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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利工程遗产保护与管理 
 

水利史研究所   王  力 
 

前 言 

水作为地球生态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物质，

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纵观世界源流，是水势滔滔的尼罗河

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消长荣枯明显影响了巴比伦王国的盛衰兴

亡，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显然造就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摇篮，流淌在东方的两

条大河---黄河与长江，则滋润了蕴藉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楚文化。从一定

意义上说，世界文明是在水的流动中传递，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兴水利、除水害的

历史。在长期治水实践中，世界许多国家都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水利遗产。这些

水利遗产，倾注了治水者的心血汗水和聪明才智，是治水历史的浓缩，是世界文明

进程的载体。 

中国的水利事业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干栏式建筑，到传说中的夏禹决九

川距四海。可以说，水利与中华文明同时起源，并贯穿于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历代各朝都将兴水利、除水害作为头等国事，兴建了各类

水利工程，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水利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中不仅有水利

工程设施这样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治水理念、水管理文化、农村防洪抗旱灌溉补

助合作制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通过碑刻、典籍、档案、族谱及乡规民约等形

式流传下来。 

古代水利工程及其水利遗产曾在区域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在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许多古代水利工程仍然得以保存，且

在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全面、完整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水利建设的状况及其

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自然环境的

状况，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水利工程建设理念和科技价值。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以及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加之社会各界甚至是水利行业内普遍缺乏对古代水利工程价值的认知，大量古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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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遭到破坏、废弃，或者被新建工程所取代，且其速度正在加快。2010 年水利

部组织了在用古代水利工程与水利遗产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我国水利遗产类型、

数量十分丰富，其中以古代水利工程为多。但是，多数工程经过不断改造，仍然保

持原有工程形态的古代水利工程不到总数的 30%。加强保护和合理利用在用古代水

利工程和水利遗产已刻不容缓[1]。 

本专题介绍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水历史协会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国家对

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并初步探讨了我国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办

法。 

1 国际组织对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水利工程遗产存在于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及不同地区。今天随着水问题

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话题，水利工程遗产保护与管理也跨越时空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及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对话的领域。目前

中国正积极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工作，京杭大运河也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水利工程遗产保护面临着极好的机遇和重大挑战。本章对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与管

理在国际环境中的发展和现状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1.1 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对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从 1979 年至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促进水历史和水文化

发展和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本节将简要介绍世界遗产委

员会及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部分水利遗产，并以英国庞特基西斯特水

道桥与运河为例，介绍世界水利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以供国内参考。 

1.1.1 世界遗产委员会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是一项由联合国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UNESCO）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建制，以保存对全世界人类都具有杰出普遍性价

值的自然或文化处所为目的。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复合遗产三大类。

联合国对于物质遗产的保护开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1972 年联合国在巴黎通过《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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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了“世界遗产名录”项目，

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对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世界

遗产委员会由 21 名成员组成，负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委员

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决定哪些遗产可以录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已列入名录

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委员会成员每届任期 6 年，每两年改选其中

的三分之一。委员会内由 7 名成员构成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每年举行两

次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截止 2003 年，在全球范围内，共有 177 个国家或地区加入《世界遗产公约》，

成为缔约国，是目前（2006 年）加入缔约国最多的《公约》之一。截止 2003 年，共

有 125 个国家 754 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 582 处，自然遗产 149

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23 处。中国政府于 1985 年加入《公约》，至 2006 年已有

29 处世界遗产，世界排名第三（第一为西班牙，第二为意大利），是名副其实的遗产

大国。 

古代水利工程及其遗产属于文化遗产领域，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9 年至今，包

括都江堰在内，全世界共有 12 项水利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简述如下： 

（1）西班牙塞哥维亚古城及其输水道（Old Town of Segovia and its Aqueduct, 

1985） 

塞哥维亚输水道是伊比利亚半岛最雄伟，也是保存最好的古罗马遗迹，同时是

西班牙古城塞哥维亚的象征。该建筑修建于公元 1 世纪，最高达 28.5m，用 167 个拱

门支撑。其水源来自 17km 外的冷水河（Fuente Fría），水流在途中会过滤掉一些泥沙，

通往老城中心的城堡（Segovia Alcázar）、阿索格霍广场（Plaza Azoguejo）。该建筑是

塞哥维亚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将近两千年来一直运作良好，为塞哥维亚提供了水

源。 

在 20 世纪，它受到汽车污染的损害，花岗岩受到侵蚀。1985 年，这里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1997 年以来进行修复，在修复工程完成后，交通改道，阿索格霍广场

成为行人专用区。 

（2）法国加尔桥（古罗马高架引水渠）（Pont du Gard（Roman Aqueduct）,1985） 

加尔桥（Pont du Gard）位于法国加尔省靠近 Remoulins 的地方，是古罗马所建

造的输水系统。公元前 19～20 年，当时古尔南边的尼姆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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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有许多天然泉水，但要保证城内居民的饮用水得到足量的供应，还必须从尼姆

以北 50km 外修建渠道，将泉水运送到目的地，加尔桥便是这一工程中很小的一部分。

许多渠道是修在地下的，经过周密谨慎的计算和设计，使其有高低不平的段落。渠

道运用一个简单的地势落差，避免了安装、设置压力系统来排除水流动过程中的障

碍和促进水流动的动力。位于地表的一段横渠需跨越加尔河（附近约 21km 处），于

是加尔桥被建造。它是这输水管道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跨越加德河的通道，供敞

蓬双轮马车、行人通行。在尼姆的城墙内，人们仍能见到一个圆形水池。它带有一

个沉淀槽以及一系列闸门和出水口。这些设施曾在需要时将水引到城市。 

18 世纪中期拓宽下层为高架桥，19 世纪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进行修葺。1958

年千年一遇的洪水水位曾达到渠桥的第二层，造成 35 人死亡，该桥却安然无恙，不

能不令人惊叹古罗马建筑师们的鬼斧神工。 

这一建筑杰作是法国的重点保护对象。因其建筑工程技术的典范作用及其非凡

的历史见证作用，法国政府于 1840 年就将该桥列为“历史建筑”加以保护，并多次

进行了修复工程。1973 年又依据法国《1930 年法》以环境保护名义将其列为环境建

筑，1984 年法国政府又以“加尔桥”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其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1985 年 7 月获得批准。2000 年，法国政府对加尔桥进行范围更广的遗

址保护工程计划，在桥的附近划出 15 公顷土地，作为反映加里格植被（地中海沿岸

植被）形态，供游人参观。人们可以在橄榄树和橡树林中散步，通过音响解说和实

景模型来了解这一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村落和文化历史概貌。 

（3）菲律宾科迪勒拉山的水稻梯田（Rice Terraces of the Philippine Cordilleras, 

1995） 

菲律宾科迪勒拉山的水稻梯田指的是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山脉东面的梯

田，位于巴纳威镇附近，其规模为世界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人造灌溉系统。1995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 

位于吕宋岛中央的科迪勒拉山脉，有许多标高超过 1,000m的山峰。“科迪勒拉”

（Cordilleras）是西班牙语的“山脉”。碧瑶避暑圣地即位于此山脉上。在碧瑶东北

方的巴纳威镇及邦图克、巴达特等地区为梯田主要分布的区域。梯田的总长度大约

是 20,000km，故以世界最大规模梯田的名义，在 1995 年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 

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的起源被认为与菲律宾的山地民族伊富高人有关。伊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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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多山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一个群体。他

