国的别称。周灭商后，封殷商贵族微子的后代

于宋，因此宋延续“商”这一旧称。“鲁”，指周公旦建立的鲁国，在山东的南部，以泰

山以界，泰山南为鲁，泰山北为齐。黄池，地名，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境内。如欧阳

忞记叙封丘县的历史沿革时指出：“古封父之国《左传》所谓周以封父之繁弱赐鲁是也。

二汉属陈留郡。晋及元魏因之。北齐省。隋开皇十六年复置，属东郡。唐属汴州。亦汉

平丘县地。有黑山、白沟河、封丘台、期城、黄池，吴王夫差会诸侯于此。”20 吴王夫差

北征的目的是为了问鼎中原，通过与晋定公黄池会盟，实现称霸的野心。

菏水开通后，吴王夫差“缘江溯淮”，经邗沟入淮入泗可入济水，开辟了自齐鲁经中

原入黄河的新航线，改善了淮河流域与商鲁之地的水上交通。菏水航线开通之前，邗沟

虽然沟通了江淮之间的联系，但无法自泗水入济水。菏水开通后，吴国的军队渡长江后

沿邗沟入淮可进入泗水，随后沿泗水自鲁地北上可入济水，进入“通菑济之间”的齐国

菑济运河，进而形成威慑齐国之势。进而言之，吴王夫差利用泗水、济水原有的河道，

开挖了从湖陵（今山东鱼台东）到定陶（治所今山东定陶东北）之间的菏水，建立了从

泗水到济水的航线。这条航线开引济水补给水位，既解决了吴国北上争霸时运兵运粮时

的难题，同时也与齐国开挖的菑济运河相接，构建了更大的水上交通网络。

综上所述，吴国在境内或境外开挖运河形成了强大的水上交通运输能力，这些运河

开挖后不但解决了吴国北上争霸即军事行动中的战略物资转运及后勤供应的大问题，而

且在更大的范围建立了水上交通网络。

3、齐运河。

齐运河即“于齐，则通菑济之间”的运河，因“通菑济之间”，这条运河又被后世称

之为“菑济运河”。那么，菑济运河建于何时？文献记载虽然语焉不详，但有迹可求。

菑水（甾水、淄水）是济水（泲水）的支流，水资源丰富。武王克商后，分封天下，

姜尚封齐后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东），如史有周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

丘”21 之说。因营丘东临菑水，齐献公改称“临淄”，如史有“淄水又北径其城东，城临

19 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45 页。
20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四京》（李勇先、王小红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4 页。
21 汉·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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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水，故曰临淄”22 之说。班固叙述莱芜山川地理形势时有“原山，甾水所出，东至博昌

入泲”23之说。郦道元亦记载道：“莱芜县在齐城西南，原山又在县西南六十许里。《地理志》

汶水与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济，故不得过其县南也。”24 博昌，汉县，旧治在今山东博兴

县湖滨镇境内。问题是，既然菑水是济水的支流，齐国为什么还要兴修菑济运河呢？道

理很简单，菑、济二水虽然相通，但蜿蜒曲折且水源不足，不具备水运条件，为此，需

要通过新开河道和引入必要的补给水源。

司马迁叙述菑济运河的前提是，“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于吴，则

通渠三江、五湖”，以此为句式结构，那么，“于齐，则通菑济之间”应为“于齐，则通

渠菑济之间”。据此可知，“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一语从上省，去掉了“渠”字。这里

透露的信息是，齐国开菑济运河时采取裁弯取直的办法建立了菑水和济水相通的新水道。

齐国菑济运河建成的时间，似可以鲁隐公四年即卫宣公元年（前 718 年）为下限。《左

传·隐公四年》记载道：“冬十二月，宣公即位。”鲁隐公四年以节点，卫宣公即位后，

宣布立夷姜的儿子公子伋为太子。与此同时，卫宣公派右公子（公子伋的师傅）到齐国

寻求支持，为太子伋迎娶齐僖公的女儿宣姜。宣姜貌美，卫宣公听说后心生歹念，在黄

河岸边构筑离宫新台，并强娶儿媳宣姜为妻。《诗·邶风·新台》：“新台有泚，河水瀰瀰。

燕婉之求，蘧篨不鲜。”《毛诗序》：“《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

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25 从“新台有泚”及“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等语中可知，

