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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黃河的關鍵﹕在中游吃淨水沙資源

  1

自 1946 年黃委治黃以來﹐已過一個甲子。在此期間﹐黃河伏

秋大汛沒有決口﹐看起來成績不小﹐但代價也很大﹐其結果是黃

河河床不斷淤高﹐這為未來埋下了很大隱患。解放以來﹐黃河大

堤已經四次全面加高培厚﹐耗資無數﹐其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

而防汛壓力卻越來越大﹐其最明顯的標誌就是所謂的“小水大

災”。更有甚者﹐自 1970 年代中期以來﹐黃河下游“二級懸河”

和主槽淤積的局面日益嚴峻﹐這在黃河幾千年的歷史上是從未有

過的。這些事實說明﹐原有的這條治黃道路已經走到盡頭。近幾

年的調水調沙﹐似乎給了一些人一點希望﹐然而當小浪底的死庫

容一旦淤滿﹐這個希望最終還是靠不住﹔很明顯﹐在黃河上用幾

                                                        
1 本文為鄧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之第 53 篇（香港大風出版社 2010 年 5
月出版）。 



十億立方米水送一億噸沙子入海﹐這樣的路是走不遠的﹔而挖河

減淤﹐更是由於無法遏制下游河道淤高的萬般無奈之舉。 
此時此勢﹐不由得使人想到東漢王景治河﹐歷時不過一年﹐

而後黃河下游安瀾八百年。撫今追昔﹐怎不令吾輩汗顏﹐安敢再

笑古人乎﹖見賢思齊﹐改弦易轍﹐此其時也﹗ 

 

 

東漢王景治河﹐歷時僅一年﹐而後黃河相對安瀾八百年﹐有

九百多年未發生大改道（黃河自周定王五年第一次改道﹐平均每

一百年發生一次大改道）﹐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成就﹐至今仍可

稱得上是空前絕後。其中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很值得我們

當代人深思借鑒。筆者不是研究黃河水利史的專家﹐僅就已有的

材料做了一些整理﹐歸納如下。東漢孝明帝永平 12 年﹐令水利專

家王景治黃﹐此前黃河已泛濫了幾十年。他率幾十萬軍民工﹐修

汴渠治黃河歷時一年﹐用費億錢。此後﹐河行新道﹐維持了九百

多年未發生大改道﹔是時﹐汴渠成為東通江淮的主要水道。2 王

景的主要工作是修建了自滎陽至千乘的黃河大堤﹐治理疏浚了東

漢漕運主要通道汴渠﹐而後黃河相對安瀾八百年﹔據分析這與王

景所選定的東漢故道河身較短﹐地勢較低﹐因而行河路線較優有

關（這種作法大大緩解了溯源淤積﹐從而使黃河下游河道的淤高

過程明顯延長。— 筆者註）﹔另外“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

所描述的可能是一種利用沿河大澤放淤的工程措施﹐這對於延長

行河年限也有一定的作用。3 這種措施是利用兩岸低地放淤沉沙﹐

                                                        
2 詳見崔宗培：《中國水利百科全書》﹐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6 年。 
3 詳見趙文林主編：《黃河泥沙》﹐黃河水利出版社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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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水從上游出來在低處沉澱泥沙﹐清水再從下游回注主槽﹐從而