们可能在西元前约 1000-100 年时开始耕作这一片梯田。 

近来，有越来越多无视于灌溉沟渠走向的建筑物出现，也有许多田荒废、废耕。

景观维持成为菲律宾政府的一大难题。所以，这项世界遗产在 2001 年被列入《濒危

世界遗产名录》。 

（4）法国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 1996） 

米迪运河（法语:Canal du Midi）也叫南运河（Midi 在法语里有南方之意）、朗

格多克运河（Canal du Languedoc）或双海运河（Canal des Deux-Mers ），是法国南

部一条连结加龙河与地中海的运河。运河长 240km，航运水道网络有 360km，是沟

通地中海和大西洋比斯开湾间内陆水路系统的主要连接线。运河东起地中海港口城

市，埃罗省的赛特港，西至上加龙省首府图卢兹附近与加龙河相接。整个航运水系

涵盖了船闸、沟渠、桥梁、隧道等 328 个大小不等的人工建筑。 

运河建于 1667 年至 1694 年之间，是 17 世纪法国的重要工程。运河设计师是皮

埃尔-保罗·德里凯（Pierre-Paul Riquet），他在设计上匠心独运，使运河与周边环境融

为了一体，在技术上大胆创新，第一次在地下建筑中使用炸药，在贝济耶附近的岩

石高地上开凿出一条长 157m 的隧道。米迪运河是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的辉煌成就之

一，集中了当时西方世界最先进的工程技术，大大推进了科技的发展，为工业革命

铺就了道路。 

如今，米迪运河已不再运送货物，但随着水路旅游业的发展，它又重现生机。

成千上万的业余水手来到这里，沿着它弯曲、阴凉的航道漂流而下，他们在沿途会

发现用巧妙的技术和精致的建筑创造的奇迹，这一切都与周围的乡村和谐地融为一

体。米迪运河 1996 年 12 月 7 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米迪运河在 1994 年申报世界遗产时并没有专门的管理规划，现在基本上在原有

的管理体制下运行。米迪运河适用的法规是《公共水域及运河条例》，该条例管辖法

国境内所有水道。条例中设有专门章节（第 236-245）规定米迪运河的管理，米迪运

河也是《条例》中唯一一条享有专门章节规定的法国境内水道。 

在管理体制方面，米迪运河的永久财产权曾在 1666 年授予设计师里盖先生及其

继承人，1897 年国家将其回购。在最初的规划中，米迪运河将视线所及区域都划定

为缓冲区，但事实证明此举不够现实。因此现在建议的缓冲区仅限于运河沿线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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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在某些地段，如果乡镇以外的地方会对运河产生直接影响，则将其纳入范

围），以便进行有效的管理。 

（5）荷兰小孩堤防-埃尔斯豪特风车群（Mill Network at Kinderdijk-Elshout, 1997） 

小孩堤防的风车群 1997 年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小孩堤防

的风车自 14 世纪末就开始兴建，但现存的风车是 1738 年至 1740 年兴建的。小孩堤

防的风车建在自干拓泵流出的水旁。它们几乎都是地控帆风车（grondzeiler）。每座

风车底部都是一个使水上升的桨轮，通常有 140cm 高。由于阿尔布拉瑟丹

（Alblasserwaard）（waard 是洲渚之意，指水中的陆地，通常筑坝于迎水面）圩田的

陆缩（inklinken）以及莱克河（Lek）河水上涨，风车变得愈发必需。小孩堤防的风

车中间有一座活动衍架风车（wipmolen）（名为 De Blokker）。 

风车群分两个步骤将水从阿尔布拉瑟丹（24,000 hm2 的区域）排出。首先，水从

低陂水（boezem）（圩田平面）被泵至高陂水（boezem），这是全部阿尔布拉瑟丹地

区。其次，水被泵至蓄水池。自此处，水通过水闸流入河中，即水从最高处流下。

该风车群也被称作 boezemmolens（陂水风车）。 

（6）比利时拉卢维耶尔和勒罗尔克斯的中央运河上的四座升降机及其周边设施

（The Four Lifts on the Canal du Centre and their Environs, La Louviere and Le Roeulx 

（Hainault）,1998） 

比利时中央运河上最著名的是四部水力船舶升降机。它们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建造的八部水力船舶升降机中仍以其原工作状态保存下来的，因而成为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水力船舶升降机，是 19 世纪欧洲水利工程高度发展的有力见证。1998 年入

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连接默兹河与斯海尔德河流域的中央运河的一段 7km 的伸展中，水平面抬高

了 66.2m。为了克服此高差，位于 Houdeng-Goegnies 的 15.4m 的升降机于 1888 年投

入运行，而其他三座各提升 16.93m 的升降机于 1917 年投入运行。起卸机是成对的，

由两个垂直的移动水槽或沉箱组成，每个中央均由铁柱所支持。这两根柱子通过水

压以下述方式相连结，即一个沉箱在另一个下降时抬升，一个的重量制衡另一个的

重量。 

这些升降机由英国公司 Clark, Stansfield & Clark 的埃德文·克拉克（Edwin Clark）

设计。设计灵感来源于位于加拿大的彼得伯勒提升式闸门（Peterborough Lift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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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克菲尔德提升式闸门（Kirkfield Lift Lock）。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所建的 8 座水力提升式闸门中，中央运河上的这四座是

仅有的仍以其最初的形式运行。2002 年起，这些升降机已被限制为娱乐用。2002 年

一场事故，一个有故障的起卸机在有机动驳船的情况下抬升，事故之后，1 号升降机

不再服役。自 2005 年开始进行彻底修复，截止到 2008 年，1 号和 4 号升降机的修复

工作仍在进行。 

（7）中国青城山与都江堰（Mount Qingcheng and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2000） 

都江堰是中国古代建设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

岷江上游 340km 处。通常认为都江堰是由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于约前 256 年至

前 251 年主持始建的。经过历代整修，两千年多来都江堰一直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整个都江堰枢纽可分为堰首和灌溉水网两大系统，其中堰首包括鱼嘴（分水工

程）、飞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三大主体工程，此外还有内外

金刚堤、人字堤及其他附属建筑。都江堰工程以引水灌溉为主，兼有防洪排沙、水

运、城市供水等综合效用。它所灌溉的成都平原是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 

从 1949 年开始，鱼嘴、离堆、宝瓶口，以及所有分水堤、导水堤和渠岸都以混

凝土进行加固和保护。灌溉渠系也进行了系统整修和大力发展。最重要的变化是，

都江堰原有的自流分水系统逐渐被人工控制的水闸系统所代替。现在都江堰的面貌

与古代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 

1982 年，都江堰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一。2000 年，都江堰以其为“当今世界年代久远、惟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

的宏大水利工程”，与青城山共同作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加拿大里多运河（Rideau Canal, 2007）； 

里多运河，建于 1832 年，长 202km，由渥太华延伸至金斯顿。在英美两国争相

控制这一区域之际，为战略军事目的开凿了这条运河。里多运河是首批专为蒸汽船

设计的运河之一，防御工事群是它的另一个特色。1826 年，在运河建造初期，英国

人采用“静水”技术，避免了大量挖掘工作，并建立了一连串的水库和 47 座大型水闸，

将水位抬高到适航深度，是 19 世纪工程技术的奇迹之一。 

里多运河是北美保存最完好的静水运河，表明当时北美已大规模使用这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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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唯一一条始建于 19 世纪初北美大规模兴建运河时代、，流经途径至今保持

