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08.3

水流环境与吴淞江流域的田制（10～15 世纪）
王建革

（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吴淞江流域 10-15 世纪的圩田系统基本上处于一种大圩系统下。 这种系统的功能是狭水以提高塘浦的水

位，以此注水吴淞江，以清压浑，防止浑潮淤淀。 由于围垦和运河堤的兴建，宋中叶以后吴淞江逐步淤塞，单注吴淞江的

出水格局到 15 世纪发生了质的变化。 塘浦提高水位的功能不再重视， 大圩不再利于新形成的众浦排水格局的功能发

挥，小圩代替了大圩。 水流环境的改变导致了圩田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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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 of Water Flow and Wei-field System
in Wusong River Valley in 10-15 Century

WANG Jian-g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Wei-field systems in Wusongjiang valley in 10-15 century was basically under big wei-field

system. The function of this system was to make water in narrow state, raise water level in Tang-Pu system,

make water be poured into Wusong river. So the clear stream could intimidate the muddy stream, and the silt of

muddy tide could be averted. Due to th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 of canal bank, Wusong river

was become silt from the middle period of Song dynasty, and drainage situation was changed greatly in 15th

century. Raising water level of Tang-Pu system is not important, big Wei-field system was not benefit to the

function of the new drainage structure, and it was replaced by small Wei-field system. The environment change

of the water flow made the changing of wei-fiel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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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圩田史研究是中国水利史的重要课题。自缪启愉先生对圩田网络系统进行了开创性研

究之后，张芳对圩田的微观形态进行了技术细节的进一步研究，滨岛敦俊对明清时期的圩田水利社会

史进行了有意义的考察。[1~3] 然而，在这一号称三江水学的独特领域中，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其

中非常值得重视的是大圩变小圩的问题。按《王祯农书》的说法，圩田型态属于田制问题。 1 吴淞江流

域的大圩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以后分成小圩，这种分圩的背景是什么？日本学者多从乡村水利体制

上分析分圩。本文在环境史的背景考察这个问题，特别从水流背景上进行研究。这也是经典三江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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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祯农书》的“田制门”描述了不同的田地形态，其中包括围田、区田、柜田、梯田等。小圩在当时称为柜田，大

小圩田的变化属于田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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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路线，郏亶父子、单锷、任仁发等治水专家在讨论圩田制度时，都离不开水环境。

一、大圩的持续

太湖流域东部的水环境有别于全国其它地区，这一带的出水不是从高到低，而是从低到高，散流

漫涨到冈身，再由冈身由高向低出海。长期以来，太湖水只靠一江出水，治水者修大圩是为了抬高塘浦

之岸，导塘浦之水入吴淞江，再由吴淞江出海。大圩岸高厚，却极易在一夕之间崩溃。“江东圩埂，高厚

如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视之。并驱其上，犹有余地。至水发时，数十百圩一时皆破”。1 破了修，修了破，

周而复始。郏亶考察吴淞江以北大圩时，找到了五代时期大圩的遗迹。“循古今[人]遗迹，或五里、七里

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他所考察的是

吴越时期的塘浦圩田格局，其时大圩之岸即塘浦之岸，纵横有序，有棋盘一样的景观。“于江之南北，为

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北宋时撩浅军废，乡村社会

维护圩岸，“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2 出现了一种

大圩损坏状态，却并不是没有大圩，或是说大圩被其它的圩田替代了。
吴越有统一的水利撩浅军疏浚塘浦，修高圩岸，河道整齐划一，大圩像棋盘一样地有序。潦浅军制

度可以实现广大地域的统一规划，统一疏浚，统一大闸维护。宋一统后，没有了战争环境，地方政府难

以像吴越政府那样以巨大的代价维持水利，大圩因管理强度弱化，而出现一度的破败，当时的水利技

术和水流环境并没有否定大圩的存在。范仲淹对此看得很清楚：“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

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

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以通海，

唯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唯时修固，则无摧坏。臣知苏州日，点检薄书，一州

之田係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

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询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

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

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废”。 3

撩浅军制度南宋一度恢复，元代又放弃。南宋是与吴越一样的割据政权，必须全力固守太湖水利。
“亡宋初年废驰，至理宗朝归之浙西发运使”，招募“流移农民，立魏江、江湾、福山水军三部，三四千人，

专一修浚江湖河塘。”后承包给地方州县，“拘没官米，责之州县，自行支相雇募百姓修浚”。元代又是大

一统，出现类似北宋初年的形势，“军散营废，田米归朝廷，被豪强占湖为田。闭塞河港水脉，因此积水

不去，农民失修围塍，所以，连年水灾，实由于此”。4 大圩系统虽然经常崩溃，但仍有大圩的持续。按郏

亶所说的五里、七里的标准，吴越时期大圩面积在 2 万亩左右。六百多年以后，正德、嘉靖年间，吴江等

七县的圩田“每田一圩，多则六七千亩、少则三四千亩，四围高筑圩岸”。 5 这种圩仍属大圩，以后分圩

后的圩田多者 1～2 千亩，少者几十亩，是小圩。 6 6～7 千亩的明中叶之圩，仍然也算是大圩。宋元时

代的大圩政治不像五代那样统一，是在地方官员与乡村政治体制下维持的，这种维持尽管不像五代时

1 范成大：《水利图经序》，见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5 册《苏下》。
2《吴郡志》卷 19 上。
3 范仲淹：《上仁宗答诏条陈十事》，见于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47。
4《水利集》卷之 8。
5 况仲：《明况太守治苏政绩全集》卷 9《兴革利病奏》。
6 滨岛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会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02～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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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有效，却可以持续。地方官的修浚有时很有规模。范仲淹曾“亲历海浜，开浚五河，东南入于吴淞

江，北入于海，用费钱粮一十八万三千五百九十八贯石，自后置农田水利使者，专管湖塘河渠，赵转运

使任内，用钱米四十三万八千有奇，至理宗朝创立魏江江湾福山水军三部，三四千人专一修江湖河塘

工役，仅免水患”。1 五代以前就有圩长，“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时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长，每