提高了水流的挾沙能力﹐可使主河道的沿程淤積明顯減輕。 
以上所述主要是從工程的角度看問題﹐但據黃河水文﹑植保

專家的研究﹐從王景治河至隋代的五百多年間﹐為黃河史上又一

階段。其特點是黃河下游河患相對較少﹐在此期間﹐黃河中游地

區大暴雨的記錄較少﹐這一時期黃河下游有分支流（如汴水。—
筆者註）﹐兩側又有較多湖泊窪地（可供分洪放淤之用。— 筆者

註）﹔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時黃河輸沙量的減少﹐否則﹐

王景所開新河道也會很快被淤積﹐從而使其河床不斷淤高﹐降低

其泄洪能力。這一時期黃河輸沙量的減少並不是推論﹐而是有以

下諸條事實：即在這一時期黃河水清的記載較多﹐且有“黃河清

復清”的民謠流傳﹔這一時期黃河輸沙量的減少主要歸因於黃土

高原人口的減少﹐植被得到一定恢復。4  
但為何在這一時期黃土高原人口減少﹐且植被得到恢復呢﹖

據任美鍔先生的研究：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位於我國北方的草

原帶和農牧交錯帶﹐在歷史上每當這裡的農牧界線北移南遷﹐都

對當地沙漠南侵與水土流失產生深刻影響﹐並間接影響黃河下游

的安危。從戰國到秦漢﹐此間經過多次移民墾殖﹐原來完好的草

原和森林被當年生栽培作物所取代﹐農牧界線一度移到陰山以北﹐

但因開墾而加強了土壤侵蝕﹐並造成黃河下游水患頻繁﹔而開墾

的耕地最終也因強盛的風沙侵擾而被拋棄。東漢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即王景治河後的第 69 年。— 筆者註）以後﹐移民屯墾停

止﹐農牧界線隨之南移﹐恢復了戰國後期的情況﹐入黃泥沙減少﹐

黃河下游亦長期安瀾。安史之亂後﹐農牧界線又迅速北移至河套

以北﹐大片草原又變為農田﹐又一次加劇了水土侵蝕﹐黃河下游

                                                        
4 詳見孟慶枚主編：《黃土高原水土保持》﹐黃河水利出版社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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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增多。五代﹑兩宋至元﹑明時期﹐農牧界線一直遊移於陝北

和內蒙之間。直至清乾隆之後﹐農田植被更逐漸推移至陰山以北﹐

這時﹐整個草原幾乎全部被當年生栽培農作物所取代﹐水土流失

嚴重﹐陝北風沙加劇﹐黃河下游水患頻繁。5 另有研究表明：從

北宋開始﹐黃土高原出現了開墾坡地的紀錄﹐這標誌著黃土高原

土地開墾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水土流失量明顯增加﹔到北宋末

年﹑南宋初年﹐黃河南決侵淮﹐歷時八百多年。 
綜上所述﹐王景一年治河而後黃河安瀾八百年的主要原因有

以下幾條：第一﹐在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上牧進農退﹐多年生植

被普遍恢復﹐大暴雨較少﹐致使入黃泥沙明顯減少（這是非工程

措施 — 實際上是一次大規模﹑長歷時的自然的源頭治理﹐它與

王景無關﹔由此可見王景的運氣實在太好了）。第二﹐另開新河﹐

緩解主河道的溯源淤積。第三﹐整修黃河大堤﹐疏通主河道﹐提

高行洪能力。第四﹐利用沿河窪地引渾放淤回注清水﹐明顯緩解

了主河道的沿程淤積。極而言之﹐這四條已盡含治黃之扼要﹐如

此﹐方能一年治河而收八百年安瀾之宏效。反觀現代治黃﹐歷時

60 餘年﹐費盡無窮財力﹐而黃河下游竟出現了從未有過的二級懸

河﹐可謂每況愈下﹐能不令人汗顏﹗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要提出來：即在王景治河後的五﹑六百年