不变、且绝大多数原始构造完好无损的运河。运河上建有六座“碉堡”和一座要塞，

后来又在多个闸站增建防御性闸门和管理员值班室。在 1846 至 1848 年期间，为加

固金斯顿港口的防御工事建造了四个圆形石堡。里多运河同时见证了为控制北美大

陆发起的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07 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9）伊朗舒希达历史水力系统（Shushtar Historical Hydraulic System, 2009） 

伊朗舒希达历史水力系统位于伊朗西南部，绝大部分建造于公元 3 世纪。这个

具有创造性、保存至今的古老水利系统，是工业传统文明的优秀范例，它揭示了随

着农业和经济的发展而进步的工业技术。其与众不同之处是，它融合了桥梁、大坝、

水渠、水磨以及瀑布等多种人为及天然资源，从而形成完善的社区水利设施。这个

至今保存相当完善的悠久系统，见证了干旱的中东地区的古老智慧。 

（10）英国庞特基西斯特输水道及运河（Pontcysy llte Aqueduct and Canal, 2009） 

英国庞特斯尔特渠（Pontcysyllte Aqueduct） 建于 1805 年，是英国最长最高的

输水道，它的设计师是被誉为“道路巨匠”的福特尔特（Thomas Telford）。这位苏

格兰的建筑工程师，在桥梁、运河、建筑甚至文学方面，享有盛名，是任何英国历

史书都不能忽略的，就如同詹天佑在中国的铁路之父的重要地位。2009 年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11）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Seventeenth-century canal ring area of Amsterdam 

inside the Singelgracht，2010） 

阿姆斯特丹运河建于 17 世纪，作为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的艺术品，在世界上是

独一无二的，也是荷兰“黄金时代”时期阿姆斯特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蓬勃

发展的具体体现。2010 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总长度超过 100km，拥有大约 90 座岛屿和 1,500 座桥梁，使

得该市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三条主要的运河：绅士运河、王子运河和皇帝运

河，开挖于 17 世纪的荷兰黄金时代，组成环绕城市的同心带，称为运河带

（grachtengordel）。 

（12）杭州西湖的文化景观（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of Hangzhou，2011） 

2011 年，杭州西湖做为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不只是一种荣誉，或是旅游金字招牌，更是对遗产保护的郑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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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世界遗产在受到天灾、人祸时，可以得到全人类的力量协助救灾，保存原迹。

1959 年，埃及政府打算修建阿斯旺大坝，可能会淹没尼罗河谷里的珍贵古迹，比如

阿布辛贝神殿。196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努比亚行动计划”，阿布辛贝神

殿和菲莱神殿等古迹被仔细地分解，然后运到高地，再一块块地重组装起来。这个

保护行动共耗资八千万美元，其中有四千万美元是由 50 多个国家集资的。这次行动

被认为非常成功，并且促进了其它类似的保护行动，比如挽救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

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等。中国的丽江古城曾由此受

益。 

目前，有许多景点年复一年的争取排上世界遗产名单，也有许多自然景观面临

列为世界遗产保存或是人为开发的紧要关头，更有一些已列为世界遗产的景点遭受

严重的破坏。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世界遗产公约，并由缔约国选举产生世

界遗产委员会来贯彻相关理念与工作，但由于保护世界遗产的任务相当艰巨，所需

耗费的经费更是庞大，加上经常与经济发展与工商开发互相抵触，因此在保护监测

与约束力方面，都与遗产地所在国的主权和该国所应负起的国际义务等事项上有所

冲突而备受争议。 

下面重点介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英国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的保护与管

理情况。我国目前正在开展京杭大运河“申遗”的准备工作，了解和研究其他国家

的运河保护与管理情况，对我国水利工程遗产保护与管理及运河申遗无疑具有很强

的借鉴意义。 

1.1.2 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的保护与管理[2] 

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Pontcysy llte Aqueduct and Canal）建于 1795~ 1808

年,从威尔士雷瑟哈姆自治市的马蹄瀑布（Horseshoe Falls）至英格兰登比郡的格勒德

里德大桥（G ledrid Bridge），全长 18km，其中 17km 在威尔士境内，、1km 在英格兰

境内。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始建之时正逢英国产业革命时期, 为了满足产业革

命巨大的运输需求，英国政府在各地兴建了许多运河，实现了资源、原料和大宗商

品的自由流通，为英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交通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以其独特的工程结构、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卓著的历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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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成为英国运河旅游中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一 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面临的主要问题 

（1）发展的压力 

运河全长 18km，建成后极大促进了沿河城镇的发展，而城镇发展与工业建设也

对运河及其周边环境带来了冲击。目前，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房屋建设与扩

建，以及工业地块用地功能的转换。ICOMOS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特别关注庞

特基西斯特水道桥附近的化工厂区改造，该工程试图为废弃的工业地块注入商业商

务、居住和运河服务设施等项目。 

（2）旅游的压力 

在英国的运河旅游中，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之一，每年接待超过 20 万人的游客。运河旅游机构每年出船约 115 万次，还是无法

完全满足游客乘船游览的需求。巨大的游客量和游船运营量势必会影响运河的重点

区域（如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文化遗产对旅游活动的承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环境压力与自然灾害 

气候变化模型研究表明，在今后 10 年，本地区的夏季将变得越来越干燥和炎热, 

暴雨也会更加猛烈和频繁，因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河道、堤防、围堰将要经受突发

性暴雨和洪水的破坏。这对管理部门的日常检查与维护工作提出了很高要求，特别

是在夏季极端天气环境下，重点监控水道桥、堤防等工程结构，并进行及时维修。

ICOMOS 认为，遗产近期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附近的化工厂

区改造工程和本地区日益繁荣的旅游业，远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夏季如何能对运

河进行有效地管理。 

二 核心区与缓冲区的划定 

核心区范围包括水道桥、河道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构筑物，总面积约 105 hm2。

缓冲区是以保护运河整体景观和历史而设定的，总面积约 4,415hm2。核心区是为了

保护文化遗产本体而划定的，运河核心区的范围往往包括河道、围堰、水道桥、涵

洞、水工建筑物与构筑物等，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达成共识，庞特基西斯特水道

桥与运河的核心区亦是如此，而对缓冲区的划定则存在较大争议。庞特基西斯特水

道桥与运河缓冲区的划定是以视觉景观评估和考古研究为依据，在缓冲区内不能看

到任何与遗产价值不符的事物，其范围很大，包括了整个峡谷、相关的工业用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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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居住地。ICOMOS 认为该遗产核心区与缓冲区的划定是合适的，对遗产周围可

视环境有较为清晰的界定。 

三 保护管理规划 

《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管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于 2005 年开始编

制，2007 年编制完成，《规划》年限至 2012 年。该《规划》旨在建立一份关于该文

化遗产的“活”档案，客观、实时地记录遗产状况，并力求平衡遗产地保护、旅游、

与周边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规划》更加重视清晰明确的实施行动，特别是近期 6

年的战略行动规划和第一年的实施计划，英国政府还将根据世界遗产大会第 29 号决

议，在每六年一次的报告中重新评估和更新《规划》。《规划》共分为 11 个章节：第

一章是规划背景、基本状况、合作伙伴及利益相关者；第二章是遗产的保护与意义、

土地利用规划及现有管理情况；第三章是遗产面临的压力、威胁及发展机遇；第四

章是应对措施；第五章是遗产管理的远景和原则；第六章是近期（6 年）战略行动规

划；第七章是实施方法；第八章是监控措施；第九章是第一年（2007 年）计划；第

十章为致谢；第十一章是附录和书目。 

《规划》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是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庞特

