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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行记中的大运河

———以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为中心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清代众多文人墨客经运河北上或南下，在其行记中留下了众多有关运河风情的记载和描述。在
这些文人行记中，陆陇其所撰写的《三鱼堂日记》无疑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三鱼堂日记》共

10 卷，收录了陆陇其在康熙五年（1666）至康熙三十年（1691）间所写的多篇旅行日记，其中对往返运河
的见闻做了详细记载，尤其对当时山东运河和淮扬运河水工设施、城镇风貌和名胜古迹的记载和描述，
可与正史、地方志等史料相互印证，为深化运河水利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对其日记分析
和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清初运河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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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运河行记主要是有清一代途经或生长、生
活于京杭运河区域的文人墨客、缙绅名流，或在运河
沿线地方任职的士宦官员等文化精英留下的诗文、
日记、笔记等私人著述。此类行记数量多，内容涉及
面广，时间跨度大，作者群体以河漕官员、文人墨客
和域外游历者为主。行记涉及大量有关清代运河区
域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清代运河乃至整个运河学研
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陆陇其为清初理学名
家，《三鱼堂日记》为其所写的旅行日记，其中包含有
大量有关运河水工设施、沿岸城镇风貌和名胜古迹
的记载，从中可以了解清初运河风情。

一、陆陇其及其《三鱼堂日记》

陆陇其（1630-1692），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
湖人。少年家贫，勤奋攻读。因生活所迫，以为人坐
馆为生计。康熙九年（1670），陆陇其 41 岁时考中进
士，授江苏嘉定县令，专以德化人，治行称“天下第
一”。后任直隶灵寿县令，在任八年，民风士习都大
为改善。后入京，升任补四川道监察御史。在职一
年，知无不言；以争捐纳事，触犯朝廷，称疾致仕，居

于华亭之泖口（平湖县新埭镇泖口村），大振风教，以
明道、觉世为己任。后发病不起，享年六十三岁。陆
陇其为人敦厚，人格高尚，所以能改进世风。乾隆元
年（1736），赐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衔，从祀孔庙。时人尊称之“当湖先生”，“三鱼堂”即
其书斋名。

陆陇其为清代理学名家，为学专宗程朱，排斥陆
王。尝谓：“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
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2］（P459）为学主张以“居
敬、穷理”为要，“穷理而不居敬，则玩物丧志而失于
支离；居敬而不穷理，则将扫见闻，空善恶，其不堕于
佛、老，以至于师心自用，而为猖狂恣睢者，鲜
矣”。［2］（P559）他重视践履实行，强调“由学问思辨以归
于笃行，而以徒事空言为大戒”。［3］（P278）著有《古文尚
书考》一卷、《读礼志疑》二卷、《四书讲义困勉录》三
十七卷、《松阳讲义》十二卷、《松阳钞存》二卷、《续困
勉录》六卷、《战国策去毒》二卷、《读朱随笔》十卷、
《礼经会元注》八卷、《灵寿县志》十六卷、《一隅集》八
卷、《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录》一卷、
《三鱼堂随笔》四卷、《三鱼堂日记》十卷、《问学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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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卷等，后人将其辑成《陆子全书》。
《三鱼堂日记》共十卷，收录了陆陇其康熙五年

（1666）至六年（1667）、八年（1669）至九年（1670）、十
一年（1672）、十四年（1675）、十六年（1677）至十七年
（1678）、十九年（1680）至三十年（1691）所写的日记。
凡舟车之所历，耳目之所观，时政之得失，民生之利
病，无不留意，并加以记录。内容涉及道路里程、时
局世态、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从个体视角详尽地记
录了清初社会的许多侧面，对于研究清初理学思想、
河漕整治、赋税征收、圈地、逃人、捐纳、吏治、科举等
均有独特的资料价值。

