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講座：從歷史、政治、經濟及人文角
度，回看大運河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發
展和變化。

• 簡述不同歷史時期的運河發展（包括興替概
況）

• 簡述歷朝運河建設對中國政治、經濟及民生
的影響與意義

• 簡述運河的地理、建設、運作與管理

• 運河與絲綢之路的關係及其在近現代中國發
展所扮演的角色

講者： 王煒文工程師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
獨立研究員

書名 作者背景/年代 大概行程

馬可∙波羅遊記

十六世紀葡萄牙
人在華見聞錄

費爾南門德斯 方濟各．沙勿略神父(Francisco Xavier)於
1545年前後在澳門一帶，根據商人消息而
寫出來的一些當地見聞情況。(強調當時官
吏公正，不受賄)

伊本∙白圖泰遊記 15‐17世紀後半葉耶穌會傳
教士報告中國情況

中國紀行 1516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成書於奧斯曼帝

國都城君士坦丁堡，作為禮物先後獻給土
耳其素丹賽利姆一世(1470～1520)和蘇萊
曼∙沙(1496～1566)。全書為作者于1500年
(明孝宗)來華的見聞錄，介紹了當時中國社

會各方面情況，對中國的省份、軍隊、法
律、經濟管理、城市建設、歷史、地理、
文化藝術、宮廷禮儀、宗教信仰、社會習
俗等作了生動的描述。

1. 南明行紀 伯來拉/葡萄牙遠東探索艦
隊隨行克魯土/葡萄牙多明
我會修士

1550前後，被認為牽涉海盜活動在中國成
為俘虜。被囚地點主要在福建沿海一帶/廣
西。

是次講座的部分參考資料出處



書名 作者背景/年代 大概行程

英國人眼中的大
清王朝

愛尼斯∙安德遜 英國政府於1792年以慶賀乾隆皇帝的壽

辰為，名派遣馬戛爾尼特使訪問中國，
討論兩國的貿易和建交問題，並希望締
結一項倫敦與北京之間的商業聯盟條約，
從而得到貿易上的最優惠待遇。作者是
使團所乘“獅子”號船上的第一大副。

一個傳教士眼中
的晚清社會

Isaac Wiley (1825‐1884), 
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

以傳教士身份在中國生活近25年，居住

及遊訪以北京及華東沿海等省份，見證
了當年鴉片戰爭、開放囗岸、一系列不
平等條約的簽訂及洋務運動等過程。

廣州番鬼錄 亨特(William Hunter)，
美國，1808‐1881

美國旗昌洋行合夥人，於1825‐1844在廣
州從事貿易的紀錄及見證。

五口通商城市遊
記

George Smith (1815‐
1871), 英國教會傳教士,
香港英國維多利亞主教

於1845至64年間帶著傳教者的使命，曾

遊訪並定居於多個中國口岸，包括香港、
廣州、上海、寧波、福州及廈門等地，
並將其所見有關不同的社會、文化、政
治民生等現象，作了頗子細描述。

是次講座參考的資料出處

書名 作者背景/年代 大概行程

1897年的中國 John Stoddard 一個美國旅行家遊歷中國後(香港、廣州)
寫的見聞。

1898:一個英國女
人眼中的中國

Isabella Bird, 英國旅行家
(1831～1904)

Isabella 於1898年在長江流域及川藏地區

進行實地考察，後向英國教會和其他商
業集團寫了些關於中國的第一手資訊，
以供他們作中國開拓發展的資料。

一個美國人眼中
的晚清宮廷

赫德蘭, 1894‐1902身在中
國

作者生活在中國多年，其妻子是清廷的
宮廷醫生，因此也有機會接觸了宮廷內
的許多內幕。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對晚
清的看法有與中國人不同的特點。

兩個日本漢學家
的中國紀行

內藤湖南 (1866‐1934)、
青本正皃 (1887‐1964)

中國遊記 芥川龍之介 (文學家、羅
生門作者，1892‐1927)

自1921，受大阪每日新聞委託，漫遊上

海、蘇州、杭州、揚州、南京、漢口、
長沙、北京、沈陽等地

是次講座參考的資料出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A7wNqXZKc&vl=zh‐Hant 第一集 (15 m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zCe4‐l8Mw 第四集 會館和它的主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9oDrvyfHM4 第五集老街深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PWkZFju_M 第六集 京杭大運河承載歷代王朝氣
運興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Lel6UtA5g 第七集

