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9年　第 3期

唐五代环太湖地区的水利建设

张剑光
 
　邹国慰

摘　要:唐五代时期 , 环太湖地区的苏 、常 、润 、湖 、杭五州展开了积极的兴修水利活动 , 主

要表现在对太湖的整治 、江南运河的整治 、海塘的修筑和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工程的兴建上。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既大大方便了太湖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 ,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 , 同时

大量荒地的开垦和农田灌溉的保证 ,使得太湖地区成为唐五代最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地。水利

建设对太湖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所起作用极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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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 ,环太湖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 ,经济实力大增。元和年间 ,唐政府对淮西

用兵 , “宿师于野 ,馈运不继” ,而“浙西重镇 ,号为殷阜” ,宪宗遂任命庄宪皇后的妹婿李

为润州刺史 、浙西观察使 ,其目的是“设法鸠聚财货” ,因此淮西用兵时 , “颇赖其赋” 。[ 1]说

明自中唐以后 ,中央财政对太湖地区已相当依赖 ,决非可有可无 。唐人已充分认识到:“天

宝之后 ,中原释耒 ,辇越而衣 ,漕吴而食 。”[ 2]北方经济在衰落 ,南方的太湖地区相反在向

前发展 ,其粮食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政府曾在苏州嘉兴开屯田 , “嘉禾一穰 ,江淮为之

康;嘉禾一歉 ,江淮为之俭” ,嘉兴屯田生产的粮食“岁登亿计” , “达于京师 ,饱我六军” 。[ 3]

唐末诗人杜牧曾说:“三吴者 ,国用半在焉” , [ 4] “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 5]此话并不过分 ,

相反足见环太湖地区在中唐以后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 。

促成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 ,有众多的原因 ,但积极的水利

建设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早在隋朝大业六年 ,隋政府就对历朝以来的旧河道进行开

阔 、疏浚和贯通 ,凿成江南运河 ,使其通航能力和排涝灌溉能力大大加强。是年冬十二月 ,

隋炀帝下令挖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 ,广十余丈 ,使可通龙舟 ,并置驿宫草顿 ,欲东巡

会稽。”[ 6]这段运河把通济渠 、山阳渎一直延伸到余杭 ,形成了一条长达千里的水上交通

线。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水系 ,绕太湖之东 ,从京口到杭州 ,沿途经曲阿 、毗陵 、

无锡 、苏州 、嘉兴 ,穿越于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中。运河开凿后 ,其经济 、军事作用就显现

了出来。在屡次征发江南的基础上 ,大业七年四月 ,隋炀帝“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 ,弩

手三万人 , ……五月 ,敕河南 、淮南 、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 ,供载衣甲幔幕 。 ……秋七

月 ,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 ,舳舻相次千余里 ,载兵甲及攻取之

具 ,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 ,嗔咽于道 ,昼夜不绝。”
[ 7]
江南运河的开凿 ,对太湖地区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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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响极大。运河成了这一地区航运的枢纽 ,在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方面发挥出了巨

大的作用 ,江南的农产品和土特产通过它不断地输向北方。有了运河 ,太湖地区与广大中

原地区的经济 、政治联系日益加强 ,南北经济 、文化的交流更加紧密。唐五代 ,统治者在环

太湖地区继续修建了众多的水利工程 ,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唐以后 ,太湖地

区的粮食继续通过运河输向北方 ,江南财赋支撑了唐王朝的统治 ,“赋出于天下 ,江南居十

九” , [ 8] “天下大计 ,仰于东南 。”[ 9]太湖地区大修水利的经济效益日渐明显 ,在中国历史上

发挥出了重大作用。本文所指环太湖地区 ,即唐朝的苏 、常 、润 、杭 、湖五州之地 。

一 、唐朝大规模的水利兴修

从自然环境来说 ,太湖地区东临大海 ,整个地形是四周略高 ,中间稍低 。除西北部地

区为高亢平原外 ,其他地区都是河湖密布 ,地势低洼 ,海拔在 2.5—3.5米之间 ,因此太湖

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水利 。这一点历朝统治者都有共识 ,唐朝也不例外 。综观唐朝在太

