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古运河建筑文化风貌的演变

章　立　章海君

　　摘　要　江南古运河为京杭运河的南段 ,为我

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经济遗产和文化遗产 。古运河两

岸风光一路传说 ,它流经镇江 、常州 、无锡 、苏州 、嘉

兴 、杭州。现通过这几个文化城市的建筑风貌演变 ,

说明了它的文化特色 。在新的世纪中我们要继续继

承这个历史文化遗产 ,更好地发挥它的效应。把新

老特色融合在一起 ,为创造出新的历史文明而努力 。

关键词　古运河　文化遗产　建筑风貌　保护

　继承　发展

大运河是和万里长城一样著名于世的宏伟工

程 ,是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 ,也是中国古老文明

的象征 。这个活的文物还在发挥它的使用功能 ,它

是我国东部地区的黄金水道。它是伟大的经济遗产

也是伟大的文化遗产 。两岸古迹 、桥梁 、驳岸 、码头 、

水闸 、堰坝 ,比比皆是 ,体现了中国古老文明的特征:

江南运河从镇江谏壁至杭州德胜坝(艮山门旁),全

长 337公里 ,它北面过长江与邗沟和江北运河相连 ,

南面入钱塘江与浙东运河相接 。现在的江南运河是

古代运河的拓展 ,分为徒阳运河 、苏常运河 、苏嘉运

河 、杭嘉运河四个河段。江南运河始凿于先秦 、成河

于隋朝 。京杭运河开通于元代 ,从北京到杭州全线

为 1747 公里 ,现仅以变化较少的江南段来叙述 ,正

如电视片《话说运河》中主题曲所唱的“时光流转 ,日

月穿梭 ,运河唱着神州古国……两岸风光 ,一路传

说 ,几多曲折 ,几多苦涩 ,几多欢乐……历史的长河 ,

生命的长河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河。”古运河两岸

留下众多的历史遗迹 ,历经千百年沧桑变化。现在

还存在当年较多的风姿和魅力 。

本文试从建筑文化的角度来评述江南运河中几

个文化城市的遗迹保护 ,对祖先遗产的继承 、发展和

再创造 。通过对几个分段考察的记录 ,介绍一些遗

存 ,提出一些想法。以下按北向南的流向次序叙述 。

江南运河从镇江开始 ,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 。

镇江段每旧河道自平政桥 ,由北向南穿越市区 ,向东

与丹徒县交界 ,再至谏壁镇 ,有三处入口分别建闸 ,

自西向东依次为京口闸 、丹徒闸 、谏壁闸 。谏壁节制

闸:(1959 年建船闸 , 长 230m , 宽 20m , 通过能力

2000万吨 。丹徒闸:是古运河入江口门 ,现已淤塞

失去通江地位。京口闸:俗名大闸 ,原址中华路鱼巷

口 ,闸废于明代 ,清康熙年在新河重建小闸 ,位于石

浮桥 、小闸桥之间。兴建一孔双闸(节制闸)。城市

中运河风貌以京江闸附近的西津古渡街最为古朴。

常州运河东坡公园

坐落在云台

山麓的小码

头街 , 其北即

为古西津遗

址 ,街面青石

铺筑 , 两边有

雕花木楼 ,街

中有江南唯

一的过街元

代石塔 ,为珍

贵的佛教遗

存 。石门 上

题名“昭关” ,

上部为石质

小型喇嘛塔 ,

在运粮河端

入口的金山。

高 44 米 , 古

代原是屹立

于长江中小岛 ,有“江心一朵芙蓉”之称 ,金山寺始建

于东晋依山而建。更因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寺”的

神话而蜚声遐迩 ,更有白龙洞 、法海洞 、天下第一泉

而著称 。苏东坡诗“金山楼观何眈眈 ,撞声画鼓闻淮

南” 。它与扬州古渡遥遥相对 ,慈寿塔和江天寺的建

筑造型凸出城市轮廓线中。

江南运河自镇江丹徒起 ,至经丹阳 、常州 、无锡 、

苏州 、嘉兴至杭州 ,全程 334 公里 ,是江浙水路交通

干线。最早为《通鉴》隋记记载“大业六年 1610年冬

十二月敕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 ,广十余

丈可通龙舟 ,并置驿宫 、草顿 、欲东巡会稽”与长江北

邗沟 、通济渠 、永济渠 、联通起来 ,形成南北通道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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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运河在丹阳至常州一段因地势较高水源少 ,历来