基西斯特水道桥，赛斯尔特桥（Cysylltau Bridge），及位于缓冲区内的蒂娜斯.布兰城

堡（Castell Dinas Bran）等 14 处；第二级是历史建筑、构筑物及遗址，如运河的水

坝、桥、门闸等，在核心区与缓冲区内共有超过 330 处（截至 2007 年 9 月）；第三

级是与上述文保单位、历史建筑等相关联的环境，如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所处的特

雷沃盆地区域（Trevor Basin），核心区与缓冲区内各有 3 处。通过《规划》希望达到

如下意愿。 

（1） 通过有效地保护和管理，使遗产地得到可持续发展，并使其具有的显著

性普遍价值得以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凸显。 

（2） 在保护文化遗产、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3） 与当地社区居民一起参与并分享遗产保护和地区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4） 吸引游客，发展旅游。 

（5） 创造教育与学习机会。 

（6） 取得经济利益，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并投入到遗产地的运营中。 

四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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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的所有者为英国河道公司（British Water ways）及沿

线的四个地方政府，都隶属于英国政府，缓冲区内既有公共用地，也有私人用地。

为了申请世界遗产，并更好地保护和管理遗产，在 2007 年 6 月，由英国河道公司、

运河沿线的四个地方政府及 Cadw （威尔士政府的历史环境保护机构）和 English 

Heritage（英国全国性遗产保护组织）组成了指导委员会（Steering Group）。 

在指导委员会中，英国河道公司负责管理河道本身和重要遗产地、威尔士及沿

线地方政府负责管理桥梁、道路、停车场及旅游设施，公共组织能邀请到历史、建

筑、工程等领域的专家参与遗产保护，其他还有一些机构，如威尔士政府乡村委员

会、土木工程协会等在需要的时候能提供各种援助。 

指导委员会每个月都举行一次会议，其日常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负责《规划》的编制及相关研究工作，确保遗产本身能够得到有效地保

护，遗产价值得以完整体现。 

（2） 整理完成《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申请文件》，全面负责“申遗”工

作。 

（3） 每月举行例会，在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形成协调机制；通过“庞特基西斯特

之友”等民间组织与沿线社区居民互动，切实让公众参与到遗产保护与管理中。 

（4） 对遗产本身及缓冲区实施统一管理，对重点地段进行实时监控，并每年

检查当年管理规划的实施情况。 

1.2 国际水历史协会 

国际水历史学会（International Water History Association）是 1999 年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联合国政府间水理事会组建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现有会员 600 余人，

遍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一学会旨在推动关于水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

研究，增进水资源管理者、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向公众普及

相关知识。 

国际水历史学会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它集中了包括水利专家、水环境工程

师、关注水话题的艺术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府官员和民间组织的人士，构

成了一个以水的历史研究和以水为主题的国际空间，为协调各国相关学术组织开展

全球性水历史研究与教育提供了平台，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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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有关水研究的人文组织。学会的宗旨在于推动和加深对于

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水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促进人类对于水的理解和关注。学会

所关注的话题不仅是人类改造水环境的历史过程，更关注水在人类文明形成中的作

用、水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间

的关系。 

国际水历史学会成立以来，在全球做了大量积极而又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学

术活动和教育推广工作，学会组织撰写出版了联合国《水历史》丛书，编辑出版了

国际学术刊物《水历史》，和联合国水教育学院合作开设了水历史课程，拍摄制作了

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世界水历史之旅》等，设立有“詹姆斯·杜基水历史贡献奖”。

先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有关国家政府和科学组织合作在英国、挪威、埃及、

法国、丹麦等国举办了多次全球性国际会议以及一系列的地区性会议，成为国际上

最有影响力的有关水研究的人文组织之一。2005 年 12 月国际水历史学会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的第四次全球大会的主题是“水与文

明”，同是本次会议上，举行了庆祝国际政府间水文理事会成立 30 周年典礼，并且

将 2006 年国际水日主题确定为“水与文化”。 

国际水历史学会成立 10 余年来，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组织，

为促进国际水历史研究及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国际水历史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

术讨论会，至今已经召开 7 届。从第一届研讨会开始，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云南省

社会科学院郑晓云研究员在 2011 年第 7 届国际水历史协会大会上当选为国际水历史

学会新一任主席，任期 3 年。这是该学会自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自亚洲的主席。 

2013 年 1 月 28 日至 30 日，以“水在历史上的角色：历史智慧与当代水治理”

为主题的国际水历史学会区域国际学术会议在昆明召开，有 2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位

专家学者参会。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是历史智慧与当代水治理，旨在探讨水在

历史上的角色，人类管理水的历史智慧，当代水环境、水治理以及水危机化解等热

点问题。会议围绕水在不同地区、国家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角色；水历史学科、水

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水文化及其当代价值；乡村与城市水环境与

管理史；河流、湖泊、湿地等水环境史；人类用水、管理水、治理水、保护水的历

史经验与智慧；古代文明史的水技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滇池水环境史；古代水利

发展与昆明城市变迁；昆明滇池治理及其成效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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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主席谭徐明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大运河的文化与技

术价值》的主题演讲。研究会其他人员在分会场与各国水历史研究人员进行了学术

交流，为各国水历史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次全面了解中国水利史研究的机会，得到国

际水历史学会的肯定与好评。 

2 国家和区域组织对水利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水利遗产管理与保护在国际上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和很广泛的基础，在欧美发

达国家和都有成熟的组织和管理机构。本章将简要叙述荷兰在水利工程遗产保护与

管理上的成就、伊朗在坎儿井等古代水利工程上的保护措施，以及欧盟在意大利召

开的“促进水文化遗产战略研讨会”的相关情况。 

2.1 荷兰水利工程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荷兰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生活在低地之国的荷兰人对水

始终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为排除常年不断的积水，荷兰人想了很

多方法，风车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今天，木制风车早已被水泵取代，水利治理

也进入了电脑管理时代，但荷兰一些地方仍保存着几百年前的风车，作为先人与水

不懈斗争的见证。 

荷兰人早在 1229 年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座风车，从此开始了人类使用风车的历

史。风车之所以最早出现在荷兰，都是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荷兰是世

界著名的低洼之国，国内五分之三的土地低于海平面，余下的五分之二海拔不到 1m。

荷兰地处欧洲西部海岸，大西洋季风从北海长驱直入，荷兰正处风带要冲，长年受

益，风车也就应运而生。到了 18 世纪，荷兰风车达到了鼎盛时期，全国有 18,000 座

风车，风车除了用来排水灌溉外，还用来磨米发电，荷兰人依靠这些风车变沧海为

良田，建设美好家园。一代又一代的荷兰人，修筑了坚固的海堤和沟渠，他们采用

了风车逐级提水的方法，把倒灌的海水排入大海。  

19 世纪后，风车的用途逐渐被蒸汽机和电力所取代。目前，荷兰仅剩 970 座风

车，其中只有 210 座还在继续使用，余下的均作为历史古迹保留下来供人参观。距

离鹿特丹市东南几十公里远的肯德代克村，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风车群，就是小孩堤

坝（Kinderdijk），18 世纪的荷兰人建造的排水工程，而现如今却成为吸引各国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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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具荷兰特色的代表景观了。 

2.1.1 荷兰世界文化遗产 

迄今为止，荷兰已有八处“世界文化遗产”，除了前文介绍的小孩堤防和阿姆

斯特丹运河，还有四处与荷兰人围海造地、排除积水等水利工程有关，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是拥有 19 座风车的小孩堤防。 

