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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昌圩作为苏南第一大圩，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并对该水域的历史文化、艺术、经济、水利
功能和生态价值进行分析，并提出保护建议，为水利行业开展水文化遗产调查、保护及推进水文
化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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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protection of water cultural heritage of Jianchang polder
FENG Ye, HU Xiaodong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Environment, Jiangsu Water Conservancy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17, China）
Abstract: Jianchang polder, the first major polder in southern Jiangsu, was investigated and its historical, cultural,
artistic, economic, hydraulic function and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watershed were analysed. And conservation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to carry out water cultural
heritage investigation, con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water culture.
Key words: water culture; heritage value; protection measure; JianChang polder
建昌圩作为太湖流域第一大圩，地处江苏常州
金坛区直溪镇东北部。据考证，可以追溯到公元
245 年。圩内总面积 60 km2，人口约 3.5 万人，圩堤
总长度 35 km；圩区四面环水，一洲浮起，圩内天荒
湖由南、北、中 3 个小湖汇聚而成，三湖相连。水域
面积约 14.67 km2，农田面积 32 km2，包含 12 个行政
村（151 个自然村）、35 家企业。圩内碧波荡漾，第一
产业以种植稻麦及水产养殖为主，是闻名遐迩的
“鱼米之乡”，圩区的多个村庄被评为江苏省水美村
庄，处处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秀丽景观。
从古至今的历史人文积淀，逐步形成了集宗教文
化、孝道文化、红色文化、水圩文化、农耕文化、建筑
文化等于一体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建昌圩文化，被中
国乡土艺术协会授予“中国圩文化之乡”。因此选

取建昌圩作为调查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对象具有
典型代表意义。
据调查，建昌圩近 600 年的水利工程留下了丰
富的水文化遗产，包括古桥、古闸古洞、古碑等，分
析其与水相关的历史文化、艺术、生态等价值，开展
以遗产保护及利用为重点的水文化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因此，对建昌圩地区物质水文化遗产进行现
场考察并对非物质水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搜索和梳
理，建立建昌圩水文化遗产清单［1-5］，
如表 1。

1

建昌圩水圩文化遗产价值分析

1.1

历史文化价值
建昌圩历史上水灾严重，水灾形成原因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建昌地形西部圩堤高，二是苏南梅

收稿日期：2022-02-08
作者简介：丰叶（1991—），女，硕士，主要从事河湖生态监测、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水文化及水资源研究工作。
E-maill:2071403053@qq.com

