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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太 湖 口 的 出 水 环 境 与 溇 港 圩 田*

王建革

摘 要: 宋元时期，太湖以东的水流在吴江长堤与吴江长桥的作用下出现落淤，太
湖岸以西的落淤在吴江长堤石堤化以后开始发展，在明代加速。东太湖区域的落淤先形
成许多小湖泊，由此形成众多出水河港，湖田就是在这种水环境下逐步发展的。其一般
模式为湖面———小湖泊———宽河道 +不稳定的湖田———窄河道 +稳定的湖田。由于水流
与波浪的作用，湖田东涨西坍。临湖水面的圩田一般是小圩田，远离水面的圩田规模较
大。明初的大圩田需要许多人户共同戽水，官方也制定了许多圩田规则; 后期大圩破
坏，圩田缩小，乡村水利制度亦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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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湖溇港圩田主要分布于太湖东岸太湖出水口一带，宋代太湖出水口是吴江，就是吴淞江

的开始区域，当时一片水域，无淤积也无湖田。吴江长堤和吴江长桥形成以后，陆淤部分逐步形

成了湖田，一开始淤围在运河以东发展，溇港圩田是运河以西地带的淤积形成的，圩田中的河港

称溇港。吴江长桥出水口最早开始淤积，淤积逐步扩散，太湖东岸的湖田与河港日益发达。吴江

湖田出现于宋代，溇港河网体系与溇港圩田主要发展于元明，特别是明代。由于长桥一带淤塞比

较严重，太湖出水口最后转移至北部的瓜泾口，其间的淤积、河网形成与湖田的发展过程非常复

杂①。溇港圩田对应的河道主要是吴江十八港和南部一些水流时而出太湖、时而入太湖的河道②。
河港的水流与湖田积淤变化在明代格外显著，水流、作物与植被都相互交错地发生影响，地理、
农业与人为的因素都在交织发生影响。由于江南环境变迁的重点集中于太湖出水口一带，明代湖

田的研究也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出水口变迁与湖田形成

吴江县建于太湖出水口地区的沙洲上，那是一片浩淼水域中的沙渚，太湖出水沿长桥和长堤

向东北流去，这是松江，也是吴淞江。长桥与长堤就是太湖东岸的界线。以前湖岸不明显，唐代

因漕运时太湖风浪之险，建吴江塘路，单堤运河，此单堤是运堤也是太湖堤。“震泽东受群川汪

洋巨浸，至吴江尤广衍，地为南北冲，千帆竞发，驶风怒涛，舂激喷薄一失便利卒莫能制。唐刺

341



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2 期 王建革: 明代太湖口的出水环境与溇港圩田

史王仲舒筑石堤以顺牵挽，宋庆历八年邑宰李问始建长桥由是各舍舟以途来往。”宋时在吴江塘

路的基础上修五六十里吴江长堤。 “庆历二年，守臣以松江风涛，漕运多败，官筑长堤，界松

江、太湖之间，横截五六十里。”太湖出水口处无法建堤，建长桥以出水，松江口以长桥为中

心，沿吴江长堤所有的五六十里区域内的水域都是松江口水域。以后运河的堤外落淤，运河修双

堤成渠系运河。庆历中期，“通判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为渠益漕运，其口溉田千余顷”。这一

漫长的松江出水区主要集中在长桥一带。长桥界吴淞江和太湖的缺口之间，水面浩瀚，垂虹桥成

为一时的美景。长堤、长桥抵挡太湖风浪，运舟稳定，太湖东岸一片湖光水色①。形成长堤与长

桥后，运河以东地区的淤塞最先开始形成，吴江一带人口增多，经济繁荣。但宋代的湖岸西部湖

田似乎集中在长桥一带，那里出水集中，泥沙也会集中，淤积成陆会形成浅滩，浅滩地区即早期

的湖田区。塘路附近有大量的芦苇，也有一部分湖田，南宋时官方管辖塘路，禁止占垦水道。
“乾道五年置撩湖军兵，专一管辖，不许人户佃种茭菱，因而包围堤岸。”② 早期有佃户在利用湖

田种植茭菱。光绪《平望志》引明代陈克礼描述平望附近的景观: “相传隋唐以来，此地淼然一

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

也。自唐置驿亭于堤之旁，民居稍集，往来有憩足之所。”③ 宋时水环境丰富，湖西水势甚大，

难以形成淤塞所要求的缓慢水流。“夫吴江岸界于吴松江震泽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震泽，江

之东则大海百川，莫不趋海。自西伍堰之上众川由荆溪入震泽，注于江由江归于海。地倾东南，

其势然也。庆历二年欲便粮运遂筑此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

田。”④ 长桥成后风平浪静。大量文人停留后写诗吟咏，形成垂虹桥文化。杨万里言: “东是吴江

西太湖，长桥横截万寻余。”⑤ 在岸东，由于水流缓慢，形成许多淤塞与圩田。吴江塘路的其它

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既然湖东水流变缓，肯定发生淤陆。
每至五六月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吴江岸之东，水常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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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污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江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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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太湖水的水位与岸东相比有一二尺的落差，太湖出水口以西形成急流，不容易停水淤积，湖

东水位较低，水流减缓，则会产生大量的落淤。运东淤塞抬高水位，太湖与运河以东的水位落差

就会减少，湖西水流也会缓慢，缓慢造成落淤，落淤形成湖田。清代以后，岸西淤陆愈加稳固，

并大规模地在西部发展。宋时刚刚开始淤塞长桥东部与长堤东部，东部淤塞，吴江大片水域逐步

分割，最后形成一些渠系河道，运河也成为渠系河道。宋代岸东落淤与圩田的发展使吴淞江下游

不畅，苏轼建议将余处的塘路再修长桥以通水流。 “江水艰噎，虽暂通快，不过岁余，泥沙复

积，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长桥、挽路固不可去，惟有凿挽路于旧桥外，别为千桥，桥谼各二

丈，千桥之积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驶，然后官私出力以浚海口。”苏轼建议在旧桥处别为

千桥，旧桥不是原千桥，只能是塘路上的桥，这是一种加大过水面宽度以加强清流的方法。“今

欲泄三州之水，先开江尾去其泥沙茭芦，迁沙上之民; 次疏吴江岸为千桥，次置常州运河一十四

处之斗门、石碶、堤防，管水入江。次开导临江湖海诸县一切港渎，及开通茜泾，水既泄矣，方

诱民以筑田围。”⑦ 他又提到了单锷的观点:

锷以谓古无吴江岸，众水不积，运河高于荆溪，是以塞桥置堰，以防泄运河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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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四，津梁二，吴江县城外桥，“元袁桷记略”。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一，治水一。
道光《平望志》卷首，凡例; 卷一，沿革。