（1）小孩堤防（Mill Network at Kinderdijk-Elshout） 

小孩堤防位于南荷兰省，鹿特丹以南 12km 处，始建于 1740 年左右，其中建造

的 19 座风车，完好地保存至今。在小孩堤防，19 座风车面对面排列成两排。一排圆

形砖结构的风车为 Nederwaard 地区进行排水。而另一排八角形的风车让 Overwaard

不遭受灭顶之灾。 

1997 年，由于代表了人类的创造力精神，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建

筑风格或技术，小孩堤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斯霍克兰低地（Schokland and Surroundings） 

斯霍克兰低地位于弗列佛兰省。数世纪以来，斯霍克兰始终是须德海中人口稠

密的小岛。但是随着海水的不断上涨，斯霍克兰地区变得越来越小。至 19 世纪初期

情况越发的严峻。1859 年，由于反复的洪水灾害，皇室将村庄里的村民疏散，该岛

被遗弃。直至 1942 年，当时的荷兰政府发起了著名的 Noordoostpolder 围海造田工程，

人们通过不断地努力与大海进行奋勇抗争，才造就了今时今日该小岛独一无二的地

理状态。今天，它在迂田景色中骄傲伫立，代表了与海水所进行的斗争。因此，它

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第一个荷兰丰碑。 

（3）贝姆斯特圩田（Beemster Polder） 

贝姆斯特圩田位于北荷兰省，1999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 

贝姆斯特圩田创建于十七世纪早期，是荷兰人开拓的最早的地区。它至今保留

了当时规划良好的乡村景色，田地、公路、运河、大堤和殖民地都呈现出古老的文

艺复兴时期的景象。17 世纪早期，由于海水和海风的侵蚀，可耕地大量短缺的严峻

局面，荷兰政府于 1607 年决定排干贝姆斯特地区的水，来扩大耕地面积。1612 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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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复垦工作完成，新的土地低于海平面 3.5m，由肥沃的粘土组成。土地被分割成一

个一个长方形的格子，这种样式也反映了 17世纪人和生存环境和谐关系的理想模式。 

 （4）Ir. Wouda 蒸汽泵站-蒸汽时代的“活化石”（D.F. Wouda Steam Pumping 

Station） 

蒸汽泵站位于弗里斯兰省的列梅尔，1998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蒸汽泵站于 1920 年落成。它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蒸汽泵站，并且仍可正常运转。

当水位过高时，它便可随时投入使用，以每分钟 4,000m3 的速度将水排出。不难想象

它在蒸汽时代是其他动力所不可比拟的。Ir. Wouda 蒸气水泵为保证弗里斯兰省的水

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成为蒸汽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并体现出荷兰工程师和建筑

师在抵御海水对人类侵害方面做出的贡献。 

（5）阿姆斯特丹防线（Defence Line of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防线位于北荷兰省，阿姆斯特丹，1996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阿姆斯特丹防线建于 1883 至 1920 年间，沿着阿姆斯特丹市延伸了 135km，是

世上唯一一座为控制水利系统而建成的防御工事。自从 16 世纪起，荷兰人民便懂得

运用其专精的水利工程知识于国家防御上。这个独特的防御工事动用了荷兰相当一

部分水力学方面的专家，一旦城市受到战争威胁，主要由 45 处设有武器的堡垒抵抗

入侵，同时也可以通过泄洪和复杂精细的运河水门系统来阻止敌人入侵，进一步加

强防卫能力。但是后来坦克和飞机的发明使这一防御要塞失去了作用。 

（6）阿姆斯特丹运河带 

阿姆斯特丹是座水城，河网交错，河道纵横。有大小 165 条人工开凿或修整的

运河道，拥有大约 90 座岛屿和 1,500 座桥梁，使得该市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

三条主要的运河：绅士运河、王子运河和皇帝运河，开挖于 17 世纪的荷兰黄金时代，

组成环绕城市的同心带，称为运河带（grachtengordel）。运河带有 1,550 座纪念建筑，

阿姆斯特丹运河带作为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的艺术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

是荷兰“黄金时代”时期阿姆斯特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蓬勃发展的具体体现。

2010 年，运河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阿姆斯特丹运河是西欧最繁忙的运河之一，现己拥有可航行８万吨以上船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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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阿姆斯特丹之所以能既古老又开放，与其历史上注重运洋航行和不断拓展国

际性内河运输不无关系。   

2.1.2 荷兰其他水利工程[3] 

自公元 1200 年以来，荷兰已遭受了不下 20 次灾害性暴风雨袭击。最近一次是

发生在 1953 年 2 月 1 日夜的那场毁灭性海水入侵袭击。春潮与风暴同期而至, 淹没

了荷兰西南部大部分地区。这场大灾难夺去 1,835 人的生命, 造成 47,000 幢建筑与

187km 的堤坝坍塌。自中世纪以来，荷兰人一直不断修筑堤坝以便围海造田，抵御

洪水和预防侵蚀，从湖泊河流到咸水河口及大海的各类水系的控制和防护上都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而且至今仍得到广泛延用。除了上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的水利工程，还有一些工程对荷兰危害造地，抵御海水入侵、排除积水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1）须德海工程 

13 世纪以来荷兰的土地面积因海水侵蚀减少了 56 万 hm2，为此荷兰一直在同大

海进行斗争，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建成堤坝的总长度达 1,800km，向大海索回了

70 万 hm2 的土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须德海工程计划”（Zuider Zee Reclamation 

Project）。须德海工程由荷兰著名水利工程师莱利设计，荷兰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

在大坝的西端建有他的塑像，并将围垦地上的新建省会命名为莱利市。 

须德海工程是一项大型挡潮围垦工程，包括拦海大坝和围海造地两部分。拦海

大坝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北 60km、北海进入须德海入口处，大坝 1927 年开

工，1932 年完工。坝基宽 220m，高 10 余 m，全长 32.5km，坝顶为高速公路，并留

有铁路路基。大坝建成后，荷兰的海岸线缩短了 300km，大大减轻了海水对内陆的

侵袭，须德海亦逐渐变成了淡水湖（艾瑟尔湖）。围海造地面积达 22.5 万公顷，设

立了 5 个围垦区，分别为农业区，新兴工业区和住宅区。 

人们先在第一块垦区周围筑起堤坝，用 6 个月的时间排出了 6 亿多 m32 海水，

海底露出后，形成垦区的雏形。而后，经过撒播芦苇和茅草，两三年后海底变干。

在此基础上，人们再翻地轮种，促进土壤的熟化，将其改造为农田。新田的开垦从

排水、烧荒、开沟、挖运河等一系列的过程，到土地能正常使用一般需 10 年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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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荷兰人获得了相当于国土面积 1/5 的千万顷良田。 

（2）三角洲工程 

须德海工程虽使荷兰北方免受海水侵袭，但荷兰西南部仍然在遭受着大海的威

胁。1953 年 2 月 1 日夜，春潮与风暴同时袭来，海水倒灌，淹没了荷兰 5.7％的国土

（14.5 万 hm2），造成 1,835 人死亡，4.7 万座房屋被摧毁，损失高达 10 亿荷兰盾。

这次创伤后，荷兰政府决心建造规模宏大的三角洲工程。荷兰三角洲工程又称荷兰

三角洲挡潮闸工程（Delta Storm Surge Barriers Project in the Netherlands），它是由堤

防、闸、坝组成的庞大防潮抗洪系统。 

荷兰三角洲地区位于莱茵河、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的入海口，面积达 4,000km2，