間﹐為什麼大暴雨較少﹖眾所周知﹐在黃土高原的若干個流域內﹐

一﹑兩場大暴雨（24 小時降雨 100 毫米以上）就能完成整個流域

全年入黃泥沙輸移量的 60~80％﹐這被稱之為超滲產流﹑汛期集中

輸沙。而只要降雨較為均勻﹐即使土壤沒有多少植被覆蓋﹐也產

生不了很大的水土流失量﹔因為乾涸的黃土來得及吸收均勻的降

                                                        
5 詳見任美鍔：《中國自然區域及開發整治》﹐科學出版社 1992 年。 
 

 4



水﹐地表徑流較少﹐形成不了超滲產流﹐泥沙也就失去了搬運它

們的主要動力。 
古氣候的研究表明﹐從兩漢（溫暖時期）﹑三國（寒冷時

期）﹑兩晉（溫暖時期）﹑南北朝（寒冷時期）至隋唐中期（溫

暖時期）﹐我國氣候歷經多次冷暖週期交替﹔ 6 因此﹐上述大

暴雨頻次較少的持續現象﹐應與大氣候循環變動的關係不密

切。由於一時難以作詳細的考證﹐我們提出一個合理的推斷：

即該時期大暴雨較少這一持續現象主要應為同期植被的普遍恢

復所致﹐其道理如下。 
人類活動影響局部氣候的方式主要是改變下墊面﹐這種變化

對於氣候的反饋可能加快或減緩氣候的變化。植被面積的增加降

低了地表反射率﹐增加地表對輻射的吸收﹐使輻射平衡性增大﹐

溫度變化趨於緩和（反則反之）。最直觀的例子如：有大面積草

林覆蓋的區域較之鄰近裸地的晝夜溫差明顯變小。如此﹐強對流

天氣出現頻次降低﹐而強對流天氣正是局地暴雨形成的必要條件

之一（當然﹐其時還要有足夠的可降水量）。 

也就是說﹐植被的普遍恢復具有雙重效應：一是其本身就能

在很大程度上減少水土流失量﹔通常由草灌林覆蓋的地面較之裸

地的水土流失量要減少 60~80％。二是它通過改善氣候下墊面這一

反饋環節﹐削弱了強對流天氣生成的條件﹐從而降低了大暴雨發

生的頻次。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恐為王景治河初時始料所未及。 
然而﹐勝利者是不受裁判的﹐見賢思齊﹐此其時也﹔固執誤

見﹐遺患後世。 
 

                                                        
6 詳見劉睿：〈譚明在深藏洞底的石筍中發現歷史〉﹐《中國國家地理》200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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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920~1995 年黃河 75 年的水文系列﹐其多年平均來水量為

580 億立方米﹐來沙量為 16 億噸。其中上游（內蒙托克托縣河口鎮

以上）來水量為 307 億立方米﹐佔全河水量的 53％﹐來沙量 1.44
億噸﹐佔全河沙量的 9％﹔河口鎮至潼關間來水量 215 億立方米﹐

佔比 37％﹐來沙量 14.24 億噸﹐佔比 89％﹔潼關以下來水量 58 億

立方米﹐佔比 10％﹐來沙量 0.32 億噸﹐佔比 2％。7 這個序列在 21
世紀初經過延伸後﹐全河水量變為 540 億立方米﹐來沙量變為 13
億噸。 

林一山老在文獻 8 中提出：治黃的關鍵是在三門峽以上吃

光喝淨黃河的水沙資源﹐其標準是在平水年（即在三門峽斷面

經過還原的水量為 480~500 億立方米）﹐使三門峽斷面來沙量

降至 1.6 億噸以下（以往的均值是 15.7 億噸）﹐來水量 120 億

立方米左右。 
對此﹐有些人表示了強烈的懷疑態度﹐認為這是不可能做到

的﹐其主要的一個論據是在黃土高原植被相當好的階段﹐多年平

均來沙量也在八億噸左右（潼關或三門峽斷面）。水利部曾在 2004
年前後提出﹐在黃河中游﹐通過大規模的淤地壩建設和小流域治

理等措施﹐在 2020 年前後﹐力爭使入黃泥沙降至八億噸上下﹐恐

怕也是以此為依據。 
一方面是 1.6 億噸﹐一方面是八億噸（均為多年平均的概念﹐

潼關或三門峽斷面）﹐前者僅為後者的 20％﹐或說後者相當於前

                                                        
7 詳見崔宗培：《中國水利百科全書》（第二卷）﹐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6 年。 
8 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編：《林一山縱論治水興國》﹐長江出

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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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五倍﹐二者之間差距甚大﹐難以調和。有比較才有鑒別﹐有

