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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现状分析
及保护策略探讨

王琳琳１，陈　 丹１，２，李雪纯１，毕　 博１，陈　 菁１，２

（１． 河海大学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２． 水利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具有灌溉工程与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以我国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主要对象，分
析了灌溉工程遗产的特点及价值，总结了保护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保护利用策略。 研究

表明，我国的灌溉工程遗产具有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历史悠久、效益突出、分布广泛等特点，各地在灌溉工程遗产资源挖

掘、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部分灌溉工程遗产的发展仍存在问题，应在保护与利用中秉持延续灌溉工

程和文化遗产并重的基本原则，建立完善统一的管理机制，实行统筹规划和多元保护，并开展理论基础和关键技术的研

究，拓宽展示宣传渠道，增强全面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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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Ｓ）是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ｒｒｉ⁃

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ＣＩＤ）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主持评选的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旨在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在用古代灌溉工程，挖掘和

宣传灌溉工程发展史及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学习古人可

持续性灌溉的智慧，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１］ 。 我国高度重

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评选工作，各地对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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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热情高涨，每年由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统一组织对国内申

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候选工程进行统一评审和遴选推荐，从
而保证了我国的申报工程质量和成功率，近年来我国在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申报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截至 ２０１９ 年我国有

１９ 处工程成功入选，数量位居各国前列。
我国是农业大国，而灌溉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我国灌溉历

史悠久且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是对

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保护，大部分工程还一直持续发挥着重要

的效益。 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也是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
及《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都明确提出，要“划定乡村建设的

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

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将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

统文化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２］ 。 申报遗产项目

不仅仅是保护工程本身，更是对我国古代农业灌溉文明的传承

与保护，推动人们挖掘其中更深层次的内涵，针对现状提出合

理的开发利用建议，更好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随着工业化与城

市化的快速发展，部分灌溉工程存在废弃或毁坏的问题，其中

蕴含的文化、科技、历史价值等也随之消失。 与此同时，加大对

灌溉工程遗产的深入研究，增强对遗产价值、内涵、可持续性的

认知，对现代农业灌溉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来，我国针对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概念、特性、价值体系及保护利用等方面的

研究显著增加，相关论文发表近 ６０ 篇，同时研究内容注重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彻其中。 如李云鹏等以单

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例研究遗产特性、价值及保护策略［３，４］ ；
袁梅提出在保护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发展旅

游资源［５］ ；陈方舟等以时间为跨度研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管

理模式，为灌区的管理提供参考借鉴［６］ ；张郗等注重研究遗产

的价值，以期推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可持续发展［７］ 。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进行研究，从灌溉工程遗产入选

的条件出发，以 １９ 处灌溉工程概况为基础，围绕其特点，对灌

溉工程遗产的价值进行分析，结合实例分析当前工程遗产存在

的问题，针对现状及政策提出合理的保护开发策略。

１　 我国灌溉工程遗产现状调查

１．１　 我国灌溉工程遗产的概况
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在韩国光州举行的第 ２２ 届国际灌溉排水大

会暨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 ６５ 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首次举

行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评选，自此之后每年都会进行世界范围

的评选。 所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历史需达到或超过 １００
年，并分别收录进目录 Ａ 和目录 Ｂ 两大类，即至今仍然在用且

具有可持续运行管理典范功能的工程和已经不再使用但具有

历史档案价值的工程［１］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

数量已达 ９１ 处，我国有 １９ 处工程入选。 从建设年代、地理位

置、所在流域、灌溉方式、灌溉面积、工程类型、主要功能及工程

特色、作用与效益等方面，对我国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进

行了分类比较（表 １）。

１．２　 我国灌溉工程遗产的特点
１．２．１　 分布特点

从区域分布上来看，我国目前入选的 １９ 处灌溉工程遗产

项目大部分位于南方地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南，只有郑国渠、
宁夏引黄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 ３ 处工程位于北方。 从流域

