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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研究，

随着大运河申遗而成为

学术热点。有关大运河

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未有的繁荣。但是在中

国运河水系的起源等关

键问题上，至今仍没有

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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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概论概论

大禹与中国运河水系的起源

□张新斌

学术 观点观点

关于中国大运河起始时
期的探讨

中国运河的开启时间，多认为是东
周时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提出，

“邗沟，是从淮安河下镇的末口直达邗
城的第一条运河。春秋时代的吴王夫
差开挖，疏通这条运河，只是为了运粮、
运兵，北上伐齐。”《中国大运河的历史
变迁、功能及价值》认为，“中国有史料
记载的最早运河为邗沟，由春秋时期位
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开凿。”聊城大学教
授程玉海也提到，“中国大运河最早开
掘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其中最著名的是
吴国开发的邗沟。”“邗沟是我国历史文
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
运河，也是后来经多次整修而成为大运
河中最早，并基本保留至今的重要河
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邗沟的挖掘，
应为中国大运河的起点。”所谓邗沟，就
是吴王夫差为沟通江淮，而开凿的运
河。《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
江、淮。”其时间为公元前 486年，属春
秋末年。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则认为，
“最初开凿运河的不是吴王夫差，而吴
国第一条运河也不一定就是邗沟。最
初开凿运河的是楚国，而不是吴国。”楚
庄公时（公元前613—前 591）孙叔敖在
云梦泽畔“激沮水”，应该是最早的人工
水道实践。孙叔敖是楚国最重要的水
利专家，《淮南子·人间训》有“孙叔敖决
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期思、雩娄
都在今河南淮滨、固始一带，应该说孙
叔敖对水系的整治，实际上包括了人工
水道的开挖，而这无疑是早期的运河实
践。史念海先生对东周时期运河的认
知无疑是正确的，他的研究至今还影响
着当代学人，他对史料的把握，以及充
分的考察与实践，使他的观点始终立足
于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

东周末吴王夫差的运河实践，就
文献所见当时他并没有足够的挖掘时
间，也没有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实际
上吴王争霸中原之后很短的时间，吴
国就已灭亡。吴王不但由水路去了中
原，而且邗沟对江淮的沟联是确实存

在的。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吴王之前
东南与中原的水系是存在的，只是因
为时间久远，有些水道已经淤塞，吴王
夫差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这些淤塞水
道的疏浚。

大禹治水与早期运河水
系的形成

中国的运河实践可以
早到大禹治水时期。
《尚书》一书中，最
重要篇章是《禹
贡》，学界一般
认为这是战国
时对当时区域
地 理 的 理 想
划分。《禹贡》
中，九州的治
理与水系通畅
是 连 在 一 起
的。如，冀州重
点是从壶口治理
开 始 ，对 梁 山 与 岐
山，以及太岳山、覃怀一
带的水系进行治理，对太行山
前的水系进行治理，反映这里是治理的
重点地区。兖州，主要是治理黄河下游
的九条河道，以及澭、沮与雷夏泽。青
州，主要是疏浚潍水与淄水。徐州，重
点是对淮水与沂水的治理，这里也形
成了一个大的汇水区，就是大野泽。
扬州，主要是对江水下游的治理，形成
了三条入海的支津。荆州，主要是对
沱水、潜水，以及汉水的治理，长江的
畅通是关键。豫州，主要是对伊水、洛
水、浐水、涧水以及黄河的治理，对荥
泽、菏泽的疏通。梁州，梳理的结果是
由潜水、沔水、渭水、黄河，水陆交替的
前行。雍州，主要是疏通泾水、渭水、
沣水、北洛水，使其与黄河沟联。九州
的治理，核心在于水道的疏通。大禹
治水不在堵，而在堵与疏的结合。从

“导水”部分看其结果，就是江、河、济、
淮、洛、渭、汉等水，形成了标志性的水
道，改变了在平原地区的水系的漫流。

大禹治水所形成的平原水系，主
要是形成了相互沟联的水网，实现了
自然水道与人工水道的融合，标志就
是将北流与东流的平原水道本土水
系的济水，与最早东南流的河水，交
织一块。形成了济水河水交叉，所谓