是次講座的部分參考資料出處 ‐中央電視「大運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6%9D%AD%E5%A4%A7%E8%
BF%90%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A%8B%E5%94%90%E5%A4%A7%E8%B
F%90%E6%B2%B3/9482208#5

百度資料



西漢平帝二年（西元二年）五千九百萬人

東漢永壽二年（西元一五六年），五千六百萬人。

隋大業三年（西元六○七年）四千六百萬人

唐天寶十四年（西元七四○年），五千二百萬人。

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萬人。

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五千八百萬人。

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萬人。

明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萬人。

清代以前的1600年間，中國人口數字一直在3至7000萬人。

康熙二十四年（1685），一億零一百萬人。

嘉慶年間 (1800)，二億九千萬人。

清朝結束時的1912年，中國人口達四億○六百萬人。

中國人口的一些數字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個港灣停留8天，等待數量驚人

彙集起來的船隻通過。一個砂漏時辰過去，僅數一數往上航行的
小船，就有三百艘。那麼多的船都滿載貨物，便利旅客，簡直是
奇跡。船隻都有頂篷，保持清潔。有的船飾以圖畫，看來是作為
遊樂之用，不是運貨的。”

“這個國家人口眾多，不僅村莊，連城鎮都彼此在望，有些地方
河流甚多，屋舍幾乎連綿不絕。”

“中國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裡生活了22年，擁擠的人群令人驚

歎。不僅城鎮及公共場所，甚至大道上也彙集了大群的人，很像
歐洲通常過大節或.群眾集會，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

“中國人體質好，身體壯實，他們是艱苦的勞動者，他們的上等
土地用技術開耕，收穫豐富，而較差的土地，不管多小，(無一尺
未開耕的土地)靠辛勤勞作，他們也終於使它有收成。”

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的記載 (原名奧伐羅∙塞默多(AlvaroSemedo)，
在1613年來華，而後在中國各地傳教，曾經在杭州、嘉定、上海、
南京、西安居住過多年，行程遍及中國南北。在大明生活了22年
之久，1637年從澳門返回歐洲，途中寫了《大中國志》)



克魯士《中國志》(葡萄牙多明我會修士, 1549 – 1552 在中國)

“廣州的郊區很大，人戶眾多，有葡人認為它的幅員可跟里斯本相

比，但我覺得里斯本還是小些。廣州房屋多，人煙稠密，人多到簡
直難以進入河岸上的城門。”

“沿河小城鎮無不佈滿大小船舶。離河半裡格多的廣州城，船隻多
到令人驚異，尤其歎為觀止的是，幾乎整年大量船隻從不減少和缺
乏，因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開走，那同樣多的船必
定再開進來。而且，開走的船是滿載而走，開來的船是滿載而來，
都接受貨物和攜運貨物。

“這個地方在距海二百、三百、四百里格的內陸，有大量的海魚，
以致每天所有市場充斥鮮海魚，那簡直是奇觀。”

《利馬竇書信集》摘錄，光啟出版社民國75 年（1986）出版

一五八四年是萬曆十二年，當時利瑪竇眼中的明朝中國是這樣的。

“中國土地的肥沃、美麗，富有。中國人的智識與能力，真是卓越
異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詳細寫出，那就需要幾大冊”

“在中國，人們雖儉於消費，但穿絲綢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類
及其他東西製成的衣服，也是我們一般所沒有的。”

“麥子與稻米以及其他蔬菜，至少每年收穫兩次；他們聽說歐洲要
讓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種的事，無不感到十分奇怪；因為他們一年
不僅兩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別是麥子，它不象稻子那樣，需
要很多的水，這歸功於照顧與播種得法和土地耕耘良好的關係。”

“中國天生好奇與樂觀，並有無可形容的寧靜與安詳。陸地上充滿
著果樹、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綠，充滿著廣大的良好田
地和豐盛的莊稼，各處全面淡水河流分佈其間，大部分都能航行船
隻，大運河還可通航到北京，人們也可以由陸路前往，但那需要三
個月。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寧靜，兩岸的樹木成蔭，處處一片青翠，
至少廣東的情形是如此。



五口通商城市遊記, 英國教會傳教士George Smith, (1845‐64)

