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唐運河新知 
  運河運輸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下至清代才見式微。隋代

二帝為達成統一大業，開鑿五條運河，連接南北；唐代乃至之後的時代也是依賴著運

河達到了政治和經濟文化的大一統，可說運河與朝代憂戚與共，對歷史發展影響深遠。 

 

  運河不只是一條河流，其沿線古蹟豐富，有橋樑、倉窖、民宅、古塔、城址等，

這些都是文化的瑰寶。為配合主題，本文將抽取隋唐糧倉及柳孜遺址，以文物角度敘

述隋唐的運河歷史。 

 

 

甚麼是隋唐運河？ 
 

  運河是人工開鑿的河流。隋代興修的五條運河，沿用至唐，此變動不大，故以

「隋唐運河」概括之。 

 

隋文帝時期建廣通渠與山陽瀆1： 

 

 584年設廣通渠，連接大興至潼關。 

 

 587年設山陽瀆接通山陽至江都段；605年重修。 

 

 605年隋煬帝即位，立東都洛陽，建立其餘三條運河： 

 

 605年設通濟渠，洛陽至盱眙2段。 

 

 608年設永濟渠，連接洛陽與涿州3。 

 

 611年建江南運河，江都、餘杭4互通。 

 

                                                
1 音毒 
2 音虛兒 
3 今北京 
4 今日杭州 



 

 

  除廣通渠以外，其餘四條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相互銜接。5唐代基本沿用隋運河，

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疏通，如四疏汴渠、6五浚山陽瀆、7三治江南運河等工程。8 

 

 

 

隋代的運河有甚麼歷史意義？ 
 

  中國的運河開鑿工程始於春秋，但這時所修的河道只屬地區性質，並未跨越全國，
9直到隋代，運河工程才得以實現。隋運河全長 5000里，溝通了黃河、淮河、長江、錢

塘江和海河五大水系，將河南、河北、江蘇、浙江等地緊密扣連起來，是中國歷史上

首次將南方重要農業產區與中原政治中心和北方軍事重鎮連成一體，10應是當時世界

最長的運河。11 

 

  隋運河體系開啟後世治河的傳統。唐開國以來投放不少資源疏通運河，促進經貿

文化交流，累積財富，締造「開元盛世」。北宋都城汴京便是得益於隋唐運河，成為

貿易之都，這可參考〈清明上河圖〉的章節。明清時期開通京杭大運河，令運河網絡

涵蓋的地區更廣泛。 

 

  建設運河工序複雜，不但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時間，還須要動用龐大的民力，所以

修築運河也成為統治者集權和威信的象徵。那麼為甚麼歷代有開鑿和維護運河的傳統？

運河又為統治帶來甚麼好處？下將探討。 

 

 

 

為甚麼要開鑿運河？ 
 

  漕運比起陸運的遞送量更大，方便長途運送如木材、糧食等的重物。不但如此，

漕運也能縮短運輸時間，使君主能更有效地運用全國資源，比之陸路運輸更符合經濟

效益。所以儘管開鑿及維護河體的支出甚高，統治者不計成本都要打通各地運河。 

 

                                                
5 任紫鈺，〈淺談隋唐大運河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中國文化遺產》，2016年 05期，頁 108-113 
6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遭運》，（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52-55，汴渠即隋通濟渠，該

渠接通黃河，故有泥沙沉積，在唐有四次疏通工程 
7 同上註，頁 55-58，唐初長江江面收窄，長江以南不能行船，故要修築 
8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遭運》，（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58-63 

9 同上註，頁 15 
10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 07期，頁 46 
11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遭運》，（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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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楊堅得北周靜帝禪讓，在 581 年建隋，但是時天下尚未統一，仍有南陳等政

權的存在。隋文帝在建國後三年下令開通運河，不難想像建構運河網絡最初始的目的

是達致國家的大一統。以下將從政治及經濟文化兩個層面，配合文物以作解釋。 

 

 

（一）建設運河有甚麼政治誘因 ？ 

 

  政治的統一，既包括剛性的擴展國土、維護主權，又可指軟性的宣示權威和穩定

資源供應、確保民生的政策。隋運河兼具此三者，可謂是隋最重要的基建。 

 

 

  擴展國土、維護主權 

 

  上文提及，隋文帝最先建設的運河是廣通渠，這條運河連接首都大興至潼關，潼

關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所以這次的建設應是為了確保關中東部的安全，守護首都。 

 

  三年後隋文帝又下令開鑿山陽瀆，學者認為此次建造是預備伐陳，為運送兵糧物

資，山陽瀆竣工之後，隋文帝便大舉出征。12 

 