济水“截河而南”，河水“穿济而北”的
局面。大禹治水，不仅仅是对个别水
道的治理，最重要的是对整个平原地
区水系的治理，涉及“名川三百，支川
三千，小者无数。”而且“所活者千八百
国”。洪水的治理，一是打破氏族间原
有的界线，而必须依托山水地形进行
重新的界限划分。这样就为新的行政
建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二是在治

水过程中，必须形成氏族联盟
之间的密切联系，氏族力

量的调动需要更大的
权力。这种权力的
传 承 由 圣 贤 间 的
禅让，到父子兄弟
之 间 的 权 力 传
承。家天下的出
现，从而为新的
权 力 形 式 的 形
成 ，创 造 了 条
件。平原地区水

系网络的形成，人
工水道的出现，是与

新的权利出现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
平原水系的总体格局，直到

东周时期吴王夫差北上中原争霸之
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岑仲勉在
他的经典著作《黄河变迁史》中并不看
好吴王夫差在人工水道方面的作用。
这是“因为江淮下游彼此相通的港汊，
到春秋末年或旧迹保留，或部分淤塞，
吴王夫差只按着这些故道，把它重新
开浚以便利交通，并不是由他创始凿
成。”吴王夫差争霸的历史主要是在江
南地区，文献中并没有太多的开凿运
河的记载，从江北到中原，并不在吴国
的势力范围之内，大规模的修浚更不
可能，吴王夫差可以乘船由江南到中
原参加“黄池之会”，核心还是大禹时
代形成的相互沟联的水系网络。尽管
我们在文献中看到很多对大禹的赞誉
之词，其实并不了解大禹所作对中国文
明的含义意味着什么，对整个平原地区
水系改造对后人的影响意味着什么，大
禹治水所形成的权威对中国国家的治
理传统的形成意味着什么。大禹治水
对河、济、淮、江四渎的改造，以及以河
济为中心的自然水道与人工水道相结
合水系网络的形成，无疑是有奠基意
义。中国运河水系的肇始应该为大禹
时代。

由鸿水向鸿沟转变的真
实含义

鸿沟水系在东周时期已经十分知
名。史念海认为：“鸿沟是人工引用黄
河水凿成的水道，是在战国时期凿成
的。”《史记·河渠书》言，自“荥阳下引河
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
与济、汝、淮、泗会。”可见，在东周时鸿
沟实际上起着诸多水系的沟联作用。
鸿沟的历史，实际上应该更早。《吕氏春
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
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
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这
里提到了鸿水，值得注意的是在《淮南
子·本经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舜之
时，共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
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
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
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
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
值得注意的是，龙门、吕梁、伊阙、孟
门，都是具体的地名，讲的就是黄河峡
谷河道的地名。鸿水的鸿，有巨大之
意，但并不是泛讲洪水。因为《淮南
子》中洪水与鸿水并列，说明两者含义
并不一样，鸿水很有可能讲的就是大
禹之前黄河南泛在平原地区的主河
道。因其滚滚洪流，所向披靡，因而将
这一段河道称之为鸿水。大禹治水之
后，经过人工大规模改造而称之为“鸿
沟”。虽然没有更早的文献讲大禹治
水时将鸿水改造成鸿沟，但《水经注·
河水》提道：河水“又东过荥阳县，蒗荡
渠出焉。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
泗。即经所谓蒗荡也。”这个蒗荡渠，
有写作狼荡渠、狼汤渠，一般多认为就
是鸿沟。从大禹治水到战国时魏国对
此段河道进行多次的人为改造，于是
鸿水就变成了鸿沟。文献中沟与水是
有区别的，从《水经注》可知，水多为自
然河流，沟则多与人工水道有关。《战
国策·魏策》所谓“大王之地南有鸿
沟……东有淮颍。”《史记·苏秦列传》
有“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
沟。”说明至少在战国魏襄王（？—前
296）时已有鸿沟。从大禹时的鸿水，
到魏襄王时的鸿沟，一字之差，包含了
较为丰富的内容。说明在东周时，由
于人们对鸿水进行了较多的人工整
治，鸿水也就成了鸿沟。据《水经注》
引《竹书纪年》可知，战国时鸿沟又称
为大沟，陈怀荃认为，“战国中期，魏国
迁都大梁，初引河水入圃田，为大沟而
引圃田；既又在大梁为大沟于北郛，以
行圃田之水。此大沟即当时通称的鸿
沟，由大梁北郛折而南流。”鸿与大，含
义相近，鸿为雅称，大为俗语，所反映
的事实应该是一致的。

