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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中辑）
李根蟠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摘 要】宋元诗文有关水车的记载集中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又以翻车记载最多，筒车次之。 有关记载表明，宋元是
我国水车大发展的时期，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地区各有特点。 翻车在长江下游地区空前普及，成为农家必备的农具，
是塘埔圩田、陂塘水利建设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不可或缺的 工 具 和 手 段 ，对 唐 宋 以 来 长 江 下 游 新 经 济 重 心 的 形 成 发 挥
了重要作用。 本文还对王祯《农书》设计的“牛转翻车”的实用性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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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 igin a n d De ve lopme n t of Wa t e r whe e l
LI Gen-pan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３６）

Abst r a ct ：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ａｔｅｒｗｈｅ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ｎｄ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Ｆａｎ Ｃｈｅ”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ｎｇ Ｃｈｅ”
．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ｎ Ｃｈｅ”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ｂｏｔｈ ｏｆ Ｐ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ｙｋ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ｔａｎｋｓ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ｔｕｒｎｅｄ Ｆａｎ
Ｃｈｅ”
，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ｉｎ ｈｉ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Ke y wor ds: Ｆａｎ Ｃｈｅ （ｔｉｐｃａｒ ｓｈｉｐｃａｒ）；
ｐ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ｄｙｋ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ｔａｎｋｓ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本丛谈收集的材料（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按时代划分可列为下表：
时代

年数

翻车

秦汉魏晋南北朝

８０９（前 ２２１—５８８）

１３

隋唐五代

３７０（５８９—９５９）

１６

筒车
１

井车

刮车

（１）
“水车”

１２

合计

４

１７

３

３２

北宋

１６６（９６０—１１２６）

５１

１８

７

２

７８

南宋、
金

１５１（１１２７—１２７８）

１６２

２０

１

１２

１９５

元

８８（１２７９—１３６７）

４７

９

１

１

１０

６８

２８９

４８

２１

１

３１

３９０（２）

合计
说

明：
（１）泛指水车及不明其确指类型者。本丛谈收集了若干与水车有关的水碓资料，
亦归入此类。
（２）同一条材料中谈及两种水车者，
按两条计算。因而比实际收录材料的数量稍多。

［收稿日期 ］ 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作者简介 ］ 李根蟠（１９４０－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经济史、农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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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看，汉唐记载较少，入宋以后才多起来，北宋的记载已大大超过秦汉至唐五代的总和，南宋
的记载又超过北宋一倍多。元代享国年数只及北宋的一半左右，但有关记载的数量比北宋少不了多
少。在各类水车中，翻车数量最多，超过总数的 ３／４。从汉到宋元，大幅度增长，其中南宋翻车记载数量
超过南宋记载总数的 ４／５。筒车的记载由唐代的 １ 条发展到宋元的 ４６ 条，但两宋和元代的记载不像翻
车那样迭次大增。井车记载总量远逊于翻车和筒车，但唐代的记载却大大超过宋元的记载。
根据我对材料反映的地区性的鉴别，宋元有关水车的记载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和
东南沿海的福建、江西，其数量占总数的 ８０％以上；绝大多数是翻车。在该地区中，又以江苏、
浙江的记
载为多，
约占百分之七八十。安徽、
福建、江西水车记载比江苏、浙江少许多，但在全国仍属前列；但筒
车记载则是闽赣多于江浙。两湖、西南、华南的记载占总数的 １０％左右，但筒车记载大大超过翻车。华
北地区河北、
河南、
山东、陕西、甘肃五省的记载不足总数的 １０％，翻车记载稍多于筒车，井车记载则冠
内蒙、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台湾缺载。 １
于各地。东北、
古代的事物是否有记载，如有记载，能否保存下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认为没有现存记载
的就是不存在。而且我们收集材料也可能有疏漏。不过，我们材料是大量的，而不是个别例证，虽然不
能据此作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的分析，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水车发展的大致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有
把握地说：宋元是中国水车大发展的时代，但这种发展在地区和车种上又是很不平衡的。发展最突出
的地区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使用最普遍的水车则是翻车。
宋元是长江下游作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翻车的
大量记载，
反映了翻车的使用与这个新经济重心形成的某种内在的联系。下面，我们以长江下游地区
为中心，探讨宋元翻车的推广与应用，以及它在新经济重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何处不逢君” ２ —宋元翻车在江淮流域及以南的空前普及
——
在江淮及以南的许多地区，水车（翻车）已成为营农者必备工具。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徐子寅奉旨以
楚州（今江苏淮安）空闲官田安置从北方南归的“归正人”，
“每名给田一顷，五家结为一甲……每一甲
用踏水车一部”。３ 淳熙十年（１１８３），郭刚根据皇帝的指令作淮西荒地屯田规划，其中“六人耕田顷，给
牛三头”
“合用农具：田一千顷用犁一千五百具，钯一千五百具，水车一千部，并碌碡、锄、镢之类，乞下
；
淮西漕司制造应副。”４ 即六人耕的毎顷田供给水车一部。
南宋吴泳在《宁国府劝农文》中说：
今春气向中，土脉渐起，正是东作之时，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辟蝗虫
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汝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待劝也。

