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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17 年安徽霍邱縣淮河大堤的修築 
 

關傳友 

（皖西學院皖西文化藝術中心） 

 

摘要  1915—1917 年，安徽霍邱縣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淮堤修築活動，共築淮堤 160

餘裡。它是霍邱縣地方社會官、紳、民互動的結果，在一定的時期內解除了濱淮居民

的水災危害。此次工程所制訂的《堤工辦法》及《善後章程》等規章制度，對現代社

會的工程建設者及組織者仍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民國初年；淮堤；修築；霍邱縣 

 

淮河發源於河南省桐柏山區，是流經豫、皖、蘇三省的中國四大內陸河流之一，

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但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黃河大規模奪淮始，使得淮河

水失故道，改變並惡化了淮河中下游流域的生態環境，造成淮河中下游地區長期深受

洪澇災害。因此，治理淮河是元代以後統治者面臨的重要問題。本文作者根據收集和

查閱到有關資料對民國初期霍邱縣淮河堤防修築進行探討，敬請批評指正。 

 

一、淮河洪災對霍邱縣的危害及應對 

淮河自桐柏山蜿蜒東下，至三河尖始入安徽霍邱縣境，到壽州正陽關出霍邱境，

計 160 餘裡。霍邱縣位於淮河中游南岸，明中期以前受淮河洪災影響不大。明代實行

「保運護陵」的治河政策，後期河漕總督潘季馴採取「束水攻沙」「蓄清刷黃」治河

措施，清代為確保運河漕運，仍行潘季馴治河措施，不斷修築洪澤湖高家堰大堤，致

使洪澤湖底不斷淤高，淮水宣洩不暢，造成淮河中游地區頻年遭受淮水洪災。霍邱縣

濱淮地區深受淮水洪災的危害。 

灃河古稱窮水，是流經霍邱縣境的第一大河，有霍邱縣「母親河」之稱，發源於

縣境西南部山區丘陵地帶，繞縣城北下河口而入淮。自明萬曆末年，「高唐之西名關

洲者，因水漲橫流決為口」，致連淮河之水倒灌入灃河，積瀦成湖（即城西湖前

身），關洲口「西南諸保盡被淹沒，襟帶無存」，居民流離失所，損失慘重。1
 自明

末至清康熙末年一百多年間，雖然境內士民積極呼籲，上書當道，苦於財力不濟，無

力修築。雍正七年（1729），知縣張鷲捐輸養廉銀倡捐，邑人回應，築復關洲口土

堤，使淮水不再倒灌。數年之後，築復關洲口堤仍被淮河洪水沖毀，倒灌如故。乾隆

十二年（1747），知縣錢以銓「首捐資二百余金以為士民倡，從者踴躍」，於當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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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張海，薛觀光：《乾隆霍邱縣誌》卷之十，〈藝文志〉〈張鷲修築關洲口碑記〉。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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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鳩工興築，不數十日而告成，如砥如矢，其穩固也，較前數百倍」。2
 乾隆二十

二年（1757），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水災嚴重，乾隆皇帝基於「水道之

不修，救患莫如除患之永逸」，特命「部院重臣會同兩省督撫勘商幹河、支河疏濬事

宜，並檄接壤郡縣各就地方淤阻之溝渠，殘缺之堤岸，宜開宜築者，估詳覆勘，入奏

開工」。霍邱知縣劉吉根據縣內情形，「繪圖上請，允即起工」，自冬訖春，五閱月

而工竣，築淮堤西自三河尖，東至任家溝，「築成土墊二十整道，濬深溝河三道，共

計土五萬九千四百三十八方有奇，領銷國帑六千四百八十四兩有奇」。3
 到嘉慶二十

年（1815），灃河「河道日淤，其由灃而西者自陳家鋪至關家嘴，由灃而東者自灃河

橋至臨淮岡，五十餘裡咸于地平，湖之水無以達於灃，灃之水無以達於淮，而城西遂

匯為巨浸」，形成為如今的城西湖，出現了「縣西之關家嘴、陳家鋪，縣東之花家

岡、莫家店、臨淮岡諸保，周圍百里，其地皆膏腴可耕，盡棄在汪洋大澤之中」的慘

景。4
 嘉慶、道光、同治年間，曾對局部地域進行修築活動，不足於改變濱淮地區屢

受淮患的無盡災難。 

 

