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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與資源運用：解讀長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許振興博士 
 

一、 導言 
就新高中《中國歷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的「課程內容」選修部

分「歷史專題」單元二「地域與資源運用」有關「長江與資源運用」此「學習

重點」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1. 「地域與資源運用」 

強調空間的概念，研究資源如何促進地域的發展。（《中國歷史課程及

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頁 22） 

2. 「長江與資源運用」 

六朝以來，隨著江南農田水利、手工業與工商業不斷發展，中國經濟及

文化重心逐漸南移，長江流域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區域。南宋國都臨安

的建置與發展，從不同層面見證了江南水利建設、農田開墾、人口繁

衍、市鎮勃興、工商繁盛、文化薈萃的成果。（《中國歷史課程及評估

指引（中四至中六）》，頁 25） 

 

二、 概論長江 
1. 長江的發源、長度、幹流、支流與流域面積。 

2. 長江的名稱：起初叫江，後來叫大江、揚子江。如今的規範名稱為： 
從源頭到楚瑪爾河口，叫沱沱河； 
從楚瑪爾河口到玉樹的巴塘河口，叫通天河； 
從巴塘河口到四川的宜賓，叫金沙江； 
從宜賓直到入海口，叫長江。 

3. 長江的幹流分為上游、中游與下游： 
從江源到湖北的宜昌，叫做上游； 
從宜昌到江西的湖口，叫做中游； 
從湖口到崇明島，叫做下游。 

4. 長江把中國四大淡水湖中的洞庭湖、鄱陽湖、太湖串聯了起來，猶如長

藤結瓜，形成了龐大的長江水系。 

5. 每年把相當於黃河 20 倍水量、達 1 萬億立方米的水注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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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江的自然環境與水利開發 
1. 長江流域的自然環境 

2. 長江流域的水利開發 

 

四、 江南開發與經濟重心南移 
1. 「長江」與「江南」 

2. 「江南」的範圍：氣象、地理、文學、語言、政治、經濟……。 

3.  江南開發的緣起與特點，如：土地開發與高效利用、水利興修與土地灌

溉等。 

4.  經濟重心南移的衝量準則，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人口的分布與數

目、生產發展的持久力與穩定性、是否已取代舊有的經濟重心等。 

5.  經濟重心南移過程的起始與完成。 

6.  經濟重心南移的客觀條件，如：舊有經濟重心的破壞、勞動力的遷入、

運河的發展等。 

7.  經濟南向發展與經濟重心南移的分別。 

8.  經濟重心何以南移？何以不向他方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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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選錄 
 

一、 雷海宗編著《中國通史選讀》 

當初的中國限於黄河流域；春秋時代長江流域漸漸同化。珠江流域的中國化還

是秦并天下後的事。 

 

二、 錢穆《國史大綱》 

中國史的主要部分，兩漢以前偏在黄河流域。東漢一代，西北進展衰息，東南

開發轉盛。曹操依次蕩平北方群雄，獨留下長江流域的吳、蜀，這證明北中國

之疲弊，與南中國新興勢力之不可侮。東晉南渡，長江流域遂正式代表著傳統

的中國。 

 

三、 雷海宗編著《中國通史選讀》 

漢人渡江是出於不得已，野心較大的人總希望不久能恢復中原。但南渡的人實

際上沒有真正收復失地的能力，即或收復也沒有繼續保持的把握，并且一般的

人也沒有再回中原的意志。同時北方外族中的野心家卻希望能克服長江的天險

而吞併整個的中國，但這也是時勢所不許。 

南北分立的局面漸漸確定，較近的將來無從打破。 

江南雖未受胡騎踐踏，但二千年來以中原為政治文化重心的古典中國至此已成

過去。然而在此後二百年間南北分裂、胡華對立、梵漢合流的黑暗中，卻孕育

著一個新的中國。 

 

