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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篇

三闸两澳

古镇闸坝越千年
长安久久久长安

“

未时（午后），盐官县令在长安厅内
热情地接待了成寻一行， 点茶、寒
暄。 申时， 成寻一行起身告辞，登
船，穿越长安闸……”6月14日，在
嘉兴海宁长安镇上的大运河（长安
闸） 遗产展示馆，“走进运河新时
代”采访团“登船入舱”，在古色古
香的特效影片的引领下， 穿越时
空，追随宋代到访中国的日本僧人
成寻一行过虹桥，越三闸，品味运
河长安风情。
这里的“长安”，不是隋唐两朝
的首都， 而是嘉兴长安镇运河航
道、镇、闸、坝共同的名字。 她将河
道、镇、闸、坝的兴衰命运维系于一
身，记载下“长安”在大运河水网中
的重要历史，以及在中国大运河申
遗过程及申遗成功后，其作为一处
重要遗产点，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
担当起新的使命。

——
—嘉兴长安镇闸坝历久弥新焕发新生机

目前仍在发挥水位调节作用的长安坝遗址

王相公堂遗址

“千车拥孤隧，万马盘一坏。
蒿尾乱若雨，樯竿束如堆。 ”众多
文人墨客途经长安时， 留下许多
名篇佳作， 其中尤以南宋诗人范
成大的这首《长安闸》最为著名。
此外，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
陆游乘舟过长安时， 也都不吝笔
墨盛赞，但对长安闸的航运技术、
具体细节，史籍极少记载，日本僧
人成寻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
倒有些记录：“熙宁五年（1072年）
八月廿五日庚子，天晴。 卯时，出
船。 午时，至盐官县长安堰。 未时，
知县来，于长安亭点茶。 申时，开
水门二处，出船。 船出了，关木曳
塞了。 又开第三水门关木，出船。
次河面本下五尺许，开门之后，上
河落，水面平，即出船也。 ”
长安闸始建时为双闸门一闸
室的单式船闸， 后来又修建了下
闸，形成上、中、下三个闸门，因此
也称“长安三闸”。 上闸和中闸之
间的河道为上闸室， 闸室长180

老坝新堰

长安镇古运河及古民居
新老两坝示禁勒索碑

一坝三闸

一度千帆相拥樯橹相连

“
大运河海宁段全长约27.4公里，
流经上塘河与崇长港之间， 上下河水
位落差1.5-2米，并通过长安闸连接。 ”
一块卧在长安镇大运河边的石刻，正
面绘制着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河，背
面刻画出大运河海宁段， 并突出了长
安闸的地位。“长安闸由‘三闸两澳’遗
址和长安坝遗址组成，2006年作为大
运河重要的文化遗产被列入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海宁市文保所业务部
主任章竹林一边带领采访团走进长安
镇上的大运河（长安闸）遗产展示馆，
一边介绍着长安闸的由来。
江南运河在江苏吴江平望镇以南
分成三道，从这里流过的是东线，称为
古运河，经嘉兴、石门、崇福、塘栖，到
杭州；中线由元朝军阀张士诚开凿，经
浙江乌镇、新市、塘栖，至杭州；西线称
为吴兴塘， 从江苏震泽入浙， 途经南
浔、湖州、德清，至杭州。 东线的古运
河， 可以追溯到距今2500多年前的吴
越争霸时期， 越王勾践开挖的越水道
（今崇长港），又名漕运河，也称长安塘
河。 公元前210年前后，秦始皇为加强
对东南地区政治、经济的控制，在杭州
和嘉兴间修筑陵水道， 奠定了古运河
的雏形。 长安镇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