二、霍邱淮堤的醞釀與修築 

民國二年（1913），孫中山、黃興領導國民黨組織的「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

命令其大將倪嗣沖積極領兵鎮壓安徽境內的主要反袁軍事力量——討袁軍，統一了皖

省全境，出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於蚌埠開始了其長達八年的督皖時期。身為阜陽人

的倪嗣沖出於桑梓恩情，十分重視安徽水利的建設，尤其是對淮河的治理。民國三

年，設立安徽省水利局，負責興辦全省水利事宜，並於蚌埠設立水利分局。是年八

月，倪嗣沖令鳳陽縣等縣共同辦理導淮事宜，並諮複全國水利局「關於辦理導淮事

宜」，5
 準備大舉修築潁上縣淮、潁堤工及湖堤溝閘。同年八月三十日，倪嗣沖向大

總統袁世凱報告「本年安徽連遭風雹旱蝗災，遍及全省，懇請賑災。袁世凱令財政部

速撥銀元 3 萬元，自己捐銀 5000 元，緊急救災」。6
 四年（1915）二月倪嗣沖任督辦

皖北工賑事宜，開始巡查各地，決定興辦水利工程以賑濟災民。倪嗣沖於該年七月向

北京政府報告「至七月五日，現在工程告竣者計：蚌埠至懷遠堤工二十五裡，峽山口

至魯家口堤工四餘裡，八裡垛至三河尖堤工二百里，新河工程九十餘裡」。同時倪認

為：「統計各河用款約在三百餘萬，迭飭切實核減，必須百萬以外。本年五十萬元，

斷難敷用。擬請將明年應撥之四十萬元改於今年秋間提前先發，庶幾易於竣事。」7
 

霍邱縣的淮堤就在此背景之下醞釀並修築。 

倪嗣沖準備修築潁上縣淮、潁堤的消息傳入霍邱境內，長期深受淮河水患的北鄉

士民群情激奮，紛紛上書縣府，要求修築霍邱淮堤。時任霍邱縣知事（縣長）的何則

賢在向省府轉呈霍邱縣地方士紳李灼華、劉燨等稟稱：「霍邱與潁上接壤，中隔淮
                                                           
2 清張海，薛觀光：《乾隆霍邱縣誌》卷之十，〈藝文志〉〈張海修築關洲口記〉。 
3 清陸鼎敩，王寅清：《同治霍邱縣誌》卷之二，〈輿地志五〉〈水利〉〈劉吉霍邱縣濬築河堤碑記〉。江蘇

古籍出版社（南京），1998 年。 
4 清陸鼎敩，王寅清：《同治霍邱縣誌》卷之二，〈輿地志五〉〈水利〉〈汪移孝灃河當浚議〉。 
5 李良玉：《倪嗣沖年譜》，黃山書社（合肥），2010 年，頁 91。 
6 李良玉：《倪嗣沖年譜》，黃山書社（合肥），2010 年，頁 89。 
7 〈倪嗣沖報告查驗皖北河工及地方治安情形致徐世昌函〉(1915 年 7 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

藏，檔案號：一○四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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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潁居淮北，霍居淮南，地勢低漥，河腹淤淺，一遇水漲盡成澤國，連歲偏災實由