通航时发生困难 ,古代引江水与丹阳练湖的湖水接

济运河水源 ,练湖创建于西晋 ,用以灌溉 ,到唐后期

至明代以济运河利漕为主 ,为当时开源节流的治理

措施 。运河上的水柜 ,在运河上建置堰闸 ,节节拦

水 ,防止流失 ,一方面以水柜济运河水之不足 ,这是

太湖流域水利史上的创举 。但经历年的占垦 ,现已

成为“湖荡田”及渔池成为农场的开垦地 。古练湖已

湮废 。

常州运河苏东坡舣舟亭

运河重镇常州 ,志称毗陵 ,它襟三江 ,带五湖(即

松江 、娄江 、东江 ,五湖指太湖流域的湖泊)。唐宋时

古运河自朝京门外广济桥经西水门出东水门穿城而

过。西城门为明初修建常州城门 ,为罗城七城门之

一 ,为今唯一留存的明城门。

西仓桥跨运河 ,成化年间改建为三孔石拱桥 ,两

岸以米行为主 ,称米市河 、豆市河(路名)。

文亨桥三孔石拱桥 ,跨运河 ,明嘉靖二十七年

建 ,清乾隆三十三年重修至 1985 年还保存完好 ,后

移建与篦箕街。新坊桥位于旧城东部府 ,府志称“跨

前河 ,梁大同元年建 ,元皇庆重建 ,明弘治重修……”

宋代记载石拱桥底下也是反拱上下成一大圆拱 ,现

桥是明代重修的。存在城市道路旁以文物保存 ,以

上三桥为运河上最有特色的石拱桥 。

毗陵古驿在《红楼梦》第 120 回中即有记载 ,贾

政扶灵过此见到贾宝玉 ,这个毗陵驿就在古运河边

上 ,过往官船 、驿马在此歇宿 ,现古驿 、石碑遗迹还

在。旁边篦箕巷和移位的文亨桥还在。现为常州运

河西段保护最好的一组景观。篦箕巷为 1987年整

治运河时重建的仿古商业街 ,有卖篦箕的老字号店

———“卜恒顺”从此可看到当年的繁华景象。

在东部运河旁有舣舟亭(现为公园),相传为熙

宁六年除夕夜苏东坡到常州时停船处 ,后人建亭纪

念 ,现为古新运河交处。在此附近的天宁寺为始建

于唐天复年间 ,北宋政和元年改称“天宁寺” ,被称为

全国禅宗四大丛林之一 ,清末起为“天宁佛学院” ,国

内外有一定影响。红梅阁 、文笔塔都是标志性建筑。

城内还有苏东坡老死在常州的藤花馆 ,有手植朱藤

和香海棠遗事。

苏州运河吴门大桥

常 州 这

个文人仕宦

之乡有着丰

厚的文化积

淀 ,历代有常

州 学派 。近

代的常州实

业家盛宣怀 ,

在洋务运动

中有不小的

影 响。丰 厚

的文化一直

影响到现代 ,

“常州三杰”

瞿秋白 、张太

雷 、恽代英。

都有纪念馆 ,

这些故居作

为纪念馆的开发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能提高城市

品位。

常州运河改造不同于其他城市 ,是在市中心原

运河航道上拓建 。随着经济发展 ,运河从原二十多

米拓宽到50m ,水深加到 2.5m ,航道从 60吨位提高

到 500吨位。城市重新规划修建 ,把原河道上的石

拱桥全部去除 ,重建钢筋水泥大桥:两座石桥移建在

运河旁小河道上 ,文亨桥移在篦箕巷 ,西仓桥移在舣

舟亭公园内 。这样虽然保留了一些文脉。假如重新

规划 ,运河能在城市外围走可能还能保持更多的原

汁原味的文化古迹 。这是值得商榷的举止 。这是我

们在 1984年与 1999年两次考察的体会 ,与运河中

上下城市的比较所想到的。

无锡是江南历史久远的城市 ,自周泰伯 、仲雍到

梅里建勾吴国以来有三千年历史。古运河穿过市

区 ,南边与梁溪河交汇 ,沟通太湖流域 。1995 年 12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京河运河无锡市区段为“省