秦朝在陵水道上设置的桑亭。“在元末
张士诚凿通中线运河之前， 长安航道
一直是大运河主航道上的重要枢纽，
明代前期依然是漕运航道， 明清时期
则成了重要的客运线路。 ”章竹林说。
由于钱塘江的涨沙冲刷， 海宁靠
近钱塘江一侧的地势不断增高， 地形
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以杭州西湖为水
源的上塘河（上河）水位较高，而属于
东苕溪流域的崇（福）长（安）港（下河）
水位较低。 长安镇正好位于上、下河的
交接地带。 为了解决运输需求，唐贞观
八年（634年）在桑亭修筑义亭埭（老
坝），用以关防上河之水，保证河道通
行，同时也拦住了过往船只，粮食、盐
等物资时常卡在义亭埭。 盛唐时期，京
都的粮食和织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江
南的供给， 因此对大运河的航运需求
愈加迫切。 朝廷于是决定设“
长安亭”，
建“长安闸”。 自此，长安闸的辉煌时代
正式开启。 两宋时期，大运河是沟通杭
州与都城汴京之间的大动脉， 长安是
必经之地。 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位于今
杭州市）后，长安临近都城，漕运、贸
易、宦游往来浙西与都城之间，因为只
有这一条水道， 长安闸一度上下千帆
相拥，樯橹相连。

堰坝，是拦在上、下河之间的
一道长长的斜坡泥坝。 自下河而
来的船只，守候在坝下，船头的绳
索，分作两股，系在堰坝两侧的辘
轳上。 而后，转动辘轳，牵引船只，
沿着斜坡而上，翻越坝顶，来到上
河。 北宋熙宁六年（1073），成寻参
访五台山后， 沿大运河从开封返
回宁波， 路过长安时曾这样描
述——
—“左右辘轳， 牛合十四头，
曳越长安堰了”，意思是左右各七
头牛，转动辘轳，拖船过坝。 由成
寻的记录可知， 长安三闸与长安
坝，在北宋后期同时并存。
上塘河由一个“分水墩”一分
为二，向左通往“长安三闸”，向右
通往长安坝， 最终在下闸附近又
合二为一，汇入下河。 在长安坝遗
址，章竹林介绍说，长安坝又称长
安新堰，俗称“老坝”。 因历史久
远，河道变迁，长安坝曾多次改变

千年古镇

内河水利工程史之创举
米、最宽处28米。 中闸和下闸之间
的河道为下闸室。“
这种复杂的船
闸不仅是国内首创， 也是世界内
河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创举。 ”章
竹林介绍说，不仅如此，长安三闸
还设有“两澳”——
—上澳与下澳。
上澳位于上闸与中闸之间， 下澳
位于中闸与下闸之间。“
水多则蓄
于两澳，旱则决以注闸”，其实就
是两个为闸室输水、 蓄水的大水
柜。“两澳始建于北宋崇宁二年
（1103），距成寻之行晚了近30年，
两澳’的记载”。
所以成寻没有对‘
在大运河（长安闸）遗产展示
馆，“长安闸坝” 是整个展览的核
心。 展馆通过三闸两澳与长安坝
的复原模型，以候闸、过闸的场景
—
再现了三闸两澳的运行原理——
关闭中闸、开启上闸，闸室一的水
位与上塘河水位形成“平水”；关
闭上、下闸，开启中闸，闸室一与
闸室二形成“平水”；关闭中闸、开
启下闸，闸室二与崇长港形成“平

水”；大船出三闸，经崇长港可至
崇福、嘉兴。 宋元时期的法定漕船
“长六丈五尺，宽八尺五寸”，换算
成现代计量单位， 即长17.7米、宽
约2.55米。 考古发掘显示，中闸闸
门宽6.9米， 足可容纳船只双向行
进，一个闸室可容纳漕船约40只，
即在一次完整周期的开闸过船
后，最多可双向通行80只漕船。 在
开启上闸时，上澳闸门也被打开，
让上澳接纳上塘河的水； 下闸开
启时，上澳水给下闸室供给水源。
两澳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 以平
均水深2米计，可供三闸连续开闸
约47次，为航运提供了极大便利。
元代张士诚开凿中线运河
后，杭州水道绕开上塘河，长安航
道地位江河日下， 长安闸也不复
往日繁忙。 尽管如此，明代仍非常
重视长安闸的维修管理， 直至清
代中期，长安闸才彻底废弃，而长
安坝则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70年
代才退出历史舞台。