５

吴泳在这里谈的是农业生产中最要紧、也是农民最熟悉的一些事物和知识，翻车也在其中。宁国府乃
今安徽宣城。吴泳，四川潼川人，长期在南宋中央政府任职，后以中央官员身份出任多处地方官。文中
所述，
并非宁国府独有，在江淮以南应带有普遍性。
上述屯田和官庄是政府组织的，政府供给启动再生产过程最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可
１ 史料记载中的
“淮西”，
包括河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
我们没有把它们剥离开来，
因而统计是粗略的。
２ 释贯休诗云：
“千山与万水，
何处更逢君。”今改一字，
反其意而用之。
３ 徐子寅：
《措置楚州归正人请田耕种事奏》，
《全宋文》卷 ５３９５。
４ 《宋会要辑稿》第 １５４ 册
“食货 ６３”
。
５ 《鹤林集》卷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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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通有无，不一定毎户一部水车。但独立经营的农户，为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只要有条件的，都置备
水车。实在没有水车的，哪怕租借或乡邻帮带，也要用上水车。北宋元祐五年，虽然去年遭灾，但“又缘
春夏之交，
雨水调匀，浙人喜於丰岁，家家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１ 淳熙
八年，江西南康军大旱，凡“边临大港，并有积水陂塘，可以车戽接救田段，皆是人户自入夏一干之后，
合家老幼，举债辛勤，用工车水。”２ 陆游归耕时必要的准备之一是置买水车 ３ 。范成大诗中也谈到租借
水车的事。 ４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１６３ 记载，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左朝请大夫陈汤求知池州，还论郡
县以耕牛、水车、舟船、农具估为家力，视此等降差役科敷，其交易买卖又重收税钱，非劝农之本意，乞
委常平司纠察。诏申严行下。”
陈汤所言不止是池州情况，在江淮以南农区是有代表性的。它透露了以
下信息：第一，在估定农家财产的系列中，水车仅次于耕牛，和舟船一起列在其他农具的前头，可见其
在农民家庭经济中地位之重要：水车也是当时农具市场中的重要商品。南宋政府为了保护小农经济，
同意陈汤的建议，废止这种估算家力的办法。
元朝政府继续推广水车，并采取扶植贫苦农民的措施。如《通制条格》卷 １６ 载：
虽有河渠泉脉，如是地形高阜，不能开引者，仰成造水车，官为应副人匠，验地里远近，人
户多寡，分置使用。 富家能自置材木者，令自置。 如贫无材木，官为买给，已后收成之日，验使
水之家，均补还官。 若有不知造水车去处，仰申覆上司关样成造。