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 2 这种制度也一直长期存在，元代的大围仍有甲头，水退之后，

圩长以分工出夫之法，率领农民“浚河取泥做岸，岸上种桑柳”。 3 种种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大

圩存在。

二、高圩狭水

真正带来最大分圩变化的，还是况仲时代的破圩举动，为什么郏亶时代视大圩岸崩坏为灾，况仲

时代却视大圩岸完好为灾呢？这其中必然发生了重要的环境变化。影响圩岸重要性的环境因素是水环

境，况仲时代发生了什么水环境变化？唯一可寻的是三十年前夏原吉的举动，他将太湖水流格局做了

历史性的巨大改变，将吴淞江一江出水的格局改变为多路出水，北靠浏河和白茆，南靠黄浦江，特别是

黄浦江的出现，成为太湖出水的主干道，正是这次黄浦窃权的水流改变，导致了大圩格局的转变。
塘浦大圩格局与水流和吴淞江的联系很早就形成了。五代时期大圩格局出水格局被认为是一个

理想的模式，郏亶对此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吴淞江在冈身地区的河道出海故道区非常低洼，正是这部

分的低洼，成为吴淞江和黄浦江固定的出海干道。在冈身西部低洼淀泖地区，吴淞江近贴冈身这一部

分的故道现高于四周的低地。冈身以西的吴淞江故道区高于圩田区，由于长期海潮倒流，泥沙沉积，形

成这一高地。海拔高程 2.2～2.3 米，比周边圩田低地区高出 0.4～0.5 米左右。高地区在现代的太湖流

域微观地形图上显示出一条东西 20 多公里，南北宽 10 公里的条带，这一高地地带东与冈身相连接，

西到千灯浦。 4 正是这一高起，才会出现以后黄浦江取代吴淞江的事情，黄浦江从东南回折原吴淞江

冈身河道之处，正是回避了这一高地所致（见图 1）。
五代宋元时期，吴淞江仍是出水主干道，治水者只好通过吴淞江两岸的塘浦系统抬高水位，注水

吴淞江，使太湖水在冈身西汇水吴淞江，然后通过冈身上的吴淞江最后一段出海，这就是大圩岸、浚
河、置闸三合一的治水手段。这种方式使出太湖的水流以涨溢的方式注入吴淞江的，吴淞江两岸的高

地得到了灌溉。
宋初，一些人曾对范仲淹疏浚吴淞江的作法提出过质疑：“或曰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或曰日有潮

至，水安得下？或曰沙因潮至，数年复塞。”5 议者已经知道吴淞江故道高的特殊地理特点。周边纵浦

水位较低，再加上潮水的作用，实是一个排水困局，只是范坚持传统的三合一手段使这个问题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解决。三合一技术的本质就是高圩狭水。
五代以来，治水者就用高大圩岸提高吴淞江周边几条主干塘浦的水位，个体的大圩也不足抬高水

位，只有统一的地区性的大圩管理才使达到这个效果。

1《水利集》卷之 3。
2《吴郡志》卷 19 上。
3《水利集》卷之 3。
4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水利电力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流域水系与地形图》，1987 年 10 月。
5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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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湖地区地势图

在 11～12 世纪那批太湖治水专家当中，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狭水理念的人是赵霖，他指出：“唯

高大圩岸，方能与诸州地形相应。昔人筑圩里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1 狭水的

理念在郏亶那里也有体现，“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吴淞江）又浅。倘不完复堤岸，驱低田之水尽入于松

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数十年之后，松江愈塞。”低田之水要被“驱”，才会进入吴淞江，驱的方式就是

高大圩岸提高水位。郏亶将西部低田不治与东部冈身潮灌系统崩溃联系起来，“震泽之患，不止于苏州

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由高田之废，由田法隳坏，民不相率以港浦，其港浦既浅，地势既高，沿于

海者，则海潮不应，沿于江者，又因水田堤防堕坏，水得潴聚于民田之间，而江水渐低，故高田复在江水

之上”。五代时大圩所形成的高水位可以灌溉冈身，入宋后低田区大圩隳坏，水积田间，清流不足，冈身

之田也出现了不灌的现象。治水的核心在于用大圩和高圩岸抬高低洼泖淀区的塘浦水位。“古人使塘

浦深阔如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高厚足以御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阔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专

为阔其塘浦以决积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

民田五六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田既不容水，则塘浦

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郏亶倡修大圩

是为了统一冈身与低地的圩田与灌溉系统，让湖水清流和潮流处于理想的平衡之中。“系低田则高作

堤岸以防水，系高田则深浚港浦以灌田”。 2

大圩分外河、内河，外河是塘、浦，内河是浜、泾，村落在大圩中。沿塘浦的高大圩岸是第一层，圩内

小塍岸作用不大，外圩岸破则全破，郏亶强调村庄联合督治大圩：“定逐县治田年额，以办不办为赏罚

之格。而止令逐县令佐，概例劝导，逐位植利。人户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在重视圩岸的同

时，也重视置闸。赵霖是置闸专家，对吴淞江两岸的置闸有特别的研究，郏亶的儿子郏侨则提倡复古，

1《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2《吴郡志》卷 19《水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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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长江边与吴淞江两边的置闸，“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松江而东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

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1 其实正是大

闸在沿江塘浦处的按时启闭，才可以在一日两潮的条件下对吴淞江潮水形成冲淤能力。宋元时期的置

闸筑圩之术是否成功，答案是肯定的。南宋人曾评价过赵霖的工作成绩，“自赵霖凿吴淞江（疏）积潦，

三十年来岁无荐饥”。2 郏侨注意到沿江一带驱水入江的必要性。“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向

之积潦，尚或壅滞，议者但以开数十浦为策，而不知临江浜（滨）海，地势高仰，徒劳无益”。他认为这些

高田需要低田区狭水注江才能得到灌溉。当时吴淞江周边地区的塘浦系统也遭到了破坏，“今止松江，

又复浅污不能通泄，且复百姓便于己私，于松江古河之（外），多开沟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径入