於此。上自三河尖起，下至溜子口止，計長二百四十裡，舊有堤埂以資保障。歲久失

修，全歸傾圮。紳等每遇規復舊制，因經濟困難，工程浩大，進行不易，因而中止。

茲聞將軍倪奉命督辦皖北工賑，騶從過潁，委員查勘，拔款興辦。第念淮水為患，兩

岸相同，若僅築北岸堤埂，而置南岸於不顧，則潁之獲良多，而霍之受害更重，必須

雙方兼顧，同時並舉，俾得利益均沾，藉免以鄰國為壑。擬請委員會紳勘丈估土，或

就舊存遺址繼長增高，或就新起平沙創修經始。何處宜通，則濬深以疏急溜；何處宜

塞，則築實以遏橫溜，必因地以制宜，必及時而奏效，庶乎兩淮赤地共免其魚之。嗟

萬姓蒼生永息哀鴻之歎，況此青黃不接之際，民不聊生，以工代賑，尤為一舉兩得。

謹就管見所及，繪圖貼說。」8
 此呈得到了縣知事何則賢的大力贊同並支持，其稱：

「淮水發源桐柏，會合眾流，由豫達皖。霍邱西北之三河尖為淮水入皖首當其衝，迤

邐至溜子口出境，入壽縣界，綿亙二百餘裡，計長四萬三千二百丈，河寬二十丈或十

餘丈不等，北屬潁上，南屬霍邱。每遇當淮水發漲，奔騰浩瀚，一望無涯，沿河田廬

悉成澤國。舊有堤埂建自前清乾隆，代遠年湮，久已廢棄，自非築堤防禦，不足以資

保障，而救昏墊。該紳等以潁之北岸現既拔款築堤，若將霍之南岸棄而不治，將來大

流南趨，勢必以鄰為壑，亦系實在情形。明知財政困難，工钜費繁，自非咄嗟所能立

辦。然兩岸相形，利於彼則損於此，雙方兼顧，自宜同時並舉，方足以禦水患而救民

生，在大憲一視同仁，原無分淮南淮北，而下邑頻年受害，實不啻己溺己饑。茲㨿該

紳李灼華、劉爔等聯名稟懇前來，可否乞籌拔钜款，委員估修之處，理合繪圖，㨿情

上陳。」9
 呈報到安徽督軍倪嗣沖處，獲得了其同意，列入了此次修築計畫。倪嗣沖

委派「黃道尹家傑蒞縣會勘，上自三河尖起，下至溜子口止，綿亙一百六十餘裡，繪

具圖說」，10
 準備擇時開工。在即將興工之際，南鄉管、胡、竇、臺等宗族的族紳認

為築堤與他們無關，聯名以築堤「毀莊稼、壓土地，勞民傷財」為由，也稟告到倪嗣

沖處，極力反對築堤。北鄉士紳蔣紫攀（開徑）、劉舜臣等據理力爭，並獲督軍府軍

機處批示：「不分崗灣，縣南縣北，全力以赴築淮堤」。11
 爭議才得到平復。 

根據工程技術人員的實地勘查測量結果，設計「堤岸頂寬一丈，底寬四丈，高一

丈，險要絕口皆層加樁木，繼增內堤，並改皂溝村保堤線工程，綜計需土方不下百餘

萬」。12經省府批准後，全縣上下動員組織民工，全力以赴，「經始於民國四年十一

月，次年五月將竣，旋遭大水損毀。至六年五月始，一律得臻完固。」13
 歷時近二

年，才得以完成這一浩繁工程，實現了「迄今變斥鹵為膏腴，其利之溥孰甚焉」。14
 

 

三、霍邱淮堤修築的特點 

（一）官方力量與民間力量互動的結果 

                                                           
8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民國十七年稿本。 
9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10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11 劉早雲：〈民國四年修淮堤始末〉，《安徽文史資料全書·六安卷》，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2005 年，

頁 483。 
12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13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14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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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經濟學家翼朝鼎先生在論述中國歷史上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發展的關係時指

出：「發展水利事業或者說建設水利工程，在中國，實質上是國家的一種職能，其目

的在於增加農業生產量以及為運輸，特別是為漕運創造便利條件。諸如灌溉管道、陂

塘、排水及防洪工程以及人工水道等，多半都是作為公共工程而建造的。」15
 因此許

多重大水利工程已經「遠遠超出了農民或個體商人的能力，除非利用集中的資源和國

家的權威，不然是不能完成的。」16
 民國四年至六年間，霍邱淮堤修築工程對全縣而

言，是造福於民眾的一項工程浩巨的民生工程，毫無疑問是需要官方力量的強力介入

才能夠完成。這個官方力量就是國家權力代表的袁世凱北京政府、倪嗣沖督導的皖省

政府及霍邱縣府，批准修築計畫，修築工程實地督查，撥付「以工代賑」款，「先後

支用省頒工賑款七萬有奇」。17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官方力量介入地方社會事務的能力有限，地方社會的公共民