⑥ ( 宋) 单锷: 《吴中水利书》，清嘉庆墨海金壶本。
( 宋) 杨万里著，王琦珍整理: 《杨万里诗文集》上，卷八，舟泊吴江，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9 页。
( 宋) 苏轼: 《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九，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明成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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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今因吴江岸之阻，众水积而常溢倒注运河之内，是以创桥废堰，见利而不见害也。
今若治吴江岸泄众水，则运河之水再防走泄，当于北门之外创一堰可也，其利害盖如此
也。或又曰: 切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
人停畜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视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尝畜水，又未尝植苗，徒牧养
牛羊、畜放鸟雁而已。①

随着长桥与长堤不断修筑、固定，淤塞在出水口的湖岸西部发展成滩涂，进一步发展成圩

田。北宋中期孙觉曾将松江堤加固，当时他 “出知广德军，徙湖州，松江堤没，水为民患。觉

易以石，高丈余，长百里，堤下化为良田”②。堤下化为良田，明显是太湖泥沙形成的过水口外

落淤与圩田。孙觉修堤塘岸加固的材料先是竹筱，后用石料。 “孙觉，字莘老，高邮人，举进

士。熙宁中知湖州，以吴江水患命治之江桥，延袤二百余丈，觉募民修筑，势愈雄壮。又湖塘两

岸，尝责民以竹筱捍御，率数年一修，易败或致溃决。觉复市石增筑，遂得支久，岸旁皆为良

田。”③ 可以看出，当时吴江长堤是土堤，堤防崩坏重修时也更换出水口，堤西也难以形成滩涂

或湖田。由于工程质量的原因，土塘常在风涛之中。
吴江居具区上游，昔吴郡也，其地滨太湖，故筑堤塘以为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

仲舒为桥以达其道路。宋绍定间提刑吴渊命知县李椿重修之，自版图入国朝，以民众升
州，又五十余年矣。州长诺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谋诸僚友曰: “为政莫大于安民，安民
莫急扵水患，由长桥而南至于平望延袤四五十里，风涛冲激日夜无休。时置邮，虑危官
具，修以数，则民多蒙其害。予甚欿然，将筑以厚完之，必镇之巨石，然后可。”对
曰: “斯塘之为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飓风，小石皆为之漂荡。官日修治因循塞责，朝垒
夕倾皆虚其费，自省郡及州之官属，往往有志于斯卒无成议。”④

在这种丰水环境下，地方豪强在吴江南部占田围垦，由于浅水地带众多，修湖田时要挡住太

湖水流侵浸圩田，故形成坝田。
右谏议大夫史才言: “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之忧者，太湖之利也。数年以

来，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擅利妨农，其害甚大。隧伍既众，易于施工，累
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 水则远近泛滥，
不得入于湖，而民田尽没矣。欲望委本路监司躬行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其
职，田畴尽蒙其利。”从之。⑤

坝田之区就是湖田之区，这时浅水区甚多，坝田是围田的外岸，外岸也有堤水的作用，故称

坝田。在南部，太湖水流入水与出水转换比较快，旱时用坝挡住太湖水流东出，涝时用坝抵挡外

水排入太湖，坝田正此意义。大部分塘路是土塘，部分石堤南宋就已经出现，石堤塘路的落淤非

常快速，而土堤难以形成固定的落淤区。绍兴年间，范成大在 《思贤堂记》中记载吴郡太守洪

遵“五月来临吾州，由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区，观三江五湖之吐吞，涛波刮天，旁无边垠，而

石堤截然浮于巨浸之上”⑥。巨浸之中和石堤浮于水面，堤东西一片水域，落淤不会大面积发生。
杨万里有诗曰: “才转船头特地寒，初无风色自生湍。堤横湖面平分白，水拓天围分外宽。”这

是对水面很大的描述，他在垂虹桥南部行驶时被风阻，“阻风只怕松江渡，过了松江却阻风”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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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宋) 苏轼: 《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九，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明成化本。
( 元) 脱脱: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清) 潘柽章: 《松陵文献》卷十三，官师志一，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
(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四记，张天英至正石塘记至正七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578
册，第 906 页。
( 宋)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百六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 《吴郡志》卷六，官宇，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 － 61 页。
( 宋) 杨万里著，王琦珍整理: 《杨万里诗文集》上，八十三，已过吴江，阻风上湖口; 卷二十八，过太湖石塘三首，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3、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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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元代石堤的全面修建，石堤使周边地区形成落淤。没有石塘，随处坍塌，被水冲刷，淤积难

成。至正石塘成于至正七年，“总其费为钞八千余锭，石之工五万四千，佐其役者倍之。塘基崇

丈，其广丈四尺有奇，其修一千八十丈。相其地势，辄墄水窦，以疏横流，凡为窦一百三十有

六”①。疏水孔道众多，水流中的淤泥物质自然在出水口处集中沉淀，石塘修建后泥沙淤淀量大

增，陆淤过程也必然加速。尽管成陆加速，宋元时期官方的政策一直是以清理水道为主，不让人

种植滩湖之地，“乾道五年，置撩河军兵专一管辖，不许人户佃种茭菱，因而包围堤岸。按: 始

而佃种茭菱，旋即包围圩岸，故曰因而也”②。这时权豪侵占较多， “权豪侵占，植以菰蒲、芦

苇。又于吴江之南，筑为石塘，以障太湖东流之势。又于江之中流，多置罾簖，以遏水势，是致

吴江不能吞来源之瀚漫，日淤月淀，下流浅狭”③。江之中流置罾簖处应在太湖岸以东，湖西滩

地应在至正石塘修建以后，石堤使太湖水流开始在堤西出现淤塞，水流要通过一些孔道与闸窦，

就形成孔道外的淤塞与圩田发展的条件。

二、湖面、河港与湖田

至正石塘为明代湖田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也知道种茭以固堤岸，留淤成滩。弘治年间已

经有湖水浑与茭草合一可以促成湖田发展的概念，史鉴言:

吴江之地，当太湖东南。其在南者，分众流以入湖，吴溇港、东宋家港、朱家港、
蠡思港、直渎港、黄沙港、韭溪是也。居其东者，引湖水以入江，瓜泾港、七里桥、桞
胥港、虹桥、长桥、三江桥、三山桥、定海桥、万顷桥、仙槎桥、甘泉桥、白龙桥是
也，又自县治至平望四十里间亦系分泄湖水之所，今为石塘，虽便往来，前辈尝言其有
害水道，故凿窦以通水流。近年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计，辄因而筑之。又湖水之浑
滓，易为停积，沿湖之人多种茭蒲，岁久成田，咸登粮额，遂致水道日微。又瓜泾港、
长桥正当太湖东流入江要道，至为深阔。而瓜泾港居民虑贼所侵，辄夤缘巡捕官为之筑
堰。长桥又为豪家湮塞，规为田宅，为患极大。今则入湖者泛滥不流矣，入江者洄流而
西浸矣，日滋月长，其害将尤甚于今日也。④