于海。支分派别，自三十余浦北入吴郡界内”。3 单锷也提到了郏亶的狭水法，“昔郏亶尝欲使民就深水

之中，叠成圩岸，夫水行于地中，示能泄积水，而先成田圩以狭水道”。 4

吴淞江两岸感吴淞江之潮，浑潮从吴淞江流向各塘浦，清水则从塘浦注入吴淞江，清、浑形成平

衡。高圩、置闸的效果就是加强塘浦的清水水流，以清刷浑。不但要高大圩岸，在纵浦与吴淞江连接处

或与感潮河的联系处，有闸的设置。设闸有“近里”与“近外”之别，“古人置闸，本图经久。但以失之近

里，未免易堙。”赵霖讲了“近外”的五利，“治水莫急于开浦，开浦莫急于置闸，置闸莫利于近外。若置闸

而又近外，则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两涨落。潮上灌浦，则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则浦水湍泻。远地积

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几至浦口，则晚潮复上。元未流入江海，又与潮俱还。积水与潮，相为往来。今

开浦置闸，潮上则闭，潮退则启。外水无自以入，里水日得以出。”近外不但防淤，还照顾到吴淞江通航，

闸的位置距吴淞江河道“三五里”。正常年景下闸的周围淤积严重，需要不断疏浚，也要人看守管理，这

正是常设撩浅军的原因。 5 置闸后要保持清流不断，就要及时疏浚。否则置了闸也会因管理不善而废

弃。宋代的两浙转运使与平江府官员在治理昆山浦塘时，主要就是疏清流以彻吴淞江。“昆山县开浦四

处：新洋江北接百家瀼，南出吴淞江；自百瀼口太仓塘，又小虞浦北接鳗鲤瀼，南至吴淞江；自鳗鲤口下

南到黄墓村桥，又顾浦北接斜塘瀼，南至松江；自郭泽塘口，下北及郡迳，又郭泽塘南，夏驾湖东流顾浦

路，彻吴淞江。”6 几条维修路线都是水注吴淞江、以清抵浑。不但吴淞江两岸如此，常熟一带入长江的

各塘浦也需要太湖清水的高水位以冲淤。
任仁发将吴淞江及其周边地区的圩田区分成四个：吴淞江北岸 56 河；吴淞江南岸 47 河；扬子江

南岸 41 河；冈身入海地带 32 河。 7 这四大区实际上就是吴淞江两岸几个水流形势不同的圩田区。
吴淞江以北的圩田区有两个，第一个是沿长江的冈身地区，那里的塘浦通过长江感潮。治水的办

法像吴淞江两岸一样，高大圩岸，以清抵浑。历史上最早的塘浦圩田系统就发生于这一地区。清《常昭

合志稿》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

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六朝末基本形成塘浦圩田系统，以后又扩展形成了三十六浦。“昔人于

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杨子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

汐沙渍，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忧。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祐间，

郡守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又开三十余浦。”8 明代也有人提倡高圩狭水。

1《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2 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 1；范文穆公《水利图序》。
3《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4 单锷：《吴中水利书》。
5《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6《水利集》卷之 6。
7《水利集》卷第 7。
8《吴郡志》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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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器对常熟县水利的看法是：“今按县治低田甚多，水聚不能以时入海，故设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

浦者导水以入江海。本治塘有三十四处，浦有四十二处，塘岸之高率一二丈，浦之阔大三五十丈，要使

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行高处，而吴中可无水患矣”。1 只是明代水归黄浦江后，这里太湖的清流减弱

了许多，海潮之淤强，人们不得自为体系进行潮灌或引灌，大圩也变其它地区那样变成了小圩。
第二个圩田区是吴淞江以北冈身以南的圩田区，此区是感潮吴淞江的低地之区。早期的塘浦是在

低洼水地出狭水筑圩而成。至和塘就是在积水之地形成的，《梦溪笔谈》有：“至和塘，自昆山县达于娄

门，凡七十里，自古皆积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抵郡城，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

水中以蘧篨（粗竹席）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篨中，候

干，则以水车畎去两墙间旧水，墙间六丈，皆留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

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这种大岸的兴起更在于狭水，以清刷浑。至和塘和常熟塘

也是如此，“二塘为风浪冲击，塘岸漫灭。往来者动辄守风，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积水之害，今若开浦

置闸之后，先自南乡，大筑圩岸，围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
熟二塘之岸，以限绝东西往来之水，治之次也。凡积水之田，尽令修筑圩岸，使水无所容，治之终也。昨

闻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陶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

亦筑岸之验。”2

吴淞江以南和以东的圩田区也有两个。吴淞江以南的是传统松江地区的圩田，这一带的围岸西高

东低。赵霖修华亭一带的圩岸时指出：“随河两畔筑岸，高阔各六尺止七尺”。这种尺寸仍是大圩尺寸，

西部地区大盈浦，千墩浦，基本上注水吴淞江，也需要狭水抬高圩岸。三泖地区低洼，圩岸六七尺，东部

华亭地区的圩岸只有三五尺，因为地靠冈身。 3

吴淞江以东的圩田区位于东部冈身地带。五代时期，这一地区在潮汐的顶托与第二个圩田区的太

湖清水下，使冈身本身得到灌溉。“古人东取海潮，北取扬子江水灌田，各开入冈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

五里间作横塘一条，通旁诸浦，使水周流于高阜之地，以浸灌高阜之田。”五代时代，吴越国掌握的水利

技术非常发达，低地圩田区的溢流涌涨与冈身地带的河道灌溉被有机地联合到一起。高圩岸抬高了吴

淞江的水位，冈身地带得到了灌溉。“古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

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

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岗

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这种技术的确是中国水利史上的巅峰之作，一些学者甚至

怀疑郏亶说得是否太夸张了。其实他讲的都有实际依据：“今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冈身。冈身之

东，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过常熟，谓之横沥。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贯横沥而东西流者，多谓之