宣姜入卫是走水路即自齐国走黄河航线到新台的。因齐国有“通菑济之间”的运河，自

齐都沿济水可入黄河及进入卫国。进而言之，宣姜从齐都出发，是乘船沿菑济运河入黄

河然后到达卫国的，从这样的角度看，齐运河建成的时间下限似乎应发生在卫宣公即位

后迎娶宣姜即公元前七一八年以前。此外，《管子·轻重戊》有“齐即令隰朋漕粟于赵”26

语，隰朋（？—前 644 年）主持齐国运粮到赵国的商贸活动，可进一步证明齐国兴修的

菑济运河在隰朋漕运以前已经开通。

菑济运河改善了齐国的水上交通条件，为齐国称霸中原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水上通道，

加强了齐国与中原各国的联系。齐国以菑济运河为主航线，串连起临淄周边的水道并与

济水相通，或南下将水上交通拓展到黄河流域及中原地区，或沿济水北上将水上交通线

延长到临淄以北的广大地区。更重要的是，春秋后期菑济运河与菏水相接后，为齐国从

水路入中原提供了新航线，这条航线远接江淮，将齐鲁之地与淮河及长江流域联系起来。

进而言之，菑济运河与菏水、邗沟、吴古故水道等相互连接，把运河从黄河流域延长到

22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淄水》，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中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27 页。
23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582 页。
24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汶水》，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中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56—2057 页。
25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11 页。
26 石一参《管子今诠·轻重戊》，北京：中国书店 1988 年影印版，第 5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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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淮河流域，进而是长江流域。

需要补充的是，在春秋各国开挖运河以前，上古时期可能还有徐偃王开挖的运河。

如郦道元记载道：“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

以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27 徐偃王生活在周穆王时代，周穆王是周王朝的

第五个君主，其生活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九六〇年左右。从“通沟陈、蔡”中可知，徐偃

王沿泗水北上进入中原及陈国和蔡国时，开挖了一条联结天然河流的运河。郦道元所述

当有所本，然北魏以前的文献缺载，故不知出处。

二、运河与漕运及水运成本

先秦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兴修运河的高潮期。这一时期，各国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区域

兴修运河，建成了与天然河流相辅相成的交通运输网络，拓展了水上交通的范围和丰富

了陆路以外的交通形式。问题是，漕运始于何时？历朝历代专制国家为什么要不断地扩

大漕运？这些都是研究运河时必须理清的问题。

（一）何为漕运？

古代漕运有两指：一是泛指水运，凡水运皆可以“漕”相称。如汉宣帝时赵充国有“臣

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冰解漕下”语，颜师古注：“漕下，

以水运木而下也。”28 据此，凡水运即从水上运输皆可称“漕”；二是“漕”指国家出面组

织的大规模的水上运粮行动。后世称“漕”为“漕运”，是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转化的结

果。大一统的专制国家建立以后，通过重新确认水运及运河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

地位，“漕运”遂成为国家组织的从水上运粮的专用名词。在这中间，因漕运肩负着为京

城粮食安全服务、稳定国家政治、发展经济、战略储备、赈灾救荒、支援战争等责任，

遂逐步演化为国家制度。

以“漕”言水运有悠久的历史。《逸周书·文传》云：“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

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务方输。”晋代孔晁注“以漕四方，四方流之”云：“漕转

流归，言移内入也。”注“土少安帑，而外其务方输”云：“外设业，而四民方输谷。”29《文

传》序言中有“文王授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等语，可知，以“漕”言水运可以

上溯到西周初年。李学勤先生从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入手论述道 ：“《逸周书》现存

27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二》，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上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87 页。
28 汉·班固《汉书·赵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986 页。
29 不著撰者《逸周书·文传》，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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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儆》、《文传》两篇已经是文王末年的口气。”30 在这一论述中，李学勤先生虽然没

有直接阐释《文传》“已经是文王末年的口气”的原因，甚至也没有辨析《文传》这一文

献的真伪性，但从其话语中不难发现，他的基本观点是，《文传》产生的年代应发生在西

周建立的前夜即周文王在世的时候。在这里，李学勤先生虽然没有交待为什么会得出这

一结论的原因，但得出这一结论与当下还没有正式公布的清华战国简存在着某种内在的

联系。

漕运即由国家组织的水上运粮有久远的历史。《史记》涉及漕运的篇目有《秦本纪》、

《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河渠书》、《平准书》、《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平津