总之，中国的运河水系的形成，
是大禹治水的结果。大禹治水的目
的是排泄洪水，所以他带领部族将平
原各个水系沟联起来，其中最著名者
便是对黄河在平原南流的河道，文献
称之为“鸿水”者，进行人工改造，以
后多次改造后称之为鸿沟，鸿沟就是
中国最早的运河水系。⑩4

（作者系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
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师永伟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
南达余杭（今杭州），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
河四段，沟通五大水系，穿越 8省、市，全长 2700公
里，其开凿之早、规模之大、里程之长在我国交通史、
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上均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关于隋唐大运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
果，出现了数量庞大且有分量的文章、专著及资料汇
编，涉及运河历史及地位、漕运、区域社会经济文化
及生态环境变迁、文化遗存及开发保护、文化带建设
等方面。概括来说，隋唐大运河研究的主要论域有
以下三个方面：

隋唐大运河历史研究

对隋唐大运河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热点，研究领
域十分广泛，主要包括运河的综合研究及其名称的
演变、河道变迁、运河工程、运河漕运、历史地位等方
面。一是综合性研究，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是代
表之一，该著全面论述了大运河的发展历史；安作璋
的《中国运河文化史》述及了各个时期运河的开凿及
其与区域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互动；另如《隋唐
大运河的中心——洛阳》《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
史文化考察》等也是精品之作。二是名称演变研究，
有研究认为大运河的称呼“最早始于宋人”，是对隋
唐大运河江南河的称谓，宋元以后，“人们又以地理
的相对方位来指称大运河”。三是河道变迁研究，史
念海、安作璋、傅崇兰、张秉政等先生的专著中对运
河河道开凿及走向、变迁均有涉及；还有关于永济渠
沁河故道、通济渠水溃遗迹等方面的考证研究以及
以实地考察的方式对河道变迁进行研究等。四是运
河工程研究，主要是对各段运河的具体研究，如对宋
代江苏境内河工进行的论述及对引洛清汴工程作的
历史研究等。五是运河漕运研究，与其相关的还有
仓储研究。一般认为运河主要是粮食为主的漕运，
大运河开通后，“以转运粮食物资为主要内容的漕运
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唐大运河沿线分布有太
仓、正仓、转运仓、军仓、常平仓、义仓等几种仓储形
式，其分布格局呈现出一个动态过程，反映了王朝发
展状况。六是运河历史地位研究，学术界认为隋唐
大运河在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带动沿岸城镇发
展，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统治，巩固国家统一上具有
重要地位。

隋唐大运河区域社会研究

关于隋唐大运河区域社会研究主要聚焦于运河沿岸城镇变迁
及文化发展两个方面。关于前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分为总论与个案
分析两种，其中总论类的有：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对运
河沿岸城市发展作了全面研究，是第一部综论专著；王明德等的
《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变迁研究》认为中国都城文明
发展经历了由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的时空转换过程。个案分析主
要是着眼于运河沿岸重要城镇的兴衰，如洛阳、郑州、道口、淮安、
扬州等，论证了运河与城镇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关于后者的研
究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淮剧文化和大
运河文化的大众性特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隋唐大运河作为唐
代茶商的主要贩运之路，可视为唐代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卫河流
域的河神信仰等。另外，运河与区域生态环境变迁也是值得关注
的，如卫河流域的水灾与人地关系等。

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

首先是对运河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等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大
运河遗产具有整体性、体系性、活态性三个特征，其价值表现在文
化、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同时要从社会、文化、制度背景和文明
模式的形态结构中寻找大运河遗产的价值。其次是对运河文化遗
产的调查，这主要是通过考古与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淮北柳孜隋
唐大运河遗址考古具有代表性，《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
告》一书对其进行了全面论述；还有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对皖北
的运河遗产进行了详细耙梳，同时提出了保护策略。再次是对运
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尤其是文化带建设研究，这是最具
现实关怀的课题，成果数量较多，如余敏辉的《从地下走出的辉煌
——世界文化遗产视野下的隋唐大运河安徽段》、任伟主编的《世
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等都从不同角度对隋
唐大运河文化遗产利用及文化带建设进行了论述。