上来看，入选的灌溉工程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诸河

流域，仅有 ３ 处位于黄河流域，１ 处位于淮河流域。

表 １　 我国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分类比较

入选

时间
序号 名称 建设年代 地理位置 所在流域 灌溉方式

现灌溉面

积 ／ ｈｍ２
工程类型 工程特色 作用与效益

２０１４ 年

１ 东风堰
清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 年）
四川省

乐山市
长江流域 自流灌溉 ５ １５３ 引水坝堰

　 传统无坝引水灌溉工

程，持续使用 ３５０ 余年

　 灌溉、防洪、供水。 保证了青衣江沿岸

的农业灌溉；保护沿岸生态环境、起到抗

旱减灾的作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如今对沿岸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起到了

重要作用。

２ 通济堰
南朝萧梁天监四年

（５０５ 年）
浙江省

丽水市

东南沿海

诸河流域

自流灌溉

为主
２ ０００ 引水坝堰

　 世界上最早的拱形坝

体、首创立交引水桥、《通

济堰规》、铁水灌缝和松木

填基技术

　 引灌蓄洪。 为碧湖平原提供充足的水

源；管理章程以“堰规”的形式延续至今，
仍有借鉴意义；工程与当地生态环境互

相融合，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３ 木兰陂
宋治平元年

（１０６４ 年）
福建省

莆田市

东南沿海

诸河流域

自流灌溉

为主
１０ ８６７ 引水堰坝

　 我国东南滨海地区拒咸

蓄淡灌溉工程的独特创

造； “筏型基础”，用巨石

砌筑拦河坝闸

　 拦河闸坝起到阻咸蓄淡、排泄洪水的

作用，可蓄水 ３ １００ 万ｍ３，为莆田平原 ８０
多万人口提供灌溉水源。

４
紫鹊界

梯田

源于先秦

盛于宋明

湖南省

新化县
长江流域

自流灌溉

为主
６ ４１６ 引水工程

　 有 “天下大旱，此地有

收”之说；打破了大于 ２５°
的山坡不适宜修建梯田的

常规认知；竹筒作为渡槽，
天然山谷溪沟为排水沟道

　 工程实现了引蓄灌排结合，水土资源

统筹开发，为梯田灌溉提供了保障，同时

起到了涵养土壤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多

民族融合发展，各民族文化共存；因地制

宜塑造了和谐优美的人文生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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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我国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分类比较

入选

时间
序号 名称 建设年代 地理位置 所在流域 灌溉方式

现灌溉面

积 ／ ｈｍ２
工程类型 工程特色 作用与效益

２０１５ 年

５ 诸暨桔槔井灌 南宋
浙江省

诸暨市

东南沿海

诸河流域
桔槔提水井灌 ２７

井灌、原始

提水工具

　 仍然保留着桔槔提水井

灌的传统灌溉方式

　 灌溉、供水。 是古人对地下水合理利

用的产物，见证了古人对地下水开采与

涵养的系统规划。

６ 芍陂 春秋时期
安徽省

寿县
淮河流域

自流灌溉

为主
４４ ９００ 水库

　 我国最早的陂塘蓄水灌

溉工程，号称 “天下第一

塘”，被誉为“中国灌溉工

程鼻祖”

　 蓄水、防洪、灌溉。 为楚国的发展奠定

了基业；如今为灌区 ６０ 多万人口提供

水源。

７ 它山堰
唐太和七年

（８３３ 年）
浙江省

宁波市

东南沿海

诸河流域

有坝引水

灌溉
１３ ８２９ 引水堰坝

　 我国东南沿海典型的拒

咸蓄淡灌溉工程；我国水

利史上首次出现的块石砌

筑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

　 灌溉、阻咸、泄洪，同时为宁波提供了

生活水源，使临海平原得以迅速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８ 郑国渠 公元前 ２４６ 年
陕西省