侯主父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等九篇，九篇记载了从春秋到汉代约五百年的漕运的

情况。

秦国运粮入晋的“泛舟之役”是较早国家出面组织的漕运事件。

泛舟之役发生在鲁僖公十三年（前 647 年）。《左传·僖公十三年》云 ：“秦于是乎输

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孔颖达疏：“秦都雍，雍临渭。晋都绛，绛

临汾。渭水从雍而东，至弘农华阴县入河。从河逆流而北上，至河东汾阴县乃东入汾，

逆流东行而通绛。”31 司马迁记载道：“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

自雍相望至绛。”32 所谓“泛舟之役”，是指鲁僖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后向秦国请求救助，

在百里傒等人的建议下，秦国从水路调粮入晋，即从秦都雍城（故城在今陕西凤翔雍城

一带）始发，至晋都绛城（故城在今山西曲沃侯马一带）。

（二）水运与陆运的成本比。

水运有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优势。问题是，水运成本比陆运要低多少？

或者说，两者间的比率是多少？

史称：“使蒙恬将兵攻胡，……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

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33 黄，秦县名，治所在今山东黄县境内。腄，地名。《集解》

注引徐广语云“腄，在东莱。”34 东莱，秦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掖县。琅邪，秦郡名，治

所在今山东诸城东南。秦始皇时，蒙恬奉命守边及征伐匈奴，为了确保粮草供应采用了

水陆联运的方法。从“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的叙述中，当知这一庞大的运输成本高到了

惊人的难以想像的地步。马端临考释“蜚刍挽粟”的含义时指出：“运载刍稿令疾至，故

曰飞刍。挽粟，谓引车船也。”35 释“转输北河”时又指出：“言沿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

30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 年第 5期。
31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803 页。
32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88 页。
33 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954 页。
34 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955 页。
3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考三·漕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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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36 释“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时指出 ：“六斛四斗为钟。计其道路

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37 钟是计量单位。裴骃《集解》注引《汉书音义》云：

“钟六石四斗。”38 如果以黄、腄等地为起点，秦始皇打击匈奴时水陆联运补给线应超过

三千里。“三十钟而致一石”，是说起运一百九十二石粮食，除去沿途的各种消耗，运到

三千里以外的目的地，只能剩下一石粮食。

史称：“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

币于邛僰以集之。”39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时，由于既无水路相通又无平坦大道可行，故只

能沿山路千里挑担运粮。从“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中当知，这一损耗相当

于秦王朝水陆联运三千里时的损耗。如郑樵深谙其中的奥妙，将两段史料合在一起记载道：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

钟而致一石。至汉兴，高皇帝时，漕转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武

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40 汉武帝通西南夷，

从蜀地到贵州虽只有千里，因只有山路可行，故形成了千里运粮“十余钟致一石”的局面，

其成本与秦王朝三千里水陆联运的成本大体相当。

需要补充的是，秦汉时期的计量单位有别于后代。如明清两代，一石粮食的重量单

位为一百二十斤，秦汉时一石为二十七斤。当知秦始皇打击匈奴时，起运

五千一百八十四斤才能将二十七斤粮食运送到前线将士的手中。五千一百八十四斤粮食

可折合为后世的四十三点二石。宋代一市斤为六百四十克，一石可折合为一百一十八斤

四两。如沈括《梦溪笔谈·辩证一》云：“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

斤也。”元代，承袭宋代的计量单位。明清两代，一石为一百二十斤。不同的时代虽有不

同的计量单位，然而，如果从绝对值的角度看，比率是一致的。

以上两例说明了，在古代战争中如何建立后勤保障系统及后勤补给线是必须关注的

大问题。沈括计算军队出征时耗粮的情况时论述道：“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

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予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

可十八日；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计复回，止可进

十三日。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三人饷一卒，极矣。若

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运

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

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

36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考三·漕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9 页。
3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考三·漕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9 页。
38 刘宋·裴骃《史记集解》注引《汉书音义》，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第 1422 页。
39 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421 页。
40 宋·郑樵《通志·食货略·漕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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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驰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