大部分土地低于海平面，以前的治理方法是筑堤防潮。1953 年后在 3 个入海口及各

条入海水道之间修筑了一系列设有水闸、船闸的堤坝，大大提高了整个三角洲地区

的防潮抗洪能力，整个三角洲工程的建成可使荷兰免遭万年一遇的风暴潮侵袭。 

荷兰三角洲工程主要包括：布劳沃尔（Brouwer）闸坝工程（1978 年），哈灵水

道（Haringvliet）闸坝工程（1971 年），费尔什（Veerche）坝（1961 年），东斯海尔

德（EastScheldt）坝和开敞式挡潮闸工程（1978 年），荷兰艾瑟尔（Hollandsch Ijssel）

挡潮闸（1958 年），沃尔克拉克（Volkerak）闸坝工程（1970 年），赫雷弗灵恩水道

（Grevelingen）闸坝工程（1983 年），赞德克里克（Zandkreek）闸坝工程（1960 年），

菲利浦（Philips）闸坝工程（1987 年），奥伊斯特（Oyster）闸坝工程（1986 年）及

新水道（New Waterway）大型开启式挡潮闸坝工程（1996 年）。其中哈灵水道挡潮

闸、东斯海尔德挡潮闸以及鹿特丹新水道挡潮闸最令世人瞩目。 

（3）东斯海尔德挡潮闸 

东斯海尔德挡潮闸位于东斯海尔德河口。该河口宽 8500m，最大水深 40m。原

计划采用建坝方式进行封堵，后因生态保护的声音日益高涨，要求开敞使潮水能进

能出，故为了既能保持原有自然环境，又能保证人民生命安全，修改了原方案，采

用了修建开敞式挡潮闸的方案；即平时闸孔敞开，风暴时将闸门关闭挡潮。这座闸

建在该河口的 3 个深槽部位，总长 3,000m，共 65 个预制钢筋混凝土闸墩，62 孔闸

门（两边孔无门，用堆石体挡潮），每孔宽 45m。闸门采用液压启闭，并配备有自动

控制操作及监测系统。 

闸门枢纽的其余部分则为在执行原筑坝封堵方案时已修建在浅滩上的坝和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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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后变成了闸体与两岸的连接体。该闸于 1987 年投入运行。 

（4）新水道（New Waterway）大型开启式挡潮闸坝工程 

新水道挡潮闸坝工程又名米斯兰挡潮闸（Maeslant Dam），位于流经鹿特丹市的

新水道上，于 l997 年 5 月正式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整个挡潮闸共有两扇挡潮“闸

门”，每个闸门及其两只支承桁架的平面总体轮廓像个扇形，这个扇形的圆弧部分

就是中空的，起挡水挡浪作用的挡墙，墙高 22m，弧长达 210m，由钢板焊接而成。

挡墙内部被隔成一个个舱间，除一个舱间用于安装电气设备和水力设备，可供技术

人员出入操作维修之外，其他舱间用于在挡墙下沉时充水。两扇闸门，即两个钢结

构挡水墙体平时分别被放在两岸的门坞内，门坞自然也是圆弧形的，由一扇滚筒闸

门把它同新水道中的海水隔开。扇形的两个半径就是两支三维桁架，长为 238m。每

支桁架由三根粗大的铜管加上作为连系杆件的大小铜管组成。底部两根最粗的钢管

直径达 1.8m，管壁厚度为 6～9cm。桁架被焊接在闸门挡墙上，桁架的另一端联接在

重达 6,800kN 的球铰上。当风暴潮来临时，挡潮闸两扇闸门关闭形成宽 360m 的新

水道防洪屏障；正常天气情况下，闸门泊在河岸两侧不影响通航。闸门构件长约

300m，几乎与埃菲尔铁塔的高度相当，用如此庞大可移动构架做成的挡潮闸在建闸

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马斯兰挡潮闸与其它相关防洪设施组成的建设项目是三角洲工

程规划的最后一项配套工程。 

这些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荷兰的水利形势。荷兰对所有水利工程都确定了很高

的标准。荷兰的防海大坝标准是万年一遇，内河堤坝的标准是 1250 年一遇。2,800km

长的堤坝保证了荷兰的安全，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水闸调节着各地用水的需要，一块

又一块向大海索回的土地成为新的农业区、新兴工业区和居民住宅区。 

2.1.3 荷兰水管理体制[4] 

荷兰人在与水进行长期斗争与和平共处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而又丰富的经验, 

并被世界各国普遍称赞和借鉴。近代,荷兰的治水经验已从单一的水利防洪概念扩展

为水利、环保、生态并重这样一种多层次理念。下面介绍荷兰水管理体制以及作为

负责管水的水务局职能与工作方式。 

（1）水务局—荷兰最古老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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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 荷兰人为了治水, 在中世纪（约 13 世纪） 便在小范围的水域管辖区的

基础上自发形成了管水的合作组织---水务所, 这便是荷兰最早的民主管理形式（远早

于皇室与议会）。早年成立水务所是为了对各个水域管辖区内的水进行控制和有序管

理。那时，将内陆积水排向外海是每一位荷兰人都感兴趣的事情,于是他们在各水域

管辖区内推举有威信的地主或业主组成管理委员会（ 管委会），负责管辖区内的排

水事务。到 1850 年，全荷兰合作形式的水务所已发展到 3,500 个。然而，龙多也有

不治水的时候，主要表现在各个水域管辖区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因

此，合并较小的水务所，代之以在大范围水域管辖区内组建较大规模水务局十分必

要。20 世纪 50 年代前，水务局已被合并为 2,500 个。1953 年 2 月 1 日发生在荷兰西

南部那场毁灭性的海水入侵灾害，使荷兰人充分意识到进一步合并水务局的紧迫性

和必要性。到 2003 年 1 月，原有众多的水务局已被逐渐合并为 48 个。即使这样，

荷兰人认为仍有必要进一步合并。 

（2）水管理体制 

原始水务所逐渐演变为现代水务局，以一种独特的组织管理形式与三级政府平

行存在。荷兰是一个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中央政府由君主（女王）和部长内阁共

同组成。荷兰的政府管理分为中央、省（12 个）以及行政区（572 个） 三级，水务

局则独立于各级政府而自成一体。水务局同时也与政党无关，直接代表民众、业主

和地主的利益，在政治上是属于国家化的非赢利专门管理机构。类似于地方政府，

水务局也具有非集中式的组织形式。水务局与政府部门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各自职能

范围不同。政府部门负责一般性的事务，如教育、文化、环境、城市规划等等，而

水务局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只对管辖区内的水进行管理。因此，水务局实际上

是专业性管理组织，而政府部门为综合性管理组织。按荷兰宪法与水权协定规定，

水务局只是分管地方与区域性的水管理工作；中央政府（国家交通与水务部）则负

责全国范围的水管理工作，主要指北海、瓦登海、主要河流、河流入海口以及三角

洲工程等。 

（3）水务局管理职能及与政府关系 

水务局主要从事防洪、水量与水质（包括污水处理） 的管理工作。它的实际作

用就是平衡各行各业对水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需求，具体内容包括：各水域

管辖区内的灌溉、引流、排水、水净化，以及运河与河流管理等。需要说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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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局并不负责居民的饮水供应。这部分工作由自来水公司按市场化原则运作。水