泾阳县
黄河流域

无坝引水

灌溉
９７ ０００ 引水堰坝

　 我国最早的大型无坝引

水灌溉工程之一；我国第

一个现代化灌溉工程；淤
灌改良盐碱地；多沙河流

水资源利用的典型案例

　 引蓄灌排结合，是关中地区最重要的

灌溉工程，促使关中八百里秦川地区成

为古代中国的粮仓；颁布的水利法规体

现了“水权”的意识。

９ 槎滩陂
南唐周矩

（９５８ 年）
江西省

泰和县
长江流域

有坝引水自流

灌溉结合
３ ３００ 引水堰坝

　 灌区内分布众多湖塘，
湖塘与渠系相连，共同组

成长藤结瓜式的灌溉调蓄

系统

　 灌溉、防洪、调蓄。 保证了泰和县农田

旱涝保收；工程管理运行方式对当今有

借鉴价值。

１０ 太湖溇港
始于春秋时期，
南宋时成熟完善

浙江省

湖州市
长江流域 引水灌溉 ２８ ０００ 储水工程

　 节制太湖蓄泄的水利工

程体系；竹木透水围篱技

术；桑基鱼塘应用广泛

　 灌溉、排水、蓄水，实现了区间水量调

节，使太湖平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水稻

生产地和输出地；桑基鱼塘造就了中国

的“丝绸之乡”；生动阐释了人与自然相

互依存的文化形态。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引黄古灌区
西汉年间（公元前

１２２－１１７ 年左右）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黄河流域

无坝引水

灌溉
５５２ ０００ 引水堰坝

　 渠首长达数公里的抛石

导流堤劈河引水；灌溉实

行先下游后上游的用水原

则，即封俵制度

　 引水、灌溉、防洪。 曾是西夏党项人的

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西夏的立国之本；
工程能够有效调节引水位，保证下游灌

溉及防洪需求。

１２ 汉中三堰 西汉初年
陕西省

汉中市
长江流域 引水灌溉 １４ ５００ 　 引水堰坝

汉中三堰秉持官、军、民共

同经营的原则，工程官督

民修，对水利工程的管理

具有深远影响

　 引水灌溉，兼顾防洪。 渠系互相连接，
形成有机整体进行灌溉，使汉中盆地成

为秦巴山区重要产粮区；宋朝工程保证

了军饷供给；大量碑刻记录了工程发展，
是灌溉工程历史上的“活化石”。

１３ 黄鞠灌溉工程
隋朝黄鞠

主持修建

福建省

宁德市

东南沿海

诸河流域
自流灌溉 １ ３３３ 引水堰坝

　 南方山丘区水利工程和

民间自筹修建、政府指导

管理的典型工程

　 除灌溉农田、保证生活用水外，还利用

水位差进行农副产品和粮油加工，实现

了灌溉工程的多功能利用。

２０１８ 年

１４ 都江堰 秦昭王末年
四川省

成都市
长江流域 自流灌溉 ７１０ ０００ 引水堰坝

　 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无坝

引水工程

　 兼顾灌溉、防洪、水运，造就了成都平

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

景象，使成都平原从 ２ 世纪起便成为中

国西部的粮仓，奠定了成都在中国西南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体现了古代

中国水利工程的卓越成就；是人与自然

可持续发展的工程典范。

１５ 灵渠 公元前 ２１４ 年
广西

兴安县
长江流域

自流灌溉和

提水灌溉结合
４ ３３３ 引水堰坝

　 大小天平；铧嘴保证来

水三七分流，引入南北两

条渠道

　 保证灌溉及防洪安全，为兴安地区的

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能够满足通

航要求，是岭南地区与中原沟通的战略

要道；如今灌区农业年产值约 １３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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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我国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分类比较

入选

时间
序号 名称 建设年代 地理位置 所在流域 灌溉方式

现灌溉面

积 ／ ｈｍ２
工程类型 工程特色 作用与效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姜席堰 元朝至顺治年间
浙江省