可见看出，明人已经发现太湖水变浑了，这是周边山区农业开发引起水土流失的结果，湖水

浑更易淤留成滩。明代修石塘四次。“明永乐九年赵通政居仁，重修; 正统五年，周文襄忱，再

修; 嘉靖三十五年，倭平后曹令一麟，议开胜墩塘河坝，重修三塘; 万历二十九年，刘侯时俊躬

勘崩坏，力倡修筑，自吴江至王江泾砥如周道，称为刘公塘。”⑤ 石头的塘岸稳定的出水口使湖

田稳定地增加。万历三十三年，知县刘时俊又修石塘八十八里，从秀水县一直修到长洲县，用巨

石修筑。淤积进一步加速，塘西淤涨也使湖田在一些地区远离湖岸，这种地方已经不需要再修石

塘了，但许多地方仍在修石塘，这样的塘岸仍是太湖岸。石堤以西的湖田足够多，石塘不临水，

无坍塌危险，也就无需修塘了。出水口地区淤积很盛，也出现湖田，但官方仍在开长桥，说明那

些淤积距离也不甚远。弘治四年吴中大水，“吴江万六千人开浚长桥水窦，疏太湖之水以及吴淞

江。盖江口被民田之，及丛生苇荻蔓延数千亩，到是垦除之”⑥。水道淤积处多有野生植被的生

长，植被加速泥沙淤积，湖田向远离长桥的湖西发展。弘治年间，太湖 “在 ( 吴江) 县治西南

二里许”⑦; 嘉靖年间，《吴江水考》载太湖已 “西去县城三里许”，这是长桥一带淤积距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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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四记，张天英至正石塘记至正七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578
册，第 906 页。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八，经略一，治水。
( 宋) 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 《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第 281 页。
(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史鑑吴江水利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578 册，第 731 页。
( 清) 徐崧: 《百城烟水》卷四，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一，治水一; 卷四十三，修塘。
弘治《吴江志》卷二，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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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至于东南部地区，许多离太湖岸较近的湖面已淤塞成陆，吴江县治西南三十余里处形成一处

平沙滩。“平沙滩，去县治西南三十里，湖心浮涨，周可三十里许。”在这种新形成的地段上，

芦苇是先锋植物，“蒲荻苇芦，年产其一，民颇利之”。这一沙滩还在扩展之中，“彼滩此地涨，

变徒不居，科则有定，盖利而不能常有也”①。长期以来，其生态环境到明末仍处于野生植被状

态。万历年间，吴江县令霍华欲丈量平沙滩圩田，以定赋额，有人做 “平沙谣”规劝官方取消

赋税，诗文首先讲平沙滩的植被，“平沙滩头千亩蓼，萑苇绵芊寡麦菽”，芦荻蓼等先锋植物众

多; 再讲农民生活的贫困，“泥涂胼胝斫为薪，踰时伛偻才盈掬”，已成的圩田不稳定，经营困

难。“渐有良农辟作田，三时风雨供栉沐。具区涛浪拍天浮，咫尺堤防不须筑。几番赤地涌鲸

支，几度靑苗实鱼腹。间值骄阳雨露稀，桔槔无计施轮軗。尧木汤干两不宣，三耕一稔犹云

福。”② 明中叶以后湖田快速发展，水流环境非常微妙。黄浦江成为吴淞江主干河道后，吴江塘

路的许多水口亦可以直接出水入东部湖泊，由湖泊群直接进入黄浦江，长桥以南的许多水流方向

不一，河道也因此分化。吴江县城东部的庞山湖一带开始称吴淞江。长桥一带的水流已经不称松

江了，过长桥后通过水道进入庞山湖，也就是进入吴淞江河道区③。随着吴江东部高地的形成，

吴淞江不再纳长桥一带的来水，只纳瓜泾口的太湖出水。“吴淞上流，南渐涨为田，去水惟瓜泾

为速，故夹浦最险，今夹浦以下沙亦渐淤矣。”④ 在这种环境下，长桥一带已经彻底脱离原来的

水环境。从垂虹桥南看吴淞江堤，以前一片水，明时一片滩。
吾尝登垂虹亭而望之，其浩淼无涯，牛马莫辨。长桥河西南以上皆纳数郡之水，以

备旱潦。而今淤塞有如此河者，已过其半，大则瀼为圩田，小则散为草梗，居民比屋，
沃墅连畴，此治农者之所当患也。⑤

这种淤积而成的圩田有丰水的环境。“吴江惟二十八都为水窟，东抵周庄，西抵囤村，南抵

牛场泾，北抵白蚬港，闻胜国时，大姓堤湖为田者故，小水即淹云。”运河东西河港互通。以翁

泾漾为例，“翁泾漾，去县治南二十三里，为桥一，为窦十九。其受太湖来水凡三，曰钱家港，

曰牛尾港，曰巴泾，与八斥、大浦港水同出运河”。翁泾漾在太湖西岸，与此小湖泊相联的有三

条港溇。未出运河时仍属于太湖的一部分，出运河后，运河东部为一系列的小湖泊和小水荡，

“合而东播为谢家漾、车輄漾，为泥潭荡，又东为六百亩荡 ( 一名三百亩荡) ，为女儿荡，为廊

庙荡 ( 一名蛾蜂庙荡) ，为槐婆潭，为李婆荡，为桂枝荡，为南戴荡，为戾开荡，为东长荡，为

蚌壳荡 ( 一名蛎壳) ，俱合为长白荡 ( 沈志云: 此为东长白荡) ，与元鹤荡水会为杨坟荡 ( 一名

王坟) ，为孙家荡为江泽荡，为杨卢荡，东经义家路亦出元荡，其北为杨家荡为白蚬江东，为急

水港出松江淀山湖”。这些小湖荡与圩田、河道组成的景观实际上就是碟形洼地景观。吴江南部

的运河区由于湖田开垦，水流渐涸，运河常常改道。“今运船遇旱为震泽、梅堰、积瓦阻浅，改

从乌镇白米荡由烂溪出平望，平望、市中前溪复浅，多从后溪行。”⑥在垂虹桥一带，昔日的风景

不再，河网纵横，形成几条主干河道。
按史志: 附近运河自三江桥分而为二，其一曰: 从南关前北流入吴淞江，折而西流

至三里桥，沈志云此指塘河之路。其二曰: 从南津口过江南，至垂虹入龎山湖为站船
路。沈志云: 此指学宫前至长桥河之路也。按 《运河志》云: 从南津口西行，其地曰
江南，经大明桥过雪滩而西至长桥河，至桥下播而为三: 一自垂虹前北流入吴淞江，俗
呼为站船路; 余二支即后所载之二河也。其三曰从垂虹西流至县城东，循城址北行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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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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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 明) 沈岱: 《吴江水考》卷一，水道考，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21 册，齐鲁书社 1996 年版，第 629、634
页。
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三，撰述三，诗集三，赵鸣阳“平沙谣”。
弘治《吴江志》卷二，山川。