有關運河的描述

• 運河船隻眾多，載著人、蔬菜或糧食去趕集。

• 每隔三兩裡便有座廟宇，伸出一枝竹竿，綁著口袋，給船
客捐獻。

• 每隔十來裡，便有休息的小亭，由善心人士提供茶水，方
便過客。

• 橋樑眾多，橋頭都刻著建造年份與捐獻者的名稱。

中國過往的基礎建設

• 交通 ‐海運、河道、運河、橋樑、碼頭、陸上道路、
驛道

• 城鎮、鄉村建設

• 水利、土地開墾

• 軍工國防 ‐城牆、關口



從先秦時期到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開鑿了大
量運河，其分佈地區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西到關中，
南達廣東，北到華北大平原，都有人工運河。這些人
工運河與天然河流連接起來可以由河道通達中國的大
部分地區。

例如從現在的北京不遠的通縣起，即可乘船順潞水由泉州渠到
溝河口入海，經過一段短短的海程，再進入泒河，由泒河
經過平虜渠，而入漳水，又由漳水經過利漕渠和白溝而入
黃河，又由黃河進入汴渠上游，沿蒗蕩渠而下，由潁水入
汝水，再由汝水的支流舞水入泚水，又泚水入淯水，由堉
水入漢水，由漢水入楊口渠，由楊口管道而入長江，由長
江入洞庭湖，由洞庭湖入湘水，由湘水入漓水，由漓水入
西江，沿西江可達番禺城；或由江陵溯長江達巴蜀，以通
西南。

這四通八達的水道為後世開隋唐大運河奠定了基礎。

大運河早於春秋期間已開始建造，緣起於吳國為
攻伐齊國，以利兵員糧草的運送而開鑿。隋朝大
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
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

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後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
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
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

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
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
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

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
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



隋唐大運河是隋代統一南北以後，將以前已有的
自然水道加上隋代開鑿的運河組成了一條自江南
一直到京城洛陽的路上水道，主要目的是運送首
都所需的物資。

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分別由西元584年開鑿，西向
到陝西西安的廣通渠，603年開鑿的經山東臨清北
上至河北涿郡的永濟渠，西元605年向南開鑿到江
蘇清江的通濟渠和西元610年連接江蘇鎮江和浙江
杭州的江南運河構成。

隋唐大運河是世界史上最長的運河。但是隨著時
間的推移，隋朝大運河部分河段失去通航功能，
隨後被元世祖忽必烈所修的京杭大運河取代。

西安
(渭河)

廣通渠



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起杭州，北到北京，
隋朝開鑿全長2700公里，縱貫在中國最富饒的東南

沿海和華北大平原上，經過今浙江、江蘇、安徽、
河南、山東、河北、北京七個省市，通達黃河、淮
河、長江、錢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國古代南
北交通的大動脈，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過巨大的作
用，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

後經元朝取直疏浚，全長1794公里，成為現今的京

杭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利用了隋朝大運河不少河段，
縮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清末改漕運為海運，大運河對國家社會和經濟的影
響，才日漸式微。



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于隋朝，繁榮
于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漫長的
歲月裡，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後一
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

唐代詩人皮日休作詩道：“萬艘龍舸綠叢間，
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餘
里地無山。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
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無論是隋唐大運河還是京杭大運河，其建造順帶
誕生了幾十座沿河的繁榮城市。

先有河，後有城鎮，後者因河而生，因河而旺。
大城，意味著人口的相對集中，意味著人才的聚
集，而且因需要而都有分工。有搞運輸的，搬運
的，收稅的，管理的，造船的，搞倉儲的，搞貨
物集散的，做買賣的，還有旅店，飯店，帶動唱
戲娛樂風月的經濟活動，還有書院文化一類的機
構和建設，在歷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記。



隋代大運河造就了揚州（杭州）、西安（洛陽、開
封）、北京（天津）這樣三大世界都市。

揚州是大運河的起點，西安是中點，北京是終點。
大運河把這三點造就成了規模宏大的，在中國歷史
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都市，或是首都，或是經濟大
城市，成為全國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
影響既深且遠。

同時也起著文化及民生的交流，把中原文化帶到了
北方(北京)與南方(杭州)，也把北方草原遊牧文化、
南方魚米桑茶水鄉文化帶到了中原，實現了中華文
化的多元化、互補化和共繁化，大大實現了中國的
大一統。