  江南是陳朝的中心地帶，誠需收攏以穩定政局，所以又開通了其餘通往南面的運

河。隋滅陳次年，江南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叛亂，隋軍平亂所用時間比滅陳還要長。13

因此，隋文帝令楊廣坐鎮江南達十年，14目的就是為了監察江南，防止叛亂勢力死灰

復燃。 

 

  學者認為江南是隋代水上軍事要地，開鑿南方運河是一種準備。15江南地區河網

交織，當地人擅長造船，一旦叛亂，水戰是其特長；戰之不及還可以避於海上孤島。
16比如開皇十年（590 年），高智慧17叛亂，戰敗後就逃至海上。因此，要徹底消滅叛

軍，必須出動水軍。18 

 

  「從平陳，到楊素平亂，隋軍或從海上，或從山陽瀆入揚子，前往江南」。19建

設江南運河是最直接掌管這片水域的方法，即使有叛亂，軍隊及物資都可以第一時間

到達，在軍事上鞏固政權。 

                                                
12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遭運》，（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26 
13 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4年 04期，頁 15-27 
14 同上註 
15 同上註 
16 同上註 
17 高智慧（？-590 年），越州會稽人，隋朝初年江南地區叛軍首領。開皇十年（590 年）起兵反叛，自

立為帝。隋文帝楊堅派遣名將楊素、大將軍李景前往鎮壓。高智慧節節敗退，被斬首於泉州 
18 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4年 04期，頁 15-27 
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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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示權威： 

 

  隋煬帝建設三條運河，且沿河建設奢華的行宮，方便自己南巡玩樂，可謂是勞民

傷財的反面措施，為後世所詬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運河的建設連接南北水陸網

絡，隋煬帝認為「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

見，此何理也」20，指出統治者必須巡視國都，親自體察民情。南巡之事可反映他有

統一國家的自覺——繼承傳統，借出遊宣示個人的權威，穩固統治地位，加強民間的

向心力。21 

   

  穩定民生： 

 

  同時，搭建水路也有助解決首都糧食供應的不足，從而穩定民生，達致社會安寧。

隋都大興位於西安，關中平原群山拱衛，易守難攻，確保政治的穩定。魏晉南北朝連

年戰亂導致大量人口南遷，令人口急速上漲，誠需依賴其他地方運輸物資。22因此，

隋煬帝才會在即位之後立刻建立東都洛陽，便是為日後運河的工程鋪路。江南在中國

有「糧倉」的美譽，其氣候相對暖和濕潤，長江也較黃河穩定，便於農業種植。在

605年至 610年間，隋煬帝一連開鑿的通濟渠、永濟渠和江南運河，這三條運河互通。

運河體系由江南延伸開來，連接北方及關中，將南方的糧食送往各地，以解決糧食不

足問題。 

 

 

為甚麼我們知道建設運河是為了確保糧食供應？ 

 

  學者指出隋代兩位君主都在運河附近，尤其是洛陽修建大量的糧倉，積穀防飢
23。近年考古挖掘得以證實運河是運送糧食的重要渠道。以下將以黎陽倉、回洛倉和 

含嘉倉為例，加以說明。 

 

 

  1. 黎陽倉遺址 

 

                                                
20 《資治通鑑》，卷 181，大業五年三月 
21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4 年 04 期，頁 15-

27 

22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遭運》，（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28 
23 曾謙，〈隋唐洛陽運河體係與漕糧運輸〉，《農業考古》，2013 年 01 期指出：「洛陽的漕糧運輸從

隋文帝開皇年間就已開始。隋文帝定都長安以後，鑑於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

備水旱」（卷五十三《 食貨志》頁 1365）的困境，決定從關東的河南、河北地區轉輸糧食至京。於是，

隋開皇三年（583 年）在黃河沿岸的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在衛州境內置黎陽

倉。與此相配套，還在渭河南岸修建一條全程三百餘里的廣通渠，以加強關中地區的糧食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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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陽倉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永濟渠沿線唯一的大型轉運糧倉。24黎陽倉城依山而             

建，平面近長方形，東⻄寬 260 米、南北殘長 300 米，目前探明儲糧的倉窖有 80           

餘座。25 

 

  建倉時間及使用時間：隋文帝 583年，且沿用至初唐。26 

  位置：河南省濬縣城東關大伾27山北麓，東鄰黃河故道，西距永濟渠約 1.5 公               

里。28 

 

 

為甚麼黎陽倉遺址可以作歷史研究的材料？ 

 

  倉城遺蹟出土了不少帶「官」字款板瓦，29可見這是一個官倉，用於政府儲糧而

非民間私自存取。其面積之大、且規劃良好，證明隋政府主動建倉，良好利用運河網

絡有意識地儲存糧食。 

 

 

  2. 回洛倉遺址 

 