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

利害相半。”41 如以沈括的计算和论述为基准的话，一是战争将耗费大量的粮食和辎重，

如果战争可以在十六天结束及兴兵十万的话，参加运送军粮的人员应是出征大军的三倍；

二是出征十万大军，其中，应有三分之一的人员负责后勤辎重及保障，即十万大军中有

三万大军为非战斗人员；三是除了有专门负责后勤补给的人员参与外，参战的士兵须自

行携带五天的干粮。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说，参加后勤补给及非战斗人员约为战斗人员

的五倍以上。程颐亦指出：“馈运之术，虽自古亦无不烦民、不动摇而足者。然于古则有

兵车，其中载糗粮，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国，又不远敌，若是深入远处，

则决无省力。且如秦运海隅之粟以馈边，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来。今日师行，

一兵行，一夫馈，只可供七日，其余日必俱乏食也。且计之，须三夫而助一兵，仍须

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则一日乏食。以此校之，无善术。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

后用者，知此耳。”42 程颐的说法与沈括的说法大体相同，认为如果战争在十五天内结束

的话，运粮人员是参战人员的三倍。

稍有不同的是，程颐没有点明出征大军的数量，没有将负责辎重的后勤保障人员计

算在内。不过，他提到了战争耗费，此可补沈括论述中的不足。具体地讲，文中的“破”

字中指花费、消耗，所谓“百人破二十五人”是指一百人参战将耗费二十五人上缴的赋税。

结合秦汉时期后勤补给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补给线以千里为计算单位，如果战争

持续一个月以上的话，那么，后勤补给人员与战斗人员之间的比率应在十一比一以上。

那么，水运与陆运的成本比是多少呢？检索文献，没有发现从先秦两汉到隋唐宋元

时期水路运输成本的数据。不过，明代的文献留下了漕运即通过水路运粮的具体数据。

明代与宋元以前的科技水平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基本交通工具不变，因此完全可以此为

参照系数，通过纵向比较搞清楚中国古代水运成本低于陆运成本的情况，同时也可以体

察到历朝历代发展漕运的必然性。

漕运是明王朝政治安定的生命线，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 年）实行漕运之策后，出

现了“率三石致一石”或“三四石致一石”的情况。所谓“率三石致一石”，是指从水上

千里运粮，起运时三石，除去人员的途中消耗及粮食的自然损耗，粮食运到终点可剩余

一石。从绝对值看，这一运输成本要远远地低于秦代水陆联运四十三点二石致一石的数字。

如果用长途运输的平均值一千里进行计算的话，那么，汉代通西南夷时“率十余钟致一石”

的陆运成本是明代水运成本的二十多倍。如果以京杭大运河全程一千八百六十四公里进

行计算的话，当知水运的成本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在以陆运为主的年代，水运在节约

运输成本方面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41 宋·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19—420 页。
42 宋·程颢、程颐《二先生语二下》，《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0—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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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河的基本功能及利弊

运河开挖后，提高了中国古代社会利用水资源的水平。黄仁宇论述道：“自公元前 5

世纪以来，中国就在利用运河进行运输了。战国期间（前 481 —前 221 年），好几条人工

运河就出现在今天的江苏、安徽、河南和山东等地。自这以后，我们完全可以说任何一

个标准意义上的王朝，都有关于运河开凿情况的历史记载。在更多的著名项目在军事需

要下投入建设的同时，另一些项目因运输、灌溉和治水等需要而投入建设。”43 这一论述

大体上道出了秦汉以前开挖运河的情况，不过，不够全面。

从积极的方面看，运河主要有五大功能值得肯定：一是有漕运功能，可为国家政治、

战争等服务；二是改变了中国古代交通和城市布局。通过扩大水上交通的范围，与陆路

交通拧结在一起，在改变中国古代交通的同时，城市向运河沿线移动，改变了原有的城

市布局；三是运输成本低廉，是一条商品流通的大通道，促进了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和

文化发展等；四是有农田灌溉、改良土壤、防洪排涝等功能，可促进农业发展，进一步

确认以农为本的立国思想；五是有救荒赈灾等功能，可稳定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

汉代以前，漕运是国家政治不可或缺的因素。常年运送数百石粮食，主要是通过水

运完成的。与此同时，在维护国家安全或打天下，要想保证军队的战斗力，需要建立一

条能够为前方将士提供粮草及军备物资的后勤补给线。然而，战争消耗巨大，在人口急

剧下降、青年壮丁极其有限的前提下，要想另外组织一支规模庞大、体力充沛的后勤保

障队伍势必会捉襟见肘。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水运可以解决后勤运输人力、物力和财力