幾大水系的串通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與交流以
及中外的國際交流。大運河也為絲綢之路拉近了
距離，一方面把地中海周邊和中亞的文化和中國
內陸的文化連結了起來，另一方面，把北方的少
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漢族文化連結了起來，促進了
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生成、鞏固和壯大。同時也為
稍後到來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通了多個口岸。

隋煬帝大運河迎來了唐代的貞觀盛世，奠定了唐
文化在世界上崛起的基礎。隋朝雖短，隋代留下
大運河的社會和經濟基礎，唐朝在政策上稍做調
整，便換來了唐朝的長治和極盛。為中國歷史增
添了輝煌的一頁。

2014年，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
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大運河是世界建造時間最早、使用最

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是中華民族留給世界的寶貴遺
產。



自古以來華東區內東、西走向的主要河流，
有黃河、淮河和長江，但互不相通。

自古以來華東區內東、西走向的主要河流，
有黃河、淮河和長江，但互不相通。

夫差開鑿的運河 ‐
邗溝



吳王夫差(前495年 )，為攻打齊國，從揚州淮安開始
開鑿運河。

差不多同期，越王勾踐在其首都 (今杭州) 也沿山陰
水道開鑿一條運河，主要作為土地開發、航運及治

水之用。當區湖泊河道密佈，加上平原地勢，均是
對開發的有利條件。

隋煬帝西元 604年登基，先從長安遷都洛陽，再為
控制/獲取江南一帶豐饒物資，繼而開鑿從洛陽至
淮安的通濟河 (650公里)。數年後，又從洛陽至涿
州 (今天津)，開鑿永濟渠 (900公里)。

歷代當國勢穩定時，雖黃河仍經常泛濫，運河亦時
有疏浚維修，通航不斷。直至北宋政權衰敗，運河
便續漸廢置。

1194年，黃河奪淮入海，通濟渠從此受到淤塞。

清明上河圖，描述的正是宋代位於運河旁開封的䌓
華情況。



500 公里

昔日隋煬帝巡乘坐龍船幸江南的盛況



京杭大運河

從元朝開始，國都變遷到北京，國家政治中心轉移，
元朝忽必烈下令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
開鑿了元朝京杭大運河，直通南北，運河從此由江
蘇淮安經宿遷、徐州直上山東抵達北京。至此，誕
生了現今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

北京積水潭曾是大運河的終點站，設有起卸大碼頭，
貫通前海、後海及西海，甚至接入頤和園的水道。



在十三世紀末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了使南北相
連，不再繞道洛陽，必須開鑿運河把糧食從南
方運到北方。

為此先後開鑿了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
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築成以大都為中心，南
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

元朝花了10年時間，先後開挖了“洛州河”

和“會通河”，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
河道和湖泊連接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
運河，直達杭州。

而北京與天津之間，原有運河已廢，又新修
“通惠河”。這樣，新的京杭大運河比繞道洛
陽的隋唐大運河縮短了九百多公里。

京杭大運河按地理位置分為七段：

• 北京到通州區(通惠河)，自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

經甕山泊（今昆明湖）至積水潭、中南海，自文
明門（今崇文門）外向東，在今天的朝陽區楊閘
村向東南折，至通州高麗莊（今張家灣村）入潞
河（今北運河故道），長82公里；

• 通州區到天津(稱北運河)，長186公里；

• 天津到臨清(稱南運河)，長400公里；

• 臨清到台兒莊(稱魯運河)，長約500公里；

• 台兒莊到淮安(稱中運河)，長186公里；

• 淮安到瓜洲(稱里運河)，長約180公里；

• 鎮江到杭州(稱江南運河)，長約330公里。



京杭大運河南起余杭（今杭州），
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

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
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
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
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







沿京杭大運河歷史出名的市鎮

窯灣古鎮

窯灣古鎮歷史上溯於春秋，自西元618年唐
朝建置，已有1300多年歷史。古鎮西依大運

河，東臨駱馬湖，三面環水，為南北水運樞
紐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運的興盛帶動了
窯灣工商業的迅速繁榮，在清至民國的鼎盛
時期，古鎮設有8省會館和10個國家商業代