龙游县

东南沿海

诸河流域

有坝引水

灌溉
２ ３３３ 引水堰坝

　 古代山区河流引水工程

的典范；局部位置通过子

堰抬 高 水 位， 调 节 引 水

灌溉

　 灌溉防洪。 对龙游县的农业和经济发

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其成为浙江省重

要的粮食产地； 兼顾航运、 市政用水

功能。

１７ 长渠
春秋中期

战国晚期

湖北省

襄阳
长江流域 引水灌溉 ２０ ０００ 引水堰坝

　 长藤结瓜式灌溉的典型

代表

　 工程因战争而建，引蓄灌排，结合防

洪，是襄阳平原重要的灌溉工程；１２ 世纪

成为南宋与蒙古对峙的军饷供给基础。

２０１９ 年

１８ 河套灌区 秦汉时期 内蒙古自治区 黄河流域
自流引水

灌溉
６８０ ０００ 引水堰坝

　 我国最古老的超大型千

万亩灌溉之一，多泥沙河

流引水灌溉、大型河流上

无坝引水；干旱区大型灌

溉盐碱化防治；灌区可持

续运营管理的典范

　 灌溉防洪。 内蒙古高原最重要的粮食

产区和生态屏障，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

明碰撞的产物；渠系工程优化了当地的

自然环境，灌区沿岸的生态环境得以改

善；如今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油基地。

１９ 千金陂
唐咸通九年

（８６８ 年）
江西省

抚州市
长江流域

有坝引水

灌溉
１ ４６６ 引水堰坝

　 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

重力式干砌石江河制导

工程

　 起到稳定河势、引水灌溉、供水防洪和

船舶通航的作用，使抚州成为赣抚平原

的重要粮仓；体现了古代水利工程受益

各方的“权、责、利”的结合。

　 　 灌溉工程的建设与时代需求有密切关系。 建设始于先秦

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工程，主要出于富国强军的政治

军事需要，具有战略意义，诸如郑国渠等灌溉工程的建设是部

分诸侯国用于牵制秦国的武器，在当时农田水利已成为农业生

产的命脉［８］ 。 两汉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并
且水利科学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出现了汉中三堰等工程。 隋唐

前期，北方生产力水平较高，但后期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

江流域转变，南方得到了大力发展，修建了千金陂、黄鞠等灌溉

工程。 到北宋时期，熙宁年间出现了兴修水利与淤灌的高潮，
包括著名的拒咸蓄淡工程木兰陂［９］ 。 唐宋以后，灌溉工程的修

缮、维护与管理得到不断积累和完善，《水部式》等水规水法应

运而生［１０，１１］ 。
１．２．２　 工程特点

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分布地域广泛，地形地貌复杂，气
候环境多样，相应地出现了坝、水库、坑塘、堰、配套渠系工程以

及水车、桔槔等原始提水工具，表明我国古代人民对不同自然

环境水资源的不同利用方式。 郑国渠渠首沿等高线布置，测量

水平高超，将泾河、洛河之水引入渭河，保证下游的灌溉。 古代

灵渠最重要的功能是航运，沟通湘江漓江，弯曲开凿以减缓比

降，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文化往来［１２］ 。 诸暨井灌运用水井和桔

槔，搭建简便，成本低廉，在地下水丰富地区普遍应用［４］ 。
１．２．３　 价值传承

灌溉工程遗产见证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变，具有丰富的

科技文化遗存，深厚的遗产价值内涵。 都江堰建设于先秦时

期，其遵循“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理念，现在仍是非常重

要的治水思想；它山堰堰体之间采用糯米浆进行固定，并且沿

用至今，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北宋时期出现专管水利的官吏，莫高窟遗留的唐代《水部式》，
说明我国自古以来便有着先进的管理制度［１１］ ；木兰陂修筑木

兰石像、东风堰遍布文献碑刻、都江堰的清明水节，都是灌溉工

程遗产附属价值以不同方式的传承。

２　 我国灌溉工程遗产价值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科技得到大力发展，新型灌溉技

术不断涌现，但灌溉工程遗产作为仍在发挥效益且具有可持续

的灌溉价值的水利工程，是经过历史、时间检验的优秀的水利

工程，其中蕴含的科技、文化、历史等价值是其根本所在，灌溉

工程遗产是国家牢固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是实现中华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行动指南［１３］ 。