  建倉時間及使用時間：建於隋煬帝 605至 606年間，一直使用至初唐。30 

  位置：洛陽城北 1200米。31 

 

  考古發現的倉窖數量 700 座左右，是現時發現倉窖數量最多的古代糧食倉儲遺               

址。32倉城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 1140 米、南北寬 355 米，且有寬 3 米的城牆。中         

部為管理區，東西為倉窖區，存儲糧食為黍。33 

 

 

  3. 含嘉倉 

 

  建造時間：隋煬帝 605年，唐代繼續擴建。 

                                                
24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 07期，頁 48 
25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 07期，頁 48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 

《中國文物報》，2015年 1月 9日 8版 
27 音披 
2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 

《中國文物報》，2015年 1月 9日 8版 
29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 07期，頁 48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 

《中國文物報》，2015年 1月 9日 8版 
31 同上註 
32 同上註 
33 同上註 



 

 

  位置：洛陽城內 

 

  含嘉倉作為儲糧城要晚於回洛倉，但儲糧基地已經從洛陽城外轉移到城內。34

「整座倉城佔地面積達 43 萬多平方米，共探明 287 座糧窖，四周有城牆和城門，內部

十字形大街將倉城分為庫區、生活管理區和漕運碼頭區。同時也是唐代最大的官倉」
35 

 

 

我們怎麼判斷這是含嘉倉？這對研究隋唐歷史又有甚麼幫助？ 

 

  含嘉倉出土的銘磚長 32.5厘米，厚 6.5厘米，可見的文字為： 

 

「含嘉倉東門從南第二十三行從西第五窖，△△蘇州通天二年粗糙米白多 

一萬三△十五石△內右聖歷二年十一月八日納了」 

 

  上述的銘磚清晰交代了倉庫的名稱，也有明確時間指出糧食是在唐代武周時期收

納。銘磚上刻錄著糧窖的位置、糧食品種、數量、來源地等，帶出該倉的糧食來源地

分佈在大運河沿線。36 

 

 

糧倉怎樣建設？糧食是怎樣保存的？ 

 

  學者認為現時「發現倉窖的形制基本相同」37：「均呈口大底小的圓缸形。在修

建時一般先夯38實窖的底、壁，並火燒烘乾，再用土和黑炭拌成的混合物塗抹做防潮

層，鋪設木板和草再裝糧食。窖頂用木板搭架，再鋪以很厚的草蓆、塗上混合泥，搭

建成一個類似房屋一樣的坡屋頂。這樣的封存方式可有效防止雨雪、潮濕對糧食的影

響，儲糧時間一般可達 10年以上」。39 

 

 

小結： 

 

  糧食是國家發展的必需品，保持穩定的供應有助達致社會安寧，維護民生；反

之，遇上災荒國家的糧食短缺，便需要大量向下徵納，百姓收成不足尚且未能應付生

活，還要被迫上繳，容易產生反叛情緒，動搖政權。 

 

                                                
34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 07期，頁 46 
35 同上註 
36 同上註，頁 47 
37 同上註，頁 46 
38 音坑 
39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 07期，頁 46 



 

 

  是次抽取的三個倉城都是在運河附近，黎陽倉位於永濟渠，而回洛倉和含嘉倉都

在運河網絡中心點——洛陽，可見隋代運河的建設方便了儲糧，在基礎上達致穩定的

糧食供應，對維護民生和應付危機有重大作用。 

 

  不但如此，隋建設的糧倉到唐代仍持續使用，其存糧量之大、倉庫規劃之精細以

及選址均見政府對儲糧一事十分重視。 

 

  另外，糧倉的庫儲也是透視隋唐社會的優質第一手史料，它們的存在告知後人—

—隋唐兩代的糧食類型。比如黎陽倉窖內近底部有為帶殼的粟、黍及豆殘存，40而回

洛倉藏黍、41含嘉倉則有白米的記錄，42這些證據揭示了隋唐的飲食文化與生活模式。 

 

總括而言，運河的建設是政治統一的必要措施，有軍事用途及民生用途，方便監

視南方，兼具進攻與防守功能。 

 

 

（二）建設運河有甚麼經濟和文化誘因 ？ 

 

  運河的建設不只為方便統治者監察與宣示權威，這也是國力的指標，屬於軟性宣

傳，在經濟文化上促進南北大一統。運河遺址歷經時光的洗禮已經所存無幾，但近年

考古挖掘有一重大發現——柳孜43遺址，向我們還原隋唐運河之一的通濟渠到底運送

甚麼物品。 

 

甚麼是柳孜集遺址？ 

 

  柳孜集（又名柳孜或柳孜鎮）位於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境內，44是淮北隋唐大運 

河的遺址，被確定為 1999 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其在 2014 申遺成功。學者認為「柳