四、 雷海宗編著《中國通史選讀》 

經過南北朝時代的移殖開拓，東南一帶不只文化地位提高，經濟上的位置也日

見重要。隋唐時代東南的漕運成了維持京畿的必需條件；此後凡在天下統一時

期，也無不如此。 

 

五、 《詩經‧國風‧召南‧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六、 《史記．貨殖列傳》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

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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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唐）曹鄴《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名采蘋，莆田人。開元中，高力士使閩越，見其少麗，選歸侍明

皇，大見寵幸。東西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妃善屬文，自比謝

女。性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

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 

 

八、 元稹 《和樂天秋題曲江》 

十載定交契，七年鎮相隨。長安最多處，多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菱荷秋已

衰。共愛寥落境，相將偏此時。綿綿紅蓼水，颺颺白鷺鶿。詩句偶未得，酒杯

聊久持。今來雲雨曠，舊賞魂夢知。況乃江楓夕，和君秋興詩。 

 

九、 杜甫《病橘》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所

宜。紛然不適口，豈只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

回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

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恐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

谷，到今耆舊悲.。 

 

十、 竺可楨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選自《人民日報》

1973 年 6 月 19 日） 

中國的許多方塊字，用會意象形來表示。在周朝（西元前 1066 年開始，定

都于西安附近的鎬京）初年的文件中，如衣帽、器皿、書籍、傢俱和樂器等名

稱都以“竹”為頭，表示這些東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可見周初黃河流域竹

類廣泛生長，而現在則不行了。商周時代，黃河流域的勞動人民都從事農業和

畜牧業。對於他們，季節的運行是很重要的事。人民採用各種方法來定春分，

作為農業操作的開始時期。當時位於山東近海的郯國人民，每年觀測家燕的最

初來到以定春分，但是現在家燕 3 月 22 日才到長江下游。郯城和長江下游的上

海兩地的年平均溫度相差 1.5℃，正月平均溫度相差 4.6℃。這個結果與考古時

期用竹子分佈區域變化的方法所得的結果是一致的。  

周初溫暖的氣候不久就惡化了，漢江在西元前 903 年和 897 年就兩次結

冰。但是，到春秋時期（西元前 770—481 年）又和暖了。《左傳》中往往提

到，山東魯國過冬，冰房得不到冰。周朝中期，黃河流域下游到處可以生長梅

樹。《詩經》中就有五次提過梅。《秦風》中有“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的詩

句。終南山位於西安之南，現在無論是野生的還是栽培的，都無梅樹了。而且

在商周時期，梅子被普遍用來調和飲食，因當時不知有醋。這說明梅樹的普遍

性。戰國秦漢時期，氣候繼續暖和。清初的張標研究了秦朝《呂氏春秋》中的

物候資料，認為秦時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個星期。漢朝司馬遷在《史記》中

描寫了當時經濟作物的分佈，如桔在江陵（四川），桑在齊魯（山東），竹在

渭川（陝西），漆在陳夏（今河南南部）。這些亞熱帶植物的北界比現時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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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方。西元前 110 年，黃河在瓠子決口，斬伐了河南淇園的竹子編筐盛石子