辦處，美、英、法、義大利等多國商人和傳
教士來窯灣經商傳教。鎮上錢莊、布莊、
當鋪、商鋪等各種店鋪作坊360餘家。

水系與城市的分佈



水系與城市的分佈



太湖



鎮江‐交接長江的西津渡，曾是大運河的一個重要碼頭。不禁也
教人想起白居易的琵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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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的運作

春秋末年，吳王夫差北上爭霸，於西元前486年築邗城
（今揚州市），開通邦溝。 初自長江引水北流，向北
繞經一系列湖泊，以較短的人工管道相連接，航道彎曲，

終流入淮河。

東晉南北朝時，由於自然條件的變化，江水已不能引入
運河，於上游開支河從今儀徵引江水通航，並在運河口
建堰埭、水門節水，河上亦建有多處堰埭。隋代兩次重
開此河，成為南北大運河中的重要一段。唐代，長江中
的沙洲擴大，並與北岸相連。

為便於調運，北宋期間已在各段運河建有數十處閘、壩、
涵、達等建構物，並出現世界上 早的船閘。

堰，是一種橫越河川的障礙設施，可以改變水流的特性。
一般而言，堰的尺寸比水壩小，水會在障礙物的後面累
積成水潭，積滿後會越過頂部流往下游。堰經常用來引
水進入人工灌溉水道、或節制洪水、量測流量及增加水
深以利於通航等功用。



廣源閘位於海澱區紫竹院地區五塔寺與萬壽寺之間，橋上
有廣源閘路通過。廣源閘在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
建成。

廣源閘在郭守敬主持的白浮引水工程中是一座重要水閘。
該閘是元朝通惠河上游的頭閘。從元朝起，廣源閘是節制
通惠河之水的關鍵。閘橋落下時，閘東之水深不滿一尺；
提閘之後，河水可行駛龍船。廣源閘不僅節制長河之水，
而且自元朝開始，每逢北京東部的通惠河因天旱水淺難以
通行糧船時，都會派專職官員赴廣源閘畔的龍王廟祭祀水
神，提閘放水。

明朝開挖長河時，繼續利用了廣源閘。明清兩朝的皇帝乘
船赴頤和園時，常在廣源閘換船。乾隆帝和慈禧太后都是
乘騾車，率眾出西直門，沿河西行，在廣源閘旁的萬壽寺
行宮下榻，隨後廣源閘下閘阻攔水流，以調高廣源閘以西
的水面，此後便可轉乘龍船走水路，以逆水拉纖的方式赴
頤和園昆明湖。

廣源閘的結構分為閘基、閘門、閘牆三個部分。廣源閘歷
史上兼具調水、碼頭等功能，而且在閘上鋪設木板便具有
橋的功能。該閘原來的閘板早已無存，閘口仍保存完好。





位於江蘇省宿遷市的
一段古運河及現代船閘



現代船閘





淮安水道立交



河北蒼州 ‐‐一彎頂三閘

南宋時，通濟渠河道湮塞 (河南、安徽省內)，至
今已經無運河遺跡可尋。原因有：

一、南宋時，北方淪陷，南宋統治者為了防金兵
南下，破壞了運河上的各種設施，務使金船不能
南下。

二、1194年，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南下，奪泗

入淮，奪淮入海，金統治者聽任黃河氾濫，以貽
禍南宋。於是淮水流域一帶，遂常鬧水災。淮河
改由運河南流入長江。通濟渠逐漸淤塞為陸。

三、元朝定都北京，開始開鑿京杭大運河，又
開闢了海運，導致通濟渠逐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四、國都改建北京與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使通濟
渠逐漸失修而湮廢。汴渠的河身淤塞，河床高過
地面。



明清兩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運河漕運，設置漕運總督和
河道總督，分別掌管運河漕運管理和運河水利管理。

運河沿線的城市也因漕運而繁榮，北方的天津、德州、滄
州、臨清等城市迅速發展起來，東南地區的淮安、揚州、
蘇州、杭州也成為繁華的都市，並稱運河沿線“四大都
市”、“東南四都”。

浙東運河在明清時也同期繁榮。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前後朝廷製作了大運河全圖，第二部分繪製的是從紹興府
經杭州直至京城的大運河，詳細反映了運河沿途各府縣周
邊水道、湖泊、山川、河流間溝通關聯濟運情形。

京杭大運河在清末因國勢衰微加上黃河
決口改道(1885)，漕運正式被廢止(1905)