⑥ ( 明) 沈岱撰，( 清) 黄象曦辑: 《吴江水考增輯》卷一，水道考，沈氏家藏本。
( 明) 伍余福: 《三吴水利论》七论长桥百洞，明金声玉振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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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沈志云: 此指东门外泰安桥，沿城从南仓河岀三里桥之路; 其四曰: 从福民桥入东
门，逾北门而出。沈志云此指城中之河也。此四河之志可谓详矣，而今止存其一，以下
三者皆塞而不通。夫史之志此也在弘治间不六十年而陵谷之变若此。沈志云今四河虽浅
狭，而舟楫皆通，乃当时反云塞者，意其后复开浚也。①

从宋时的一片汪洋到明代的多条运河，这是一个水网形成过程。黄浦江成为主干后太湖出水

加速，吴淞江又北移瓜泾口，吴江水流难排的形势稍有改变，形成一定的落干，淤涨与圩田开垦

加速。太湖水流长桥以东受阻，部分水流扩展到南部河港出水，南部一些原流入太湖的河港变成

出太湖水流的河港。 “有直港、乌桥、杨家、黄沙、上横、新泾、后浜、孙田八港”，这八港，

“昔为来水，今为去水，故附后唐家湖下”。这种变化是中部地区淤塞淤高引起的，“吴中之水皆

北流，惟此八港之水皆南流，盖太湖下流，甘泉等处壅塞，则水漫波溢，惟隙是求，唐湖之东诸

荡骈集，宜其舍彼而就此也”。出太湖后水流以南流为主，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水流也常被人为地

坝塞，“八港条分，警于盐盗，或坝或开，有通有塞矣”②。这些河港到清代有六条已经被淤塞。
八港入太湖时，水流为天目山水流，沿荻塘而来，“荻塘以北之水，为漾为荡，支派纷错; 及归

于横草路，又合诸水而为一。欲确指某水从某港下太湖，条分而缕析之，虽土著亦不能辨”③。
附近地区的莺湖，这时期由于容纳众水，其水势与水位都比较高，“北接吴淞南霅苕，西连震泽

东滔滔。五溪容纳无穷水，水势从来此倍高”④。
正是湖岸东部地区的淤高与干田化，湖岸以西的东太湖地区的落淤也非常快。吴江的淤塞使

得吴江长桥正东地区变高，南北低，部分出水北移，部分南移，而吴江中部相对应的西部湖面开

始形成大量的滩涨并被开垦成湖田，在坍塌与淤积交替过程中将水面分割成小湖泊，然后形成河

道景观，稳定地形成了“湖中十八港”，“诸港枢纽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其西之田日蚀

于湖者，谓之坍湖; 其东之沙曰涨为田者，谓之新涨。各以万计，东南二湖俱成原隰，则壤为科

亦以万计，城南高壤俱成民居”⑤。坍塌部分基本上接近湖面。淤涨是在一点点的凸起的基础上

联合而成，淤积点的联合使湖面被分割成数个小内湖，小内湖最后变成河港。十八港中 “城西

七港非湖涨所成”，其他十一条都由淤陆而成，又在淤陆中消失或萎缩。淤涨之前，垂虹桥西一

片水域，淤涨中先形成“东南二湖”，就是东湖与南湖，二湖淤，河港成。南仁与吴家港在二湖

淤塞后形成。“向时东、南二湖，未曾淤涨之前并无港形，太湖之水直至长桥石塘，由诸桥泄入

运河。自湖涨成陆，始有南仁、吴家港等港西接湖水。”⑥东湖靠近吴江长桥的西南部，在淤积下

形成封闭的内湖，以后淤成湖田。嘉靖年间，“湖水东北流由庙泾、甘泉、三江等塘二十里直达

庞山湖入吴淞江，今东湖尽淤成田，止存三大河泄水。其由南仁河入者为西水路，由十家簖入者

为江漕路”。东湖又叫牛茅墩，一开始河道广阔，南仁河最早是一片水域，弘治九年定的泄水规

模是一百二十丈，淤塞发展得很快，正德十三年，标准降为二十三丈。水路北折后形成阔七丈，

长十八里的河道进入吴江长桥。东湖另一条淤出的河港是江漕路，一开始也阔一百二十丈，泄水

方向与西水路不同⑦。在淤积的影响下，湖田发展的一般模式为湖面———小湖泊———宽河道 + 不

稳定的湖田———窄河道 + 稳定的湖田。
东坍西涨也是风浪所致，太湖湖田发展与太湖波浪有关，湖面在 6 － 7 级的风力作用下，湖

心波高达 1 米，近岸地区波可达 0. 7 － 0. 9 米，由风浪掀起的泥沙流构成对湖岸的塑造⑧。唐宋时

太湖东岸更为广阔，运粮之船长期受太湖风浪的危胁。太湖岸形成后，运舟安稳，但湖田承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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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 明) 沈岱撰，( 清) 黄象曦辑: 《吴江水考增辑》卷一，水道考，沈氏家藏本。
( 明) 沈岱: 《吴江水考》卷一，水道考，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21 册，第 631、637 页。

⑥ ( 清) 金友理撰，薛正兴校点: 《太湖备考》卷二，沿湖水口，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1 － 82、85 页。
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四，撰述四，诗集四。
( 明) 沈岱: 《吴江水考》卷二，水治考下，第 676 － 677 页。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湖泊室编: 《江苏湖泊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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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东坍西涨。坍田发生时往往形成积荒田，这种圩田灌水后就像小湖泊，需要重新戽水。有的

淹一半，有的全部淹没。弘治年间，吴江县派员查勘湖田情况。沈岱言: “看得各都田，今昔坍

入湖中者，有全圩俱坍，有一圩半坍不等，俱在水中。年坍年告，有前勘已完而粮未豁，有前勘

已明而未报，有前勘未明而尚勘，浑乱其中，所据各役指某处水中，原无疆界为准，难以为

据。”① 官方为了出水，往往拆毁一些圩田就地使圩田成湖，治水者曾试图恢复南湖的湖面景观。
长桥，阔一百三十丈，其南即湖，今淤为田，上有牛茅墩东西江漕等路并吴家港等