第7期

丰 叶，等：
建昌圩水文化遗产保护调查

59

表 1 建昌圩水文化遗产清单
类别

数量/个

水文化遗产名称

工程建筑类

8

井庄灌溉站、建昌套闸、排灌站、庄城桥、清培桥、下蔡东槽涵、蔡甲笠帽涵、望
仙桥

文献资料类

10

《建昌圩闸》
《镇江府志》
《金坛县志》
《金坛水利志》
《铜马湖赋》、
《天荒馆诗草》
《卧游集》
《古易诠》
《今易诠》
《吕坵渔火》

非遗产类

12

邓伯羔、刘天和、段树森、吕怀玉、史奋宝、季春林、吴立正、王伯川、王春林等治
水人物、董永卖身葬父、七仙女婚配、万寿庵的故事等各种传说

雨季时，有 2 支大水直奔建昌圩而来，一支是从丹
阳经延陵的简渎河，另一支是茅山洪水汇入的通
济河。在抵御洪水带来的自然灾难中，形成了建
昌圩独特的水利工程和治水精神，蕴育了深厚的
水文化。
明朝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金坛知县刘天和，
为让建昌人民的庄稼旱涝保收，实地查看建昌水
系，修建四闸八洞，并绘制了建昌水系图，在图上确
定了建闸涵地址，并立碑约束任何人不得擅自在圩
堤上挖缺口泄水或挖涵洞引水。自那时起，四闸八
洞对建昌圩内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做
到了旱涝保收。他作为治水的历史人物与建昌圩
水文化密切相关，值得建昌圩人民铭记，他带领建
昌圩百姓抵御水灾的不屈精神也值得当代人歌颂
和学习［1］。
近 600 年的洪水给建昌圩区人民蒙受巨大损
失，也让建昌人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们
在维护圩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护堤的有效措施。
1949 年前，建昌圩圩董会由 2~3 人组成，圩内较大
的村庄都有人参加，每年举办 2 次会议。清明节前
后研究圩堤维修、分配土方任务并落实资金。冬至
节前后公布账目、处理违章事故、更换人选。圩董
会下设塘长 2 人，处理圩堤、涵洞、闸等日常事务，并
按时分段设立圩长，具体管理圩堤和涵洞。1950 年
后，一开始多数圩梗都由乡、村干部兼管，建昌圩将
圩董事会改圩管会，由区负责人担任管委会主任，
圩内 4 个乡长担任副主任，各行政村的负责人为主
要成员，并以 4 闸为中心，设圩长 4 人，分管圩堤涵
闸。1973 年开展水利工程“五查四定”，逐洞逐闸落
实管理人员，制定规章制度。1978 年，针对“重建轻
管”的倾向，县革委会发布《保护水利工程，加强管
理工作》的布告。至此，圩堤涵闸管理工作有所改
善。为进一步促进管好用好圩堤涵闸，县革委会曾
批转了建昌圩的管理方法和规章制度给圩区各公