湖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 ,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对太湖的整治 ,二是对运河的整治 ,三

是修筑海堤 ,四是农田基本水利建设。

1.对太湖的整治

太湖地区地势四周高中间低 ,总体上向东南倾钭 ,为一碟形洼地 。在多雨季节 ,太湖

周围的很多地方 ,特别是东南部 ,易遭水患 ,常会出现农田 、村庄被淹没的局面 ,对人民生

活和劳动生产带来较大的破坏 ,因此古代各朝均注意在太湖东南边缘筑堤防溢 ,即将太湖

与湖东水乡间隔开来 。历代的工程主要是从湖州长兴一直往东筑堤拦水 ,有传说中范蠡

筑的蠡塘及汉代的皋塘。三国时 ,孙休又筑青塘 ,筑堤长数十里 ,湖堤走向沿湖之南缘向

东北延伸 。吴兴以东转向今平望的湖堤 ,始筑于晋 ,名荻塘 。唐贞元年间 ,曾先后在湖州 、

苏州任刺史的于 ,在荻塘的基础上“缮完堤防 ,疏凿畎浍 ,列树以表道 ,决水以溉田” ,筑

成了自平望西至湖州南浔共五十三里的湖堤。也就是说 ,于 对荻塘堤岸重新进行了加

固整治 ,并对沿途支流进行了疏浚 ,在堤岸两旁进行植树 ,堤岸上可以通车 ,堤岸如开口可

以溉田。后人为了纪念他 ,将获塘改称 塘 。[ 10] 塘修建后最大的好处是保护了塘南大

片的农田不再遭受水淹 ,为太湖东南低洼农田的开垦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元和八年

至十一年(813-816年),薛戎任湖州刺史 ,见获塘“河水潴淤逼塞 ,不能负舟 ,公浚之百余

里” , [ 11]在原有工程上重新加以疏浚整修 。

除筑堤外 ,唐朝治理太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 , 如开塘宣泄湖水等 。元和四年(809

年),常熟令李素开云和塘 ,“旁引湖水 ,下通江潮 ,支连 分” ,平时云和塘可蓄水灌溉 ,雨

季湖水可顺云和塘直泄长江。
[ 12]
太湖东南地区也建立起一些有效的排灌系统 。据《新唐

书·地理志》记载 ,海盐县有汉塘及古泾三百 ,说明自古太湖流域就有治理的遗迹 。广德元

年 ,唐政府开浙西屯田 ,其中嘉兴屯田规模最大 ,屯田军筑塘岸 ,开沟洫 ,自太湖至海曲折

千余里 ,岸上有路 ,河内行船 ,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统 ,农业得到丰收 ,太湖水被充分利用

了。
[ 13]
元和四年至六年间(809-811年),范传正为湖州刺史 ,沿于 修筑的塘堤开“平望

官河” ,更使这一地区的排灌有了枢纽河道。
[ 14]

今吴江市的平望至八坼间 ,唐朝时期地势最低 ,是太湖向运河的泄水段 ,水面宽阔 ,风

浪较大 ,使航行在运河中的漕船经常沉没 。元和五年(810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在运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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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筑成了数十里长的“吴江塘路” , “堤松江为路” ,
[ 15]
解决了挽纤 、驿运和航运的波涛风