陆陇其在进京或返乡途中，多次往返于运河之
上，其《三鱼堂日记》涉及运河行程的有康熙五年
（1666）的《丙午公车记》，自嘉兴乘船至淮安，以北陆
行；康熙六年（1667）的《丁未南旋记》，自通州乘船至
嘉兴；康熙八年（1669）、九年（1670）的《乙酉、庚戌公
车记》，自嘉兴乘船至淮安，以北陆行，返程则由北京
陆行至淮安，由淮安乘船回嘉兴；康熙十一年（1672）
的《壬子淮游记》，自嘉兴乘船至宝应，以北陆行，回
程则陆行至宝应，由宝应乘船回嘉兴；康熙十四年
（1675）的《乙卯日记》，由嘉兴乘船至扬州，以北陆
行，南归则由北京陆行至扬州登船回嘉兴；康熙二十
二年（1683）《癸亥日记》，自嘉兴乘船至扬州，以北陆
行。陆陇其在其《三鱼堂日记》中虽对京津冀运河和
江南运河亦作了记载，但相对来说，记载较为简略，
在内容篇幅上远少于山东运河和淮扬运河，史料价
值偏低，故本文主要对其笔下的山东运河和淮扬运
河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陆陇其笔下的山东运河

康熙六年（1667）三月初二日，陆陇其一行出北
京东便门，午后至张家湾。途经通州城，“城内壅挤，
车阻不得行，明晨始至。”［3］（P4）初十日早，至天津卫；
午间过天津钞关，泊船关外。陆陇其《丁未南旋记》
记载：“自张家湾至天津皆顺水，舟人谓之 ‘北
河’。”［3］（P5）十三日，至青县。“自天津至青县皆浊
流，其水从青县西南而来；自青县东南则皆清流，两
流合处如一线中分。”［3］（P5）十四日早，至沧州。“州
之南有朗吟楼，多名人题咏。晚泊冯家口，此地东岸
属东光县，西岸属交河县，皆河间府地。河间府凡十
六县二州，沧州八县在卫河东岸，景州八县在卫河西
岸。”［3］（P5）随后，陆陇其一行经泊头、东光、桑园、老
君堂等地抵达德州，并由此进入山东境内。

山东境内的运河又称“会通河”，始凿于元至元

二十六年（1289），元末，会通河逐渐淤塞。明永乐九
年（1411），宋礼、白英重新加以疏浚贯通。会通河流
经之地南北落差较大，为节制水势，控制蓄泄，沿河
多建闸坝，故有“闸河”之称。陆陇其《丁未南旋记》
记载，三月二十五日早至临清，“日中进城，泊船南板
闸外。南板闸，临清下闸也。自天津至南板闸皆逆
水，舟人谓之‘御河’，即卫水也。盖卫水自河南而
来，至临清而与汶合，逶迤而北数百里至天津入海。
临清一州为汶、卫二水合流之处，南板闸乃自京而南
第一闸，汶水北流出口之处也。卫自临清南门入，汶
自东门入，汶、卫合流自北门出。廿七日饭后过关。
临清凡二闸，俱在城内。”［3］（P6）

临清为汶、卫交汇之地，城内设有南板（又称头
闸、板闸）、新开（又称二闸、砖闸）二闸，此二闸在地
方志等史料中多有记载。康熙《临清州志》卷一《河
渠志》记载临清二闸：“曰新开，曰南板，永乐十五年，
平江伯陈瑄创，在汶南支；初会通入卫在汶北支，中
缩而尾廻，数坏舟，乃凿南支。”［4］明代临清籍工部主
事刘梦阳《修临清州南板闸记》云：“闸分两河，北曰
会通，曰临清，则前元所建，《志》所谓地势陡峻，数坏
舟楫者也；南曰南板，曰新开，则本朝所建，《志》所谓
地势颇平，往来船行者也。南二闸相距甫三百弓，旧
闸草创；一以砖堰之名，曰砖闸；一以板障之名，曰板
闸，继后改为石闸，易以今名。”［5］（P150）康熙《山东通
志》记载南板闸：“在临清州城南，会通河南流，明永
乐、正德间开修。”［6］雍正《山东通志》记载南板闸：
“按汶水地亢，卫水地洼，临清板闸口正汶、卫两水交
会之处，每岁三四月间雨少泉涩，汶水既浅，卫水又
消，高下陟峻，势若建瓴，每一启板放舡，无几，水即
尽耗，漕舟多阻，宜于闸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设筑土
坝一座，中留金门，安置活板如闸制，然将启板闸，先
闭活板，则外有所障，水势稍缓，而于运艘出口易于
打放，卫水大发，即从拆卸，亦权宜之要术也。”［7］嘉
庆《东昌府志》记载南板闸：“在砖闸北三里，闸外西
岸，卫河自西南来会，汶水东北流，合为运河，闸务归
并砖闸；自南阳闸超北行四百里，至南板闸止，为会
通河运道。”［8］（P265）运河全段中，以山东地势为最高，
故“自天津至南板闸皆逆水”。临清以北的卫河（即
南运河）为自然河流，水流和水量相对平稳，故临清
以北不再设闸调蓄，因此，陆陇其称南板闸为“京而
南第一闸”。陆陇其还提到“卫自临清南门入，汶自
东门入，汶、卫合流自北门出”，这对我们了解临清运
河的流向及线路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对清平
县境内的戴家湾闸，陆陇其亦做了记载：“中抵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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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此闸属清平县，东去县四十里，闸南月河上有来
青寺，寺有观音阁，可远望。月河之制，环绕闸旁，水
涸则塞，水溢则开，以杀水势，亦名泄水河，凡闸皆有
之。”［3］（P6）这对于我们了解戴家湾闸的形制及运作
有重要价值。