等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企图称霸争雄的诸侯，十分关注运河在转运粮草及军事物资

等方面的作用。春秋以降，兴修运河发展水上交通几乎成了军事行动的前奏。如秦南攻

越地，为方便转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开凿了灵渠44。又如刘邦与项羽争天下，双方为了节约

人力、物力均从水路转运粮食及战备物资。故时有“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

弱罢转漕”45 之说。再如汉武帝通西南夷时曾有水运之举。史称：“相如为郎数岁，会唐

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

蜀民大惊恐。”46 这些发展水运的行为，在一定的程度上表达了漕运为军事行为负责的诉

求。

不同时期兴修了经过不同区域的运河，这些运河实现互通后改变了原有的交通和城

43 [ 美 ]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张皓、张升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页。
44 元·脱脱等《宋史·河渠志七》：“灵渠源即离水，在桂州兴安县之北，经县郭而南。其初乃秦史禄所

凿，以下兵于南越者。”（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417 页）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九：“《史记》

严安上书云：秦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韦昭曰：监御史名禄也。

其所凿之渠，今名灵渠，在广西桂林府兴安县北五里，又西南经灵川县界，合大融水入漓江。”（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6 页）
45 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8 页。
46 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0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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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布局，促进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具体地讲，一些城市的衰败和兴起

与运河削弱或加强这些城市的交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运河为代表的水上交通和陆

路交通形成互补之势后，给交通布局、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等带来了一场观念变化

方面的革命。具体地讲，运河城市建设是在水上交通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的，一方面运河

城市的发展发生在运河建设的背景下，受到运河综合性功能的支配 ；另一方面又反过来

促进交通和城市建设等。从这样的角度看，运河沿线迅速地崛起一批繁华的都市，与运

河成为交通主干线、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商贸往来及经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兼并战争从版图上抹去中原地区的中小国家后，政治上的一体化使中原地区以鸿

沟为交通主干线，出现了“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47 的商贸大通道。如《史记·

货殖列传》云：“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

也。”《集解》注“梁、宋”引徐广语：“今之浚仪。”48 浚仪（今河南开封）、陶（今山东

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等成为繁华的都会，与鸿沟成为商贸往来的大通道有密切的

关系。如鲁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49，

这些事实表明，鸿沟在商贸往来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鸿沟加强了中原与江淮之间的商

贸往来，同时又给中原农业创造了发展的条件。进而言之，如果没有鸿沟这一具有综合

功能的运河，那么，相应区域的农业、交通等将会受到制约，相应的航段节点将不可能

获得大的发展，并成为著名的都市出现经济上的繁荣。

运河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运河为军事行动提供了

便利的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当水上交通将运河城市打造为战略要地时，沿岸城市势必要

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反复争夺的对象，进而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

运河除了有转运军事物资建立后勤补给线的功能及发展水上交通的功能外，还有扩

大农田面积、改良土壤、防洪排涝等作用。具体地讲，当不同走向的运河特别是南北走

向的运河联结河流时，从而拓展了农业生产活动的范围。如引黄河至东南的鸿沟、沟通

汉水和云梦的楚运河、贯穿吴国境内的吴运河等均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从而使沿河

流两岸展开的线性的农业生产区呈现出网状形式分布的状态。如安作璋先生论述道：“战

国秦汉时期，几个主要的农业区，正是运河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50 这一论述虽然道出

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只说对了一半。从大的方面讲，战国秦汉时期的主要农业区出现

在运河密布的地区，是因为运河扩大了农业生产区。起初，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主要分布

在自然水系的沿线，或分布在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运河开挖后扩大了农业生产的灌溉

面积和农业生产活动的范围。进而言之，当运河因有灌溉能力改变自然水系的流域面积后，

势必要扩大原有的农业生产区。如蜀运河是具有交通、灌溉、改良土壤、防洪排涝等综

47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65 页。
48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66 页。
49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66—3267 页。
50 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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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的典型代表。蜀运河建成后为改善蜀地交通、农田灌溉和商贸往来及社会经济走