险 ,而且有利于塘路两侧的农业开发和建设 ,今吴江地区农业的全面发展在这时奠定了基

础。王仲舒还在太湖的泄水口建造了宝带桥 ,桥共五十三孔 ,长 316.8米 ,相传王仲舒亲

自捐宝带积聚建桥费 。桥面狭长而平坦 ,有利挽舟拉纤 。为宣泄太湖水和便于过大船 ,桥

中间三孔较高 ,旁侧五十孔较低 。不过吴江塘路的修筑 ,对太湖地区的负面影响极大 ,因

为塘路的修筑 ,阻碍了太湖洪流的东泄 。塘路筑在吴淞江的上游 ,大大减少太湖水东泄的

流量 ,而且还导致了吴淞江下游的淤塞 。从穆宗长庆年间以后 ,太湖地区经常遭受水灾的

袭击 ,如长庆“四年夏 ,苏 、湖二州大雨水 ,太湖决溢” 。大和四年夏 , “苏 、湖二州水坏六堤 ,

水入郡郭 ,溺庐井” 。大和六年二月 , “苏 、湖二州大水” 。开成三年“苏 、湖等州水溢入

城” 。[ 16]苏 、湖两州如此频繁地遭受水灾 ,固然与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 ,但不可否认 ,太湖

水已不能通过吴淞江顺利入海 ,及时降低水位 。可见 ,唐朝整治太湖是有得也有失。

2.对江南运河的整治

隋代疏通江南运河后 ,太湖地区与全国的联系加强了 ,江南运河成了南北物资交流的

航运大动脉 ,成了联系南北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纽带 ,所以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说“后代

实受其利” ,《旧唐书》也说“商旅往返 ,船乘不绝” ,江南运河对发展太湖地区经济的贡献是

难以估量的 。但江南运河通航后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堰闸的设置和水源是两个突出点 。

江南运河流经水网地带 ,水源丰富 ,航运条件较好 ,但长江和钱塘江江岸的变迁和江潮的

涨落 ,也常常会影响到运河的通航 ,为此唐朝在江南运河上设置堰埭 ,以节水济运 ,维持运

道水深 。唐朝江南运河自北至南有堰闸四处 ,即京口埭(在镇江江口)、 亭埭(在丹阳县

东四十七里)、望亭堰及闸(无锡市望亭镇)、长安闸(在浙江崇德县长安镇),其中京口埭和

长安闸在运河的两端 。四堰闸为保证运河有足够的水深来维持航行起了较大的作用 。

从总体上说 ,水源不足是困扰运河通航的最大问题 ,因而唐朝各级官员想出了种种办

法来保证运河畅通 ,改动入江口就是其中之一 。运河的入江口隋唐前期在丹徒 ,对面即今

扬州的扬子桥 ,江面称有四十里 ,但由于镇江附近长江主泓道的变迁 ,运河入江口常受到

江潮挟带泥沙淤塞的威胁 。隋唐时期 ,扬子桥以南的江面积沙为洲 ,因其形状如瓜 ,称为

瓜洲。沙洲渐渐与北岸合拢 ,至开元时 ,洲上已有百姓居住 ,而江面渐狭 ,仅为二十余里 。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齐 任润州刺史 ,因“州北隔江 ,舟行绕瓜步 ,回远六十里 ,多风

涛” ,为减少漕船在江中迂回航行的风涛危险 ,奏请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 ,并开伊娄河于扬

州南瓜洲浦 ,长二十五里 ,直达扬子镇。这样 ,运河的入江口在开元年间也作了改变 ,从丹

徒口移至京口埭 。[ 17]中唐以后 ,由于运河水浅 ,漕船也曾由孟渎出江 ,不经过丹阳段运河 。

元和八年(813年),孟简任常州刺史 ,在武进县西四十里因故渠开凿长四十一里“引江水

南注通漕”的一段新道 ,时人称为孟渎。
[ 18]
由于孟渎口距京口埭较远 ,一般漕船仍以京口

埭为方便 ,而孟渎只是常州 、镇江段运河的一条间道 ,成了常州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之一 。

运河水源主要靠长江和太湖之水 ,丹阳以上靠江潮灌注 ,丹阳以下靠太湖济运 ,杭州

段的水源靠钱塘江潮来维持。丹阳至镇江段运河地势高昂 ,多冈陇地区 ,且河谷浅狭 ,河

水从丹阳地区流向长江。尽管历代花了很大气力将河床挖深 ,但水流时有不足 ,水位低时

无法行船。这一段运河水主要靠丹阳附近的练湖水来补充水源 , “官河水干浅 ,又得湖水

灌注 ,租庸转运及商旅往来 ,免用牛牵。”[ 19]但后来练湖被丹阳豪强筑堤横截一十四里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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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地作农田 ,致使湖面日狭 ,无法贮水 ,不但附近的丹阳 、延陵 、金坛三县八九千公顷良田