门。若谓钱门、张冈门、沙堰门、吴冈、顾庙冈、丁冈、李冈门、及斗门之类是也。……是古者堰水于阜身

之东，灌溉高田。而又为冈门者，恐水之或壅，则决之而[入]横沥，所以分其流也。故冈身之东，其田尚有

丘亩、经界、沟洫之迹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冈门坏，不能畜水，而为旱田耳”。4 现地图所标的冈身高

程为 2.2 米左右，西边低地 1.8 米左右。5“昆山之所谓邪塘、大泗、黄渎、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
夔家、江家、柏家、鳗鯏等瀼，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练塘等村，长洲之长荡、黄天荡之类，皆积水而

不耕田也。其水之深不过五尺，浅者可二三尺。其间尚有古岸隐见水中，俗谓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阶甃

1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22《杨子器常熟县水利议》。
2《吴郡志》卷 19《水利上》。
3《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4《吴郡志》卷 19《水利上》。
5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水利电力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流域水系与地形图》，1987 年 10 月。

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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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遗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为名。尝求其契券以验，云皆全税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

而今废之耳”。1 低水位时水深 3~5 尺，约 1.7 米，加上高程 1.8 米，西部水位可以达到 3.4 米以上，而冈

身只有 2.2 米左右的高程，完全可以通过闸堰系统灌溉冈身。
宋元时的治水者总是试图努力地维持大圩制度，只是吴淞江的淤塞程度越来越强，大圩客观上也

越来越衰退。因为南宋南渡一百五十余年，止景定年间一二次水灾，到元代，一二年或四三年就有水

灾。郏亶推崇五代的制度，任仁发推崇南宋的制度。“钱氏有国，亡宋南渡，全籍苏湖常秀数郡所产之米

以为军国之计。当时尽心经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军民，不问繁

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必然为之。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富豪上户，簧言不能乱其耳，珍货不能动

其心，凡利害之端可以兴除者，莫不备举。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乘，悉

为膏腴之产，设有水患内力未尝不尽，逐使二三百年间水灾罕见”。2 这种舆论导向客观上推动着大圩

制度不断延续。南宋时昆山一带仍维持大圩，并有较好的防护植被。“江东圩岸高厚，如太府之城，舟行

常仰视之。并驱其上，犹有余地，至水发时，数十百围一时皆破，其有茭葑外护者，往往独存。盖其纷披

摇拽曳，与水周旋而不舆之忤”。 3

三、水环境的变化

北宋时的水环境变化已经开始对全局水流发生影响。第一次重大的清流减弱事件发生在吴江长

堤对太湖出水的阻挡。单锷言：“每至五六月之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则吴江岸之东，水常低于岸西之

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汙淀茭芦丛生，泥沙涨塞，而

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吴江县由是岁增

旧赋不少，然增一邑之赋，反损三州之赋不知几百倍耶。夫江尾昔无茭芦壅障流水，今何至此，盖未筑

岸之前，源流东下峻急，筑岸之后，水势迟缓，无以涤荡泥沙，以致增积，而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

流泄不快”。 4 吴淞江源头清流减弱，海潮的浑流必然加强，出水主干道会形成更多的淤塞。淀山湖一

带在南宋的开发是第二步，大量的围垦阻塞清流；明初的水归黄浦江是第三步，水归黄浦后的水流环

境变化是质的变化，黄浦江负担了太湖流域 80%的泄水量。[4]（P278） 那是治水者在吴淞江严重淤塞后采

取的措施。
吴江长桥修成后，由于出水仍然集中于吴淞江，治水者仍行古代的大圩制度，导水入吴淞江。吴淞

江周围也有丰富的水环境，三江口一带有强大抵浑清流，当时的江面宽、潮水大。“吴松江口、白鹤江

口、青龙江口，江面宽九里，地势低于震泽，三江潮水来时水高三丈，到震泽底定。”潮水到此底定的原

因在于三江口仍有强大的清流优势。任仁发说：“亡宋吴淞一江，水势浩渺，绵绵不息，传送入海，狭处

尚二里余之宽，犹不能吞受太湖之巨浸，朝廷又浚三十六浦以佐之，大水一至，犹有淹没患”。5 新洋江

常做吴淞江的一个分流，“钱氏时尝浚治之，号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冈身

也”。6 吴江长堤后，“吴流缓弱，厥后新洋过于深阔。分洩水势，无以荡涤浑潮。新洋夏驾倒注之潮，复

1《吴郡志》卷 19《水利上》。
2 任仁发：《水利集》卷 2。
3 范成大：《水利图经序》，见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5 册《苏下》。
4 单锷：《吴中水利书》，见于《水利集》卷 7。
5 任仁发：《水利集》卷 5、9。
6 朱长发：《吴郡图经续记》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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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口之潮相会合，旋开旋塞，劳费不赀，江流如线”。1 北宋时因为水资源丰富，这一地区有许多汇的

发育。汇是清水与潮水相汇之处，淤积停沙。“江流自湖至海，凡二百六十里，岸各有浦，凡百数，其间环

曲而为汇者甚多，赖疏淪而后免于水患。”其中盘龙汇“介于华亭昆山间，步其径才十里，而洄穴迂缓逾

四十里，江流为之阻遏。盛夏大雨，则泛溢旁啮，沦稼穑”。范仲淹欲治而未成，叶清臣开汇，截弯取直，

“道直流速”。还有白鹤汇，韩正彦在大修至和塘以后，在昆山立塍岸体系，然后开白鹤汇，裁弯取直。2

开汇后水道取直，成了塘浦的一部分或吴淞江的一部分，一时可能见效，只是因缓冲地带减少了，稍淤

即灾。单锷看到了这一点：“概昔视诸浦，无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盖昔无吴江岸之阻，诸浦虽暂有泥

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涤荡，随流以下。今吴江岸阻绝，百川湍流缓慢，缓慢则其势难以涤

荡沙泥。设使今日开之，明日复合，又闻秀州青龙镇入海诸浦。古有七十二会（汇），盖古之人以为七十

二会曲折宛转，无害东流也。若遇东风驾起，海潮汹涌倒注，则于曲折之间，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

也。后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东风海潮倒注，则泥沙随流直上，不复有阻。”3

利用汇与河道的曲折，泥沙可以停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内，这种状态保护了吴淞江主泓道，也保护