２．１　 科技价值
灌溉工程遗产能够延续至今并仍能发挥一定的水利功能，

离不开工程合理的规划布局、巧妙的结构设计、优秀的水工技

术及先进的管理制度等方面。 都江堰依靠鱼嘴、宝瓶口与飞沙

堰三大主体工程，合理引入岷江水，解决水患问题，使成都平原

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１４］ ；诸暨井灌系统由古

井、桔槔与灌排渠系组成若干个单元进行灌溉，桔槔借助杠杆

原理实现简易提水，古井反滤层由碎砂石组成，设计科学，分布

合理，同时相对独立的灌溉单元使水资源分布相对公平，便于

协调管理［４］ ；它山堰独特的堰体施工技术与现代土力学理论相

符，非等厚堰体设计能够有效处理不均匀沉陷，堰底斜向上游

增加堰体抗滑稳定性，微拱设计增强结构稳定性，使其成为我

国目前仍在使用的最早的大型条石砌筑结构拦河堰［１５］ 。

２．２　 历史价值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与灌溉文化相关的人类活动表

现出了灌溉工程发展的相关信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这些

信息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灌溉文化发展历程，能够更全面有效

地了解灌溉历史，进而传承宝贵的历史价值［１６］ 。 东风堰位于

长江支流青衣江夹江段，穿千佛岩而过，千佛岩岩壁千仞，有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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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历史古迹，隋代摩崖造像数千余尊，体现了与农业文明相容

的宗教文化［５］ 。 秦朝郑国渠开创的引泾水利工程历史悠久，渠
首位置不断迁移，直到现代的泾惠渠，持续灌溉关中平原地区。
郑国渠各个渠首遗址都反映了当时的工程措施与设计思想，以
及黄河流域的开发过程，是我国水历史上一处宏伟的“水利断

代博物馆”，为开发多泥沙河流提供了宝贵经验［８］ 。

２．３　 文化价值
在长期的灌溉文明发展进程中，各地区形成了特有的文化

基因和精神信仰［４］ ，从而反映一定的文化形态，包括工程附近

的建筑形态，民风民俗，管理法规等。 都江堰渠首用特有的“杩
槎截留法”筑成临时围堰，维修内江时拦水入外江，维修外江时

拦水入内江，清明时节祭祀李冰父子，拆除杩槎，到公元 ９７８ 年

开始形成了一年一度的清明放水节，一直延续至今［１７，１８］ 。 溇港

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特有的水管理制度衍生出了区

域性水神崇拜和传统节日，各楼房口门和村镇附近至今仍保留

有古寺，用来缅怀和追忆先人，祭雨祀晴，水车号子等灌溉节日

仍在举办，生态清淤、肥泥培桑等技术依然在使用［１９］ 。 浙江诸

暨井灌在发展的过程中与越文化相结合，衍生出了具有浓郁区

域特色的“拗井”文化，并在当地的民谣、戏剧中有所体现［４］ 。

２．４　 经济价值
灌溉工程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对遗产的开发利用

过程中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和附加效益。 直

接经济价值主要有灌溉、防洪、供水等；间接经济价值包括旅游

开发、产品增值等［２０］ 。 紫鹊界梯田因地制宜进行灌溉，打破了

大于 ２５°不宜修建梯田的普遍认知，大部分区域能够实现自流

灌溉，排水顺畅，灌溉面积 ６ ０００ 余 ｈｍ２。 与此同时，为了迎合

旅游市场需求，农户重拾日渐衰微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注

入了大量的地域文化特色，生产的部分产品已取得国家有机、
绿色和地理产品的标志认证，形成了政府、企业与农户共赢的

新局面［２１］ 。 东风堰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供水、发电等水利

功能，灌溉面积五千余 ｈｍ２，复种指数达 ２．６８，具有很高的灌溉

效益，目前，在保护开发的基础上，正在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与现代观光农业等［５］ 。

２．５　 生态价值
灌溉工程遗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也

具有重要价值，对人类社会有突出的环境价值，体现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工程理念。 它山堰工程建成后，灌区由原来洪

水、咸潮侵袭之地变为旱涝无虞的农田，后续开挖的渠道将整

个鄞西平原的水系很好的沟通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鄞西平

原的水环境，为区域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纵横的河

网为当地塑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形成生动的水文化景观，南
塘河进入宁波市区后，汇成日湖、月湖，既保证了水源，也为宁