社，其要点包括 6 条：除险加固制度、圩堤养护管理
制度、圩堤养护管理制度、防汛制度、排涝制度、涵
闸、块石护坡管理制度。这些历史记录是建昌圩水
文化中保存下来的重要制度形态，对建昌圩其他水
圩文化遗产保护也起到了积极影响。
1969—1975 年，开展水利河网化建设，一次规
划分期设施取得成功，重新建设排涝站，修筑公路
搞活交通。1978—1987 年，建设南北闸，建设市镇
范围的沿河石驳工程。这些成绩反映了老一辈建
设者们对建昌圩水利建设的呵护和重视，也体现了
“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
“艰苦奋斗、团
结奋进、开拓创新、争创一流”的江苏水利精神。
1.2 艺术价值
建昌圩建筑体现在桥、闸、涵洞、民宅等各方
面，是技术、艺术与文化的综合产物，也是建昌圩水
文化中最具独特魅力的部分，它凝聚着建昌圩人民
的智慧和才能，
是其水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建昌圩内通往外地的古石桥，保存完好的仅有
2 座，分别为清培桥和庄城桥。据《九里志》记载，这
2 座桥建于北宋末年（公元 960—1279 年），据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2］。由于河道宽窄原因，从建筑规模
上看，庄城桥的高度、跨度和宽度都超过清培桥。
这 2 座桥从宋代能保存到现在是个奇迹。
庄城桥不仅造型美观大方，石结构精巧坚固，
桥孔的拱矢高耸匀称，看起来极其秀美。它经历了
多次洪水冲击、地震灾害，至今仍矗立在庄城河
上。这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庄
城桥的设计精巧，主要体现在其视觉效果上，站在
庄城桥南的公路桥上向北看，它的桥拱就似半个
圆，若天气晴朗，连同倒影正好是一个圆形。其艺
术工艺考究：施工前要先用大木头伐好拱形架，从
桥的两端的基部往上分节堆砌，拱形之高要考虑到
大水年大木船可以在桥下顺利通过。拱形砌好后，
用糯米汁密缝，然后再堆砌两端桥身。东西桥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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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上部左右各置一对桥耳。西南桥耳刻如意纹。
西北金刚桥上分置螭兽首一对。桥面 2 侧各安栏板
9 块，抱鼓石 1 对，望柱 10 根。桥面中央的方形石上
雕上 4 只螭兽的尾。东西各有 24 节花岗岩台阶，桥
中间有花岗岩凹形车道，便于独轮车辆推过桥。古
代工匠们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庄城
桥的建成，是古代劳动人民坚强意志的体现。
建昌圩的潭头闸工艺复杂，建闸所用木料和石
料皆取自外地，潭头闸上部与圩堤相平，出水闸口
向外河延伸七八米，全为青石铺底，糯米汁密缝。
建昌圩涵洞的建造以望仙桥东圩大涵-牵牛涵为
例，其艺术性体现在进出口都是整块的厚青石，进
出口设计成中间可填土的双道闸门。闸门板都是
独块圆木制成的长方体板。每块闸门板之间都有
公母槽，闸下去非常密缝，
不漏水。
建昌圩民宅往往沿河湖而建，1949 年前，圩内
大户人家大多为江南明清式建筑，一般以平房为
主，分三、五、七架梁结构，用材较为讲究，青砖勾
缝，小瓦盖顶，山尖粉刷石灰，杉木堟子，杉木梁柱，
三间两进，前进五架梁，后进七架梁，中间为天井，
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四周围墙高大，有的屋上有屋
脊两头翘起，称之为“龙脊”；相对屋脊的 2 侧，建有
平顶式山墙，称之为“隔山屏风”，也叫马头墙，主要
用于防止大风和防火。建昌圩的民宅由于受历史、
地域、经济和气候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建筑艺术，丰
富了建昌圩水文化。
1.3 旅游经济价值
建昌圩水文化特色显著，具有独特魅力，在江
苏省内属典型的江南水乡，具有极高的旅游经济价
值。1986 年 1 月庄城桥被列为金坛市文物保护单
位；2002 年 10 月 22 日，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 年 12 月，周恩来总
理签发国务院授予建昌养殖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
先进单位”光荣称号；2010 年，江苏有限电视评价建
昌圩水产养殖场为“江苏诚信·优质生态养殖基
地”；2011 年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授予建昌圩为“中国
圩文化之乡”；2014 年建昌圩又被常州市委统一战
线工作部授予“同心文化”示范基地；2017 年 11 月
28 日，在江苏省水利厅、文化厅和旅游局三部门联
合组织开展“最美水地标”活动中，建昌圩凭借其得
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悠久的圩文化景观，从众
多参选项目中脱颖而出，一举入围十个“水聚落”之
一［3］。因此，建昌圩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传播水文化
的方式，促进其旅游经济的实现，进而带动整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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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的发展。
1.4 水利功能价值
1949 年前，建昌圩凭借四闸八洞、风水墩等构
成的水利工程系统，承担着防洪、排涝、通航、灌溉
引水等重要工作，水利功能突出［2］。但彻底解决圩
区旱涝灾害问题还是在 1949 年后。
井庄灌溉站于 1958 年破土动工，
砌主机房 4 间，
安装 3 台管径为 60 cm 的轴流泵。与水泵配套的
40 马力内燃座机。机器抽水让建设者感受到了科技
力量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井庄灌溉站在农业生产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该站饮水灌溉的农田面积达1万亩
（约 6.67 km2）。井庄、盘石、南场、八亩、亭沟、迪庄、
上新河等 10 多个自然村得益。井庄灌溉站的建立