务局也不负责管理地下水，这一块属于省一级政府的管辖范围。然而，在客观上地

下水与地表水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两者共同形成所谓的水系统。在此方面，水务

局在它们的综合管理事务中，应尽可能负责协调水管理、环境管理、城市规划与自

然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水务局必须广泛地同省、市政府部门，农民和自然

与环境保护组织共同合作。同时，水务局也必须与行政区、自来水公司及其他部门

一道，积极致力于所谓水链（ 饮水的生产、输送, 废水的收集、输送与净化）的可

持续管理。水务局一般也不负责下水道的修建与维护, 这是行政区分内的工作。 

省政府有权设立和废除水务局，确定水务局从事工作的范围、区域, 决定水务局

的管理机构组成与人员选举办法。省政府也负责监督水务局的工作与财政收支情况。

中央与省政府决定水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国家交通与水务部负责水管理的立法。中

央政府签署有关水的国家政策。除监督水务局的工作外, 省政府还制订区域性水政

策。然而，省政府所作出的决策同水务局管理规则冲突时亦可被水务局否定（末端

监督）。水务局有权制订居民应该遵守的法则以及水务局的征税办法。 

（4）水务局任务与目标 

荷兰目前并不缺水。但水在荷兰境内分布不均匀，也并非十分干净。这就需要

有适当的水管理工作，将富水地区多余的水排出，向缺水地区输送足够的水。水务

局主要负责地方与区域性的地表水水量和水质的管理。这两项工作往往是联系在一

起的，很少孤立存在。结合本专题，下面就水量管理方面的具体内容予以介绍。 

保护生命财产免于洪水的侵袭是水务局最原始的任务。荷兰有着各种水路系统，

如小溪、运河、沟渠、水库、湖泊等等。然而，在高地（东南部）与低地（西南部），

对这些水路系统的管理却是不同的。高地要求水系做到储水与防洪并重，低地则要

求保证圩田与沼泽的干燥。为此，除自然形成的海堤、沙丘外，水务局还得维护约

3,500km 长的堤坝，以时刻阻止海水与河水的入侵。同时，对低洼、人口稠密地区的

水库与海埔新生地（圩田）周围约 14,000km 的堤岸也要不时维护，以确保万无一失。

控制水位对农业、建筑以及自然保护均很重要。然而，这些方面常常存在着不同甚

至是矛盾的利益。省政府在这些方面制订特殊水系功能计划，而水务局则制订对限

定水系的有效管理计划。水务局在管理计划中必须考虑中央与省政府的政策，省政

府最后批准水务局的管理计划。许多水务局还将控制水位高度纳入法规。在一些重



 248

点防洪区域，水务局还必须通过配合国家发展计划，负责一些重点防洪水利工程的

兴建、管理、维护等。 

2.1.4 启示 

荷兰同其他工业国家一样，经历了工业发展时期的环境污染过程，也曾因为恶

劣的自然环境，大规模围海造地、建设挡潮闸，改变自然生态。但是，它首先提出

“与水和谐相处，还水于自然，给水以空间”，这是人类认识的进步。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水利工程建设蓬勃发展，面临着开发与保

护兼顾这一新课题。荷兰的水利工程建设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2 伊朗坎儿井水利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伊朗国土绝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中部为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沙漠，由于干

旱少雨，水源对沙漠地区就显得尤为重要。春夏时节高山上大量积雪和雨水流向盆

地，渗入戈壁，汇成潜流，形成了丰富的地下水源。伊朗人利用山的自然坡度，巧

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井并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

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出水。坎儿井也许不是伊朗人首创，但坎儿井确

实覆盖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2005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伊朗有 30,000 多条坎儿井，

年出水量在 8 亿 m3 左右。在亚兹德就有 3,000 多条坎儿井，水是生命的象征，这句

话在亚兹德一点都不过分。这座位于伊朗中部的城市，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那里气候干旱，夏天气温高达 50 摄氏度，冬天又极度寒冷。亚兹德人就把房子修建

在了地下，利用坎儿井的水流驱动水车磨面，也利用坎儿井水渠穿过地下房屋，在

地下房屋中形成自然流动的水渠。如今在亚兹德水博物馆，还可以看到伊朗人寻找

水源的艰辛，对水的珍惜，以及对水的巧妙运用。 

伊朗的建筑都是生态建筑的典范，基本都是以夯土建筑为主，遥望整个城市就

像从大地中生长出来一般，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生态与地域特性完美结合的案例—沙

漠中的夯土冰窖，冰窖依靠厚实的夯土与通风来保持内部的凉爽，每到夏日，人们

通过不断地浇水，给这个土窖降温，做到了建筑形式与节能舒适的高度统一。 

鉴于坎儿井和一些古代水利工程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作

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大会（2005 年 3 月）通过了伊朗政府提出的议案,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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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立国际坎儿井与古代水利工程协会，协会秘书处设在伊朗古城亚兹德。在促进

世界各国对坎儿井和古代水利工程的研究保护、信息交流、技术合作，以及培训专

门人才上，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协会已经成功地召开了三次理事会，

举办十几次学术交流与专业培训。 

从 2002 年起，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

境基金（GEF）启动设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也被称为“世界农业文化遗

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

产。目前，农业文化遗产正受到各种威胁，包括传统系统的废弃、土地利用类型的

变化和转移以及传统物种的转移或消失等。这些威胁使得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

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的知识和管理系统濒临消失，这也正是有关国际组织设立世界

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原因。 

伊朗有严格的保护和管理坎儿井的制度和管理措施。目前伊朗“坎儿井”已经

申请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2.3 区域组织管理与保护水利遗产的活动[5] 

2012 年 3 月 2 日，由意大利政府组织的“促进水文化遗产战略研讨会”在意大

利罗马召开。组织者精心安排的会议中心曾经是罗马水族馆，在雄伟的穹顶圆形会

场内，来自英国、中国、法国、美国、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秘鲁、约旦、希

腊等国家的研究者，以各自国家的案例研究展示水在文明演进历程中形成的多姿多

彩的珍贵遗产，交流多视角、多层次水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此次研讨会是欧盟 2010 年发起的研究项目《水的形态》（Water Shapes）的结项

会议。水，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宝贵的礼物，与水相关的文化遗产形态丰富，既包

括崇拜水的仪式性器物，水环境形成的不同聚落，也包括为利用水资源而建成的各

类建筑工程。发起《水的形态》项目，旨在通过案例研究、建立专题数据库、召开

学术研讨会和出版学术成果等形式，提高水文化遗产研究水平，探索系统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通过设计和创作水文化遗产专题旅游线路、虚拟演示、摄影作品展览和

艺术表演等各种形式，在欧洲及全世界范围提高公众对与水相关的文化遗产的认知

与保护意识，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气候变化与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反思和重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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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资源的和谐关系。 

参与《水的形态》项目的有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

等 4 个国家的 6 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由意大利教育部下属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负

责项目组织协调。项目参与机构分别选择了各自国家以及秘鲁、约旦等国家的水文

化遗产案例开展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构成此次《促进水文化遗产战略研讨会》的

主要内容。为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拓宽研究视野，会议组织者还特别邀请了中

国、希腊和美国专家参会讲演。会议发言分为五个专题。 

专题一：水与交通 

意大利罗马英国学校和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合作开展的《古罗马奥斯蒂亚港口》

项目，研究公元 1 世纪到 6 世纪罗马重要港口与奥斯蒂亚、罗马以及整个地中海地

区的关系，同时探索利用考古发掘、地理信息系统与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调查和记

录复杂遗址的综合方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中国大运河清口工程遗产研究》，

在简要介绍中国大运河自然条件与历史沿革的基础上，以淮安清口枢纽为案例介绍

以地理信息系统整合文献学、地图学、考古学、水利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综合调查

研究，复原黄、淮、运交汇处清口枢纽的复杂演变过程，评估其突出、普遍价值和

真实性、完整性。法国图卢兹高等建筑学院的《图卢兹及其水道，一个城市的形成》，

在系统收集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研究了加龙河和米迪运河的关系及这两条水道变

化对图卢兹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 

专题二：水与城市形态和史迹 

美国独立研究者凯瑟琳·瑞纳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完成《水

与罗马城》，并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分别整合不同历史时期罗马城的各类水利设

施、地理环境和河流形势，以水为媒介将深入的学术研究将罗马城市形态的时空变

迁以清晰的形式展示出来。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的《布加拉城之水：从罗马时期至现