波城市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１５］ 。 太湖溇港在特定的自然条

件下，通过水利工程措施，完善了区域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圩田

农业生态环境，利用众多湖漾，枢密有度的骨干溇港和“横塘纵

溇”的独特格局，急流缓受，级级调蓄，有利于扩散山洪激流，增
加排洪能力，同时这种独特的水利系统也催生了桑基鱼塘、桑
基圩田的形成，建成了良性生态循环系统，成为了现代河湖连

通的典范［１９］ 。

３　 我国灌溉工程遗产的问题分析及保护与利

用策略

　 　 目前，申遗成功的灌溉工程都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有关遗

产价值及其保护工作的研究正在有序开展，以保护为主的开发

模式也在稳步推进。 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部分工程在现代

化进程中仍然存在问题，因此亟须提出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
促进灌溉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利用。
３．１　 部分灌溉工程存在损毁问题，需采取多元化保护

手段
　 　 工程损毁主要有自然损毁和人为损毁两方面。 自然损毁

以槎滩陂为例，当地雨季洪水对古坝的冲刷和侵蚀较为严重，
加之年代久远，未得到及时专业的维修养护，部分设施老化，致
使工程脆弱，难以承受山洪、泥石流等灾害［２２］ 。 人为损毁又可

以分为建设性损毁与保护性损毁，前者是盲目的追求城镇化推

进与区域经济开发，只注重眼前利益导致的，如安徽芍陂［２３］ ，
蓄水面积在逐年减少；后者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盲目扩建或改

造，忽略遗产价值导致的，例如通济堰改造过程中，部分工程使

用了现代水泥材料，破坏了传统的生态环境［３］ 。 鉴于损毁原

因、保护利用要求有所不同，保护手段应多元化。 例如槎滩陂

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较为严重的灌区，应对薄弱部位进行加固整

修，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同时加强当地的气象预测，提前做好防

范工作；木兰陂等原始工程基本无法正常使用，现代化工程已

建成的灌溉工程，应保留其地理位置和附属遗产，侧重遗产属

性的发扬；紫鹊界梯田这类主体结构相对完整的灌溉工程，应
以保护为前提进行适度开发利用。
３．２　 灌区面临环境污染问题，需加强污染防治与监管

由于部分居民环保意识相对薄弱，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导致

水质、土质受到污染，从而影响灌区生态环境。 例如，太湖溇港

部分圩区面积缩减，存在水质污染问题 ［１９］ ；通济堰也由于环境

污染问题，部分灌溉工程和农业景观受到负面影响。 需进一步

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管和巡查，同时鼓励民间参与监督，政府和

民间共同参与控制环境污染，加强防污治污，对企业进行污染

排放抽查，不达标企业关停整治。 要加强遗产灌区生态修复与

环境保护的相关研究，为灌区环境改造提升提供参考借鉴［２４］ 。
还可以划分灌区与居民生活区的边界范围，对灌区周围的村

落、道路进行整治，促进灌区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３．３　 统一管理机制尚未建立，需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

部分灌溉工程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经济文化较古代发生了

巨大变化，传统的民间参与管理模式已经改变，用水户对工程

及用水管理的实质性参与逐步退化，且灌溉遗产涉及多部门、
跨行业，出现了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管理缺失、专业人员

匮乏等问题。 建议以水利部门为核心，协调各个机构，成立灌

溉工程遗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工程的规划、保护利用，适时邀请

相关领导、专家、群众多层次参与，根据工程的类型、内容、价值

等不同方面，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和管理条例，明确各部门职

责。 管理部门要加强队伍建设，开展文物、遗产保护工作的知

识普及活动；要确保员工待遇，积极引进并留住技术型、知识型

人才，开展信息化管理；积极开展区域巡查，强化执法力度，加
强灌区科学协调管理。 同时可将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利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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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政项目，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引入资金，推动生态旅游业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１６，２５］ 。
３．４　 资源开发效率不高，需以申遗为契机推动资源开