级历史文化保护区” 。

无锡市区古运河是城市特色之一 ,它历史悠久。

古老的风貌基本保存完整 ,文物古迹相对密集 ,是无

价的文化瑰宝 ,作为展示东方文化的窗口 ,早已跻身

于国际旅游市场 ,是独特的风情旅游资源 。它因在

老城区经过 ,贴近市民的生活 ,故也是创建城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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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目前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旧

城改造中保持历史建筑风格 ,跨越新纪世创建文明

城市 ,正在作出新的规划。古运河无锡城区段自吴

桥至清名桥约 6.6km ,分成三个段落三种特色 ,吴桥

至江尖段是河面开阔(100m 左右),水流湍急 ,河流

四通八达 ,北塘沿河米市是无锡成为四大米市的集

散地之一 。这里舟楫繁忙 ,码头众多 ,历史上两岸粮

行 、推栈鳞次栉比 。现旧米市建筑仅留下一部分 。

原沿河的前街后坊 、蔽棚码头等建筑已于 90年代被

拆除 ,在城市改造中逐渐消失 。现在的补救性规划 ,

这一段应强调近代商业特色 ,显示历史文脉 ,结合旧

由铁岭关上望枫桥镇

城改造 ,恢复

百 年 老 店 ,

“蓉湖茶楼” 、

“状 元 楼” 、

“大 吉 春 药

店” , “徐嘉禾

食品店”等名

号。重 点 的

地块三里桥

以西 有 “府

殿”商业区 ,

“若琵堂” 天

主堂(1892年

建 ,它是南京

教区第一大

堂 , 临 河 而

建 ,有着丰富

的建筑轮廓

线)。在吴桥以东运河中的黄埠墩处于大运河与惠

山浜交汇处 ,墩南北长 70m ,东西宽 20m ,虽是弹丸

之地 ,而历史上吴王夫差北伐齐国时在此游宴 ,楚国

春申君 ,黄歇在此疏浚芙蓉湖时保留此墩。南宋民

族英雄文天祥两次过无锡在此泊舟 ,后一次被俘押

解北京途中 ,曾囚在此处作了《过无锡》诗云“ ……回

首十八年 ,复由此路 。是行 ,驱之入北 ,感今怀昔 ,悲

不自胜” 。“金山冉冉波涛雨 ,锡山茫茫草木春 。二

十年前曾去路 ,三千里外作行人 ,英雄未死心先碎 ,

父老相从鼻欲卒。夜读程婴存国事 ,一回惆怅一沾

贴巾。”明代海瑞曾为岛上建筑题过“玩山临水第一

楼”匾额。清康熙 、乾隆六次南巡在此均有题咏 ,康

熙曾住过二夜。清代岛上曾有文昌阁 、环翠楼 、水月

轩等屡建屡废 ,解放前岛上为园通寺。环岛一周二

层楼四面开门 ,中为天井 ,年久失修而废 , 1986年改

建为“正气楼” ,三面透空 ,视野开阔 。通过文天祥诗

碑是无锡运河景观的序曲。在此延伸到惠山的烧香

浜是康 、乾二帝水路游惠山的通径。二岸古朴的山

塘风貌保存完好 ,大多是古建筑的祠堂 ,花园民居 ,

这是有名的“龙头下”山镇。

中段棚下街 、西水墩 、迎龙桥 。其中棚下老街是

旧商业街西水墩 ,为运河中一岛。岛上建有纪念县

令刘五炜的西水仙庙 ,有工字殿:内外戏台 ,当年在

祀庙节会时 ,渔民在水上仃船观戏 ,外台上临河演社

戏 。现庙宇成为文化公园。附近的茂新面粉厂为荣

氏家属的发迹地 ,建筑师童 , 设计的厂房面貌完

好 ,仍作生产使用 。已成为文物保护建筑 。迎龙桥

为运河侧部通向酱园浜上的石拱桥 ,中为园拱 ,二边

为方形浅水孔 ,在水位之下 ,这种桥型制较少。为清

代古建筑 。此处为运河与梁溪交汇处 ,直通太湖的

必经之处。有较开阔的水乡景观 。

苏州运河横塘驿站

第三段为南门外运河在市内经过的“水弄堂”两

侧建筑民居夹河而建。水码头民居鳞次节楷 ,是典

型的江南水乡特色 ,跨在运河上的清名桥为大型石

拱桥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同治八年重建 ,长 43m 。在

桥旁建有石亭碑记 ,附近即为伯读港 。经泰伯渎直

通梅里 。这是春秋时的人工运河 ,最古老的运河 。

在水弄堂起点的南禅寺及妙光塔 ,是运河无锡

段入城的标志 。妙光塔七极八面 ,每角是挂风铃。

无锡运河段清名桥

十分古雅 ,这

是宋崇宁三

年(1104 年)