明清时期东昌府因运河而兴，成为“漕挽之咽
喉，天都之肘腋”，是运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陆陇
其在其《丁未南旋记》中记载：“四月初三早过新闸，
日中抵东昌府闸口。按碑记：‘东昌，即古聊摄，春秋
战国时为齐之西境，鲁仲连射书处也。汉为东郡，唐
为魏博地。济、漯环东，清、卫绕北。’城中有五层楼，
楼名‘光岳’，取‘挹三光而齐五岳’之义，或曰取‘有
光东岳’之义。”［3］（P7）日记中提到的“新闸”，即“辛
闸”，又名“永通闸”。嘉庆《东昌府志》记载永通闸：
“在通济闸北十八里，西岸进水，有大寺东涵洞、十里
铺闸，闸官一员，闸夫二十八名。”［8］（P262）《读史方舆
纪要》记载：“漕河在东昌府城东南，自周店闸而北十
五里曰‘李家务闸’（一作李海务），又二十里至府城
南通济闸，又五里至城北永通闸，又三十五里曰‘梁
家乡闸’，又十五里曰‘土桥闸’，又十二里曰‘魏家湾
闸’，又北二十里曰‘戴家湾闸’，又北接临清州
界。”［9］日记中的“闸口”，即聊城的“通济闸”。嘉靖
《山东通志》记载东昌府通济桥：“在府城东门外会通
河上，永乐九年改为闸。”［10］嘉庆《东昌府志》记载通
济桥闸：“在李海务闸北十八里，西岸进水，有新建涵
洞、破闸口涵洞、龙湾闸；东岸减水，有二孔桥、一孔
桥，闸官一员，闸夫三十七名。”［2］（P262）

玉皇皋为东昌“三宝”之一，位于聊城市闸口桥
东，迎春桥北、小东关街东首的石桥附近。玉皇皋的
主体建筑为“三元宫”和玉皇大殿。陆陇其在《丁未
南旋记》中对其所看到的“三元宫”做了记载：“城东
闸河东岸有三元宫，极壮丽。嘉靖时，进士丁懋儒碑
文云：‘三官之神，国朝祀典所不载，有天、地、水府之
说，有上、中、下三元之序，意其神，盖古之司天、司
地、治水有功德于人者，如蓐收句芒之类，后人承讹
习舛，因有‘三元’之名云。’”［3］（P7）日记中提到的“丁
懋儒”，为明代山东聊城人，字聘卿，号观峰，嘉靖四
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能诗文，著有
《语溪三颂》《巽曲山房集》《家世诗》。高祖父志方，
洪武年间进士；曾祖父琏，成化年间举人，曾担任知
县；伯祖父，孔障，正德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1 1］。