來堵口，可見那時河南淇園竹子的繁茂。 

到東漢時代，即西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於寒冷的趨勢，有幾次冬天嚴

寒，國都洛陽晚春還降霜雪，但冷的時間不長。當時，河南南部的桔和柑還十

分普遍。直到三國時代，曹操（西元 155—220）在銅雀台（今河南臨漳西南）

種桔，已經不能結實了，氣候已比司馬遷時寒冷。曹操兒子曹丕在西元 225
年，到淮河廣陵（今淮陰）視察十多萬士兵演習。由於嚴寒，淮河忽然結冰，

演習不得不停止。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記載的淮河結冰。那時，氣候已

比現在寒冷。這種寒冷繼續下來，直到第三世紀後半葉，特別是西元 280—289
年這十年間達到頂點。當時每年陰曆４月份降霜，估計那時的年平均溫度比現

在低 1°—2℃。南北朝時（西元 420—579 年），南京覆舟山築有冰房，是用以

保存食物新鮮的。那時南京的冬天應比現在要冷 2℃，才能提供儲藏需用的冰

塊。約在西元 533—544 年出版的《齊民要術》，總結了六朝以前中國農業最全

面的知識。根據這本書，當時黃河以北陽曆 4 月中旬杏花盛開，5 月初旬桑樹

生葉，與現在相比約遲了兩周到四周。此外，書中還講到當時黃河流域石榴樹

過冬要“以蒲槁裹而纏之”，也表明六世紀上半葉比現在冷。 

隋唐時代（西元 581—907 年）中，在第七世紀中期，氣候變得和暖了。西

元 650 年、669 年和 678 年的冬季，國都長安無冰無雪。八世紀初和九世紀的初

和中期，西安的皇宮裏和南郊的曲池都種有梅花，而且還種有柑桔。西元 751
年皇宮中柑桔結實，西元 841—847 年也有過結實的記錄。柑桔只能抵抗—８℃

的低溫，而現在的西安幾乎每年的絕對最低溫度都在-8℃以下。到西元十一世

紀初期，華北已不知有梅樹了。宋朝詩人蘇軾（西元 1036—1101 年）有“關中

幸無梅”的詩句。王安石（西元 1021—1086 年）嘲笑北方人誤認梅為杏，他的

詠紅梅詩有“北人初不識，渾作杏花看”的句子。從這種物候的常識，就可知道

唐宋兩朝溫寒的不同。十二世紀初期，中國氣候加劇轉寒。西元 1111 年太湖全

部結冰，冰上還可以通車。太湖和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桔全部凍死。杭州落雪頻

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據南宋的歷史記載，從西元 1131—1260 年，每十年降雪

平均最遲日期是 4 月 9 日，比十二世紀以前十年的最晚春雪約推遲一個月。西

元 1153—1155 年，蘇州附近的南運河冬天結冰。西元 1170 年陽曆 10 月，北京

西山遍地皆雪。現在，這種現象是罕見的了。福州是中國東海岸生長荔枝的北

限，一千多年來，曾有兩次荔枝全部死亡，一次在西元 1110 年，另一次在

1178 年，均在十二世紀。 …… 

十二世紀剛結束，杭州的冬天又開始回暖。西元 1200 年、1213 年、1216
年和 1220 年，杭州沒有冰和雪。這個時候，北京的杏花也是在清明開放，與今

日相同。這種溫暖氣候好象繼續到十三世紀的後半葉。因為自隋唐在河內（今

河南博愛）、西安和鳳翔（陝西）設立的管理竹園的竹監司，在宋元兩代斷斷

續續，直到明朝（西元 1368—1644 年）末年才完全停止。從此，竹子在黃河以

北不再作為經濟林木而培植了。  

十三世紀初和中期的比較溫暖的期間是短暫的，不久冬季又嚴寒了。據收

集到的記載，西元 1309 年，無錫一帶運河結冰。西元 1329 年和 1353 年，太湖

結冰數尺，桔樹再次凍死。1351 年陽曆 11 月黃河在山東境內就有冰塊順流而

下，而近年河南和山東到 12 月時黃河才出現冰塊。當時家燕在北京是 4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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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8 月初去，同現在物候記錄相比，來去各晚早一周。可見，十四世紀比十

三世紀和現時為冷。  

 

十一、 中國主要山脈分布圖 

 

因版權問題，本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十二、 諸葛亮《隆中對》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

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

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

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

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

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

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

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十三、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 

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

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十四、 兩湖山川險要、軍鎮要地示意圖 

 

因版權問題，本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十五、 《新唐書．地理志》 

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

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

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

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

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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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

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

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

十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

察如漢刺史之職。 

 

十六、 貞觀十三年十道人口分布圖 

 

因版權問題，本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十七、 隋代大運河圖 
 

因版權問題，本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十八、 京杭大運河圖 
 

因版權問題，本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