鑒別才有認識。下面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通過對幾個時段黃

河來水來沙特徵的比較和鑒別﹐來認識其水沙運動趨勢發生了怎

樣的變化。 
為了便於比較﹐我們仍採用 1920~1995 年系列的兩個標準數

值：在潼關或三門峽斷面﹐多年平均來水量 498 億立方米﹐多年

平均來沙量 15.7 億噸。 
在 1980 年代以前﹐黃河流域有兩次連續五年以上的枯水段﹐

即 1922~1932 年連續 11 年的枯水段和 1969~1974 年連續六年枯水

段。上述連續 11 年枯水段﹐從國內資料看﹐該時段內長江﹑淮河

和東南沿海地區基本上也是枯水期﹔即這個時期我國基本上是大

範圍的乾旱。從國外資料看﹐這一時期青藏高原夏季季風活動較

弱﹐從而導致黃河上游降水偏少﹔此時期南極積雪量處於高值期﹐

從而使太平洋副高中心位置偏東南﹐致使黃河流域降水偏少。9 它

的重現期為二百年以上。10  
在 1922~1932 年這一時段﹐平均年來水量為 320 億立方米（陝

縣站）﹐佔 498 億立方米的 64.3％﹔平均年來沙量 11.6 億噸﹐佔

15.68 億噸的 74％﹔其中 1928 年來水量最少﹐約二百億立方米﹔

來沙量也最少﹐只有 4.9 億噸。相比較而言﹐此段減沙的幅度小於

減水的幅度。 
到了近 20 年﹐黃河來水來沙的情況﹐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如

下面的表~1﹑表~2 所示。 
 

 

 

 

                                                        
9 詳見席家治主編：《黃河水資源》﹐黃河水利出版社 1997 年。 
10 詳見陳先德主編：《黃河水文》﹐黃河水利出版社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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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987~1996 年潼關斷面水沙情況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平均值

水量（億方） 200 310 385 334 241 261 293 297 240 251 281 
沙量（億噸） 4.5 16.5 7.5 7.5 6.2 9.9 5.9 12.4 8.5 11.4 9 
數據來源：潼關水文站資料和《中國河流泥沙公報》。 
 

表~2：1997~2006 年潼關斷面水沙情況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值

水量（億方） 150 200 223 186 159 175 262 197 231 233 202 
沙量（億噸） 5.2 6.6 5.3 3.4 3.4 4.5 6.2 3.0 3.3 2.5 4.3 
數據來源：潼關水文站資料和《中國河流泥沙公報》。 
 

在 1987~1996 年﹐平均來水量 281 億立方米﹐還原水量約 458
億立方米﹐11 佔 498 億立方米的 92％﹐與平水年相比﹐略顯偏估﹔

平均來沙量九億噸﹐還原沙量 14.9 億噸﹐12 佔 15.7 億噸的 95％。

減水 177 億立方米﹐佔還原水量 458 億立方米的 38.6％﹐減沙量

5.9 噸﹐佔還原沙量 14.9 億噸的 39.6％﹐二者的減幅大體相當。從

還原水量看﹐這十年的產流比前述特枯階段高出 43％﹐但潼關斷

面的來沙量比前述階段減少了 22.4％﹐這主要是人為減水及減沙

因素所致。 
在 1997~2006 年﹐年均來水量 202 億立方米﹐還原水量約為

380 億立方米﹐13 佔 498 億立方米的 76％﹐與平水年相比﹐明顯

偏枯﹔年均來沙量 4.3 億噸﹐還原沙量 10.2 億噸﹐14 佔 15.7 億

噸的 65％﹔減沙的幅度明顯大於減水的幅度。從還原水量看﹐

這十年的產流比前述特枯階段高出近 20％﹐但來沙量比前述特

                                                        
11 黃委水科院提供的資料表明﹐在 20 世紀 80 年代龍河狀涇咸以上減水量年均為

189 億立方米﹐1990~1996 年為 164 億立方米﹐二者相加除 2 得數為 177 億立方米。 
12 詳見陳先德主編：《黃河水文》。在 20 世紀 80 年代龍河狀涇咸以上攔沙量年均

5.7 億噸﹐1990~1996 年為 6.1 億噸﹐二者相加除 2 得數為 5.9 億噸。 
13 1997~2006 年龍河狀涇咸五站以上減水量沒有數據﹐故取值同上。 
14 與註釋 12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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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階段減少了 63％﹐亦主要是人為減水及減沙因素所致。 
現在我們對相鄰兩個十年的情況作些比較。從來水量看﹐後