孜是隋、唐、宋三代，淮北大運河岸邊的一個重要集鎮，既是漕運中轉碼頭，又是較

大的商品集散地」。45 

 

 

柳孜集有甚麼考古發現？ 

 

                                                
4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 

《中國文物報》，2015年 1月 9日 8版 
41 音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

址〉，《中國文物報》，2015年 1月 9日 8版 
42 含嘉倉出土的銘磚 
43 音之 
44 今泗永公路 
45 楊忠文，《中國隋唐大運河 淮北新韻》，（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頁 103 



 

 

  柳孜挖掘出眾多文化遺物、八艘唐沉船遺骸和碼頭遺址。42 該遺址出土大量生活

用具，以瓷器所佔的比例達八成五，46專家鑑定這些器物的製作時代涵蓋了隋唐至元

代，瓷器的來源為南北的著名窯口，47涵蓋安徽、淮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

河南、陝西、河北等地。48瓷器中生活用具包括食具和寢具，以飲食器具中碗、盤、

盞類易碎的消耗品最多。49 

 

  除了陶器之外，還有挖掘的品種眾多，另有鐵器、銅錢、石器、骨器等文化遺物，

在歷史上十分罕見，下將歸納舉例： 

 

 娛樂用具：陶球、陶鈴、骰子、瓷圍棋子、象棋子、石球、石錠50 

 武器：鐵矛51 

 俑：人俑及動物俑52 

 飾品：骨簪、銅簪、木梳53 

 

  不僅以上文物，另一枚刻有「緘滕」的殘石印章更是向人揭示沿河貨物具私人交

易性質。印文鑿刻深度 0.5 厘米，印面 4.9 厘米，厚 1.7 厘米。該石的材質為廣東肇慶

端溪紫石。印面為圓角方形，印邊較寬，印文部分殘破，但仍可辨認出為「緘滕」二

字。54「緘滕」一詞在《辭源》有「封存」的意思，所以應是防止貨物私自拆封而印

在封泥上一種取信之物。55 

 

 

 

柳孜集出土的文物反映甚麼？ 

 

1.柳孜出土的文物多樣化，基本為消耗品與消費品，當中以瓷器餐具佔量最多。瓷器

的製作需經歷複雜的工序，加上又是易碎品，在這種情況下柳孜集仍挖掘出大量的瓷

器，這便直接向我們披露了當時社會的優渥，肯定了隋運河的建設為唐代奠定物質基

礎。 

 

                                                
46 陳超，〈安徽隋、唐、宋古運河遺址考古研究〉，《中國港口》，2019年 S1期，頁 91-98 
47 同上註 
48 同上註，指出瓷器的產地為安徽的壽州窯、蕭窯、繁昌窯；淮北烈山窯；浙江的越窯；江西的吉州

窯、景德鎮窯，福建的建窯，湖南的長沙窯、岳州窯，河南的鞏縣窯、鈞窯、鶴壁窯、界莊窯，陝西的

耀州窯、黃堡窯，河北的邢窯、定窯、磁州窯等 
49 陳超，〈安徽隋、唐、宋古運河遺址考古研究〉，《中國港口》，2019年 S1期，頁 91-98 
50 陳超、宮希成，〈安徽柳孜隋唐運河遺址第二次考古發掘〉，《大眾考古》，2014年 03期，頁 14-15 
51 同上註 
52 同上註 
53 同上註 
54 楊忠文，〈隋唐運河遺址出土的“緘縢”石印〉，《收藏界》，2010年 05期 
55 同上註 



 

 

2.挖掘的文物來源地遍及五湖四海，以南方最多。可見運河網絡促進了南北資源互通，

交通往來便利，且有利於商業交流和文化融合。 

 

3.「緘滕」印章的發現或證明部分貨物並非官用，而是民用，即代表隋唐運河有很高

的開放性，政府對商業發展持支持的態度。 

 

 

 

總結 
 

  中國的運河古已有之，但隋朝是歷史上第一個建運河將南北連接起來的朝代。建

設運河的目的是為了達致軍事、政治及經濟文化上的大一統，出土的文物證明了這些

理念的實踐確具成效。 

 

  糧倉的發現主要論證了隋唐重視糧儲的政策，這也再次認證運河網絡有助於集合

和囤積南方各地的糧食。柳孜遺址則披露隋唐時期經濟的強大及高度自由，也進一步

說明了物產富庶的南方城市正不斷加強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從上可見，運河對隋唐政治及經濟影響確實不可忽視。遺憾的是，隋從建立到滅

亡只經歷兩代，僅僅 39 年便亡國了，而花費甚巨的運河網絡，也是為唐的繁盛「作嫁

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