了当时的农田。截弯取直后，吴淞江的河道淤积会更加严重。汇的减少是水环境恶化的一种表现。南

宋时期的已经没有什么大汇可开了，围垦向吴淞江两岸的湖泊群发展，产生了更大的水环境变化。因

湖泊沿岸的开垦，入吴淞江之纵浦的清流受阻。庞湖、淀山湖相继被围垦，各种截水的坝也随之兴起，

坝堰也堵塞了清流。绍兴年间，淀山湖周边的豪强势力筑坝拦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
擅利妨农，其害甚大，盖队伍既农，易为施工。号召之行畚筑并兴积土。增高长堤，长堤弥望，名曰坝田。
水源既壅，太湖之积渐与民田隔绝不通，旱则据之以溉坝田，不治其利则远近泛滥不得入于湖。”4 淳

熙十三年，在淀山湖外溢吴淞江塘浦的去水处，兴起一个大坝，阻塞了水路。“水自西南趋东北，所赖洩

水去处，其大者东有大盈、赵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陆虞、道褐三浦，中间南取淀山湖，北趋吴淞江，

凡三十六里。并湖以北，中为一澳，系古来吐吞湖水之地，今名山门溜。东西约五六里，南北约七八里，

正当湖流之冲，非众浦比。贯山门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达湖口，当斜路之半，又西为小石浦，上达山门

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为三道，杀洩湖水，并从上而下，通彻吴淞江。江湖二水晓夕往

来，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无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导水源。今来顽民，辄于山门溜之南，东取大石浦，

西取道褐浦，并缘淀山湖北，筑成大岸，延跨数里，遏截湖水，不使北流，尽将山门溜中围占成田。所谓

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处，并皆筑塞。父老尝言：围岸初筑时，湖水平白涨起丈余，尽壅入西南华

亭县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围断，其浦脚一日二潮则泥沙随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无缘荡涤

通利。即今淤塞，反高于田，遇水则无处洩泻，遇旱则无处取水”。 5

诸浦的被淤也引起了吴淞江两旁大闸的废弃。北宋时郏侨言：“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淞江

而东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

入，久无患害”。宋代将闸的管理交给地方社会。“或闻范参政仲淹、叶内翰清臣，昔年开茜泾等浦，亦皆

有闸，但无官司管辖。而豪强耆保，利于所得，不时启闭，遂致废坏。乡人往往能道其事。”6 乡村社会

的管理不力导致了大闸废弃。南宋以降，吴淞江和纵浦被淤变窄。赵屯浦“在淀山湖北，旧直受湖水泻

于松江，其阔至五十丈，通江五大浦之一也。今自北曹港分支北流，愈北愈隘。”7 吴淞江原来的规模

1《三吴水考》卷 3。
2 朱长发：《吴郡图经续记》卷中。
3 单锷：《吴中水利书》。
4《水利集》卷 9。
5 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 1《罗文恭公乞开淀湖围田状》。
6《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7 正德《松江府志》卷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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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敌千浦”，元代时“东到河沙汇，西至道褐浦六七十里之间，两岸涨沙将与岸平，其中仅存江洪，阔不

过二三十步，深亦不过二三尺，湖水所至，比之旧时万不及一。”1 浦不通江，吴淞江两岸的高地之田处

于干旱隔水状态。“高田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2 越不通流，淤塞越严

重，其后江流如线。淀山湖水北流受阻，相当多的一部分水流东汇华亭三泖一带，这股水流与浙江一带

的水流相结合，治水者常引水从新泾出海。吴淞江淤，太湖的清水在吴淞江北部也聚集难排，治水者常

启动浏家港排水。大德年间都水庸田使麻合马马嘉认为：“今太湖水不流于江而北流入至和等塘，经由

太仓出浏家等港，注入大海。并淀山湖之水望东南流于大曹港、柘泽塘、东西横泖，于新泾并上海浦注

江达海。”3

后期的治水者在治理吴淞江时不再分流导水，而是竭力导流一江以便冲淤。“淞江之上流壅，则有

泛滥之祸，此昔人所以为苏松常湖嘉五郡忧者也；淞江之下流塞，则失灌溉之利，此今人所以为嘉、上
二邑忧者也。昔之治江者，导之而南，导之而北，恐其不分。而今之论江者，则恶夏驾、新洋之北，恶白蚬

诸湖之南，为其流分势杀不足以濡高亢、涤浑潮也。”明初的夏原吉终于放弃吴淞江的出水干道地位，

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寻求出路，引清刷浑之策也不用了。在嘉定，宋以前吴淞江“建瓴东注，自安亭港至

李家洪，縈纡境内百有余里，塘浦左右股引，足于清水，而亦无壅溢之患，五季以前，江乡号称乐土。自

吴江石堤既筑，清水之出于湖口者日微，不足以荡涤潮沙，松江屡浚屡堙。”“自淞江既堙，清水罕至，舟

楫灌溉，咸资潮水”。当地人只在小环境内利用自然潮水，不再利用统一的水利系统以刷浑潮。“宋人引

清障浊之法，已不可施于今，每岁所开塘浦，还为潮汐之所填淤，三岁而浅，四岁而堙，五岁又须重浚，

亦无一劳永逸之术。”4

黄浦江成为主要的出海通道后，可以横截西部横向的流水，南北向的水流不重要了，这种东西向

河道在三泖低地行洪，无需大圩抬高水位，外水可自然汇入河道。黄浦江主流在冈身转北后，河道刷

深，冈身上更没有建大圩岸的必要。吴淞江两岸的许多纵浦因此失去了全局性的作用，入吴淞江处的

许多圩田也因此失水，也出现了旱象。“顷二十年以来，松江日就枯涸。惟独昆山之东、常熟之北，江海

高仰之田，岁苦旱灾。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谓江之通塞，无关利害，今则既见之矣。”5 以瓦浦为例，

“迩者风汛稍息，开疏瓦浦五十余年湮没之河，一旦通流，连月水势泛滥，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余里，水