向繁荣起到了先鞭作用。司马迁论述蜀运河的综合性功能时指出：“于蜀，蜀守李冰凿离

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

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51 常璩亦记载道 ：“冰乃壅

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

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

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52

以都江堰为标志的蜀运河建成后，提升了蜀地的农业生产水平和改善了蜀地的交通环境。

因蜀运河同时具有农田灌溉、防洪排涝、运输等综合功能，从而为蜀地成为天下最富庶

的地区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运河有进一步确认以农为本的立国思想、富国强兵等功能。冷兵器时代，国力强盛

与否与人丁兴旺有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国力强盛、人口增长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扩大种植面积、防洪排涝等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地讲，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挖运河

的目的虽然不同，但运河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在保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等方面

有着特殊作用。进而言之，运河是一项具有综合功能的水利工程，在改良土壤、扩大农

田灌溉面积、防洪排涝、提高农业产量、保证丰收、提高水上交通运输等方面具有特殊

的意义。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汉王朝建立后，为了确保政权长治久安，刘邦及后

继者采用了不同的措施，经过“文景之治”，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然而，旧有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汉王朝不得不面对京畿地区人口日益增

长的物质需求时，不得不面对匈奴侵扰需要在长安周围驻扎重兵时，因关中物产有限，

从关东及河东等地调运粮食及各类物资西入长安便成了当务之急。

开挖运河是一柄双刃剑，利害参半。除了有上述的积极功能外，还有消极的一面。

具体地讲，运河开挖后，一是破坏了不同水系的自然生态环境，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二是长年开挖运河及维修漕运通道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带来的负作

用也是难以诉说的。

具体地讲，鸿沟是一条横亘在中原地区的运河，开挖后促进了黄河沿岸社会经济的

发展和繁荣，然而，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如胡渭论述

鸿沟的危害时指出：“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职，诸侯各擅其山川以为己利。于是

有荥阳下引河为鸿沟者，自是以后，日渐穿通，枝津交络，宋、郑、陈、蔡、曹、卫之郊，

无所不达。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无他，河水之入鸿沟者多，则经流迟贮，不能冲刷

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实鸿沟致之。不然，禹功历千余岁而不敝，何独至春秋一旦变迁

也哉！河自孟津以下，出险就平，兼会济、沁、伊、洛，渐有奔放之势。然南岸巩至荥泽，

51 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407 页。
52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 1984 年版，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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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脉不断，濒河地形高卬，河不能决而南，故广武以东无河患，禹但猪荥播，而其事毕矣。

自鸿沟既开，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东境，亦被其灾。……《河渠书》云 ：荥阳下引河，

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其在春秋、战国之

际明矣。伟哉此论，善发《禹贡》之蕴，并可以证徐州达于河之误。昔汉武帝云：河乃

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唯英主能为是言。周衰，列

国之君不明斯义，苟欲便转输、资灌溉，则妄引河流，贯注境内，狃于一时之小利，而

不顾万世之大害。穿渠之祸，甚于曲防，真夏王之罪人也。”53 此乃不刊之论，如傅泽洪

在《行水金鉴·河水》卷三中专门引录了胡渭的这一论述，可见前人对开挖鸿沟的弊端

即“穿渠之祸”多有认识。又如郑肇经先生有“鸿沟既开，始有河汴之患”54 的论述，“河

汴之患”是由开挖鸿沟（汴河）引起的，这一情况出现后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

及经济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客观地讲，鸿沟开挖后给交通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也

严重地破坏了黄河水系的生态环境，由此造成的负面效应是难以言表的。

从另一个层面看，在政治中心主要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代，开挖运河及河渠主

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在这中间，不间断地开挖河渠，黄河水系早已不堪重负。特别是汉

代兴起开挖河渠的高潮后，或从黄河取水，或从黄河支流取水，从而使黄河主干的流量

日趋减少。因黄河干流得不到应有的水源，导致流速放缓，泥沙大量地淤积河床，造成

了黄河一再地决口和漫溢等灾难性的后果。如王莽新政年间，大司马史张戎指出：“水性

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

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

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

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55 桓谭亦记载道 ：“大司马张戎，字

仲功，习溉灌事，议曰：‘河水浊，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

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可以禁民勿复引河。’”56 遗憾的是，张戎的真

知灼见并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重视，乃至于后世的运河及河渠建设依旧进行得如火如