1999年以還，紹興市對浙東運河途徑的紹興環城河實
施綜合治理。建設主要內容有：

• 重整、新砌河堤，以穩定或拉順河道。

• 截污以治理水污染；疏浚淤泥，提高防洪標準(至百
年一遇大水)。

• 加建水閘水庫，為沿區作一般用水補充和農業灌溉。

• 連通相隣水系，加強通船效率。

• 再造綠化休閒帶，建設沿河公園綠化帶。

• 拓寬沿河道路。

• 展現歷史水文化。實施環城河公園景點、亮化工程
和文化布展八景點建設。

• 拆遷老舊/違規房屋，開展舊城改造。同時實施沿河
保留房屋立面改造和城區內15條內河的整治工作。

• 整治和引水為主要內容的“清水工程”，以早日實
現河道水質變清的目標。

建設沿河公園
綠化帶的實例



建設沿河公園
綠化帶的實例

建設沿河道路及相關配套的實例



浙東運河(江南運河)是中國大運河當今保存最完

好的地段之一，並且至今依然在發揮和延續水
利、航運作用。

新建的運河建設標準化、現代化程度高，具有

航運、防洪、灌溉、旅遊、戰備等方面的綜合
效益。

新運河已離開運河古道，航道更為寬廣和順暢。
運河通過京杭運河與浙北內河網及江蘇、上海
相連；溝通錢塘江、曹娥江、甬江三大水系，
通過錢塘江，可上溯新安江至浙西南及皖東南
地區，並與寧波深水港相通。

在錢塘江南岸形成了連通浙北、浙西及臨近省
市的東西向水運主通道，對完善腹地內交通運
輸網路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

上海及寧波眾多的深水港及貨櫃
碼頭，以吞吐量計，世界排名第一，
每年處理 4000萬個標準貨櫃，肯定
是海上絲路的一個重要節點。



古運河的建造



船隻通過水險或急灣段落，
改用人手牽纜前進，作為
航道調控不可或少的部分。



白溝是三國時期曹操為了軍事目的開挖的古運河，始於
西元204年，距今1800多年。其前身是戰國時黃河北岸的
運河，先築古陽堤，將太行山各路的水截住，不入黃河，
匯於嘉義境內，沿堤東流，經衛輝市流至浚縣的新鎮，
和山西來的淇水匯合，流入黃河。淇水是山水，很清，
又稱清水。曹操向北征伐駐今河北臨漳一帶的袁尚，截
水量充足的淇水，不入黃河，興建白溝水渠，流向東北，
以通糧道。後來白溝構成隋煬帝北征高麗修鑿的永濟渠
的前身，永濟渠宋時稱禦河，明以後至今稱衛河。

由於鴻溝、白溝這樣的古代早期人工管道的存在，在
挖鑿技術上和運河管理上都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同
時又為隋煬帝挖鑿大運河提供了部分現成的河道，加上
天然自流河道的借用，大有集大成和水到渠成之勢，一
個世界級的空前絕後的偉大工程遂告誕生。

運河以人力及人手進行開鑿，過程中動用上百萬的民
伕。通濟渠在大業元年(605年)三月開鑿，同年八月就
通航了。永濟渠在大業四年(608年)正月開鑿，不到幾
個月就通航了，其工作速度及所用的人手，實在難於
想像。

這樣巨大的工程，並以這樣的迅速完成。不可避免地
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苦難。掘河的民伕，長久的勞動，
受凍挨餓。有些民伕泡在水裡工作過久，下半身都腐
爛了。死亡的人數，在半數以上。

此外，隋煬帝在運河開鑿之初，便派官吏往江南造龍
舟及各色船隻數萬艘，以便於他遊歷江南所用。運河
通行後，就帶了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
士、蕃客及十二衛禁衛軍士，乘舟前往江都。