港数涨数浚。弘治四年浚还为湖，嘉靖元年浚南至十字港，即三汊港，长一百九十九
丈，阔如旧。北至顾公庙阔五十六丈，嘉靖二十三年浚南滩上段，东长三百九十二丈，
西长二百四十九丈，南阔一百三十四丈，北阔一百丈。下段垂虹桥基之东西各长八十四
丈，各阔七十八丈。②

治水者使南湖区重新扩展为湖面，当时河道阔百丈左右，极易恢复成湖。随着湖田的发展，

河港变小，无法恢复湖面，官方也只好“多开河渠以泄湖势”③。从宋元到明中叶，太湖出水以

吴江长桥为中心，明中叶后形成十八港散漫出水的状态。随着圩田与湖中河港的扩展，出水的咽

喉拉长、变细，湖水的宣泄由集中变为分散。出水口增加，出水湖岸增多，总体上却散而无统。
狭小而曲折的河港使太湖出水形势更加困难。随着淤塞的发展，长桥和长桥以南地段以吴家港、
南仁港和浪打穿为主要出水口。吴家港———吴江长桥是在原出水口缩小情况下发展的一条主水

路，称西水路; 南仁港穿运河达庞山湖，为东水路; 经浪打穿达淀山湖的一条为江漕路。明代中

叶时吴家港为主要泄水通道。到明末，十八港淤塞严重，吴家港———吴江长桥一路淤塞，一分

三。吴江长桥水路淤塞后，北部瓜泾口一带成为出水主流，湖水绕道东山进入瓜泾口，下泄更加

迂回④。出水口日益堵塞，大水时需要进行疏通。“宏治四年、五年、七年，吴中大水，给事中

邑人叶绅疏请疏导，朝廷从之。八月敕工部侍郎徐贯，与从行主事祝萃会同巡抚都御史何鉴，知

府史简寻访水道通塞之由，以吴江万六千人开浚长桥水窦，疏太湖之水以及吴淞江。盖江口被民

田之及丛生苇荻蔓延数千亩，至是垦除之。”嘉靖二十三年又浚一次，“巡按御史吕光洵，以地

方被灾，疏开三吴水利，浚长桥、三江、八斥、平望四处”⑤。这种办法也无力阻挡太湖出口的

日益堵塞。

三、水则碑

吴江长桥处的水则碑立于宋代，以刻度记载周边水面的淹水情况。在水面丰富的宋元时期，

太湖东、西部，各湖泊与河道之间的水流大多联为一体，垂虹桥附近古代测水位的水则碑很有功

效，水则碑以局部的水位可以探知吴江整个地区各处的水位。
左右一碑，面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水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

恙，过二则极低田淹，过三则稍低田淹，过四则下中田淹，过五则上中田淹，过六则稍
高田淹，过七则极高田俱淹。如某年水至某则为灾，即于本则刻曰: 某年水至此。凡各
乡都年报水灾，虽官司未及远临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灾不被灾者，已豫知于曰报水则之
中矣。⑥

水则石碑在元代仍有这种功能，当时水环境丰富，垂虹桥处的水则碑的水位变化与其他地区

有一致化表达。随着丰水环境的消失，来水与去水通道可能完全被堵塞，水体不能一体化。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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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五，公移，沈经勘报吴江水利呈弘治十一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
第 578 册，第 517 页。

③ ( 明) 沈岱: 《吴江水考》卷之二，水治考下，第 678 页。
郑肇经主编: 《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8 页。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八，经略一，治水一。
( 明) 沈岱撰，( 清) 黄象曦辑: 《吴江水考增輯》卷二，水则考，沈氏家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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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除了吴家港外没有大规模的出水洪流，垂虹桥附近与其他各处的水面联系大大减少，水面分

割，水位变化难以反应在水则碑上，此碑开始失效。
按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犹及见之其横第六道中刻 “大宋绍熙五年水到此”，

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断，稽其碑刻，
水到六则，与宋绍熙中同，则元之水犹过也。今石尚在，而宋元字迹与横刻之道尽凿无
存，止有减水则例四字，亦非其旧，乃于大直刻 “正德五年水到此”，“六年水到此”，
既无横道，何以为则，且增六年而遗四年，缪矣哉。失古建置之意，不知伊谁之过
也。①

南宋和元代一直有刻石字迹，说明刻石有效。明代抹去原字，说明测量可能出现了问题，有

关人员欲修正水则与吴江高低田的关系，测了一次就放弃了。说明这时水流不相联，水则碑无效

了。乾隆年间，官方欲重建水则碑，却根本不能正确地测量水位。各地淤浅与开垦已经经过了很

长时间，地形差异加大，水则碑完全不能体现各地水位，客观上失去了测量意义。
冯志云: 吴江垂虹亭水涯有国朝乾隆十二年立水则石碑，高七尺有奇，面横七道，

分七则为合邑被淹高下田准。注: 诚善矣，然即一邑上则田，稽之其高下有难。一例视
者，八斥以北田俱高，至同里严扇等处则又高，至小厢薛塔田最高，通邑全淹，彼处平
岸而已，皆上上则田也，平望以南田低，震泽西路其低弥甚，然亦皆上上则田也。水则
每则仅得尺许，今统计合邑上上则田高下或四五尺，六七尺不等，何以为准。大抵两邑
地势北高而南下，立水则时或第就近而舍远歟，抑今昔地势变迁欤，低田亦同则，办赋
以视涨湖田粮仍荡则者，高下相反。②

清人考证当时高低田差达六七尺，而水则碑也只有七尺。终明一代，吴江湖田处于不断地扩

张中。湖田西部尽管有坍的现象发生，东部的湖田却不断地淤涨，水面少，河道窄，淤塞严重。
伍余福言: “为今之计，去其泥沙以伐其苇草，仍令佃之者，经野分守，以时荡涤而后水有余

利，久无滔天壅积之患矣。”③ 水灾时湖岸东西的水面才处于一体化状态。“吴江据江湖之会，屹

然中流，每遇霖雨积旬，潦水涨溢，渺然无际。或风涛大作吞啮冲激，其害又甚于雨。东风则江

水西浸，西风则湖水东泛，俄顷数尺，人力莫施。故濒湖之人谓之贼水者，此也。议者徒欲开一

渠，浚一泾，置一闸以为治之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见而无救患之益也。何则? 吴江水多田少，溪