徽宗赐名“妙

光” , 成为锡

山八景之一 。

无 锡 古

运河能完整

的保留下来 ,

是因为七十年代在旧城西面新开了一段十多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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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运河 ,无锡市为加强古运河文化保护区的建设和

管理的先例 ,通过政协 ,人大制订一些保护规划措

施。这种措施成为政府行为 ,成为邻近城市的先例 。

苏州市运河从枫桥起 ,到宝带桥;长 14.4km ,原

河航道条件差 ,弯道多现另外开拓新航道 ,从横塘直

接到宝带桥。绕过了市区 ,(原古河是通过盘门吴门

大桥 ,觅渡桥直至宝带桥)现达到四级航道 ,标准底

宽 50m ,结合西面高新技术开发区而建设新运河 。

苏州本为历史文化名城 ,景点众多 ,在古运河上

重点有枫桥镇 、寒山寺 、横塘镇 、古驿站驿亭 、盘门三

景 、宝带桥 。

苏州市有人说“运河不仅仅是水 ,而且是文化 。

有人气有文化 ,没有桥就没有人气 ,就没有文化。”

运河进入苏州的第一站即是枫桥镇 ,枫桥创造

于唐代是一座单孔大石拱桥 ,桥畔有铁钤关 ,有六朝

古刹寒山寺 ,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广为传

布 ,又以寒山寺钟声闻名中外 。

铁铃关是明嘉请 36年为防倭抗倭的军事设施 ,

关楼高“三丈六尺有奇”。楼上有发射矢石锍炮。它

是进入苏城的水陆关口 ,这里桥 、寺 、关 、市肆 ,已成

为姑苏文化的窗口 ,寒山寺的“寒山”“拾得”菩萨与

日本有着不少传说 , 寺内有明治三十八年(1906

年),日本送的青铜大钟 。除夕的夜半钟声 ,已是历

代佳话 ,现又复建的塔为唐代建筑形制。寺内塑像

纯朴 ,诗碑 、庙宇古建筑源远流长。

无锡城南运河“水弄堂”

进入城区西南角即是苏城的盘门 ,水陆二重门 ,

国内唯一保留的古水门 ,它是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

514年),伍子胥筑城时所建 ,初名蟠门 ,现门为元末

至正年重建 ,并在明代续修过 ,现已恢复城楼 ,伍胥

祠。吴门大桥横挎运河是苏州最大的石拱桥 ,拱圈

高大 ,现各种船都能通行 。

瑞光塔为北宋初年建筑 ,砖石结构七级八面 ,高

43m ,内有珍贵的真珠舍利 、宝幢 、佛经等 ,盘门三景

为古城风貌一角。运河上的景点 。

横塘古驿。“ ……石桥朱塔两依然 ,年年送客横

塘路 。”(宋范成大隐退石湖 ,每次送客到横塘古渡)