生工程都一般委託於地方士紳代為管理，官方僅行使督導之責。美國史學家彼得 C·珀

杜在研究明清時期的洞庭湖水利史時指出：「整個中國的水利在保證地方糧食供應方

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北部，沿河的堤壩控制著洪水，而水庫貯存著稀少的降

水。中國南方有著豐富的河流湖泊，農民利用堤壩防禦難以預料的洪水和確保水的供

應。清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對於主要水利工程的建設與維修。官方通常並不獨自

從事大規模工程，而主要依靠地方士紳與土地所有者們的合作。」18
 民國初年霍邱淮

堤的修築完全是地方士紳主導的結果。據民國《霍邱縣誌》載：「邑人以西北濱淮地

漥，聚處其中者數千戶，屢被淮患，集議興復堤防。工程艱钜，擬請頒省款協助。知

事何則賢，繼任者易翔，亟知水利之重，贊成之。」「是役也，易翔為總辦，邑人蔣

開徑為會辦，襄辦者陳國磐、裴景升、鄒宗魯、曾昭孔、鐘嘉彥、馬祖述，上下分局

段長劉勳芳、薛廷楨，皆不避勞怨，董率勸導。」19
 文中何則賢和易翔二人均是先後

擔任霍邱縣的知事，其他均是霍邱縣的地方士紳，為此次工程出力較多。特別是會辦

蔣開徑（紫攀）、總段長劉勳芳（舜臣）貢獻最大。蔣紫攀，霍邱西鄉人，宣統己酉

拔貢，曾任安慶官紙印刷局局長，民國初霍邱縣著名的敷文學校創辦者。其十分留心

家鄉水利，並沿淮勘查，草擬築堤治水規劃，呈書當道。工程獲批後，擔任會辦，上

下聯繫，動員組織築堤民工，實地督查工程品質，三年中席不暇暖，勞盡心力。劉舜

臣，霍邱縣西北鄉人，官宦世家，出任工程總後勤兼總段長，負責官員接待及議事支

出費用，大部分資財都花費於築堤工程。二人築堤治淮事蹟深得霍邱縣人愛戴，當時

有民謠唱到：「蔣紫攀，半拉天，治淮打堤保平安。自從淮堤打好後，不再南逃北奔

去討飯。」「劉舜臣，肚量寬，治淮打堤走在前。出錢出物心甘願，窮了自家富了大

                                                           
15 翼朝鼎著，朱詩鼇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

1981 年。頁 7。 
16 翼朝鼎著，朱詩鼇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頁 7。 
17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18 [美]彼得·C·珀杜：〈明清時期的洞庭湖水利〉，《歷史地理》第 4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4

年，頁 215。 
19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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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灣，劉家圩成了治淮的大飯店。」20
 霍邱縣地方士紳承擔了工程的社會動員、工程

質量監督、堤工的組織與管理、後勤保障等主要任務。 

霍邱西北鄉、北鄉濱淮地區的居民因長期飽受淮水氾濫之災，雖屢有築堤之念，

但因財力不濟，無力修築。此次淮堤修築活動都積極參與，有錢出錢，無錢出力，

「灘地按畝出夫無論矣，即崗地在遠保者，亦皆不分畛域出夫，以促成此舉。」21
 誠

如民國時期著名水利專家盧仰清先生所說：「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婦孺鹹知講求水利