代》，全面调查布加拉这个古罗马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自铁器时代以来的各类与水有关

的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地图，以及现存器物，研究各个时期的城市供水体系，并

建立城市与水关系的数字演示系统。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的《罗马渡槽：罗

马与其周边地区的悠久关系》以数据库形式系统收集现有关于罗马水利工程的丰富

信息和研究成果，涵盖该地区的各类涉水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并将各类水利

文化遗产及其演变联系起来，提高展示和宣传质量，扩大罗马周边原本鲜为人知地



 251

区的旅游吸引力。 

专题三：宗教地区的水利系统 

西班牙洛维拉·依维尔基里大学的《秘鲁印加考古遗址水利系统》通过系统研究

发现，将安地斯河谷水资源引向人类聚落的喷泉、水库和水道，与山脉、雪峰、河

流等自然地貌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意大利文化遗产应用技术研究所和乌尔

比诺大学的《佩特拉的古代水系统》研究了佩特拉古城遗址周边河谷的水文条件和

对岩体的侵蚀作用及其治理措施。西班牙赫罗纳大学和洛维拉·依维尔基里大学的《古

代水的宗教性质：赫罗纳和塔洛可案例》通过对赫罗纳省各个时期考古遗址与河流

分布的关系研究，揭示聚落为利用水资源而在时空演变上体现出来的宗教意义。 

专题四：水与生产方式 

希腊地中海环境、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信息办公室的《HYDRIA》项目以案例形

式简明生动地介绍地中海地区的古今集水、蓄水和输水技术，说明人类不尊重自然

规律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其中一个案例介绍了摩洛哥的坎儿井技术及其保存现

状。博尔塞纳湖地区博物馆联盟的《博尔塞纳湖的水力生产体系与景观变迁》从全

新角度研究环火山湖的各个城镇之间的景观关系，以及原材料加工工具随时代变革

中的一致性，从而设计出以喷泉、燕麦加工磨坊、水力泵房、水电站、与水相关的

工艺品为核心的丰富游览线路，将不同行政省区所属的中小城镇联系起来，彰显该

地区的历史与现代景观特色。 

专题五：水与文化推广 

最后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研讨会安排介绍了《水的形态》项目网站数据库术

语的开放体系设计，项目的统一标识设计，举行了摄影比赛颁奖仪式和几部学术著

作的作者发布会。项目制作的文艺专题片《水的奇迹》最后播放，集萃经典的水文

化建筑、艺术与景观，配以纯净的意大利歌声与曼妙的现代芭蕾舞，演绎出人类与

水的生命与灵魂之交融。 

3 中国水利工程遗产现状与思考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发展伴随中华文明

发展的全程，形成众多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水利遗产，部分古代水利工程至今沿

用。水利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起源、兴盛、交融的实物见证。水利工程及其附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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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化、宗教设施，连同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蕴涵着各时期、各地区工程技

术水平、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地方文化特色、宗教信仰与世界观等深远意义，是中

国乃至世界最为珍贵的遗产。 

3.1 遗产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遗产内涵的拓展与丰富，水利遗产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在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越来越多的水利遗产受到关注。然而，

相对于水利遗产在中华悠久文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水利遗产保护与研究远远不足：

尚缺乏系统的、跨学科的专题研究，人们对水利遗产的价值认知支离破碎，缺乏基

本的定义、分类及价值评估体系，缺少全面系统的资料积累；各级政府、文物部门

对水利遗产这类特殊遗产的保护未予足够重视，目前 2351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以水利为主题的仅有 17 项，未及百分之一；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管理体制尚未理

顺，管理部门的分割在客观上放任建设性破坏的发生；传统天人合一的和谐水利理

念受到无序无度水资源开发理念的严重冲击，珍惜水资源、爱护水利遗产的意识尚

未深入人心。 

3.2 遗产保护与管理措施思考 

水利遗产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祖先留给我们

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针对我国水利遗产保护与管理现状，结合国际组织与荷兰

等国家在保护与管理水利遗产的经验，本专题对我国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

出如下建议。 

3.2.1 长期规划、逐步实施、不断改进 

荷兰三角洲工程从开始规划到完成，历经 30 多年。这种长期规划、分期实施、

由易到难、逐步完善的治理方针，协调了人力、财力、技术、环境等问题同防洪之

间的矛盾，取得了成功。作为一个长期工程规划，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十

分完善，需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和改进。三角洲工程在实施过

程中为解决原工程规划对生态环境问题考虑不足而出现的矛盾，对原规划进行重大

修改，使新方案既满足防洪防灾的要求，又解决了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潜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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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护与利用完美地统一起来。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关键时期。经

过近几十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调整、修订和完善各流域规

划，将维护健康河流，促进人水和谐的治水思路贯穿于规划修订、完善过程中，分

步实施、逐步改进。 

3.2.2 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效益 

荷兰三角洲工程在建设之初，人们的环境意识还比较薄弱, 决策者主要把防洪和

经济效益等因素放在首位，忽略了工程完工后可能产生的环境效应。随着人们环保

意识的提高，环境效应成为该工程设计的主要考虑因素，将建坝方案改为建闸方案，

尽管增加了工程投资，延长了工期，但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证明修改后的方案设计

合理，具有长远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成为水利工程设计的典范。荷兰政

府在拦海大堤工程接近尾声时制定的《自然政策计划》，也是基于生态环境保护考虑, 

对工程进行调整的计划。 

如何正确处理水利工程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在工程运行中应该实施有效的生态调度、生态管理，最大限度地减缓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在工程设计和运行管理中要有长远的考虑，避免短视行为。 

3.2.3 政府干预, 通力合作 

三角洲工程和拦海大堤工程都是由政府干预,水利、交通、建设、农业、环保等

部门通力合作，以科学规划来协调涉海部门的利益，从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 

政府在三角洲工程实施过程中担当着主要角色。该工程是世代持续、投资巨大

的系统工程，没有政府的规划、立法，以及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等，仅靠市场驱动是

很难实施的。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相关的重点水利工程, 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

等，涉及多部门、多区域, 经济、社会、环境影响深远，同样需要政府干预，协调多

部门、多区域的利益与关系，兼顾各方；也需要各部门、各地区积极参与，共同合

作，从全局和长远考虑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 

3.2.4 加强景观设计, 注重与自然协调 

荷兰的水利工程十分注重景观设计，从三角洲工程的弧形挡潮闸到拦海大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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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绿色大堤，都与周围景观相协调，不仅没有破坏景观，还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水利工程建设对景观的破坏也是公众关心的问题。如何在工程设计中更多地考

虑景观因素，突破灰色混凝土传统的僵硬、冰冷的形象和消除人工建筑的痕迹，突

破一成不变的形式，是设计人员突破传统工程设计的一大亮点，这需要我们加强景

观、美学设计，采用多样化的建筑形式，使水利工程不仅具备其常见的防洪、发电、

航运、灌溉等功能，还能成为新的景观，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和生态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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