是描绘上方山的楞枷寺塔 ,石湖横塘美景 。现还有

古时驿亭和本世纪的彩云石拱桥 。

现驿亭石柱上刻有楹联“客到亨茶旅舍权当东

道 ,悬灯待月邮亭远映胥江” 。现古驿亭为集邮爱好

者对此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原驿亭旁有亭子桥 ,现

因运河开拓 ,把原航道上的彩云桥搬到附近的一条

较窄河上 ,保证了运河拓宽又保存了文物 。在此不

远还有画坛巨宗唐寅墓 。这些都是运河旁的宝贵文

化点。

江南水多桥多 ,在运河岸边还有不少古纤道 ,实

际上是纤桥 。位于苏州东南的宝带桥就是运河上最

早的纤夫拉纤的石板道及石拱小桥。原运河古渡口

来往行人为渡船 ,二岸都有避雨的凉亭。

唐朝白居易曾在苏州做刺史 ,离任时也是从运

河上走的 ,有《别苏州》诗为证。“浩浩姑苏民 ,郁郁

长洲城……,一时临水拜 ,十里随舟行……”感情真

挚 。宝带桥在葑门外 6里 ,江南运河西侧澹台湖口 ,

它与运河平行 ,是过去运河至嘉兴必经之道 。桥长

316.8m , 53孔 ,宽4.1m ,始建于唐代元和五年 ,为漕

运船冬季顶风拉纤道。“太湖水澹台诸湖而来众水

经运河并入淞江”(《姑苏志》)。为了泄水桥跨小而

多孔 ,狭长和平坦的桥型 。中间三孔较高 ,旁侧 50

孔较低 ,便于过船泄洪 ,为驰名中外的多孔石拱桥。

现苏州市为保护古桥 ,把陆上交通公路路线移

走 ,除去了旁另一座水泥桥 ,着手建造宝带桥风景区

公园 ,保护了运河文物 。

在苏浙二省的交界处 ,古镇王江泾 ,长虹桥横跨

大运河 。它是一座著名的三孔实腹石拱桥 。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初建于明万历年间 。清康

熙 、嘉庆 、光绪时多次重修。桥全长 728m ,中间孔净

跨 16.2m ,高 10.7m 。宏伟壮观有长虹卧波之势 。

大运河从吴江市的盛泽镇 ,往南不远就是浙江

省嘉兴市 ,这是古时吴越国边界 ,称为吴头越尾 。当

时北城门为吴门 ,西城门为通越门 ,当初的国界桥是

吴越相争的战场。吴王阖闾就在一次大战中受伤而

死 。

运河上还有清代石拱桥一端平桥 ,即是古运河

杉青闸遗址。杉青闸堰是古运河上控制水流设施 ,

在北宋熙宁以前即有了 。宋元以后水流变化闸渐湮

废 ,唯今留有路名 。闸旁有落帆亭 ,运河上船过此落

帆而名 ,有历代宫史管理 ,官舍旁有古建筑和园林。

光绪六年(1880年)增筑“太白亭” ,园林 ,为江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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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运河盘门水陆城门

苏州枫桥和铁铃关

苏州运河旁古江村桥寒峙

苏州运河宝带桥

园之一 ,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当年的景观犹在 ,

一派江南水运景象 。

嘉兴至杭州为富饶的杭嘉湖平原 。素有鱼米之

乡 ,丝绸之府的美称 ,夹河桑林茂密 ,绿油油的鱼塘

星罗棋布 ,一些市镇如塘栖 、崇福 、石门 、濮院都随着

运河发展兴旺 ,商品经济发达 ,其中石门镇是原河上

石门湾(现已改为直道)河面宽阔 ,春秋时吴越曾在

此垒石为门以为国界界限因而得名 ,古诗有“驿路迢

迢送夕阳 ,石门湾口泊连樯 。”