避免水患，為農業上根本要圖，故與農業有關之防水工役，每群策群力，不令而

行。」22
 

由上所見，霍邱縣淮堤的修築是霍邱縣地方社會全力以赴，是官、紳、民積極互

動的結果。 

（二）制訂了嚴格的管理制度 

為了確保霍邱淮堤修築的成功，承擔實施淮堤工程組織者的地方士紳在官府的大

力支持下，制訂了極為嚴格的管理制度。本文作者在《皖西水利規約的探析》一文中

曾有涉及，主要包括《堤工辦法九條》和《善後章程二十條》。明確了修築淮堤的堤

工責任。 

《堤工辦法》對淮堤修築的目標及參加修築堤工的責任義務規定極為明確完備，

有力確保了修築工程的展開。首先規定對淮堤修築實行分段施工：「此次修復淮堤分

為四段，由臨水集起至陳寸村止為第一段，又由陳寸村起至茶湖村止為第二段，又由

茶湖村起至五廟灣止為第三段，又由五廟灣起至新店鋪止為第四段，以便分段照

料。」 

對城西湖入淮口則規定：「任家溝口、新河上下口，均系宣洩湖水故道。惟任家

溝口內低而外高，有時湖水不能外泄，一遇淮水驟漲，反向內灌。今議決將任家溝口

仍行堵塞，以免淮水內灌，開放新河上下口，以洩湖水。開放新河上下口洩水，固屬

便利。但於新河一帶地畝，又恐受湖水浸漫之患。今仍照前議，加修內堤，其應需內

堤經費，除要求省長按土方拔發工款外，不敷之數，由湖水經過新河入淮一帶受益

保，分地畝均攤。」 

對各段段長的職責有「每段應由沿淮各保董公舉一人，充當段長，擔任本段內派

夫、督工照料各事宜，每月酌給火食公費，以專責成」的規定。 

對各段民夫及各保承擔的築堤任務則規定：「各段內議定出夫，同力合作，其合

作保分如左：一由臨水集起至陳寸村保止，其決口沖刷處，歸臨水集、張家塘、尚義

村、三河尖、三塔村五保出夫，同力合作。二由陳寸村起至官舟口止，其決口沖刷

處，歸陳寸村、皂溝村、六莊村、朱寸灣、茶湖村、薛家觜、新河洲七保出夫，同力

合作。三由官舟口起至五廟灣止，所有汪家集、龍池店決口，歸官舟口、龍池店、汪

家集三保出夫，同力合作，其沖刷仍各歸各保自決。又下河口、任家溝兩保決口暨沖

刷甚钜者，歸下河口、任家溝、臨淮岡三保出夫，同力合作。四由五廟灣起至新店鋪

                                                           
20 劉早雲：〈民國四年修淮堤始末〉，《安徽文史資料全書·六安卷》，頁 483。 
21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22 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2011

年，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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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其平漫處歸五廟灣、田家岡、代沖澗、新店鋪、尚善村、吉水灣、桑林鋪、溜子