皆向北而流，百姓皆临流叹诵。”6 分流黄浦江以后，淀山湖一部分水流由五大浦而入吴淞江，一部分

水流加入三泖地带，“注为各塘泾港数百余而入于黄浦”。 7 在东南方向上，数百条横向的河流泾浜汇

水黄浦江，原来的那种纵向的圩岸反而会起到障水的作用。拆除大圩也就成适应水流变化的措施了。
况仲拆圩距夏原吉开黄浦江时间很短，“况仲去夏仅三十年”。 8 即使他本人认识不到水流的作用，也

会发现拆圩对疏水的有利作用。正德年间谢琛讲：“七八十年朝廷之贡赋不亏，百姓赖以安堵者，先朝

任夏原吉之力也。”9 由于黄浦江泄水严重，官方一时之间感到受益。
夏原吉利用浏家河和白茆分水。由于黄浦江分水很多，太湖清水减弱，湖水之清流已难以起到节

1《吴中水利全书》卷 15《吴执中言顺导水势略》。
2《吴郡志》卷 19《水利上》。
3《东吴水利考》卷之 10 上。
4《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6 册《苏松》；《嘉定县志·水利考》。
5《震川先生集》卷之 8《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
6《吴中水利全书》卷 17《归有光上兵道熊桴水利书》。
7《吴中水利全书》卷 22《曹胤儒东南水利议》。
8 陈士鑛：《明江南治水记》。
9《吴中水利全书》卷 14《谢琛兴修水利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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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作用，难抵浑潮。人们用泾浜小圩、小水流和坝堰系统应付浑潮并以之引潮灌溉，原有的大圩局面当

然不存在了。清流又进一步退缩，潮水也因之大盛。“本县地势，东北滨海，正北、西北滨江，白茆潮水，

极盛者达于小东门，此海水也；白茆以南，若铛脚港、陆和港、黄浜、湖漕、石撞浜，皆为海水。自白茆抵

江阴县金泾、高浦、唐浦、四马泾、吴六泾、东瓦浦、四瓦浦、浒浦、千步泾、中沙泾、海洋塘、野儿漕、耿
泾、雀浦、芦浦、福山港、万家港、西洋港、陈浦、钱巷港、奚浦、三丈浦、黄泗浦、新庄港、乌沙港、界泾等

港口数十处，皆江水也。江潮最盛者及于城下，县治正西、西南、正南、东南三面而下东北，而注之海，注

之江者皆湖水也。”清流益于水稻种植，“夫湖水清，灌田田肥，其来也无一息之停。江水浑，灌田田瘐，

其来有时，其去有候，来之时虽高于湖水，而去则冺然矣，乃正北、西北、东北、正东一带小民，第知有江

海，而不知有湖，不思浚深各河，取湖水无穷之利。第计略通江，待命于潮水之来，当潮之来也，各为小

坝以留之，朔望汛大水盛时则争取焉，逾期汛小水微则坐而待之。”1 小坝引潮留潮，是一种自然生态

之法。黄浦江改道后丰水程度的减少，也会有旱情发生，民众固守这种自然生态之法也是不得已的办

法。

四、小圩的成长

郏亶讲古时（五代）水不乱行，“至和二年，前知苏州吕侍郎，开昆山塘而得古闸於夷亭之侧，是古

者水不乱行之明验也”。这种有序的格局宋代以后被破坏，“堤防既坏，水乱行于田间，而无（有）所潴

容。故苏州得以废其堰，而夷亭亦无所用其闸也。”一旦大浦无用，“为民者，因利其浦之阔，攘其旁以为

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决其堤以为泾。今昆山诸浦之间，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为小泾，命之为某

家泾、某家浜者，皆破古潴而为之也，浦日以攘坏，故水道堙而流迟。泾日以多，故田堤坏而不固”。由于

泾浜的出现，大圩也开始被分化，圩的面积自然缩小了，以泾浜为核心的局部水环境也在形成。“人户

各有其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欲其行舟之便，及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即臣昨来所陈某家泾、
某家滨之类是也。说者谓浜者，安船沟也。泾、浜既小，是[堤]岸不高。”这是一种圩岸不高的小圩。当

时丰水的环境下，塘浦破坏必“坏却田圩（大圩），都为白水也。今昆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阶甃

之遗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旧迹也。今昆山之富户，如陈、顾、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围之

中。”这些村落是大圩时代居住于圩中的村落。大圩的破坏也与农民捕鱼和圩田管理有关，“或因决破

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堕

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 2 大圩时代塘浦的高水位，小浜小泾的发

展潜力很大。一经人们破坏圩岸，自然就快速分化了。分化后的小圩以浜泾水道为边缘进行圩岸建设。
治水者往往只好“浚泾浜作圩岸”。 3

只要太湖出水的格局是靠吴淞江出水，大圩的格局总能不断的修复。吴淞江周边地势较高，入淞

河道变化频繁，主干塘浦淤塞时，与塘浦相联的大圩往往就会变成小圩。远离吴淞江地区的低地水深

岸高，积水众多，难有小圩。宋代的小圩多发生于汇水感潮地区，因那里有不断的淤积，可以形成局部

的水环境。在江南开发史上，早期没有小圩的概念，“圩”一开始是指联合的大围。后期，几百亩的柜田

也开始称圩。柜田多缘水修筑，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顺置田段，便于耕

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南宋时期太湖周边地区围垦所形成

的“坝田”和“埧田”，也都是小圩。“大至连顷或百亩，内少塍埂珠宽平。牛犁展用易为力，不妨陆耕及水

1 耿橘：《常熟县水利书》卷 1《水利用湖》。
2《吴郡志》卷 19《水利上》。
3《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2008.3

12- -



耕”。1 吴淞江周边的高地有淤积和泄洪区，也有各种汇和小弯曲，个人围垦和小圩于此可以大量地出

现。“今止松江，又复浅污不能通泄，且复百姓便于己私，于松江古河之[外]，多开沟港。故上游[日]出之

水，不能径入于海。”2 政和六年，两浙提举常平赵霖发现了这种状况，“临江之民，每遇潮至，则於深浦

开鑿小港以供己用，或为堰，数断以留余潮，此常熟诸浦堙塞之由也”。3 百姓引出的小沟小港，正为几

十亩、几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小圩预备。明代中期的叶绅乞说：“惟是入海之处，潮汐往来，易于堙塞，故