渠与江湖相连，水皆周流无不通者。”④ 此外，水则碑也会因社会机制失效而失效。水则碑有效

可以指示水位，官府看到水位大涨时便动员官员下乡。明后期民间水利共同体失效，水则碑即使

准确也已无济于事。

四、岸制与水利体制

广阔的东太湖水面使湖田暴露在风浪冲蚀之下，官方的水利在于加强圩岸建设，规划河港宽

度，并在合适时机兴众疏通。弘治八年，湖田与植被的发展使吴江长桥一带已经出现了淤塞不通

的现象，官方发动了一万六千人 “开浚长桥水窦，疏太湖之水以入吴淞江，盖江口被民田之丛

生芦苇蔓延数十亩，至是垦除之”⑤。这种人为的社会干涉只能暂时缓解压力，宽大水道的变窄

在传统的技术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官方制定了许多湖田圩岸制度，湖田区的官员动员乡村社会建

立维护圩岸的机制。史鉴这样分析明初治水者的堤岸制度: “吴江之田尽居江湖滨，支流旁出皆

荡漾，不可以名计，苟不致力于堤防以御捍之，则未见其可也。本朝永乐中治水东南，尚书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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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② ( 明) 沈岱撰，( 清) 黄象曦辑: 《吴江水考增輯》卷二，水则考，沈氏家藏本。
( 明) 伍余福: 《三吴水利论》七论长桥百洞，明金声玉振集本。
(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二议，史鑑“吴江水利议”，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578 册，第
799 页。
( 明) 沈岱: 《吴江水考》卷之四，水议考中，第 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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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公创于前，通政使赵君继任于后，无不注意于堤防，皆妙选官属，分任诸县，而二公则周爰相

度而考课焉。其法常于春初编集民夫，每圩先筑样墩一为式，高广各若干尺，然后筑堤如之。其

取土皆于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坚筑，务令牢固，堤既讫，工令民罱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

满复于堤之内，外增广其基，名为抵水。盖堤既高峻，无基以培之则岁久必颓矣。又课民于抵水

之上，许其种蓝而不许种豆，盖种蓝必增土，久而日高; 种豆则土随根去，久而日低矣。此虽为

繁碎难行，然亦可使民繇之而不知也。厥后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间岂无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

良由堤防犹存之力也。”①

夏原吉修湖田时，设计的制度规则需要对乡村共同体进行充分动员。标准极为具体，甚至包

括种蓝靛固岸这种细节，外围圩岸成了“抵水”。随着湖田的发展，湖岸植被人为地演变成各种

树木。有的用柳，沈周有诗: “百亩良田湖水阴，门前杨柳路沈沈。”后期桑树更多，“吴江长桥

如长虹，西来太湖桥下通。我家落日水如镜，炤见人影在水中; 苏州南来是太硝，少见杨柳多桑

株。谁家女子在楼上，手揭红簾看打鱼”②。这一带的居民仍在一片水沼中生活，兼事渔业，圩

岸种杨柳或桑树。圩田稳定时，一般为小圩。《吴江水考》中记载一次坍湖后圩田报废数达 589
个，合 165 顷 77 亩，以后又续勘出 19 顷 91 亩和 28 顷 89 亩，共计 21457 亩③。平均每个圩田 36
亩，这样的圩是小圩。单独圩田的规模也有记载:

十都前副扇凉角圩，滨临太湖，不必开溇，止筑围岸，长十丈，面阔四尺，底阔六
尺，加高四尺，每丈该用木椿土石工料银五钱五分，东至庄荡，西至月字圩界，南至付
字圩界，北至角字圩。

十都前副扇带字圩，滨临太湖，不用开溇，止筑围岸，共长三十一丈二尺，面阔四
尺，底阔六尺，加高四尺，每丈该椿石料银五钱五分，东至郎字圩，西至束字圩，南至
束字圩，北至徐家漾。

十都前副扇仰字圩，滨临太湖，不用开溇，止筑围岸，共长六十八丈，面阔四尺，
底阔六尺，加高四尺，每丈该椿石料五钱五分。④

临水立岸，要有固基的木椿，每个圩岸要加木椿。周长在一百丈以下的圩很小，十丈圩田面

积不足一亩。稍离湖水的圩，已经成为较为稳定的圩田，要开十字河才能排水。那些圩往往都一

二百丈长。“二十八都副扇七图北气字圩，开十字河，长一百九十二丈，面阔一丈五尺，底七

尺，深七尺。”⑤十字河达到一百九十二丈，圩岸长度大约是这个数的二倍，为三百八十四丈，按

正方形估算，这种圩田的规模当有 153 亩，规模稍大。但湖田形成初期的大圩应达千亩左右，沈

岱认为积荒田的前身往往是大圩。“按积荒者，皆洼下之田，其端肇于圩岸之不修，以非开辟时

阪隰也。观其深，洼田身恒与河底相等，中心潭田深倍于河。审形度势，盖昔人占江湖水面，乘

时旱涸，破波筑土，崇围设堤为此亩，顷动以万计，非所谓圩田、坝田者。舆是非大集人力以胜

于天不能也。是以今当欲蒔之先，已耕之后，一遇淫雨潦涨，必多集桔橰以戽之，一名曰 ‘大

輣車’。动以百数，盖计田派人，计人派车，计车料水，建标立限，时验刻量，更番戽踏，日夜

无休。聚散有时，催督有法，此又非大集人力以胜天亦不能也。是故塘老圩长，沿堤分岸，纠察

巡警。岸之漏者塞，疎者实，冲者捍，坍者缮，低者崇，隘者培，亦日夜无休，些毫失慎，水走

岸崩，百力皆废，民无为生。谓: 非民以岸为命舆。弘治以前，能举此政，县无荒田，正德五年

一遭水沴，土荒民流，千家无十存者; 百家无一存者。则岸既罔修，车安复集，逃者不归，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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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二议，史鑑“吴江水利议”，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578 册，第
800 页。
( 明) 沈周: 《石田先生诗抄》卷五，太湖竹枝歌二首; 卷六，耕隐，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7 册，齐鲁书
社 1997 年版，第 95、111 页。
( 明) 沈岱: 《吴江水考》卷之一，水道考; 卷之二，水蚀考。第 629、668 － 669 页。

⑤ ( 明) 五圻: 《东吴水利考》卷之五，吴江县水利图说，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22 册，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第 133 － 134、132 页。