荼。

张戎的见解并非是空谷足音，他的观点得到后世的关注和回应。如胡渭论开挖运河

的利弊时充分肯定了张戎的观点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沟洫之制废，而灌溉之事兴，利

于田而河则病矣。关中引水溉田，自郑国渠始。及汉武时用郑当时言，穿渠引渭以漕，

且溉南山下。用番系言，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又用严熊言，引

洛溉重泉以东，为龙首渠。宣房既塞，用事者益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

53 清·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56—457 页。
54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189 页。
55 汉·班固《汉书·沟洫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97 页。
56 汉·桓谭《新论·离事》，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第 5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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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及川谷以溉田，关中则有灵轵渠、成国渠、湋渠、六辅渠、白渠，皆溉田各万余顷。

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故王莽时大司马长史张戎议曰：水性就下，行疾则自

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

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

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

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盖河水多泥，急则通利，缓则淤淀。今荥阳之下既有

鸿沟，华阴以上复有诸渠，分水太多，则河流日迟，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汉人

知此者鲜，唯戎知之。”57 与张戎的区别是，胡渭没有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而是冷静

地主张开挖运河及河渠时应控制在一定的度。如胡渭论述道：“沟洫之制，占地颇多。商

鞅之所以开阡陌者，为富强计，使地无尺寸不耕，无尺寸不征也。既尽地力，废沟洫，

则膏壤变为舄卤，而穿渠灌溉之事兴焉。郑国引泾注洛以为渠，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是也。

贾让欲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此郑、白之故智，非大禹涤源之意。故让亦

自言非圣人法，乃救败术也。或以穿渠溉田，有合于古沟洫之制，大谬，何也？禹浚畎浍，

导溪谷之水以注之田间，其势顺而易；郑、白之渠，引川之水以溉平地，其势逆而难。

沟洫广深，雨多水暴至有所容，利于田而兼利于河 ；穿渠引溉，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

水暴至辄溢决（汉张戎说），田虽利而河则病矣。唯禹之治水，使地上之流得所容畜，而

河中之水不甚满盈，康功田功相为表里，此所以为万世永赖者与。”58 汉代以后不断地发

生黄河及其他河流干涸的情况，虽然与生态破坏及环境恶化相关，更重要的是与过度地

开挖运河及河渠相关。

此外，明代河患严重，与过分引用黄河进行灌溉和水运有密切的关系。蔡泰彬先生

论述道：“仅在明代（公元 1368 — 1644 年）的二百七十六年间，黄河决口和改道就达

四百五十六次，平均每七个月一次，其中大改道七次。”59 这一数字表明，明代的河患之

所以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与过度取水导致黄河泛滥有直接的关系。

过度地引用黄河水资源在引起黄河泛滥的同时，也破坏了黄河水运，破坏了以黄河

和淮河为补给水源的运河航道，给漕运带来极大的困难。如谷应泰论述道：“隋、唐以前，

河与淮分，自入海。宋中叶以后，河合于淮以趋海。然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庐，至明

则妨漕矣，故视古尤急。”60 河患加剧毁坏了漕运通道，漕船滞留不同的航段，增加了漕

运成本，如果继续执行“率三石致一石”之策的话，只能增加百姓的负担，甚至造成家

破人亡的局面。针对这一情况，景泰年间（1450 — 1456 年），吏部尚书王文废止了“率

三石致一石”的漕运制度，采取了舒缓民力和较为宽松的漕运政策。史称：“先是苏、松、

常、镇四府粮四石折白银一两，民以为便。后户部复征米，令输徐、淮，凡一百十余万石。

57 清·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2—443 页。
58 清·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47—648 页。
59 蔡泰彬《晚明黄河水患与潘季驯之治河》，新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页。
60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决之患》，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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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家者。文用便宜停之。”61 所谓“文用便宜停之”，是指王文根据具

体的情况，适度地增加漕运中途消耗。问题是，增加的额度应有多大？王文没有制定具

体的标准。

汉代以后，漕运已成为专制国家维护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则。然而，当漕

运成为专制国家不得不依赖的对象时，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唐代计相

刘晏在给宰相元载的书信中写道：“然运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为计相，共

五年矣。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顿减徭赋，

歌舞皇泽，其利一也。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

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仓，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其利二也。诸将有在边者，诸