十年來水 202 億立方米﹐比前十年的 281 億立方米減少了 28％﹔

來沙量由前十年的九億噸降至後十年的 4.3 億噸﹐減少了 52％﹐

減沙的幅度明顯大於減水的幅度。已知兩個階段的人為減水量大

體相當﹐那麼後十年與前十年相比﹐來沙量的減小估計約有一半

左右是由自然減水因素（降水減少）所致﹐另一半由下文將要分

析的人為因素所致。 
進入 21 世紀以來﹐在七個年份中﹐除了 2003 年的來沙量為

6.2 億噸（該年黃河片的降水量﹑地表水資源量分別比多年平均值

高出 24.6％和 11％）﹐15 其他六年均在五億噸以下﹐有五年是在

2.5~3.5 億噸之間﹐這在黃河有水文紀錄以來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

的（在 1920~1996 年的 77 年間﹐只有四年的來沙量是在 4~5 億噸

間﹐其他年份均在五億噸以上﹐最高年份曾達 39.2 億噸）。 
如果說 2000﹑2001 和 2006 年這三年是黃河片的枯水年份﹐

那麼 2004 和 2005 年則是該片的平水年份﹐其來沙量年均為 3.15
億噸﹐僅相當於多年平均值 15.7 億噸的 20％。這與上文所說的平

水年潼關斷面來沙降至 1.6 億噸已相去不遠﹔因此﹐這個目標不僅

可望而且可及。為什麼會如此呢﹖且看下文。 
自 1999 年 8 月 5 月以後﹐我國從黃土高原開始了全國範圍內

的退耕還草還林﹐停止了坡地開荒﹐至 2007 年底﹐全國累計退耕

面積約 3.2 億畝﹔我們估計黃土高原要佔到一半左右。這在治黃史

上是一個歷史性的大事件。前文已說過﹐在北宋年間﹐黃土高原

上出現了開墾坡地的紀錄﹐以後此況曾愈演愈烈﹔而在約一千年

                                                        
15 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編：《中國水資源公報（2006）》﹐中國水利水電

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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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今天﹐其上坡地開墾終獲停止﹐這無疑是一次驚天的大逆

轉。 
在如此大的範圍裡實施退耕還草還林﹑封山禁牧﹑舍飼圈養﹐

稱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坡面生態治理工程。這與黃土高

原上已建的十萬餘座淤地壩（面積約 38 萬多公頃﹐1995 年數據）

互補匹配﹐相得益彰﹐從而也就從根本上消除了當地老百姓所說

的 — 光治溝不治坡﹐到頭來是個爛窩窩 — 這一軟肋﹐可謂 1＋1
遠大於 2。溝壑川臺化（淤地壩）﹑丘坡梯地化（水平梯田﹑水平

溝）﹑植被林草化﹐三化歸一﹐土不下山﹐水不出溝﹐就地吃光

喝淨黃土高原的水沙資源﹐此之謂也。 
這種效應不僅是一種理論推理﹐而是有事實作基礎的：在

1997~1999 年這三年（大規模實施退耕還林還草之前）﹐每年的來

水量均小於 2006 年的來水量（參見表~2）﹐三年年均為 191 億立

方米﹐比 2006 年少 18％﹔每年的來沙量卻均大於 2006 年的來沙

量﹐三年年均為 5.7 億噸﹐比 2006 年來沙量 2.5 億噸多出近 130％﹐

即其明證。顯然﹐這種鉅大的反差應主要歸因於前文所述的草灌

林多年生植被體系恢復的雙重效應﹐而淤地壩系統可以有效防禦

已被多年生植被降低頻次的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的水土沖刷作用。16

我們確信﹐當退耕還林草﹑封山禁牧﹑舍飼圈養﹑打壩淤地﹑

坡改梯等等這些措施堅持得愈久﹑佈設範圍愈合理﹐其減沙效果

就會愈加明顯﹔很可能用不了十年﹑八年﹐我們就會看到在潼關

斷面的來沙量降至 1.6 億噸以下。如此﹐以往治黃的大困局將全盤

皆活。 

                                                        
16 詳見柯堤：〈治黃新視野〉﹐《調查研究通訊》No.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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