张秋镇位于聊城阳谷县境内，地处大运河与金
堤、黄河的交汇处。张秋镇与青州之颜神镇、青莱之
间的景芝镇，并称“山东三镇”。张秋镇“夹河而城，

襟带济汶，控接海岱，输贡咽喉，南北要地，五方商贾
辐辏，物阜齿繁”［12］（P63），为山东运河沿岸商业重镇，
素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美誉。陆陇其《丁未南
旋记》记载：“初十早，过荆门上、下二闸，饭前至张
秋；张秋，属阳谷县，一名安平镇，有城，船皆从城中
过；饭后至沙湾，沙湾有河决口，其水自金龙口来，今
已塞，然此处河面甚阔。是日，适遇大风，折柁，舟几
厄，幸同帮者共救得免。”［3］（P7-8）

日记中提到的“金龙口”，又名“荆隆口”，位于河
南封丘县境内，为黄河著名险工之一。顺治《封丘县
志》记载金龙口：“在县西南二十里，河水自龙门砥柱
而下，至此最为险隘，历代是口累决，因筑堤数重以
御之，沁、翟二河及曹、濮、张秋淤决，皆是所泛溢也。
一曰荆隆口，弘治六年，河溢，卷荆埽以塞之，丰隆而
起，故云。盖河堙要害，南北使者乘传所必涉之区
也。”［13］道光《东阿县志》记载：“按自黄陵冈筑坝之
后，东省运河藉为外蔽，张秋一带民田庐舍，庶几可
以无忧。然当顺治七年，河决荆隆口，冲溃堤岸，由
大清河入海，东、兖、济北皆罹其害；九年，又决大王
庙口，沙湾复溃，阻绝运道，总河杨公方兴修筑堤岸，
又自西岸河边起至八里庙河边止，开引河五百丈，至
顺治十三年工始告成。”［12］（P84）

南旺分水龙王庙位于汶上县城西南 19 公里南
旺镇北，因位于素称“水脊”的汶河、运河交汇之处，
故得“分水”之称。万历《汶上县志》记载分水龙王
庙：“在南旺湖上，汶水西注，分流于此，国初勅建，春
秋秩祀。”［14］康熙《续修汶上县志》记载分水龙王庙：
“明初勅建，康熙十四年，运河厅叶（方恒）重修；康熙
五十五年，廵抚蒋（廷锡）、运河厅徐（湛恩）、知县闻
元炅捐俸重修。”［15］南旺湖位于汶上县西南，最初马
踏、蜀山、南旺统称为“南旺湖”，元代开挖济州河，穿
湖而过，遂将南旺湖一分为二，运河（济州河）以西部
分称“南旺西湖”，运河以东部分称“南旺东湖”。后
开挖小汶河至南旺分水济运，又将南旺东湖分为两
湖，小汶河以北称“马踏湖”，以南称“蜀山湖”，南旺
西湖仍称“南旺湖”。陆陇其《丁未南旋记》记载：
“（四月）十四日午后，过袁家口闸，又过开河闸，更许
至北柳林闸。十五日午后，过柳林闸，至南旺分水龙
王庙。按《碑记》：南旺湖即古大野周回百余里，跨漕
东西，其东湖跨汶南北，南曰蜀山，北曰马踏。大抵
自北柳林，直至济宁，其东堤外一带大水，皆南旺东
湖也。其西湖今己淤塞，非东湖比。自临清南板闸
至分水庙亦皆逆水，自分水庙以南 则 皆 顺 水
矣。”［3］（P8）这些记载为我们了解清代康熙年间南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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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一带运道的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
济宁为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都会，城内名

胜古迹众多。太白楼位于济宁市任城区古运河北
岸、太白楼路中段路北，原为贺兰氏酒楼，因李白常
在此饮酒赋诗而得名，乃任城（今济宁）古“八景”之
一。谢肇淛《北河纪》记载太白酒楼：“在州南城上，
唐李白客游，任城县令贺知章觞之于此，后人因建楼
焉，并塑二公像为二贤祠。”［5］（P330）道光《济宁直隶州
志》记载太白酒楼：“在南城上，唐李白客游任城，时
县令贺知章觞白于此，后人因建楼焉，唐人沈光记；
元监州冀德方复于任城县治创二贤祠，祀贺与李；延
祐三年，判官赵议甫移于楼东百步，学士曹元用
记。”［1 6］陆陇其《丁未南旋记》记载：“十八日午后，至
济宁。济宁即古任国，其南城上有李太白酒楼，乃太
白与任城令贺知章饮酒之所，有太白所书‘壮观’二
字。”［3］（P8）对太白楼南面的古南池和报功祠，陆陇其
亦做了记载：“城外有古南池，杜子美有游南池诗，即
此地也，为太白楼相对。自南池渡桥而南有报功祠，
西向，祀诸水神及宋司空而下治水诸臣。”［3］（P8）此
外，陆陇其在其《三鱼堂日记》中还收录了万恭所写
《报功祠记》碑文。