多处遗迹见证往昔繁忙
位置。 其中，元代在唐代埭坝的基
础上建设“新堰”，沿用至近代，直
到1984年改为机械升船坝， 才废
弃。 记者看到，老坝的南侧已遭破
坏， 残存翼墙遗迹， 北侧保存较
好，保留有闸墙、闸门柱、绞盘石
和缆石等。
长安坝遗址上， 还有一块清
光绪八年（1882）建的“新老两坝
示禁勒索碑”，以及一座三开间的
庙宇地基。 碑文显示，海宁官府曾
明确规定过往船只的收费标准，
“大船一只给钱六十四文，中船四
十八文，小船三十二文，除此，不
准额外需索”。 过坝船只，随到随
拔，严禁刁难拖延，更不能故意将
别人的船搁置在坝顶。“
如果将古
代的运河比作今天的高速公路，
层层堰坝就是公路上的一道道收
费站，过往船只，翻越堰坝，需要
留下过路费， 坝夫趁机敲诈勒索

的事，也会时有发生，引发纠纷。 ”
章竹林说，官府专门在此设碑，足
见当时这里过往船只频繁。
“王相公堂是晚清时期三开
间的庙宇， 里面供奉的王相公是
长安坝的保护神。 ” 章竹林介绍
说，据当地百姓讲，王相公本是长
安镇上的王姓坝夫。 清康熙年间
以来，长安的拖坝权，由当地曹、
王、沈、许四姓垄断，子承父业，外
姓不得染指。 一天，一群外地人来
到长安争夺坝权。 双方搬出一口
鼎沸的油锅， 将一个秤砣扔进油
锅，彼此约定，谁敢从油锅中捞出
秤砣，谁得坝权。 众人畏难，只有
王相公挺身而出， 投身油锅捞出
秤砣， 牺牲生命， 避免了一场恶
斗，保住了长安镇的坝权。 后人感
念王相公恩德，立庙纪念他，王相
公因此也成了长安坝的保护神。

焕发新生机担当新使命

长安闸遗产展示馆门前虹桥
长安三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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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团记者在长安闸遗址探访古闸遗存

两千多年的航运史， 造就了
长安镇今日之风貌。 房屋依旧保
持着江南水乡面街临河、 前店后
宅的传统建筑格局， 且临水一面
多有台阶，形成一个个“小码头”。
以往，运河里还有不少载着粮食、
瓜果蔬菜的船只， 穿梭往来做着
生意。
“这河里以前船多得很。 《杨
乃武与小白菜》，知道吧？ 杨乃武
的姐姐进京告状， 都是要从我们
这里过的。 还有北边的官员去杭
州开会，也都乘船经过这里。 ”采
访团寻访到长安三闸的上闸桥附
近时， 一位在长安镇生活了60多
年的高女士对家门口的运河如数
家珍。 在她的记忆里，早年这里还

有牛拉船“翻坝”的情景，“也有人
力转动辘轳拖坝的， 三十年前改
成机器升船坝。 ”她说，以往镇上
工厂很多，近郊农民收了粮食、桑
蚕， 都要通过船运到镇上加工或
者售卖，“这头二十年河里没有了
船，镇上人也少了，很多年轻人都
去了杭州或者嘉兴。 ”不过，两千
多年的历史底蕴， 使得镇上的手
工业依旧发达， 更有不少外地人
来此打工。
悠久的历史在长安镇留下了
的丰厚遗产， 诉说着古镇旧日的
辉煌， 佐证着长安闸坝在大运河
历史上的厚重。 2011年，长安镇成
为运河申遗重要节点之一；2012
年7月被正式确定为省级历史文

化名镇；2013年，因为老坝遗址一
直淹没在河水里， 不利于展示和
保护， 海宁市文保所按照浙江省
有关规划， 拆除老坝北边驳岸建
拦水坝。 拆除驳岸时，工作人员对
每一块石块都进行了编号， 拍照
确认位置，等拦水坝筑好后，再原
貌恢复， 通过这种方式将水与老
坝遗址隔离开；2014年，中国大运
河申遗成功之际， 大运河 （长安
闸） 遗产展示馆正式对外免费开
放， 向每一位参观者介绍长安镇
的前世今生，以及“一坝三闸”这
一运河水利史上的伟大工程。 昔
日因运河而兴的长安镇， 如今又
成为保护运河遗产， 弘扬运河文
化的重要“镇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