口八保出夫，同力合作。前項各段民夫作工使土之處，應由各段段長會同各保董於插

工時，勘酌土勢指揮，就近取土，以免爭執。」 

對築堤民夫經費支出則有「沿淮民夫災苦已極，所有修復淮堤請由工賑項下，按

照土方拔錢，以示體恤。民夫應領土方錢，仍照原定章程，按三期分領。由各保保董

經手，填寫三聯總領字，並置署名畫押，以備報查」的規定。 

對施工的工期則規定：「全堤凡應行修復決口、平漫暨沖刷甚钜，由公家拔款

者，均定於六年一月一日開工，三月底一律告竣。其沖刷甚微，由各保自行擔任者，

亦限定同日竣工，不准藉故推諉。稍有遲延，均責成各保保董擔負完全責任。」 

此外，對堤內官荒也有規定：「堤工開辦後，所有堤內官荒應請委查丈，變價歸

公。收入荒價分為三成，以一成為堤工局經費，歸還該局借款，並查丈官荒開支；以

一成留作常年保堤經費，其餘一成，別充公用。」23 

以上足見該辦法對淮堤修築的目標及參加堤工的責任義務規定極為明確完備，有

力確保了修築工程的展開。 

為「防患於未然」，確保所修築淮堤能夠長期發揮有效作用，還制訂了《善後章

程二十條》。該章程規定淮堤的管理職責主要有： 

縣屬淮堤既荷省長拔款修復，所有修復一切善後事宜，自應責由地方擔負。淮堤

線綿長，不得不分段分保公相保守，以專責成。 

沿淮有堤各保，分屬於西一、西三、北一，三區之內。自此次修復後，應按三區

所屬保，分劃為三大段，以資統率。其應分段落如左：一由臨水集起至六莊村止，屬

西三區，為第一段；二由朱寸灣起至官舟口止，屬西一區，為第二段；三由汪家集起

至新店鋪止，屬北一區，為第三段�。每段設總董一人，每保設堤董一人或二人，副堤

董二人。 

每段總董一人，即以該區團總兼充；每保堤董即以該保保董兼充，其副董二人由

堤董會同總董，另行公舉。均由知事加以委任，以專責成。 

凡關於沿淮全堤應行一切事宜，皆由該三段總董統籌計畫，督促進行。凡關於各

保淮堤應行一切事宜，均由各保堤董督率指揮，完全負責。 

沿淮之堤屬於某保界內者，即責成某保出夫看守。其出夫人數，應由堤董、副堤

董按照保內堤線之長短，或按地畝、或按居戶，酌量情形，秉公分派。總以出夫人數

足敷分配，看守界內淮堤為限。 

薛家嘴、新河洲、臨淮岡三保界內，雖無淮堤，而確系受堤益保分，因距堤稍

遠，除尋常看守不負責任外，遇有水勢吃緊，或歲修時，均得出夫協助前項。協助地

點應由本段總董擇緊要處所派之。 

各保界內之堤於此次工竣後，均責成該保堤董督令有地頭各業戶，均在堤之內外

遍插柳樹，並於堤身兩面栽插荻草，以禦風浪。 

各保界內應由堤董督率民夫，在於堤上，按照每一裏路遠，搭蓋草庵一間，以作

看堤之用。其搭庵之多寡，應以堤長若干裡為斷。 

                                                           
23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 期（2019 年 12 月） 

46 

各保內堤長若干裏，應由堤董、副堤董酌量分為數小段，並于段內派一牌長，以

便分段照料，督夫看守。所有牌長、民夫姓名，應先行造冊，送縣備案。 

各保派出看堤民夫，除臨時吃緊不計外，其尋常職務如左：一不准牲畜至堤踐

踏，二照料沿堤栽種樹草之蓄養，三堤身如有雨擊崩陷之處得隨時培補，四每年春、

冬兩季農隙時，得同力加高培厚，擔任歲修。 

各保看堤民夫，遇有陰雨連綿，或河水稍漲，應由牌長督率民夫，預備樁、箒、

鍬、擔，輪值住堤，按段看守以防不虞。如遇淮水盛漲，或河水淹抵堤底時，應由牌

長督率在堤輪值民夫，無分風雨、晝夜，各按各斷輪流梭巡，加意防範。如有沖崩或

生水漏之處，立即設法堵護，並報告堤董、副堤董核辦。24
  

實行分區分段管理，對段長（董）、堤長（董）、牌長、民夫的職責均作出了不

同程度的規定。 

為確保以上管理職責得到較好執行，對違反規定者，則分別不同情況、不同人

員、不同時間，給予較為嚴厲的處罰。其規定有： 

各保輪值看堤民夫，如遇吃緊不敷分配時，應由牌長堤董、副堤董，招集全保民

夫協助。如有與第八條，應協助保分相近者，並得報告總董招集，一併協助。 

各段牌長及輪值民夫，如有急於看護，或遇緊急，而不及時報告堤董，致堤有沖

決，應責成該段民夫及牌長賠補。 

不輪值民夫及協助保分保董民夫，遇有應行協助時，不應堤董或總董之招集，應

指名呈請罰辦。若因不應招集，致堤有沖決，除懲戒外，並分任培補之責。 

各保堤董、副堤董對於各保民夫或協助民夫，均有指揮糾察之責。如遇吃緊之

時，並得沿堤親自督率。或瞻徇敷衍，致堤有沖決，應歸堤董、副堤董擔負責任。 

各保因看護淮堤應需經費，暫由各保擔任。俟清出官荒後，再行酌量拔給。 

修築淮堤係為沿淮灣保保守民產，除卻水患起見，純系民堤性質。以後加高培厚

及一切歲修，均歸沿淮受益各保，自行擔負。25
 

（三）現代水利科學的運用 

中國現代水利科學最早是由「外國技術專家引進的，不久全國就掀起強烈的學習

願望，促進了國內技術人員的成長。」近代中國著名實業家和工業家張謇「先後建立

了第一批培訓中國學生的水文測試機構，爾後創立了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培養的畢業

生成為中國訓練有素的水利工程師」。26
 民國三年，皖督倪嗣沖成立的安徽水利局測

量事務所工程技術人員大都來自於西方國家所派技師的指導和培訓，他們利用現代水

利科學對淮河水利工程建設進行科學測繪，編繪工程圖說，計算淮堤工程的工程量。27
 