发利用
　 　 目前对于遗产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但遗产同时也

具有很好地教育意义，不仅能够灌溉农田，还蕴含了古人的智

慧与文明发展，无论在科学文化还是社会经济方面，都饱含了

浓浓的爱国情怀与历史文化［２６］ 。 例如郑国渠遗址博物馆将郑

国渠的建设原因、设计原理、渠首现状及未来规划等作为展示

项目，生动地诠释了我国古代水工技术的发展以及灌溉工程的

重要性，有存史、资政、启智、育人的作用。
作为灌溉工程的水利功能延续，更多的还应该包括遗产所

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各地区可借申遗成功为契机，整合区域

内的遗产资源，将灌溉工程建设成为集历史人文、技术普及、文
化教育、生态建设、环境美化等于一体的复合型工程，全民参与

遗产保护，实现历史文化与社会效益的积极互补，为遗产保护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３．５　 宣传推介力度不够，需大力发扬遗产价值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都是水利工程的典范，灌区内自然人文

景观比比皆是，但由于缺乏整体策划与宣传媒介，人们对水利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性认知不足，给工程的可持续发

展带来不利影响。 而与灌溉工程遗产类似的农业文化遗

产［２０］ ，重视与其他遗产项目的交流，持续与世界银行、世界自

然基金会等机构合作。
灌溉工程遗产作为我国灌溉工程的名片，人人都有义务对

其进行宣传，要以灌溉工程为平台，人文景观为载体，申遗成功

为契机，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同时维护传统的工程结构、风
俗，弘扬其历史价值，以保护为前提不断优化灌区景观生态，大
力发展灌区旅游业，同时大力挖掘工程内涵及价值，通过主题

教育、文化展览等发扬其遗产价值［２０，２７］ 。
３．６　 未申遗的工程重视程度不高，需加强对灌溉工程

的研究力度
　 　 因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我国古代水利工程呈现出形态多样

的工程形式，从西北的坎儿井到中原地区的陂塘，从西北的堰

坝到东南的海塘，各具特色又因地制宜，不少水利工程至今仍

在发挥作用［２８］ 。 但就目前来看，人们对这些工程的重视程度

还不够，调查不够全面，相应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保护开发体系

的构建还有待完善。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评选使我国古老的农业灌溉文明在

世人面前展现，可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程普查，在灌

溉工程遗产的申报安排、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宣传展示、示范

推广以及政府引导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对灌溉工程进行科学

评估，确定分区、分类、分级保护重点，展开具有针对性的保护

开发［２９－３１］ 。

４　 结　 语

灌溉工程遗产具有灌溉工程与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是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保护与利用灌溉工程遗产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对农业灌溉文化更好的传承与复兴。 本文以我国

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主要对象，分析了灌溉工程遗产的

特点及价值，总结了保护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保护利用策略。
（１）目前我国入选的 １９ 处灌溉工程遗产在建设时间、地理

位置、灌溉方式、主要功能等方面各具特色。 我国灌溉工程分

布广泛，结合建设时代和工程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

古代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以及水工技术和管

理制度的发展。 申遗成功促使有关专家学者对灌溉工程更加

深入的研究，探讨灌溉工程的特点，价值体系等，与之相结合的

保护开发策略相继提出，对其他灌溉工程起到了参考借鉴作

用，有利于灌溉工程可持续的保护与利用。
（２）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大多是对某项灌溉工程的研究、

单一学科角度的研究，多学科、整体性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

范围、方法等都比较有限，需要借鉴其他类似世界性遗产的研

究经验，分析灌溉工程遗产的特点，完善灌溉工程遗产的理论

方法体系。
（３）灌溉工程遗产体系规模庞大，情况复杂，当前的保护与

开发面临工程主体损毁、环境污染、管理机制不统一、开发效率

不高、宣传力度及重视程度不够等不足之处，面对上述问题，应
在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中秉持延续灌溉工程和文化遗

产并重的基本原则，逐步建立完善统一的管理机制、技术指标

体系；针对现状统筹规划，实现多元化保护，加强防污治污，加
强监管力度，逐步推进各项保护工作；结合现实需要跨学科开

展理论基础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加大对灌溉工程遗产的展示宣

传，提高认知度，增强全面保护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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