前代或置开江之卒，或设撩浅之夫，以时浚治，仅免水患。历岁既久，其法废驰，逐致诸巨浸，壅遏于中，

江河故道淤涨于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为田，或筑而为圃。”4

郏亶时代，地方势力为了抵制郏亶恢复大圩体系兴起了一种小圩可以防涝的舆论。官府力量处于

强势时，小圩的坝与堰会被拆除，官方失势时，小圩有扩张倾向。北宋的小圩的代表者有很大的声势，

郏亶效法古人加高圩岸，疏浚吴淞江以及各塘浦河道时。一些“议者”却生出“小塘、小浦亦可泄水”的
议论，“以至朝廷愈不见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积岁累年，而水田之堤防尽坏，使二三百里肥

腴之地，概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数百里沃衍潮田，尽为荒芜不毛之地。深可痛惜！”提议“小

塘小浦”可以泄水者的“议者”，可能正是小圩既得利益者。他们极力反对水利工程，郏亶也被逼迫下

台。有“吏民二百余人”在官府“喧哄斥骂”，郏亶自己受了伤，小儿亦为人所击，最后“遂罢役”。 5 在这

种情况下，治水者往往偏安于小圩建设，大圩区内也有小圩在水灾时出现，“积水之中，有力人户，间能

作小塍岸，围里己田，禾稼无虞。盖积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筑。但民频年重困，无力为之。”大浦淤塞

之时，以小泾小沟所形成的独立小圩会快速增多。郏侨也提倡“浚泾浜以田。”6 大圩在失修的状态下，

圩岸会日损一日，因圩岸上的泥土是稀缺资源。毛节卿讲：“今水利久废，江浦围岸外日倾而内日削，高

者卑而广者狭，近年大潦，高者仅能平水，低者水浮三四尺，触处崩坍，不可胜举”。 7

在淀山湖一带，公共泄水之区被垦成小圩的现象更加严重。南宋《国朝会要》（水利条）中，不断有

责令地方官员开掘豪强小圩的告示。淳熙四年四月九日，大理寺丞张抑讲了吴淞江以南情况，“渐西诸

州，豪宗大姓于濒湖陂荡多占为田，名曰塘田，于是旧为田者，始隔绝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虽因臣

僚剳子有旨令两浙运司检括，而八年之后，围里益甚，乞自今责之知县不得给据，责之县尉常切巡捕，

责之盐司常切觉察，仍许人告，令下之后，尚复围里，断然开掘，犯者论如法从之”。8 淀山湖一带围垦增

加，淀山湖入吴淞江水道受阻，沿湖圩岸更易被破坏。一但破坏，水入圩田之内，会引起水灾和次级泾

浜的发展，也会引起小圩的发展。徐宜言：“异时港浦罄折以趋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径直，苏、湖、常、秀
旧为泽国，比年雨或后至，种且不入，盖围田众而疏导多也。小人见利，不畏其害，围于浅水，既为高田；

围于茭荡，既为稻田；二俱不已，复为下脚。始之重陂，大半为土；始之良田，背水日晒。十日不雨，农废

作业”。这些在浅水处围出的圩田，一是众多，且都是些以泾浜为岸和小焉；二是易旱，泾浜易于干涸，

土地本身的价值不被看好，许多是下脚田。 9

元代的变化比较复杂。首先，大圩水利系统在战争中被地方豪强的堰坝所封闭，那是一种战争中

1《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农器图谱·田制门》，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2《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3《吴江水考》卷之 3《水议考上》。
4《三吴水考》卷 10《吏科给事中叶绅乞治水吴中奏》。
5《吴郡志》卷 19《水利上》。
6《吴郡志》卷 19《水利下》。
7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22《毛节卿围田议》。
8《水利集》卷之 7。
9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13《徐宜上水利状》，淳熙十七年上状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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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的手段。“乡村钉塞筑坝，河港皆在田围中”。水流被封，大圩水利系统被破坏，结局只能向小

圩化发展。既使有大圩的发展，往往也是些独立的，由豪强把持的大圩。淀山湖周边地区，官方的疏浚

工程要回避豪强占垦区。“淀山湖东大、小曹港斜沥口汊港固是水之尾闾门，今为权豪势要占据为田，

此处水路卒难复”。由于所占之地是塘浦行水之地，自然就破坏了原有的大圩体系，形成自己的小圩体

系了。在吴淞江以北三十六浦之地，宋元时代有很多因感潮淤塞形成的小塘小浦。“民间私小泾沟又不

胜其数，皆所以决壅滞而防泛滥也，后因潮汐往来，泥沙积淤，旧置开江之卒寻亦废去，此大浦所以堙

塞，而民田所以淹没也。”私小泾沟即是小圩系统下的河道。元代的地区豪强很有势力，“围湖占江豪富

之徒，挟厚贿以赂赂贪官”，水利工程因此“成事则难，坏事则易”。元代的小圩进一步向淀山湖沿岸扩

张，“淀山湖又低于苏湖，彼中富户，每岁种植菱芦，编钉椿蓧，围筑更岸”。至于昆山、常熟以北的三十

六浦一带，则是“民间私小泾沟，又不胜数”。 1 这都是塘浦水利系统崩坏与开发加强引起的。
这些变化都没有引起政府故意去破坏大圩，只要吴淞江仍作为主要的出水干道，大圩系统也会依

旧起作用，元代的治水者们也致力于疏浚造闸，巩固塘浦大圩系统。永乐年间，政府准备放弃吴淞江，

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夏原吉在开黄浦分流的同时，对吴淞江也开始放弃了。他认为吴淞江在“前代屡导

之，以当潮汐之冲，沙泥淤积，旋淤旋塞。自吴江长桥至下界浦（夏驾浦），约百二十余里，虽稍通流，多

有浅窄；又有下界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沙雍障，茭芦丛生，已成平陆，欲即开浚，未