旱季无水灌溉 ,雨季全部遭淹 ,而且当运河缺水时 ,练湖无水可以补充 。永泰间(765-766

年),韦损为润州刺史 ,恢复了练湖 , “增理故塘 ,缭而合之” ,作斗门以通灌溉 ,湖面扩大为

周长八十余里 ,这样就给运河补充了丰富的水源 , “自是河漕不涸” ,
[ 20]
“湖水放一寸 ,河水

涨一尺。”
[ 21]
直至唐末 ,这一段运河始终依靠了练湖水来确保通航 。

常州段运河 ,水流也常会不足 。代宗永泰年间 ,刺史李栖筠“浚河渠 ,引大江 ,漕有余

之波 ,溉不足之川 , 沟延申浦 , 至于城下 , 废二埭之隘 , 促数州之程 ,海夷浮舶 ,弦发望

至。”[ 22]疏浚和延伸申浦 ,增加了运河的水量 ,沟通了长江和运河的航运 。

从无锡望亭至苏州平望段运河 ,地势低平 ,水流缓慢 ,靠太湖水调节水量 ,通航不存在

问题 ,唐朝的整治主要以苏州刺史王仲舒筑“吴江塘路”为主 。该塘路修成后 ,东太湖地区

的浅沼洼地围垦有了保障 ,沿岸排水灌溉工程也紧跟着大量修建 。

江南运河段 ,从杭州至嘉兴 ,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 ,同样也存在着水量不足的问题 。

隋唐时期 ,其水源主要靠杭州西湖水补充。西湖水不足 ,就引钱塘江潮水补给 。因此 ,对

西湖的疏浚并保证其有充足的水量是确保江南运河南段能够通航的重要条件。唐朝设长

安闸 ,就是节制水流的一大举措。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李泌任杭州刺史 ,始导西湖 ,作

六井 , “民以足用” 。长庆六年(822 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 ,重修六井 ,疏浚西湖 ,筑堤

引湖水出余杭门外入于运河。[ 23]

3.海塘的修筑

环太湖地区地处长江和钱塘江之间的沿海地区 ,特别是杭州湾 ,历来是潮患多发生

区 ,因此在沿海地区修筑海塘对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巨大 。历代统治者对此都有认

识 ,海塘常常作为太湖地区水利兴修的一个重点。太湖地区的海塘共分两段 ,从杭州钱塘

口到金山卫一段今称浙西海塘 ,金山卫到常熟东沙今称江南海塘 。

浙西海塘始筑于汉代 ,唐代曾更大规模地修筑 。《新唐书》载:盐官“有捍海塘 ,堤长百

二十四里 ,开元元年重筑 。”[ 24]说明唐代所修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 。明人认为:“唐开元元

年筑捍海塘 ,起杭州盐官 ,抵吴淞江 ,长一百五十里。”[ 25]也就是说 ,开元元年筑的捍海塘

在原有的基础上 ,向北又延伸了一百五十里 。照此理解 ,这时修筑的除了浙西海塘外 ,还

修了相当一部分的江南海塘。由于这一段沿海地区的土质以粉沙土为主 ,一遇潮流冲击 ,

土崩岸塌 ,所以开元年间修筑的海塘对这一地区海岸线的稳定所起作用极大。

唐代也曾对钱塘江口海堤进行了加固修筑。会昌末年 ,李播为杭州刺史 ,三次上书宰

相 ,说:“云涛坏人居 ,不一焊锢 ,败侵不休。”朝廷据此拨款二千万 ,“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 ,

人益安善 。”[ 26]

海塘的修筑和加固 ,不但抵御了海潮的侵袭 ,一定程度上还能限制海水的倒灌 ,有利

于太湖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 ,减轻了土地的盐碱化 ,而且为大规模的沿海滩涂围垦创造了