夏镇，原名夏村，又名夏阳，明隆庆元年（1567），
南阳新河开通，夏村即成沿运码头，工商业日趋繁
荣。陆陇其在《丁未南旋记》中详细考证了夏镇的由
来及其与运道变迁的关系：“夏镇，一名夏村，亦曰夏
阳，此地为沛县之东鄙，葢一聚落耳，自沽头河淤塞，
乃改凿新河以通泇，而夏阳南接邳宿，北邻汶泗，东
界滕峄，西扼曹单，遂屹然为重镇。”［3］（P10）夏镇有祭
祀金龙四大王谢绪的“洪济庙”。乾隆《沛县志》记载
洪济庙在夏镇新河西岸［17］。民国《沛县志》记载：
“案庙所祀之神，即金龙四大王，有明崇祯五年工部
员外郎赵士履所勒姚希孟祭词与记，今并存废
庙。”［18］陆陇其《丁未南旋记》记载：“又有金龙四大
王庙极壮丽，有姚公希孟碑文，大略言：‘金龙四大
王，余初以为必龙神，及观朱平涵相国所著《涌幢小
品》，载神事甚详。神，姓谢讳绪，宋谢太后之族，兄
弟四人，神其季也。见宋日衰，隐居金龙湾，宋亡，赴
水死。明初尝显神，因得敕封’云。”［3］（P11-12）

三、陆陇其笔下的淮扬运河

淮扬运河是连接长江和淮河两大自然水系的人

工河道，北起淮安清口枢纽，南至扬州瓜洲入长江。
淮扬运河由古邗沟发展演变而成，是中国大运河全
线最早开凿的一段，明清时期称“淮扬运河”，近代始

称“里运河”。由于其沿线地势相对低洼，河流、湖泊
众多，再加上受南宋初年黄河夺泗入淮的影响，故宋
元以来这一地区水灾频发、河工不断。在《三鱼堂日
记》中，陆陇其对淮扬运河的记载也最为详细。

清口原为泗水入淮口，古称“泗口”，因古清水
（即济水）的一支由菏水流入泗水，故泗水也被称为
“清河”或“南清河”，其入淮口亦被称为“清口”。南
宋以后，黄河夺泗夺淮，徐州至清口间的泗水河道及
清口以下的淮河河道变成了黄河，清口也演变为淮
河注入黄河的河口，“泗口”的名称渐不再使用。明
代中期黄河全流夺泗夺淮后，清口作为黄、淮、运交
汇处，是蓄清刷黄济运工程的关键，也是河道治理中
最为复杂的地段。《清史稿》卷 127《河渠志二》记
载：“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
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
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
者。”［1 9］陆陇其在其《丁未南旋记》中记载：“（四月）
廿九日早，进清口，泊船礼神。清口乃河、淮交会之
处，河自北而南，淮自西而东，至清口乃合流。而东
船入清口，西行逆流半里许，乃折而东南行，顺流至
天妃闸。闸西有甘罗城故址，闸南有大湖，闸北即
河、淮交会之处，两边皆以堤障之，以达于清江
浦。”［3］（P13）这对我们了解清代前期淮安清口的过黄
及河工建设情况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明清时期淮安境内设有专门的榷关，负责征收
往来的船料税和货物税。淮安榷关辖 3 个大关，有
征税口 21 个、巡查口 26 个。明代的“三关”指的是
淮安钞关、淮安仓和清江船厂，其中前两个属户部管
辖，清江船厂属工部管辖。光绪《淮安府志》记载：
“关榷之设始自明代，一为户部钞关，驻板闸；一为户
部储粮，一为工部抽分，驻清江浦。”［20］雍正七年
（1729），将三关合一，统由淮安钞关监管。每关所抽
税的对象不同，除了官府的漕船外，凡各地来淮安发
卖的货物、粮食、船料均需要交纳税和榷船税。陆陇
其《丁未南旋记》记载：“午后过天妃闸，晚至淮安，泊
关外。淮安凡三关，向在清江浦及板闸，近因撤关
差，但委于淮海道，故移在府城外。”［3］（P13）同治《重修
山阳县志》记载淮海道：“天启二年设，分管山、清、
安、桃、海、赣、沭、盐八州县营卫、兵马、钱粮，驻山
阳。”［21］（P160）《续纂淮关统志》卷八《题名》记载：“国朝
顺治二年乙酉始立钞关，……此下淮安钞关同淮安
仓、清江厂等各关俱归并淮海道征收三年零八个
月。”［22］（P302）由此可知，淮安“三关”曾于康熙初年短
暂归并于淮海道管辖，钞关所在地亦由清江浦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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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移至府城外，这与陆陇其的记载相吻合。
此外，对清口金龙四大王庙、漂母祠、韩信钓台，