霍邱縣淮堤工程的勘查設計就是皖省水利局蚌埠分局黃家傑率技術人員運用現代水利

科學完成的，有效的確保了工程質量。 

 

                                                           
24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25 鐘嘉應：《民國霍邱縣誌》卷四，〈輿地志〉〈水利〉〈堤岸〉。 
26 美大衛·艾倫·佩茲著，姜智芹譯：《工程國家：民國時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江蘇

人民出版社（南京），2011 年，頁 37—38。 
27 水利部治淮委員會《淮河水利簡史》編寫組：《淮河水利簡史》，水利電力出版社（北京），1991 年，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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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民國初年霍邱淮堤的修築成功是霍邱縣地方社會官、紳、民互動的結

果，官方負責撥付工程費用和督導，地方士紳承擔工程的動員、組織、實施和管理，

受益居民出工出力。到 1931 年淮河流域大洪災的發生，淮堤工程部分區域遭受破壞，

霍邱淮堤修築後十幾年間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應十分顯著，在一定程度內消除了濱淮

居民的水災危害，避免了因水災發生而流離、居無定所的嚴重慘境的出現，頻受水患

的耕地能夠得到有效耕種並確保豐收。淮堤築成後的堤內無主荒灘地，被官府招佃墾

種而變為良田，成為地方社會的一筆重要收入來源，一部分作為淮堤工程的維護費用

支出，一部分作為地方政府的公用支出。但也有不少官荒被境內豪強巨紳強佔，北洋

軍閥張敬堯家族就霸領了較大面積的官荒，直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勝利之後，才被

地方政府沒收歸公。民國初年的霍邱淮堤修築是民國期間該縣唯一的一次大規模全面

修築活動，當時國家的時局艱難，皖西地區長期飽受戰爭的摧殘，大規模淮堤建設因

經費嚴重缺乏而無力開展，直至 1950 年代才得到了根本改變。但此次霍邱淮堤工程的

修築也有不少值得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如地方民間社會力量（主要是地方士紳）的

全面介入、工程建設所制訂的《堤工辦法》及《善後章程》等規章制度，都是值得現

代社會裡的工程建設者及組織者所借鑒的。但必須指出的是此次霍邱淮堤的修築堵塞

了霍邱灃河的入淮河口任家溝口、新河口，致使城西湖水不能與淮河連通，喪失了灃

河的航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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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Huai River Embankment in Huoqiu 

County Anhui Province from 1915 to 1917 

 

Chuanyou Guan 

(West Anhui Culture and Art Center, West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1915 to 1917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oqiu county has carried out a large-

scale construction of huai dyke, more than 160 Chinese mile of Huai dyke built. It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officials, gentry and people in huoqiu county,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flood damage of the residents in along the Huai river was relieved. Regulations 

such as "Measures for Dike Construction" and "Regulations for Rehabilitation" formulated by 

the project, it still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s and organizers of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uai Dyke; Construction; Huoqiu Cou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