在建昌圩具有划时代意义。自此，现代化的灌溉替
代了落后的取水方式，牛车水、脚车水进入了历史
博物馆。
1958 年建昌套闸修建，是建昌圩的一个大型水
利建设工程，它解决了水路不通问题，尤其在内外
河水位差较大时，更突显出它的优越性。套闸在多
年运行中，充分发挥了它的水利工程效用，在改进
和应用过程中，文化内涵也不断丰富，反映出建昌
人民的智慧。
1964 年排灌站修建，根据建昌圩 1962 年最后一
次发水梁（当年发 3 次大水）设计，结合套闸工程，建
造 1 座流量为 5.5 m3/s 的排灌两用站。其主机房 5 间
平房，机房内安装了 3 台 PV90 型轴流泵，该水泵管
径为 90 cm，额定流量 2 m3/s。建昌排灌站的建立，
标志着建昌的水利设施跃上了新水准，排灌站与套
闸巧妙配合，浑然一体，组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
联合发挥了排涝、饮水、灌溉、水运作用。
1.5 生态价值
建昌圩的古建筑、现代建筑与建昌圩的水圩环
境紧紧结合在一起。建昌圩堤上的四闸八洞，根据
圩堤内外的水势走向，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合理设置闸涵位置，做到有进有出，能灌能排；
民宅设计，皆为坐北朝南，前临河滨，后依竹林，整
个村庄绿竹环抱，四野葱绿，翻开建昌圩家族的家
谱，也不难发现，在寻找一个新的居住地的时候，
往往会沿河而下或旁湖而居。他们特意将这些举
动写进家谱，意在警诫后代。圩里人对于湖水、土
地等自然环境的感情难以言表，他们珍爱自然、
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的理念也影响了建昌圩水产养殖业、土特产种植业
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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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挖掘提炼
目前，建昌圩内古代建筑有的已消失，有的仅
剩下断壁残垣。如果再不抢救挖掘，建昌圩的水文
化则有可能完全绝迹。对后续建昌圩水文化的挖
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明确主题：找准当地民间民俗文化主题，坚持
“普查、宣传、保护、传承”8 字方针。在挖掘上下功
夫，在传承上做文章，在弘扬上出实招。
重视普查：层层发动，抽调与水相关的业务技
术骨干，全面开展野外普查，并详细登记备案，为研
究和探索民俗文化提供更多依据，并动员社会力
量，鼓励村民整理与当地水相关的人物事迹，民俗、
故事、传说等，给予文化挖掘奖励。
加强保护：在深入普查基础上，认真分析各项
民俗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涉危情况，有针对性地
提出保护措施，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等手
段，进行真实全面的记录。
2.2 编制保护名录
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聘请专家研究、论
证，对各个水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和筛选，编制建昌
圩水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按照保护的技术标准进
行挂牌、保护。通过编制水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展
示建昌圩特色的水利工程建筑、形成当地人民的文
化自信，对水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起到一定效果，
水利工作者也可以就建昌圩的水文遗产进行深入
了解和对比研究。
2.3 搭建展示平台
建昌圩文化研究停留于个别老学者的自发行
为，研究人才不足、支持力度不够，所以研究成果有
限。这项工作近年开始有所起色，如建昌圩文化研
究会及建昌圩爱心基金会的成立、建昌圩文化展览
馆的建立等。建设这些机构和组织，需要给予足够
的重视和支持。对建昌圩水文化展示现状提出以
下建议：
对已经形成的水文化联盟，应积极寻求与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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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课题合作、组织水文化专门培训，以建昌圩当
地的水利工程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开展国
际水文化交流等；举办各种以水为主题的展会、论
坛等，展会要重视水文化品牌项目开发，学习山东
泰安重视泰山水文化、大汶河水文化、东平湖水浒
文化等［6］特色品牌项目开发的成果，论坛方面可以
依托各大研究机构，定期主办高层次的水文化论
坛；重视江苏省内水利类院校行业文化建设工作,如
许多省份将当地水利类院校列为水文化建设工作
的重地；建立文化礼堂，定期以视频、演讲等现代形
式，增强当代人对了解建昌圩深厚水文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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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长期除水害、兴水利过程中，已经形成
了丰富的水利工程和水文化遗产，部分古代水利工
程沿用至今。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建设性破坏”，令人惋
惜。因此，如何弘扬和传承水文化精神，加大对古
代水利工程与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应成为水
利工作者重点关注的课题；现代治水人也应更加认
真地审视和看待水文化对水利发展的重要意义，将
水文化的发扬融入生活，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中，让其在心与心、行与行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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