塘栖镇是运河改道而兴起的重要集镇 ,传说宋

末年间会稽人唐珏掩埋宋陵遗骸于兰亭山 ,后隐居

于此。河宽六十米 ,有较多石拱桥。

江南运河改道很少 ,除张士诚曾在塘栖到杭州

武林门一段改线之外 ,江南运河很少改变线路。苏

嘉运河的河水源于太湖 。《宋史·河渠志》中载有“自

秀州杉青至平江盘门 ,在太湖之际与湖水相连。”现

河面宽平均有 82.60m ,两岸受运河水灌溉之利。运

河运输繁忙 ,古运经拓宽改造青春焕发。

嘉兴的古运河河道至今未有大变迁。《嘉兴府

志》(光绪年)所载“随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

来城左右” ,其西面即京杭大运河 ,东面则称秀水。

秀水为护城河 ,即通南湖。南湖分为东西二湖 ,谓之

鸳鸯湖 ,河网密布一片碧绿 ,生长的菱无角 。南湖为

嘉兴第一名胜 ,又是全国革命纪念地 ,嘉兴南湖的烟

雨楼 ,犹如蓬莱仙岛一般 ,楼台参差 ,亭阁翠掩 ,湖心

岛烟雨楼 ,是始建五代吴越国。节度使景陵王钱元

僚筑台登眺之所。万历十年又增筑亭榭 ,南面筑“钓

鳌矶” ,后北面拓放生池称鱼乐园 ,现建筑规模是清

同治以后陆续重建 , “烟雨楼”三字为董必武手书 。

运河南行便到终点城市杭州 。杭州运河分城内

河与城外河 。城内河宋代有《咸淳临安志》记载有茅

山河 、盐桥河 、市河 、清湖河等几条。苏轼 、周淙 、潜

说友等屡加疏浚。现大多湮没 。仅有遗迹可本 ,城

外河流有:运河(称贴沙河)。龙山河 、外沙河 、菜市

河 、子塘河 、下湖河 、余杭塘河等 ,虽已湮塞 ,还有遗

存 。杭州市内诸河汇合出余杭门北回流。

德胜坝为古运河上有名的终点处 ,该坝原名北

城堰。七十年代拓河时拆除 ,现已不存 ,遗址为德胜

桥以北德胂坝巷处 。北流河河面宽大直至拱宸桥。

为杭州大运河上最大石桥 。据记载“旧制桥长三十

四丈五尺 ,四丈八尺的巨形桥” ,为明崇祯四年(1631

年)由当地民间举人祝华封募资创建 ,清顺治塌 ,康

熙 53年(1711 ～ 1714年)修复至今 ,实长 92m ,宽 6.

6m ,中孔 15.3m 。拱宸桥为石结构三孔石拱桥 ,桥

面为台阶。民国年间中间铺混凝土斜面。为人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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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 ,“拱”“宸”表示对皇帝下巡视敬奉之意。桥旁

原有张大仙庙 。为清初一老人养鸽在桥上自由飞

翔 ,老人吹口哨鸽仃手心 。一次鸽三匝不肯仃;而老

人在桥上扑向白鸽 ,落水而亡 。平时老人乐于为人

治病 。给药一剂即愈 ,不收谢礼 ,人称老神仙 。故立

庙纪念 ,张大仙庙。

京杭运河沟通成我国东西向水系;黄河 、淮河 、

长江 、钱塘江。运河至杭州市北 ,原只有小河沟通钱

塘江 。1976年交通部下文 ,提出钱江与运河沟通工

程。1977年正式下文开工 。1980年仃工;1983 年

10月又开工 。该工程起自艮山港向东经新塘镇 ,又

折东南至三堡 ,全长 6.97km ,有航道船闸 ,围堤桥

梁 ,闸坝和农田水利设施一系列工程。航道水深 2.

5m ,宽度并未划一。它不但沟通了钱江与京杭运

河 ,更能与钱江南浙东运河联结。直达宁波(古明

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南北通衢相接 ,更可发

挥现代化新港———北仑港的作用。

大运河几个城市的建筑文化风貌:数扬州最古

朴 ,现补述于下 。

扬州因京杭运河开通而繁荣 ,自随唐至明清的

几个朝代 ,直到海运和铁路开通才失去商业中心地

位。古城扬州历史上为多少文人墨客颂扬的都城 ,

运河碧河水上留下无限风韵。它也是国际交往的友

谊城 ,唐鉴真大师盲了目航东海 ,把唐文化传播于东

赢;宋阿拉伯友好使者普哈丁来扬传教 ,临终还愿意

安卧在淮扬运河之滨(现为名胜普哈丁墓)。元代马

可波罗遍仿扬州 ,并且在扬州任职 。正可谓“送客迎

宾总是情” 。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 ,隋唐因运河交

通的便利 ,隋炀帝屡次来扬纵情享乐 ,扬州私家园林

迭起兴旺 。宋金时期运河堵塞 ,漕运改道 ,曾处于萧

条。明清运河重经修整 ,又成为南北交通的动脉 。

成为两淮区域盐的集散地 ,扬州的建筑的风格为南

秀北雄巧妙的配合 ,这也是扬州园林建筑的重要特

色 ,城市滨河园林 ,冶春园 、瘦西湖都是集锦式的滨

水园林群落。综合北方皇家园林 、江南园林特色 ,并

向苏州 、杭州私家园林的借鉴 , 成为阴柔阳刚的结

合。

二十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 ,城市手工业

商业的发展 ,扬州经济繁荣 ,使大批徽商云集扬州 ,

徽州建筑师和匠人的来到 ,徽州建筑手法的引进 ,另

一方面苏州园林模式的借鉴;清代 、康熙 、乾隆 、盛世

皇帝多次南巡 ,绅商争宠于皇室 ,于是出现了“两堤

花柳全依水 、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景。

扬州的运河风貌应从扬子津 、古瓜洲渡说起:瓜

洲是古运河与长江交合处 ,因洲形如瓜自晋代沙渚

出水成洲至唐中叶已与北岸相连 ,成为江北巨镇。

是一个渡口 ,但“瞰京口” 、接建康 、际沧海 、襟大江”