隋煬帝從江都回洛陽時，改走陸路，又趕造車輿，作
黃麾三萬六千人仗，更加重了人民許多負擔，浪費了
民間許多的物資。



中國自古以來有治水的經驗，圖為建於秦代的都江堰

都江堰的調水解構圖

泄洪及灌溉水道



靈渠

秦始皇掃滅六國後，為運送征服嶺南所需的軍隊和
物資，便命史祿開鑿河渠以溝通湘灕二水。運河在
秦始皇二十年（前219年）至二十三年（前215年）

修成，初名秦鑿渠，後因灕江的上游為零水，故又
稱零渠、澪渠。

唐代以後，方改名為靈渠。它自貫通後，二千多年
來就一直是嶺南與中原地區之間的水路交通要道。
歷史上各朝代都對靈渠進行過修葺，有記載且規模
較大的便有23次。

1936年隨著粵漢鐵路、湘桂鐵路、湘桂公路的建成
通車，靈渠航運逐漸停止。1958年，三里陡水利閘

壩建設後，靈渠斷航。此後管道也因年久失修而淤
塞，兩側堤岸多處崩塌。其後進行了大規模整修，
恢復了傳統風貌，但目前只以農業灌溉和城市供水
為主。

靈渠建於公元前200多年，位於廣西興安縣，東西走向，
連接了湘江與漓江，溝通了長江與珠江兩大水系。





古運河留下的一些遺跡

從考古過程重拾的一些遺跡 (舉例)

隋唐大運河自南宋偏安一隅定都江浙後，運河久廢不用，
逐漸埋入地下。現殘存有水運河故道在泗縣(江蘇)境內。

洛陽天津橋：天津橋是隋唐大運河洛河洛陽段的重要附
屬遺存，是隋唐洛陽城中軸線的重要組成。

堰洛通漕：2014年借古沉船發掘擴展開的洛陽漕運水系

考古勘探，發現漢魏洛陽城與偃師商城，及位於二里頭
遺址的洛陽溝。(興修時間遠推至夏商時期)

清汴工程：北宋時期，洛陽為西京。宋元豐二年（西元
1079年），為解決汴河引黃河水所引起的淤積問題，進
行了清汴工程。現發掘出一些工程殘跡。

含嘉倉：位於洛河中下游的隋唐洛陽城，是唐朝時期國
家大型皇家糧倉，是用作盛納京都以東州縣所交租米的
皇家糧倉。

通濟渠滎陽故城段：河南鄭州的一段隋唐大運河故道，
長18公里，橫貫鄭州北郊。

惠濟橋：惠濟橋建於元末明初。惠濟橋已完全從淤土中
清理出來，是一座青石結構、三孔拱券石橋。



翻修後位於淮安的
鈔關(負責抽取關稅)



從考古過程重拾的一些遺跡 (舉例)

1999年在安徽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柳孜村做過一
次隋唐大運河遺址考古挖掘，挖出了一處石質的
碼頭遺址，挖出了一段運河部分河床，下面有八
艘唐代沉船，還有幾十噸瓷器的殘件，其中罕見
的瓷器珍品有1200件，被確定為唐宋全國各大瓷
器窯口的遺物。大運河經過這次考古挖掘又獲得
了一個新的稱謂：瓷器之路。

此次考古挖掘被確定為1999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台兒莊保存了3公里的古運河堤岸、古碼頭 (鬱家
碼頭)，乾隆下江南時也在此上岸。郁家碼頭是
鬱家個絲綢茶葉生意的產業。

窯灣古鎮歷史上溯於春秋，自西元618年唐朝建置，
已有1300多年歷史。古鎮西依大運河，東臨駱馬湖，
三面環水，為南北水運樞紐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邵伯因運河而生存，水上運輸異常繁忙，因而各碼
頭，不僅多，而且各具功能。沿古鎮市中心向西，
就是大運河遠近聞名的貨運碼頭—大馬頭。人們稱

它為“運河第一渡”，“水上城坊”，大馬頭對岸
就是古代的潘家古渡。台兒莊古城，位於京杭大運
河的中心點，坐落於山東省棗莊市台兒莊區和魯蘇
豫皖四省交界地帶。古城肇始于秦漢，發展于唐宋，
繁榮於明清，有“天下第一莊”之稱（清乾隆賜）。
古城占地2平方公里，11個功能分區、8大景區和29

個景點，是中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古城，有“中國最
美水鄉”之譽。

運河興旺，這些城市與馬頭，自然成為運河線重要
商埠与區域中心。





宋代在柳孜發挖出的一個古運河碼頭 (通濟渠)