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2 期 王建革: 明代太湖口的出水环境与溇港圩田

为理，无怪其为抛而为积也。”①

最初的围田“顷动以万计”，这是很大的圩，为地方豪强所圈占。这种圩田必然要求一定规

模的戽水人员，一旦戽水制度不行，水利崩溃，圩田很快便会进水荒废。大水漫淹以后，外人不

容易分出围田与太湖的水面。嘉靖三十七年大水，水淹至中下之田，“吴江二十八都最低，知县

曹一麟勘至淹处，圩大而水深，曹怒曰: ‘湖也’! 责引路者。三十民泣曰: ‘此田，从春莳苗可

证。’命隶人沉水底取出烂苗，视之不信，复行复取数处，皆然”。圩岸失修，积水不排，即成

抛弃之田。正德四年夏天大雨成灾，正德五年 “旧水未消，春雨连注，至夏四月横涨滔天，水

及树杪，陆沉连海。官塘、市路弥漫不辨，舟筏交渡。吴江长桥之不浸者尺余耳，浮尸积骸塞途

蔽川。凡船户悉流淮扬通泰之间，吴江田有抛荒自此始”②。总之，当时许多圩田大而深。宋元

豪强围垦时大圩盛行，明初亦以这种大圩制度为主。此种田制在明中后期改变，在小农经济的压

力下分成一百多亩的中等圩。无论在什么时候，临水区都是十几亩或几十亩的小圩，这种圩突于

深水前缘，人们要通过各种水利技术，特别是立椿技术才能保住小圩岸，大圩成本大，无法围

筑。淤塞到一定程度后，豪强往往才能整合成大圩，以后豪强势力受削，水利制度不行，自然又

分成小圩。并圩可以形成千亩以上的圩，稳定圩田区的圩田规模大都百亩左右。儒林六都的圩田

宋元时期已经围出，类型很多。 “宋元定制，七则起科，上分三等，中、下各二等。下则有围

田、滩田之目。围田者，围筑浅滩，便于耕种。今里圩有 ‘照圩’、‘中腾下围’、‘焯围’、‘巨

围’、‘箕围’之名昉此。滩田者全无围岸，叵四都之平沙滩，故里有‘炜滩圩’。明制，九则起

科，上三则为田，下三则为荡。”③

圩田起于河滩地上，四周起土成圩岸，圩田内部的土壤逐步发展成良性水稻土，成为上等

田。滩地随时会因水淹而无收成，圩田却有稳定的收入。儒林六都的上等田，“租额米二石或一

石九斗，以其土高而肥。若遇丰年，每亩可收三石余。年之次者，亩可收二石五六斗。年之下

者，亦可收二石一二斗。从无淹没之患，且种菜、麦亦必丰收，故其租独重”④。新形成的湖田

挡在河道处，官方对此往往无可奈何。
江湖非丈尺可计，计丈尺于江湖之间，非得已也，何也? 昔水而今淤为田也，浚则

夺其田以为江湖，不有章程，人焉遵信。若吴江之牛茅墩，以及甘泉之上下，吴家港以
及垂虹桥之上下，皆嘉靖二十三年察院吕公所勘应浚之丈尺而未浚者也，是固可征也。
然今亦可执以为的乎? 曰: 观元之水道不同于宋，今之水道又不同于元，其可泥乎?⑤

成田要报税，坍田要免税，终明一代，湖田的涨坍造成了赋税问题。“通量新涨以摊其粮，

照得坍湖告勘，年积岁繁。以田日摊而粮愈少，粮日倍而愈多也。虚粮非经奏请，焉得除免。切

思本县西有坍湖，东有新涨，东涨之土即西坍之田，是坍湖者，新涨之原额，新涨者坍湖之后

身，非有二也。今坍湖之民，日苦赔粮，贫困愈甚，新涨之民，日享其利，国课不输，利害不

均。”⑥坍湖区新涨与坍湖在不断进行，此涨彼坍。为了圩田防坍，有人提出一种斜坡岸式:

照得太湖风浪，势如排山，岸遇輒崩，日就成浸，非人所能御也。又查有等低滩形
如鳖裙，风赶浪冲，反不坍损，因求其故。站岸壁立，与浪相抗，必倾斜，坡不深，随
浪相迎，不鬬。为今之计，不若令各有田之家各于其站立之处，或石塊或瓦屑或煤铁等
灰填满其处，一如斜坡之式，加之泥沙或植茭芦杨柳等树，以杀其奔突之势，则其围塍
未必如往年崩塌之易矣。况有水利专官督其工程，不甚为难，果得举行万民幸甚。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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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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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⑥ ( 明) 沈岱: 《吴江水考》卷之二，水蚀考，第 669 － 670、665 － 666、668 页。
乾隆《儒林六都志》赋役。
乾隆《儒林六都志》土田。
( 明) 沈岱，( 清) 黄象曦辑: 《吴江水考增辑》卷二，水治考下，沈氏家藏本。
(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五，公移，沈经勘报吴江水利呈弘治十一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
第 578 册，第 518 － 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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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岱所记的筑式也很详细。“昔人谓: 有一尺之堤障一尺之水，是已无此。而田蚀于水，谓

之坍湖。水积于田，谓之抛荒。”岸式有多种: “岸高六尺，以平水为定高下增减。基阔八尺，

面阔四尺，谓之羊坡岸。其内有丈许深者，于大岸稍低处植以桑苎，谓之抵水。”岸式有土名。
“俗名马蹄环圩，植以茭芦谓之护岸，其遇边湖边荡，甃以石块，谓之挡浪。又于圩外一二丈许

列栅作埂，植茭树杨谓之外护，今尽废无遗焉。此周文襄公定制，尤详于二十八、九都，盖此最

低也，每年县官于农隙时诣看坍损，督塘长圩甲修之，后官不出，民亦不举，乃遂废焉。”① 挡

浪之法为明初周忱之法，当时水多田少，圩岸多临风浪，筑岸防坍，首要在于挡浪，因为圩岸多

因风浪而坍。“前明周文襄公筑圩之法，所谓挡浪者也。”② 按难易程度分三等: “一等难修，水

中突起，无基而成，又两水相夹，易于浸倒，须用木桩、竹笆、石礟方可成功; 二等次难，系平

地筑基; 三等易修，系古岸颓塌者。三等筑法顶阔皆六尺，脚阔皆九尺，高以一丈为率，极低之

田，岸务极高，能比往昔大潦之水高岀一尺，则永无患矣。”深水中开圩田需要 “水中突起，无

基而成”，这是最难开垦的圩田。需要打桩，填上竹笆、石礟等物，最后才排水成田。低水区还

要做子岸，围岸内层再筑一岸称子岸，“子岸较围岸又卑一、二尺，盖虑外围水浸易坏，故内作

此以固其防，筑法与围岸。同脚而异顶，如围岸顶阔六尺，子岸须顶阔八尺方为坚固，其脚基总

阔二丈，须一齐起筑为妙”。圩内要筑戗岸，戗岸将大圩分成若干个小圩。 “戗岸，岸外开沟，

围田无论大小，中间必有稍高稍低之别。若不分別彼此各立戗岸，将一隙受水遍围汪洋，法于围

內细加区分，随其高低形势截断，另築小岸以防之。筑时要于低田外边开沟取土，内边筑岸，内

岸既成，外沟亦就。外沟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内侵，内岸以卫低田之稼，俾免外入，又为高低两

