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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改道对区域社会
形成和转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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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河流域型区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大江大

田需求、闸坝建设、业态竞争等因素，两个湖泊群都

河干流走向的摆动及改道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第一

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废弃和成陆为田的历史命运。 当

大河长江的干流对安徽无为、江苏扬中及靖江等区

然，这还需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随着浦阳江

域社会的影响是“ 非人为自然改道” 的实例；位于长

改道入浙江，县西湖泊群会达到一个发展的高峰；同

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省东部地区的浦阳江，虽然作

样，随着浙东运河水量与航道的变化，县东湖泊群也

为长江下游流域面积 １２ 万平方公里的 ３％，但其干

组自然与人为因素， 不便在此文中展开， 故略提一

为浙江（ 钱塘江） 支流，流域面积仅 ３４５２ 平方公里，
流的走向及改道，则是“ 人为改道” 的实例，对沿江
区域社会（ 如萧山、绍兴等） 的形成与转型特点，产
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据考证，浦阳江下游主河道的 走 向， 在 历 史 上

“ 经历了散漫北流、东流借道、改道复北三个变迁过
程” ；但据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浦阳江下游的实际走向并不是“ 东流借道” ，
而是“ 东流” ，即从诸暨经西小江，然后由三江口（ 今
绍兴斗门镇） 入东海（ 文献上多称其为“ 后海” ） 。

会得到运河水系的补充 （ 浙东运河问题，事关另一
笔，暂且搁置） 。

在两个湖泊群中，凡是规模较大、维持时间较长

的湖泊，都具有与外部水网、相邻水系连通的特点。
如后世形成的水库型湘湖，虽然位于县西湖泊群，且
在建设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却经由不断的改良，利
用周边原有河道，实现了与县南浦阳江和县东运河
的相连，建立了由若干座启闭有序的堰闸连接起来
的一个“ 库 域” 型 水 利 网 络， 有 效 地 扩 大 了 共 享 范
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废弃的过程。

浦阳江下游河道的改道，是元、 明 两 代 拓 宽 碛

由于浦阳江比钱塘江距萧山县治更近，其下游

堰、筑坝麻溪后的结果，从此，浦阳江改经碛堰、渔浦

主干河道与县南、县东各水流之间，就构成了一系列

入钱塘江，成了钱塘江的支流。 《 清史稿》 说得非常

复杂的关系。

正确：浙江西北自富阳入，浦阳江西南自诸暨入，合

虽然历史地理学家对浦阳江下游主干河道是否

于渔浦街。 古时浦阳与浙江阂，后开碛堰始通。 其

及何时经历了“ 散漫北流、东流借道、改道复北” 的

具体的流经态势是：（ 钱塘） 江入县界，经虎爪山北，

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诸暨、萧山、山阴、上虞等相关

浦阳江自东来注之，至渔浦折而西北流经历山、半爿

区域的利弊影响还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对一个基本

山之西，至浦沿后折而东北，经西兴镇，又东北流，合
南沙各乡之水入于海。

的事实则没有太多疑问—
—
—自明中期以来，靠官帑
民建拓宽碛堰、筑坝麻溪后，浦阳江下游的主干河道

吸纳了浦阳江以后的钱塘江，水势已远过上中

已不再是西小江至钱清江，而是从临浦西折，在浦阳

游的信（ 新） 安江、富春江，对宁绍平原西部地区的

江原有西行支流（ 即所谓新江，或渔浦新江） 的基础

水情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经渔浦汇入富春江和钱塘江。 嘉靖《 萧山县志》

在萧山县治以东、以南的浦阳江下游流域内，则
形成了一个派生或主要依赖于浦阳江下游水系的潟
湖型湖泊群，因其所在位置主要在县城以东、以南，
故可将其略称为“ 县东湖泊群” 。

浦阳江下游主干河道的改道，进一步加速了浙

江入海口形状的变迁，构成了萧山县西湖泊群、县东
湖泊群兴衰存亡的自然背景；加上人口压力下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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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大体正确：“ 今开碛堰以通上流，塞麻溪以防泛
滥，而江分为二。” “ 今……塞麻溪” 没有问题，“ 今开
碛堰” 则不够确切，因为嘉泰《 会稽志》 已提到过有

一座位于萧山县城以南 ３０ 里的“ 堰” ，名叫“ 碛堰” ，
说明其并非“ 今开” ，而是早在南宋嘉泰元年（ １２０１）

以前就已经存在。 由于文献缺乏，有关“ 碛堰” 的开
通历史，已难以准确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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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明中期的“ 开碛堰” ，不是嘉泰《 会稽

志》 记载的萧山堰坝之一的“ 碛堰” ，而是一个综合
性的浦阳江下游改道工程，包括“ 开” 通临浦镇西面
的碛堰山，筑坝“ 塞” 住临浦镇东面的麻溪，从而断
开西小江；也就是嘉靖《 萧山县志》 所说的“ 开碛堰
以通上流，塞麻溪以防泛滥” 。 这一改道工程完成
时达到的规模，已绝非在碛堰山修建一个堰坝所能

比拟。 因此，文献上记载的不同年代，应该是泛指该
工程所经历的规划、批准、启动、施工、竣工等阶段中
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