七省咽喉。

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写此处之美。

“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霰” 。写出古渡月

色朦胧 ,清流平缓景色 。此处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

箱》的遗踪。有乾隆南巡的佚闻 。清代有锦春园 ,它

前身为大观楼 ,登楼可欣赏大江景色 。面对镇江 、金

焦二山。在此有较多的人文景观 ,应在新世纪中好

好发挥 ,扬州运河第二重点为高 寺 ,该寺为古运河

与仪扬河交汇口 ,相传寺创建于隋代 、明末清初最

盛 ,为八大名刹之一。康熙帝曾登寺内七级天中塔 ,

又书额赐日高 寺 ,御赐金佛于寺内 。众商为感圣

恩 、建行宫 ,四十四年才建成 ,名为“塔湾行宫”。为

康 、乾驻跸之处 ,寺有大殿五楹 、御碑亭 、金佛殿 、天

中塔 、建筑宏丽 ,环境优美 ,有“邗江胜地”之称。

道光二十四年塔毁 ,咸丰五年 、七年 、行宫 ,寺宇

毁于兵火。同治光绪相继复建。近年又在全面整修

之中。

古运河自高 寺北上至扬州城 ,西南由文峰塔

湾入旧城墙 ,前南经通杨桥 、渡江桥 ,徐凝门桥 ,湾入

城东沿东城墙向北经跃进桥 ,解放桥向北与古邗沟

接 ,向东直至湾头茱萸湾镇 。

扬州运河第三景为文峰塔 ,扬州为减少江水自

运河而来直接冲击老城有意使运河走向“之”字形。

得到自然缓冲 ,在此转湾的岸边建文峰塔 ,成为运河

进城标志塔 ,塔高处燃灯火“送夕阳迎素月”之景。

塔建于万历年间楼阁式塔 ,八面七层 ,内心为四方分

向开门 ,砖木混合结构 ,塔下文峰寺转弯处为“古运

河”石碑 。

运河经过的第四景为城东运河旁的普哈丁墓

园 。这是一组别具风格充满异域情调建筑群 ,厅阁

上石额“天方矩 ” 、意则为可作准则的阿拉伯人的

意思 。扬州人民称为“回回堂” ,唐时聚居扬州的阿

拉伯商人数以千计 ,普哈丁是中古时期人是穆罕默

德十六世裔孙 ,在扬十年参与建造扬州仙鹤寺(著名

清真寺),墓园建于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南宋时期 。整

个墓园阿拉伯式 、小巧而精致 ,正门和主体均朝西 ,

面河可在运河旁石级而上。墓都是砖拱球顶结构 ,

它一方面说明国际交往 ,中国人民的重视这位运河

上来的使者 ,进一步推动中阿人民的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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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运河旁第五景为古茱萸湾 ,在湾头古镇旁

边有石坊“古茱萸湾”斑痕累累 ,洁白的巨石匾额 ,这

是阮元遗墨。另在碑亭内有巨石碑“挹江控淮”四个

大字 ,为生产需要 ,古时从淮安到长江共打十道大

坝 ,这里是壁虎坝 ,调节长江水流。运河在湾头镇接

着古邗沟遗址 ,邗沟是吴王夫差在邗城下开凿的运

河 ,沟通淮 ,河东西向 ,西起螺丝湾桥 ,东流至财神

庙 ,东至黄金坝 ,注入古运河全长 3公里 ,宽约 10m 。

茱萸湾在城东北 6km 为古时重要港口码头 。条石

老街沿古运河东岸 ,南岸延伸镇中心桥连接街坊 ,桥

下古老水闸与古运河相通 ,现仍为主要运河航道 ,镇

北红星岛新茱萸湾公园。

扬州运河旁第六景 ,隋炀帝陵。隋炀帝在开辟

大运河功不可没。但也罪恶昭彰 ,屠兄杀父穷奢极

欲。终于在 618 年在扬州行宫迷楼 ,被部将缢死 。

先草葬吴公台 ,后改葬雷塘 ,改葬三次 雷击三次 ,留

下三个雷塘 。清阮元找到草没荒 ,由扬州知府伊秉
绶书“隋炀帝陵”四字 ,据陵记载“老农言;上下有隧

道 ,铁门 ,西北向 。 ……”