基础条件 。缪启愉先生在《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中就认为代宗广德年间嘉兴的屯田与修

筑海塘密切相关 ,这一论点应该说是十分正确的。

4.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 ,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的建设大规模地展开 。太湖

地区五州作为全国主要的农业经济区 ,农田水利建设的作用特别巨大 。本区西北部的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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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二州 ,重要的工程有练塘 、绛岩湖 、孟渎等。练塘的修筑前已叙述 ,无论是对运河的通航

还是对丹阳 、延陵 、金坛三县农田的灌溉 ,所起作用均十分巨大。而且韦损恢复了练湖后 ,

吸取了以前疏于管理的教训 ,颁布了严厉的措施 , “盗决者罪比杀人” ,使得湖周围的富豪

从此不敢轻易在湖中筑堤垦田 ,练湖的灌溉蓄水作用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绛岩湖也叫赤

山湖 ,在句容 、上元二县境内。唐高宗麟德年间 ,句容县令杨延嘉“因梁故堤置”二斗门 ,但

杨延嘉所修工程并不成功 ,不久即失去功效 。[ 27]大历十二年(777年),润州句容令王昕修

绛岩湖 ,湖面百顷 , “置两斗门用以为节 ,旱 则决而全注 ,霖潦则潴而不流 。收功济时 ,道

甚明远 ,开田万顷 ,赡户九乡。”
[ 28]
绛岩湖工程的修复使九乡万顷农田受益。丹徒县南的

南 、北谢塘 ,唐刘元超重新修筑 ,灌田也达千余顷 。[ 29]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利

用旧渠“开漕古孟渎 ,长四十里 ,得沃壤四千余顷。”[ 30]孟渎既可通漕 ,又能灌溉 ,当时灌田

达四千余顷 ,是一个大规模的灌区 。在孟简以前 ,永泰时刺史李栖筠已引江潮在这一带灌

溉。孟简同时在无锡开泰伯渎 ,也是利用旧水道开凿的 ,长八十七里 ,溉田也达千顷 。[ 31]

苏州地区的水利以治理太湖为主 ,同时注意在农田灌溉上的作用。如贞元年间于

疏凿荻塘 , “决水以灌田” ,发展农业灌溉也是该工程修建的目标之一。元和四年(809

年),刺史李素修的常熟塘(云和塘),长九十里 ,其目的要达到“灌溉之利” ,取得“动涉千

顷 ,年登万箱”的丰收 。[ 32]一些官员建设的农田灌溉工程虽不十分浩大 ,但涉及面相当广 ,

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如朱勉主持的嘉兴屯田 , “画为封疆属于海 ,浚其畎浍达于川” ,开

渠挖沟 ,斩草伐木。其沟渠虽无名无姓 , 但却是农业生产的生命线 。贞元十二年(796

年),崔 任浙西观察巡官 ,在苏州掌管军田 , “凿浍沟 ,斩茭茅 ,为陆田千二百顷 ,水田五百

顷 ,连岁大穰 ,军食以饶。”[ 33]开垦荒田 ,首先要解决灌溉问题 ,才能建设大片良田 。湖州

地区最大的灌溉区是长城县西南的吴城湖。吴城湖又称西湖 ,塘高一丈五尺 ,周七十里 ,

是在山谷筑堤形成的大型陂塘 ,通过蓄积泉水的形式来灌溉周围农田 ,共有斗门二十四

所 ,能溉田三千顷 ,但唐时已湮废。贞元十三年(797年),刺史于 “设堤塘以复之” ,成了

当地最大的水利工程 , “岁获 稻蒲鱼之利 ,人赖以济。”后人为歌颂于 ,称西湖为于公

塘。[ 34]至权逢吉为长兴县令时 ,对西湖的水源重新进行整顿 。西湖主要引方山泉水补充

水源 ,后为豪强地主截断 ,无人敢言 ,逢吉带人将豪强所筑的路堰开决 ,“仍引泉溉田 ,乡人

赖焉 。”[ 35]