标志着萧绍平原水利网络的正式形成。
萧山西江塘的加固和江塘闸口的完善，对于湘
湖具有直接的意义。 即便不能如府志所说“ 邑人始
免水患” ，但就减轻、减缓湘湖的淤塞，解除沿江居
民生活环境面临的巨大威胁而言，显然具有正面的
作用；尤其是可以防止因“ 己田坍江” 形成的对湘湖
的报复性破坏。
历史的吊诡处恰恰表现在，浦阳江下游改道给

萧山带来的“ 西江水患” ，因对西江塘堤坝的加固和

设施的完善而获得有效缓解，却使得位于湘湖南端、

若以某一时间节点对“ 开碛堰” 作大致的标志，

本来就不属于湘湖库域核心部位的安养乡、许贤乡

或可选用戴琥任职绍兴太守的中期，即明成化十三

部分农田进一步脱离湘湖，进入改道后的浦阳江水

年（１４７７） 。

利范围。

对整个浦阳江下游改道工程具有重要意义的麻

对于湘湖史来说，这一转变具有的深远意义，是

溪，又名进化溪，发源于今萧山境内大岩山东麓螽斯

改变了湘湖“ 守成期” 所赖以维系的基本供求关系。

岭，流入西小江。 由于麻溪上游“ 为溪流性砂卵石

如果湖水有效供给不足，一般会从反面刺激、调动水

河床，且两岸山体集雨面积近乎相等，如遇暴雨，则

利集团的积极性，同时还会提醒有关方面尽快改善、

洪峰时间集中，洪峰流量骤增，因此水位暴涨暴落，

弥补已经表现出来的某些制度性漏洞，以防局面进

水患犹多” 。 在西小江流域，麻溪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中转性隘口。

一步失控；而对湖水充分需求的萎缩则不然，它必将
终极性地改变一个水利集团赖以形成并得以长期维

若以某一时间节点对戴琥完成麻溪坝修筑作大

持下来的最基本的利益结构，这是水利集团走向解

致的标志，或可选用戴琥撰《 绍兴府境全图记》 的明

体过程中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一股力量。 浦阳江改道

成化十八年。 这一年也可用来标志浦阳江下游改道

工程以及西江塘的修建，就导致了这一结果。

系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间。 继戴琥之后，山

因此，浦阳江下游西向改道、三江闸修建、西江

阴县令张焕于明正德年间 “ 令民筑塘捍海水，建扁

塘加固等系列工程的完成，对湘湖的影响可谓至深

解决西小江以东低洼地带的旱涝无常问题。 明嘉靖

清代道光朝 ３０ 年，咸丰朝 １１ 年，同治朝 １３ 年，

闸，蓄泄以时，自是少水患” ，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

且巨，推动并标志着湘湖守成期的正式结束。

十四年（ １５３５） ，汤绍恩出任绍兴知府，经实地勘察，

光绪朝 ３４ 年，在这 ８８ 年间，上、下湘湖及白马湖区

江口有两座山，一为彩凤山，一为龙背山，两山间的

塘的决口而导致的湖区淤沙。 而这一点则与富春江

发现位于钱清江、曹娥江、钱塘江滨海交汇之处的三

峡谷颇宜设闸，于是决定开展工程，次年完成。 作为
三江闸工程的配套设施，汤绍恩在上游地区扩宽浚

域发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因为位于萧山西境的西江
水势的变化有关。 这是 ８３ 年间公私文献对西江塘
决口及湖塘维修情况的不完全统计。 为了维修遭到

深碛堰附近的河道，加大浦阳江的出水量；在新河闸

损毁的江塘和湖塘，萧山地方官员和乡绅乡民应该

附近修筑茅山闸，涝可泄天乐乡水，旱亦可引浦阳江

说是尽心尽力的。

水。 此外，又在三江闸内修筑平水、泾溇、撞塘、蒿坝

即便如此，三江合一后势头数倍于前的江水，仍

清水诸闸以调节水量。 最后在闸外修筑了一道三江

顺着与湘湖相通的河道、沟渠随时随意地汹涌灌入，

石塘，对全闸进行保护。

在给萧山人带来无休止麻烦的同时，更造成了湘湖

三江闸水利体系建成后，成为控制萧绍平原水

湖体的变化。 大规模的泥沙淤积，使得上湘湖自定

系的总枢纽，它与横亘数百里的萧绍海塘连成一体，

山前后起至青山张一带，逐渐淤成一片倚山临水的

成为旱涝保收的膏腴之地。 三江闸开创了萧绍平原

在湘湖库域范围内的人们来说，这片高地具有极大

切断了西小江的入海口，使萧绍平原 ８０ 余万亩农田
水利史上建设沿海大闸控制水利形势的新格局。 据
测算，该闸平均泄量为每秒 ２８０ 立方米，可使萧绍地
区 ３ 日降雨 １１０ 毫米而不成灾。

汤绍恩主持的三江闸及其配套体系，结束了山

会平原直接通海的历史，大体解决了自南宋嘉定年
间鉴湖侵废后山会平原面临的水利难题，结束了浦
阳江下游对萧绍平原农业的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

高地，长度五六华里，面积达 ４６００ 余亩。 对于生活
的吸引力，不仅成了垦、禁之争的焦点，经常影响人
们对湘湖本身存在之合理性的判断，而且从根本上
推动了湘湖水利集团的瓦解。 浦阳江下游改道及其
结果，对于区域社会形成与转型特点所具影响之至
深且巨，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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