隋唐大运河研究的学术反思

隋唐大运河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不
足之处，总体来说是“存在地区差异、冷热不均、深浅有别、物质与非
物质不均衡、重史料梳理轻实地考察等问题”，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运河研究理论方面较为薄弱，虽已提出运河学理论，但
其完整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对其进行完善与发展仍有很长的路
要走；二是京杭大运河研究热于隋唐大运河研究，对隋唐大运河研
究的力度不够，二者之间出现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且缺乏比较性研
究成果；三是运河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出现厚
此薄彼局面，综合性、基础性研究尚需加强；四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研究参差不齐，重复性成果较多，需要注重理性规划与研究。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
夫：一是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与综合研究，深化学理探索，加强理论
创新。以史料为基础，兼顾实地调查，理清脉络、摸清家底，做到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
学、民俗学、地理学、工程学、信息技术等不同学科进行全面、立体、
客观研究，同时也要积极构建特色鲜明的运河学研究理论体系，在
基础处、关键处、要害处做足文章，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二是活
化运河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千年文脉。以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和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为契机，坚持物质文化遗产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两手抓，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与精髓，让流淌千年的
运河文化“活”起来，实现“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要统筹运河沿
岸各个地域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及运河博物馆、展览馆、主题公
园、生态廊道建设，以线串点，做好战略性规划，让大运河真正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三是注重比较研究，主要是与京杭大运
河、国外运河相比较。正确认识隋唐大运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
位，理清其与京杭大运河的关联和区别，在二者的比较中推动运
河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同时，还要借鉴外国先进的运河文化
遗产挖掘、保护、传承与弘扬的经验，如比利时安特卫普运河体
系、英国伦敦码头区、日本小樽运河等，以国际视角加强运河保
护与开发利用。⑩4 （作者单位：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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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先 飞 ，男 ，河 南 省 西 峡 县 人 ，

1971 年 6 月出生。教育部青年长江学

者，二级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

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研究

员。曾任日本东京大学《赤门华风》主

编，现任《河南大学学报》副主编。兼

任国家一级学会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

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

通讯评审专家，长江学者外审专家，全

国博士后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河南大

学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思潮、五四文学、鲁迅与周作人研究，

被誉为能够代表新一代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发展方向的学术新人。取得两方

面突出成就，其一，独立挖掘并系统梳

理了一种完整的世界思潮运动现象，

即包括五四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人道

主义思潮运动；其二，不仅发现现代人

道主义思潮运动是五四新文学发生的

直接源头，而且划分出一个独立的文

学史发展阶段——“人的文学”阶段。

系列成果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

究的重大创获。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

“新文学发生期人道主义观研究”“20

世纪 20年代中期至 30年代初期现代文

学‘整体转型’现象研究”，主持霍英东

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

基金项目：“考镜源流：人道主义的传演

与新文学的发生”，以及全国高校古籍

整理规划项目：“林纾诗文整理及研

究”；作为首席专家主持河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项目“哲学与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主持河南省社

科基金项目 2项；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系

列学术论著《“人”的发现：“五四”文学

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人的文学”：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

2 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

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

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海外

专业刊物发表论文 1篇，CSSCI收录近

30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篇，《新华

文摘》网刊全文转载 1 篇，《新华文摘》

论点摘编 4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

点摘编 1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全文转载 1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1篇。

《“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

人道主义思潮源流》2013 年获教育部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三等奖，并获 2009 年度“河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人的

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

学的发生》获 2016 年度“河南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系列成果

《现代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现当代

文学》2007 年获第四届“河南省文学

艺术优秀成果奖”；论文《五四新文学

的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观》《粉饰

逆伪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从王森然

的〈周作人先生评传〉说起》《旧邦“新

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国民精神改

造观》分获 2011、2013、2014 年度“河

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论文《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

胜意志：论“五四”前后周作人“人学”

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2003 年获首届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二等奖，系专

业最高奖之一。

获得“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四个一批’人才”、

首批“河南省百名优秀社科理论人才”、

“河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河南省

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河南省高等学校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等称号。2019

年被评为首批“河南社科名家”。⑩4

张先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