便之法。”湖田都在低乡，土壤稀缺，取土有规定: “河渠既多，浜溇又深，无撮土可取也。须

查本地有老板荒田或新荒田，与夫年远废基遗址不便耕种者，入粮缓征项下，听民采土筑岸，又

不然查本地有茭芦之介居水次，止收草利，止征荡税者，申免其税，听民采土筑岸。”③ 明代姚

文灏的圩岸制度通行于太湖东部各地，非常详细地规定了高地与低地、圩岸与子岸的不同，也规

定了种茭制度。“边临湖荡圩岸，外须种茭芦以御风浪，其狭河宣泄去处却不许一概侵种以遏水

势。”④ 在与水道直冲的圩岸上，官方不允许种茭，水涨时这些圩岸被冲毁后可以泄洪，种茭则

不利于洪水毁岸。史鉴也发现农民在水口种茭使河港淤塞的情况。他说: “工部侍郎周忱，郡守

邢宥，虽两修之 ( 运河) ，不能复如畴昔之固，随葺随坏，窦有倾者，辄随而湮之，加以沿湖之

人多种茭草，淤而为田。而水道日微，岁长月增，其害将见。”⑤

也有各种圩岸堵漏技术与规则。郑樟华条例规定有: “田有漏巵，旱则易涸，潦则易溢。修

补之法: 先将漏处开掘深六尺至磉底为度，广三四尺。小漏，用牛糞; 大漏用石灰，俱以土泥和

匀塞於漏处，将土泥填高一尺，用木樁舂实。以一尺为一层，渐次层筑舂，极坚实与老岸平。”
在一般的易冲毁之处，要固基、修子岸并种植茭芦， “濒临湖荡之圩及汇角等处之岸，风浪冲

激，尤易损坏。须将老岸增筑极阔，或更于岸内筑墐，即抵水也，岸外筑埂，种杨及植茭芦以蔽

之，即护岸也”。在圩田内部，要求修戽水沟。“开总沟，此即岀水之车沟也， ( 圩) 大小不等，

有数十亩至数百亩，由此戽水岀入。遇水涨之年，不先修筑，甚至冲坍，害及一墐一圩者。今议

坚固砌法，大沟墙底俱用硼光砖灰，砂砌筑高三尺阔、二尺長、六尺上，用石條或短木橫架于

上，复于水门置閘，板与老岸相平。其小沟丈尺工料递减。”⑥ 吴江塘路一带水灾多有，要求有

较好的乡村水利社会组织与官方的支持。夏原吉和赵居仁的治水对吴江水流的稳定作用甚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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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沈岱撰，( 清) 黄象曦辑: 《吴江水考增輯》卷二，水则考，沈氏家藏本。
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经略三，修塘。
( 明) 沈岱撰，( 清) 黄象曦辑: 《吴江水考增輯》卷二，附筑岸法，沈氏家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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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八志，史鉴“运河志”中，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578 册，第 672
页。
( 明) 沈岱撰，( 清) 黄象曦辑: 《吴江水考增輯》卷二，附筑岸法，沈氏家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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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因此常丰。“然人亡法废，堤日就倾，水患复作，正统间尚书周文襄公，讲求二公之法，而损

益之。由是水患渐平，民安其业。近年以来，法度废弛，上恬下嬉，民无所恃。每年府虽下县，

县虽下乡，率皆以伪应之。”结果堤防“坏者十七八，欲求水之无害者难矣”①。史鉴认为筑岸、
车戽等环节的运行都需要乡村水利自组织系统。 “夫水之泛滥者，既筑堤以障之矣; 水之壅遏

者，又疏渠以导之矣; 而水之停积者，若不竭力以车戽，则何从而减之乎。然民之贫乏者，或无

力而弗供，豪犷者又恃顽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调，坐视陆沈，在乎上之人为之激劝，而安集之

尔。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长贰，下自簿尉，无不躬亲看视，奔走道路，未尝宁居。故谚有 ‘救

水如救火’之言，当急不当缓也。顽者治之，贫者宽之，由是人知警劝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设

立水利官后，一切委之，然地既广远，卒未能周，居东则西不知，在南则北罔恤，欲求其无误，

难矣。”②

他发现水利官设置以后，地方水利反而不行。正是水利共同体的某些功能受到了打击后，县

府才通过集权系统专管水利。史鉴认为以前的治水官方与乡村皆处于动员状态，后期官方委官，

乡村水利共同体组织反而无力了，共同体组织涣散无力，必然会导致水利失常。

五、结 语

以上所述表明，湖田的快速增长与明代太湖出水水流变化有关。宋元以后，在太湖周边地区

农业开发的影响下，太湖水流浑质化，运河以东出现大量淤塞并由此传递到太湖岸以西的太湖内

部。吴江长堤石堤化以后淤积开始加速，东太湖区域在淤塞下形成许多湖泊，并由此形成出水河

港，湖田就是在这种水环境下逐步发展，其一般模式为: 湖面———小湖泊———宽河道 + 不稳定的

湖田———窄河道 + 稳定的湖田。由于水流与波浪的作用，湖田发展在东涨西坍的环境下取得一定

的平衡。临湖水面地区的圩田一般是小圩田，远离水面的圩田规模较大，需要许多人户共同戽

水，官方也因此制定了许多圩田规则。由于明后期的水灾使大圩破坏，共同体制度难行，圩田又

变小。终明一代，湖田水流、植被与环境变化都较快，各种制度与水环境和生态环境之间也都存

在着微妙的联系，反映了乡村水利中复杂的生态与社会关系。
( 责任编辑: 陈炜祺)

The Environment of Water Mouth of Tailake and Wei Fields
at Lougang Rivers in Ming Dynasty

Wang Jiange
Abstract: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water in Taihu Lake to the east of Wujiang Wujiang

Long Beach and wujiang longbridge began silting， and at the west shore of Lake， the action of silting
began at the time of Wujiang Long Beach being stoned， and the action was accelerate in the Ming
dynasty. In east lake area， silting form many small lakes firstly， then formed numerous rivers letout the
water， the lake fileds was developed in this environment.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model is that: lake;
small lakes; wide riversand unstable lake fileds; nallrowed rivers and stable lake fileds. Because the role
of water and waves， the lake fields was collapsed at east and developed in the west. Near the lake water，
scale of Wei fields is general small， big Wei fields appeared away from the water. at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big WeiTian need many households to drawering water， officials also made many rules about
Wei fields， however， after big wei fields were damage， the scale of fields is narrowing， and the rural
water system also declined.

Keywords: The Ming Dynasty ; Lake Fields; Rivers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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