杭州地区灌溉 ,一是富阳县北的阳陂湖。唐太宗贞观中县令郝其开湖造闸后 ,可溉田

万顷 。余杭县的上 、下湖 ,是西汉所兴建的蓄水灌溉工程 ,唐宝历中县令归珧重修 。又归

珧在县北开凿北湖 ,可以灌田千余顷。[ 36]杭州以钱塘湖最为著名 ,即今西湖 ,既可以灌溉 ,

又可以向城市供水。唐中期刺史李泌 、白居易先后进行治理 。李泌在湖北造大石函桥 ,

“置水闸以泄湖水 ,溉田无算。”后白居易筑堤捍湖 ,设水闸 ,挖渠道 ,设溢洪道 ,修成人工水

库 ,增加了蓄水容积 ,完善了供水和防洪设备。西湖的治理 ,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 “凡放

水溉田 ,每减一寸 ,可溉十五余顷;每复一时 ,可溉五十余顷 。”[ 37]杭州附近的千余顷农田

因此得免凶年。白居易离开杭州时 ,觉得为杭州人民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能使他们用西

湖水来灌溉:“税重多贫户 ,农饥足旱田 ,惟留一湖水 ,与汝救凶年 。”
[ 38]

唐朝在环太湖地区较大的农田水利工程约有 29 项次 。以下是我们依据《新唐书》及

《读书方舆纪要》等书的记载而作的粗略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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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县 工程名称 灌田顷数 兴修年份

润

州

金坛

句容

丹阳

句容

南北谢塘

绛岩湖

练塘

绛岩湖

千余顷

三县田

万顷

武德二年

麟德年间

永泰元年

大历十二年

常

州
武进

无锡

浚五渠 ,沟延申浦

孟渎

泰伯渎

通江流溉田

四千余顷

千余顷

肃宗年间

元和八年

元和八年

苏

州

常熟

海盐

海盐

常熟塘

古泾三百

汉塘

数千顷 元和四年

长庆中

大和七年

湖

州

安吉

安吉

长城

邸阁池

石鼓堰

西湖

百顷

四百顷

三千顷

圣历初

圣历初

贞元十二年

州 县 工程名称 灌田顷数 兴修年份

湖

州

乌程

乌程

乌程

乌程

乌程

官池

陵波塘

连云塘

芙蓉池

蒲帆塘

元和中

宝历中

宝历中

开成中

开成中

杭

州

富阳

富阳

新城

富阳

钱塘

富阳

于潜

余杭

余杭

钱塘

钱塘

阳陂湖

阳陂湖堤

官塘

阳陂湖堤

西湖

阳陂湖堤

紫溪

上 、下湖

北湖

西湖

沙湖塘

万余亩

　
　
　

溉田无算

　
四千余顷

千余顷

一千余顷

千顷

贞观十二年

乾封元年

永淳元年

万岁登封元年

建中年间

贞元七年

贞元十八年

宝历中

宝历中

长庆四年

咸通二年

在上列 29项次工程的兴修中 ,唐前期仅为 8项次 ,后期为 21项次。有学者根据《新唐书·

地理志》统计后认为 ,唐朝全国农田水利工程较多地集中在天宝以前 ,安史之乱后相对减

少。全国灌溉排水工程共 165处 ,前期为 107处 ,占 64.8%,后期为 58 处。从地域上划

分 ,前期共 67处在北方 , 40处在南方 ,后期北方仅 10处 ,南方占到 48处 。从总比例看 ,

唐前期国家富强 ,所兴水利占十之六 、七 ,后期由于北方遭受战乱破坏 ,所兴水利量少且多

在南方。[ 39]环太湖地区兴修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集中在唐代后期 ,说明自中唐以后 ,这一地