扬州虽在古运河江南运河入江的北端 ,它是江

南 、江北分界点 ,是我国运河文化的重要城市 。

京杭古运河的历史比世界上其他运河的历史都

要早 ,它是我国东部人民的母亲河 。它的河水如乳

汁浦育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它也是古老历史文
明的见证和象征 。隋 、唐 、北宋与元明清 ,虽因都城

位置的改变 ,运河北部走向有所变化。但在发挥的

效应上都是一样的。它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兴衰 ,尤

其漕运的经济效益 ,巩固了都城政权 ,发展了沿途经

济。江南运河一直未有变化 ,河水通畅 ,在杭州与钱

江以南的浙东河相连 ,一端延伸到明州港以通海外
诸国;所以说它又是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

绸之路”的联结线。

自长江至钱江的江南运河 ,航运繁忙 ,两岸城镇

古建筑比比皆是 ,运河上古桥梁 、新桥梁 、水闸堰坝

很多 。古代人民靠水吃水 ,运河惠泽纵深。

近年来在航道开阔上是做了不少努力 ,全线已

成为四级以上航道。可是 ,在建筑文化风貌方面还
注意得不够 。对祖先留下的一份遗产保护利用不

够 ,甚至造成一些建设性的破坏 。尤其是水质日益

被污染 ,风貌不断被损坏 ,一些文物在消失……。保

护古运河 ,让古运河恢复青春 。已成为沿线人民的

呼声 ,近几年一些城市作了努力 ,进行了专题研讨 ,

有些已作了议案 ,规划建设中得到实施 。一些城市
把市区古运河作为观赏对象 ,利用古石桥 、码头 、民

居成为风情旅游。江苏省划出无锡市区段为“省级

历史文化保护区” ,作为资源保护开发 。新的世纪江

南运河在利用它的经济价值 ,同时应更好的利用它

的文化价值 。

运河上的建筑风貌是通过二岸建构所显现的。

具体的是房屋建筑 ,水工建筑(桥梁 、驳岸 、码头)和
绿化园艺来体现。新世纪的城市改造 ,旧城变迁 ,航

道拓宽 ,通航净空保证 。雨水排放 ,汛期洪水等等因

素 ,都会影响到原有风貌的改造。为了保护原有古

河道的历史遗存。例如石拱桥 、水码头 、水乡民居等

等 。应把主要航道移到闹市区的外围走 ,保留老城

故河道作为市级航道使用 ,适当用水闸控制水位 ,这
方面苏州 、无锡是这样做了。常州在老城区改造运

河拓宽时不得不把一些可贵的石拱桥拆除 ,移在支

河上 ,有些干脆不见了 。这都是规划大方向的意向

所致 ,每个城市处理不同 。无锡在确定作为省级历

史文化保护区之前(1995年 12月)曾做过拆除北塘

沿河旧米市建筑 。开拓了道路 ,使原来很热闹的北

塘商业区 ,成为非常冷落的过境交通道 ,留不住人
流 。大量拆迁人气不足 ,完全改变了面貌 。反思这

个举措 ,有些值得总结教训 。无锡南门有 60米作了

就地改造 ,把沿河的建筑作为保留重建 。虽出发点

很好 ,但在改造中重建的建筑超高度 ,为了解决汛期

洪水位问题 ,建了高驳岸 ,再未砌水码头 。(原有 23

个水码头全部取消),而在“因河兴市”方面 ,恢复了
南禅寺及仿古商业区 ,保持了古老运河风貌。

苏州在为保护宝带桥环境 ,把公路移线 ,拆除旁

边的水泥桥 ,开阔宝带桥公园 ,正是大手笔 ,这种为

保护文物的举措 ,正是值得称颂 。枫桥镇的改造 、旧

街古寺 、石桥 、铁铃关都得到保护 ,运河上建筑文化

浓郁 ,衬托出老城建筑文化的内涵。

现代化城市除了一些高科技的设施外 ,还应有
它的历史记忆 、文化内涵 ,只有通过一些历史遗存 ,

文物古迹 ,才能体现出来 。古运河本身就是一个遗

存 ,二岸的建筑 、跨河的桥梁 ,都是组成城市的特色 ,

在密集的民居市肆中运河成为城市的气眼 。一条带

形的走廊 ,城市应该珍惜这个环境 ,守住这个历史的

记忆。

(作者单位:无锡轻工业大学　江苏省纺织工业

设计院;收稿时间: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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