陆陇其在其《丁未南旋记》中亦做了详细记载：“清口
金龙庙有苏茂相碑文，……关外有漂母祠、韩信钓
台。”［3］（P13）天启六年（1626），为治理淮安清口之淤，苏
茂相求祷于金龙四大王庙。其所撰《淮安清口灵运碑
记》详细记载了金龙四大王和张将军“显灵”济运之
事［23］。谈迁《北游录》记载：“甘罗城西数百武曰清
口，金龙大王庙最著灵，无舟不祷，优唱灌耳。……
天启丙寅，加封‘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华亭陈继儒
有传。”［24］《续纂淮关统志》记载漂母祠：“旧在淮城
西门内，明都御史王炜记；成化初，迁西门外，即今建
驿馆地，淮安知府陈文烛记，后移韩侯钓台侧；国朝
康熙二十三年，山阳知县王命选捐修；雍正十一年，
淮安知府朱奎扬复修；乾隆五年，知府李暲委、训导
汪克绍、绅士童维祺重修，改造船舫，修葺亭台，并封
树陈节妇墓，墓在祠侧，遂为山阳胜境。”［22］（P473）同治
《重修山阳县志》记载韩侯钓台：“城西北运河东岸，
旧迹在淮阴，此后人移建。按旧志：古迹如淮阴市、
胯下桥、洪泽馆及邱墓内之漂母韩母墓，其地皆在淮
阴。”［21］（P532）

淮安、扬州所在的里下河地区，历史上曾是繁荣
富庶的鱼米之乡。南宋初年，黄河夺淮入海，破坏了
淮河下游的水道系统，里下河地区从此成了灾害频
发的地区。陆陇其多次经过里下河地区，在日记中
对当地的水灾情况亦有详细的描述。《乙酉、庚戌公
车记》记载：“十一月廿五日，饭前至露筋庙闸口，因
粮船塞闸口，乃复从外湖转，晚泊高邮北门外。廿六
日，大风不行，旧时运道在高邮北门外进金口闸，迤
逦东北行，无风波之患，因连年水灾，闸内岸卑，恐湖
水淹没，乃塞金口闸，粮艘自闸外从湖中北行，遇风
逆皆不可开。壬子九月初四，因往淮上复过此，则从
金口闸内行，不走外湖矣。”［3］（P30）《壬子淮游记》记
载：“九月初五日，至宝应。因淮安城西杨家庙决口
未塞，自宝应以北皆水壑，不可行。”［3］（P39）

清水潭位于今高邮市高邮镇北约 13 公里处。
由于京杭大运河高邮境内马棚湾段河堤过去经常决

口，汹涌的大水一次次地冲刷，在堤下形成了一个深
潭，此潭水质常年碧清，故称“清水潭”。明清时期，
清水潭为里运河沿岸的重要险工之一。雍正《高邮
州志》记载清水潭：“在州北三十里故县村新开湖堤
傍，……按清水潭地势低洼，当下流之冲，屡筑屡决，
岁费内帑无算。”［25］乾隆《高邮州志》记载清水潭：
“地最卑洼，西南受高邮各湖之水，西北又值高堰大