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军志》曰：‘先

声后实，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曰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

莫不率俾。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

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

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舆

必说輹，栈车挽漕，亦不易求。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河、

汴有初不修则毁淀，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搴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

自然安流。阳侯、宓妃，不复太息。顷因寇难，总不淘拓，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

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东垣底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

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薮，豺狼狺狺，舟行所经，

寇亦能往，其病三也。东自淮阴，西临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

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

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毕其虑奔走之，惟中书详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来，事缺

名毁，圣慈含育，特赐生全。月余家居，遽即临遣，恩荣感切，思殒百身。见一水不通，

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

屏营中流，掩泣献状。”62 元载（？— 777 年）精通漕运事务，唐代宗一朝任中书侍郎同

平章事即宰相一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漕运高度依赖江淮，面对战乱后一片凋敝的景象，

刘晏敏锐地发现了隐于其中的弊端，出于责任写信给元载，希望元载能“详其利病裁成之”。

客观地讲，刘晏所说的漕运弊端虽以现实为依据，但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历朝历代长期存

在的共性问题。进而言之，刘晏所说既涉及到民生、社会治安、漕运管理等，同时也涉

及到运道及运河航道维修等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直困绕着历代统治者。

其实，开挖运河发展漕运本身就是利害参半的大问题，一方面维护政权和发展社会

经济需要漕运的支持，另一方面漕运时又长期存在着刘晏列举的四种弊端。事实上，历

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开河及漕运之弊虽多有认识，但由于开河及漕运之弊是以利为前提的，

61 清·张廷玉等《明史·王文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4517 页。
62 唐·刘晏《遗元载书》，清·董诰《全唐文》卷三七〇，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762—37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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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衡利弊取其轻的背景下，明知开河及漕运多有负面效应，但还是不得不继续开河及

进行漕运。进而言之，刘晏虽然可以敏锐地认识到“运之利病，各有四五”并忧心忡忡

地提出问题，但开河及漕运之弊实际上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甚至可以说当专制国家

的政治中心建在黄河流域时，当以黄河为漕运通道并以黄河为主要补给水源开漕运通道

时，带来的弊病远远地超出刘晏的预想。

从大的方面讲，“病河”有两个前提，一是专制国家的政治中心建在黄河流域，黄河

流域一直是重要的农业产区，运河补给水源或农田灌溉以黄河为主要对象，过度地掠夺

黄河水资源加快了破坏黄河水系的速度；二是黄河流域人文活动频仍，破坏了自然生态

环境，与此同时，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与气候变化等拧结在一起，加剧了黄河泛滥及溃溢

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北宋黄河南徙入淮及明嘉靖六年黄河全河侵泗入淮，主要是

在“病河”的两个前提下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运河与黄河之间的矛盾开始拓展到淮

河流域，在加重破坏黄河水系的同时，破坏力蔓延到其他的水系。

这里有一个反例。游牧民族占据黄河流域后，强力推行农田改牧场的措施，在黄河

两岸建起千里牧场。从十六国纷争到北魏基本上统一北方，在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

以农田灌溉和漕运为主的河渠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这一举措在一定的程度上恢

复了黄河生态，检索史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黄河很少改道和泛滥。史称：“世祖之平

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

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63

始光四年（427 年），魏太武帝占领夏国都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东北）及平定秦陇（指

今陕西和甘肃）以后，将黄河以西地区改为牧场。此后，北魏孝文帝又将黄河以北地区

改为牧场。

在历史的进程中，尽管开挖运河及河渠与保持水系的自然生态是一对矛盾体，甚至

人们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认识到开挖运河对自然水系的破坏作用。然而，古人更多的是关

注运河给专制王朝带来的以农立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进而言之，运河的强大交通

能力及农业灌溉能力等，成为历代统治者积极地从事运河及河渠建设的根本动力。出现

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是因为以农立国的专制王朝需要不断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以保持

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因为低成本耗费的水上交通在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军事

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来，一方面运河及漕运通道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左右不断

地出现淤塞，另一方面历代的统治者又不遗余力地疏浚和开挖新的运河航道。

以上是我就运河的两面性，谈一谈个人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出。谢谢大家！

63 北齐·魏收《魏书·食货志六》，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85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