隋唐大運河的遺址大體分兩種：一種是在地面上，如
沿岸的古城、佛寺；另一種是在地下，是考古挖掘出
來的古橋、古碼頭、古倉窖和古瓷器。

前者中的古城牆，如河南鶴壁市的黎明鎮，佛寺如鶴
壁市的北魏大佛，這些鳳毛麟角的地面運河遺跡之所
以能保存至今，是因為所在地勢較高，或者根本就在
小山上。其餘遺跡則全在地下，所有的重大發現都是
考古的成果。其中 令人驚奇的首推古糧倉的發現。

古糧倉在洛陽、西安、商丘一帶已經發現了七八處。

上世紀70年代，在洛陽市東北市區一個鐵路單位的院
子裡挖出了一口古窖，非常大，口徑12米，深10米，
是在黃土地下挖鑿而成的深坑，裡面可以儲存糧食。



通濟渠在鄭州附近的一個渡口
(惠濟渡) ，復修後的面貌



隋代河南省內的回洛糧倉(大業元年)

糧倉也起著糧食價格的作用



蘇祿王拜訪明皇帝(成祖)，

經京杭運河回國途中在德
州病逝，後人守墓，至今
繁衍至一大族。

(菲律賓蘇祿群島上的是一個信
奉伊斯蘭教的酋長國。)



古運河的建造

與當地歷史、社會、文化

及經濟發展的影響

• 沒有大運河，北京只是個普通的城市

• 晉商會館，座落地點幾乎與運河重疊

• 沿運河的會館 (商丘船幫會館)

• 寧波，舶商，將運河與世界接連

• 浙江南潯，湖絲、頔塘古河道，接到上海/世界

• 頤和園蘇州街(仿山塘街)

• 運河也帶出了跑江湖、玩雜耍的生涯

• 運河帶動文化的流播 ‐‐船上戲台，京劇、評
劇(天津) ，昆曲、越劇、豫劇 ‐‐廣東送戲下

• 太平天國對江南/蘇州的破壞

• 山東省臨清 ‐‐太平天國前後，加上黃河大汎，
沖毀河堤，水灌運河，淤泥充積，運河失修
而荒廢



窯灣古鎮歷史上溯於春秋，自西元618年唐朝建置，
已有1300多年歷史。古鎮西依大運河，東臨駱馬湖，
三面環水，為南北水運樞紐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邵伯因運河而生存，水上運輸異常繁忙，因而各碼
頭，不僅多，而且各具功能。沿古鎮市中心向西，
就是大運河遠近聞名的貨運碼頭—大馬頭。人們稱

它為“運河第一渡”，“水上城坊”，大馬頭對岸
就是古代的潘家古渡。台兒莊古城，位於京杭大運
河的中心點，坐落於山東省棗莊市台兒莊區和魯蘇
豫皖四省交界地帶。古城肇始于秦漢，發展于唐宋，
繁榮於明清，有“天下第一莊”之稱（清乾隆賜）。
古城占地2平方公里，11個功能分區、8大景區和29

個景點，是中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古城，有“中國最
美水鄉”之譽。

運河興旺，這些城市與馬頭，自然成為運河線重要
商埠与區域中心。

近黃河一帶土地在清中葉
以後大受水災之苦，漕運
部分轉為海運

寧波



媽

江蘇沿運河內陸城鎮，
也崇拜媽祖 ‐‐可見運河
也帶動文化的交流。

馬可波羅對杭州的插描述 ‐‐比威尼斯更多更大的運河



京杭大運河的近貌





























紹興八字橋 據《嘉泰會稽志》記載，始建於南宋嘉泰年間(1201‐1204)，寶祐四年(1256)重
建，“兩橋相對而斜，狀如八字，故得名”。橋以石材構建，結構造型奇妙，八字橋陸連

三路，水通南北，南承鏡湖之水，北達中國大運河，為古代越城的主要水道之一。這裡位
處三街。三河四路的交叉點，橋呈東西向，為石壁石柱墩式石粱橋，三向四面落坡，共中
二落坡下再設二橋洞，解決了複雜的交通問題。橋面條石並列，長4.85米，橋高5米，淨跨
4.5米；橋面寬3.2米，









雖然用了近兩小時為中國大運河做個介紹，
但也只能道出個中的一些點滴，只希望仍能
為大家作過拋磚引玉式的導引，使感興趣的
聽眾能作更多的聯想與發揮，最終能對影響
我們國家極深遠的這份文化遺產，能有更深
入的認識。

暫說一聲再見，期待日後其他的交流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