区的经济呈直线上升的发展态势。社会经济发展了 ,才会产生对水利兴修的需要 。从总

体上看 ,加上一些大规模的太湖塘浦 、运河整治等建设工程 ,太湖地区的水利兴修在全国

范围内是比较密集的 。这些水利工程中有许多是相当成功的 ,个别大工程的兴修能解决

数千顷农田的灌溉 ,数县或数乡都能得利 ,这使得太湖地区水稻种植能大面积 、大范围地

推广 ,从而保证了农业单位产量和总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 、五代水利的继续建设

唐末及五代初年 ,战争对环太湖地区破坏极大 。钱氏吴越占据了太湖东南地区 ,包括

湖 、杭 、秀 、苏四州之地 ,杨氏吴国占领了太湖的西北地区 ,包括常 、润二州 ,两国实际上以

太湖的中心线作为分界。双方以苏 、常二州的交界地区作为主战场 ,曾经展开过激烈的厮

杀。公元 919年以后 ,吴越和吴国在太湖地区的争夺基本结束 。此时两国都意识到战争

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徐温在无锡大战后叹息道:“天下离乱久矣 ,民困已甚 , ……今战胜以

惧之 ,戢兵以怀之 ,使两地之民 ,各安其业 ,君臣高枕 ,岂不乐哉! 多杀何为?”[ 40]此后二十

余年 ,太湖地区出现了社会安定时期 ,吴越和吴国及以后的南唐都注意经济建设 。发展农

业 、兴修水利是当时特别重视的工作。五代时期的水利建设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修筑捍海塘　钱塘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常常是“大风潮溢 ,垫溺无算” ,水患时

常发生。杭州附近各县江潮骤涨时 ,沿江堤塘被冲毁 ,田庐被淹没 ,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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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咸通时 ,刺史崔彦曾开外沙 、中沙 、里沙三沙河以导入潮水 ,但仍不能解决问题。后梁

开平四年(910年),吴越王钱 兴修了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捍海塘:“始祖武肃王以

梁开平四年八月筑捍海塘 ,怒濑急湍 ,昼夜冲击 ,版筑不就” , “因采山阴之竹 ,令矢人造为

箭三千只。 ……明日 ,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涛头 , ……潮乃还钱塘”。“又以大竹破之为笼 ,

长数十丈 ,中实巨石 。取罗山大木长数丈 ,植之 ,横为塘 ,依匠人为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

际 ,去岸二九尺 ,立九木 ,作九重。 ……由是潮不能攻 ,沙土渐积 ,塘岸益固。”[ 41]射箭其实

是在精神上表明定要治理潮患 ,树立必胜信心 ,而用木桩 、竹笼法筑堤是一种先进的治水

技术。编竹为笼 ,内装石块 ,积叠成堤 ,外打大木桩 ,使所筑堤更加坚固。此外 ,还用铁幢

之法修海塘:“初置(铁)幢时 ,塘犹未成 ,虑潮荡幢 ,用铁轮护幢趾 ,而以铁垣贯幢干 ,且能

维于幢上下之石键 ,然后实土筑塘 ,故首出上云……近世有赋铁箭者 ,遂指此幢为箭 ,认

幢首为镞首 ,不思方射潮时 ,箭已逐潮去矣 ,恶能久存?”[ 42]在塘边置铁幢 ,并用铁丝维系 ,

铁幢内侧是石头 ,再里面填土 ,这样的海塘是前所未有的牢固 ,吴越国水利人员确是动足

了脑筋。堤塘筑成以后 ,泥沙渐积 ,堤岸益固 ,效果良好 ,此后的钱塘潮患就明显减少 。

2.修治太湖出水通道　治理太湖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关键。吴越统治者看到三吴水患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松江等水道不能尽泄太湖洪水 ,而常熟 、昆山地卑 ,又在苏州下游 ,于是

对吴松江 、浏河及常熟 、昆山之间三十六浦通海河道进行疏导。如昆山境内的新洋江 ,“本

有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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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吴越政府还设立了一个都水营田司作为统一规划水利事业的专门机构 ,派专人负责 , “号

曰撩浅军 ,也谓之撩清 ,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 ,凡七八千人 ,常为田事 ,治河筑堤 ,一路