易施工，臣相视得嘉定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白卯港，径入大江；皆广川迅流”。他引吴淞江

中上游河段的水入这娄江（浏河）与白茆，改变了原来的水流格局。到况仲时代，浏家港和白卯的河道

也常淤塞。 2 吴淞江放弃之后，普通圩田系统的感潮淤积也更加严重。“东江遂堙，惟淀山湖支流北注

吴淞江，从刘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河存一线，而下流壅塞，其水逆趋夏贺浦，亦从浏家港入海。二水北会

入娄，夫水势顺则疾，疾则浑泥并行，逆则缓，缓则浑泥停滞。故昆山之东南隅，嘉定之西南隅，青浦之

西北隅，华亭之北隅，昔日之沃壤，今皆硗确莫耕。三江塞二，全湖东注之水，独归于于浏家港，其势渐

下能容，日积月累，行复如二江患矣，识者能无隐忧哉”。嘉靖年间治水者将“夏驾、新洋二河与吴淞江

交会之处，横引江水斜趋娄江，以致吴淞江水势微弱，故不能冲激潮泥。”3

当然，更重要的是夏原吉的开黄浦江之举，彻底改变了太湖水流的改变。开江以后“九十余年”，各

处港浦才“仍复湮塞”，太湖东部基本上近百年无水灾。 4 况仲在夏元吉开江三十年以后拆大圩岸，他

考虑的是水灾时的疏水问题。在平时，由于以前的丰水环境不再，外河的大圩岸本身已不利于灌溉，小

圩更有利于引水灌溉，故更多的治水者提议化大圩为小圩。水归黄浦江以后，吴淞江两岸的圩田不能

上水，出现了旱象。许多治水者都试图恢复吴淞江出水干道的地位，并非泥于古见，正如吴荃在申请重

开吴淞江故道时指出的那样，他的目的在于使“四县不耕之地，可复种矣”。只是这种建议在吴淞江愈

高的情况下是不可行的。新的出水系统下形成了以黄浦江和少量塘浦为主干，众多泾浜为枝河的网络

体系。干河只有几条，吕光洵言：“昔人治之，高下曲尽其制，既于下流之地疏为塘浦诸湖之水由此以入

于江，江由东以入于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于冈陇之外，是以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为患。近年以来，纵

浦横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颇通，一曰黄浦，一曰刘家河，然太湖诸水源多而势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

冈陇支河又多壅绝，无资灌溉，于是高下俱病。”5 吴淞江以北，白茆河逐成主要出水干道，“太湖南自

吴淞江入海，北自白茆塘入海，故白茆为水利要紧，与吴淞江同。”治水官员发现，按以前的办法简单地

1《水利集》卷 2、3、5、6。
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19《南直一·三江》。
3《三吴水考》卷 10《工部尚书李充嗣治水奏》。
4 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 3《徐尚书治水奏》。
5《三吴水考》卷 10《监察御史吕光洵水利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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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弯取直，挖深开阔，并不能解决问题。海瑞修白茆后，十几年后就淤塞了。“先经都御史海瑞开浚，费

至四万有余，未及十年而淤塞如故。”后期修白茆，要求干支得当，以此防止海潮。 1 其它地区也是这

样。这实际上在治水中全面重点依靠枝河与枝河排水所对应的圩田体系，即小圩体系。明后期，吴淞江

两岸丰水环境不再，许多地方旱象严重，涝时又积水难去，许多治水官员认为夏元吉改流犯了大错误，

多次提议重开吴淞江之论。只是水流形势已变，大圩与塘浦制度难以恢复，单纯的开江之议在实践中

不能成功。
小圩与枝河体系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周凤鸣言：“盖低乡支河之水容受众流，比田反高，而田反在

支河水面之下，若非圩岸以围之，而支河不通，则荡然巨浸，遂不可田。”2 在大圩时代，几乎只有塘浦

干河，干河修好了，小支河不会出问题。小圩时代以枝河为中心，支河水位最高，水流却难以外排，水灾

加剧治水者又只能以小圩救灾，明清方志中这时出现了许多分圩筑圩的言论，认为小圩可以调动地方

加筑圩岸的积极性，很少有人知道大格局的变化。归有光叹：“议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

快，别浚浦以求一时之利，而淞江之势日失”。 3 他想恢复宋元时期那种以吴淞江为主的治水格局，条

件不允许了，潮沙的淤积使吴淞江与主干塘浦起不到传统的作用，小水即涝，小干即旱，只好依靠小

圩。与太湖东岸相比，太湖西岸没有这种水流环境的改变，一些大圩，如芙蓉圩，一直存到清代。

五、小结

从大圩到小圩，历时近 600 年，田制变化完全是水环境变化引起的。农业开发的加强不是小圩形

成的必要条件，治水者放弃吴淞江，是大圩变小圩的关键。大圩的存在源于其狭水并注水吴淞江，助清

刷浑的目的。后期的大圩系统无益于吴淞江排水，还有碍于新形成的排水体系，故被小圩系统取代。唐

末与宋元时期，建圩狭水，清出主干塘浦，形成塘浦圩田河网，这一大圩网络与吴淞江治水体制是一致

的。治水者所重视的，是吴淞江与周边河道，特别是与纵浦是否通畅。
明代中后期，吴淞江和周边纵浦被淤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于以吴淞江为主的治水体制要发生变

化了。随着黄浦江的形成，小圩的普及也自然而然有了条件。大圩也会产生地区利益冲突，为了防止各

地在大圩岸的基础上以邻为壑，治水的官员往往也拆除有妨碍全局水环境的大圩。但从况仲、姚文灏

等人的议论来看，他们当时看不到这种全局，只说大圩内部旱涝不均，高处旱，低处涝，要将原来的六、
七千亩的大圩分成五、六百亩的小圩，有的坚持要将千亩大圩内部多引小浜小泾以排水灌水，这些举

措都推动了小圩化。[3]（P106~107） 背后的原因是水流环境的变化促成了小圩的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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