溃，黄淮东注，南北交汇，屡决屡塞，随塞随圯。”［26］

明清时期高邮清水潭累次决口，不仅漕舟受阻，
还使里下河地区频频遭灾。《乙酉、庚戌公车记》记
载：“廿七日早，出湖口傍东岸行，西望汪洋无际，行
二十里始收。……舟傍西行，东望亦复汪洋无际，舟
人云此地名‘清水潭’。日中过界首，被灾之民号呼
道旁，犹累累也。”［3］（P30-31）《乙卯游记》记载：“二月初
七日，进高邮南门，出北门，过清水潭时，西堤己塞，
东堤尚浩瀚如故。自东堤过浮桥至西堤，复至西堤
过浮桥至东堤，盖因羽书紧急，故筑浮桥以济。粮艘
仍自高邮西门外湖行或自六安闸，或自界首口复入
内湖。”［3］（P42）其作《清水潭纪事》一诗曰：“去岁波涛
上，今年成坦途。东堤虽未竣，功成良己多。羽书傍
午至，暂从浮桥过。粮艘仍湖行，安澜未可歌。庙谟
正焦劳，莫忧久蹉跎。”［3］（P42）

南宋初年，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泗水下游河道成
为黄河河道。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后，泗水下游又
变成运河河道。淮河下游为黄河所夺后，日久泥沙
渐将河床抬高，淮河中上游各支流来水汇集在清口
以上，下泄不畅，聚积成湖，逐渐扩大，将原来的零星
小湖和沼泽洼地连成一片，形成了现在的洪泽湖。
明弘治年间，大筑黄河北堤，使黄水“悉归东南”以
后，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于清口一带，原来南高北低
之势完全发生逆转，形成北高南低的态势。黄河自
北高于淮河，淮河自西又高于运河。如逢黄、淮并
涨，必然倒灌入运，造成淤塞。陆陇其在其行程中，
多次看到淮安、扬州境内因黄河决口导致运道淤塞
的情景。《乙酉、庚戌公车记》记载：“（十一月）廿八
日早过宝应，日中去平河桥四五里，水浅不行。舟人
云因此地前后河道淤塞，故闭天妃闸来水，欲涸水以
为挑浅计也。”［3］（P31）《乙卯游记》记载：“（二月）初八
日，过平河桥二十里打尖。午后至清江浦渡河，宿西
王家营。前岁过清江浦，河势汹涌，今则仅如衣带。
盖河自黄家嘴决而东，在清江浦者，止淮流也。昔之
淮合泗、沂而始大，今则泗、沂亦徙河而东，故淮流仅
如此。”［3］（P42-43）从此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淮扬
地区水患之频繁、对河道影响之巨大。

结语

以往运河史和漕运史的研究大多依据政书、实
录、地方志等官方史料，对文人文集、笔记小说等民
间文献利用较少。大运河不仅是粮运的国家命脉，
同时也是南北往来的重要通道，众多文人、商人、旅
行者、传教士等沿运河北上或南下，他们留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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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无疑是研究运河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具有
重要的文献价值。陆陇其作为清代理学名家，多次
往返于运河之上，对运河水工设施、城镇风貌和名胜
古迹做了全面而细致的描述，其中对山东运河和淮扬
运河的记载尤为详细。这些记载和描述在弥补区域
社会史研究不足的同时，亦为我们深化运河水利史和
城市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其所见所闻既可以与
地方志等史料相互印证，亦可弥补其缺憾和不足，对
于我们研究清初运河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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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nd Canal in the Travel Notes of Literati in Qing Dynasty
———Based on Lu Longqi＇s Diary of Sanyutang

HU Meng-f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anal，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Shandong 252059，China ）

Abstract：In the Qing Dynasty，many literati and tourists traveled north or south through the canal，

leaving many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canal in their travel notes.Among the travel notes，Diary of
Sanyutang by Lu Longqi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re representative works.It consists of ten volumes，

containing many travel diaries written by Lu Longqi from the 5th year of Kangxi （1666）to the 30th year of
Kangxi （1691）.He had recorded his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about the canal in details.The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 hydraulic facilities，town features，and historical sites in Shandong and Huaiyang Canal
can be reflected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official history and local chronicles，providing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an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 diary is also of great value to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canal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The Qing Dynasty；Lu Longqi；Diary of Sanyutang；Grand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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