径下吴淞江 ,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 ,居民旱则运水种田 ,涝则引水出田 。”[ 44]这七八

千人专门负责修治太湖及其外泄水道的疏导工作 。在常熟 ,设有“开江营”卒千人 ,负责疏

治太湖通江港浦 。各通江河流的沿江入江口常常会有沙泥堵塞 ,影响太湖水的外泻 ,五代

时期也是整治的一个重点 。钱 子钱元 在苏州任中吴军节度使时 ,海潮挟沙入江 ,淤塞

港河出口 ,于是命部将梅世忠为都水使 ,率兵募民 ,“设锸港口 ,按时启闭 ,以备旱涝。”[ 45]

3.广泛兴修农田灌溉工程　吴越和吴 、南唐都注意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此十分注重农

田灌溉工程的建设 ,这时期陆续开挖和疏浚的主要塘浦有梅里塘 、七丫港 、茜泾 、大盈浦 、

清水浦等数十条河流 。这些河流纵横交错如棋盘式。如嘉兴桐乡 , “沿塘有泾 ,通于支港 。

盖塘以行水 ,泾以均水 ,塍以御水 ,坞以储水。”[ 46]在嘉兴 、湖州等地的低洼农业区 ,每七里

左右修一纵浦 ,每十里左右筑一横塘 ,各地河浦脉络贯通 。其他地区兴修的水利也有很

多 ,如西湖唐末以来“湖葑蔓合 ,置撩兵千人 ,芟草浚泉 。又引湖水 ,以涌金池入运河 ,盖其

时偏安一隅 ,财力殷阜 ,故兴作自由 。”[ 47]华亭县境内 ,吴越于 927年“浚柘湖及新泾塘 ,由

小官浦入海。”小官浦又称青龙港 ,在金山卫城东南 。修治三十里长的盐铁塘后 ,既方便灌

溉 ,又有利于运输 。
[ 48]
南唐建立后 ,也全面地整治陂塘堰闸 , “命州县陂塘堙废者 ,皆修复

之。”[ 49]如武进县孟渎 ,唐元和时可溉田四千余顷 ,至南唐保大初又重修水门 ,[ 50] 使水利

设施完好如初 ,重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丹阳境内的练湖 , “兵乱之后 ,民残湖废 ,安仁义

取斗门余木以修战备 ,自此近湖人户 ,耕湖为田 ,后来弓量 ,赋称租籍 ,农商失恃 ,渔樵失

业 ,河渠失利 ,租庸失计。”至南唐升元年间 ,丹阳县令吕廷桢对练湖全面进行疏浚整治 ,

“筑塞环岸 ,疏凿斗门” ,练湖灌溉丹阳 、金坛 、延陵近万顷良田的功能重又恢复 ,旱时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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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注入运河和灌溉周围农田 ,雨水季节可吸纳周围四十八条河流之水 ,免其满溢受

灾。[ 51]练湖的修治 ,为太湖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 ,隋朝江南运河的开凿 ,为太湖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

此大量荒地得以开垦 ,水稻的种植规模扩大 ,使这一地区在唐五代成为全国主要的粮食供

应基地 。唐五代大量兴修的水利工程 ,规模大 ,质量高 ,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

利的条件 ,也连锁地带动了这一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要

求有更多的水利工程来为农业生产服务 ,因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对兴修水利工程提出了

强烈要求 。要之 ,隋唐五代环太湖地区掀起的兴建水利工程热潮 ,标志着经济飞速发展的

到来 。一定程度而言 ,表明唐朝东南地区一个强大的新经济区域的形成 ,并且在某些经济

领域中已经超过了以河北 、河南道为代表的北方经济 ,此后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新的格局 。

注释:
　　[ 1] 《旧唐书》卷 162《李 传》 。

[ 2] 《全唐文》卷 630 吕温《京兆韦府君神道碑》。

[ 3] [ 13] 《全唐文》卷 430 李翰《苏州嘉兴屯田

纪绩颂并序》 。

[ 4] 《全唐文》卷 756 杜牧《赠吏部尚书崔公行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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