浙江一带水车使用尤为普遍。南宋毛珝的《吴门
在这种情况下，水车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广。江苏、
田家十咏》说：
“到处车声转水劳，东乡人事独逍遥。一堤滟滟元非雨，总是吴江淡水潮。”５ 南宋黄震
说：
“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６ 这当然是以广大农户普遍拥有翻车为前提的。家在会
稽山阴（今浙 江绍兴）的陆游，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六月在入蜀途中，
“ 乡仆来言：乡中闵雨，村落家家车
水。”７ 淳熙十二年夏，江西上饶天旱，出现了“万室望霓愿，千村车水歌”８ 的景象。嘉泰元年孟夏，山
阴农村正在车水抗旱，准备插秧，忽然下大雨了，结果“处处跃秧马，家家闲水车”。“水车罢踏戽斗藏，
家家买酒歌时康。”９ 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家拥有水车的普遍性。
１０
水车响声成为当时农村的具有特征意义的现象：
“晌午鸦鸦响踏车，那边丛薄有人家。”
“波翻别
１１
１２
壑闻车水，
青遍柔桑趁浴蚕。”“南岸北岸声咿哑，东邻西邻踏水车。” 这是浙江一带的农村风光１３。南

宋孙觌在致仕归耕后，在一篇通信中谈到他在江苏的常州、无锡农村所见：
“自归耕穰田，望岁与老农
１ 苏

轼：
《奏浙西灾伤第一状》
（元祐五年），
《东坡全集》卷 ５７。

２ 朱

熹：
《施行下诸县躬亲徧诣田段相视》，
《晦庵别集》卷 ６。

３ 陆

游：
《致仕后岁事有望欣然赋诗》：
“买得水车无用处，
绝知造物相归耕。”
《剑南诗稾》卷 ３９。

４ 范成大：
《喜雨》：
“昨遣长须借踏车。”
石湖诗集》卷 ２３。
５ 《江湖小集》卷 １２《吾竹小稾》。
６ 《咸淳八年春劝农文》，
《黄氏日抄》卷 ７８。
７ 陆

游：
《入蜀记》卷 １。

８ 南宋赵蕃：
《六月十五日时闵雨甚矣三首》之二，
《淳熈稿》卷 １１。
９ 陆游《喜雨》，
《剑南诗藁》卷 ２７。
１０ 南宋方夔《田家》，
《富山遗稿》卷 １０。
１１ 朱

松：
《送沈昌时赴宁海令兼叙别二首》，
《韦斋集》卷 ４。

１２ 李昱《踏车行》，
《草阁诗集》卷 ２。
１３ 方夔，
淳安（浙江西部）人，攻举子业不利于有司，退隐富山之麓，
以此名其诗集。上引方诗应系反映其家乡情况。

朱松乃朱熹之父，该诗殆写于临安（杭州）。李昱生长于钱塘，
元季避地永康、
东阳，
均在浙江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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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为休戚，春夏旱溢，两岸车声如雷。”１ 绍兴初年，王之道避寇乱，从安徽巢县出发到庐州（今安徽合
肥）的胡避山，２ 由于战乱的破坏，
九十多里荒无人烟，
“踯躅於荆棘蒿艾之间”
，
令人压抑。
“将次胡避，
殆

见迹牛涔，
蔬畦麦垅，
转水车之咿轧，
蔼炊烟之郁葱，
农夫两两三三田作而反，
挽犁携插，
仅有可观”
，３ 心
情为之一舒。总之，有水车声便是有人家、有村落、
有生气。
由于水车的普及，宋代以水车名地者屡见不鲜。如张师正《括异志》载：
杨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也，往来郢之京 山县、丰国范 顿市中…… 彭长官者 ，欲求地葬其
母，以纸干之，乞数字。 直书云：翻车二十五千。 既而果于翻车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贯市之。 （卷

６ 《杨道人》）
待制刘公湜……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时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车驿舍遂卒。 ……水车沟
在海、密州界。 （卷 ２ 《刘待制》）

郢在湖北江陵县西北。海州在苏北，密州在山东，与海州接界。
水车名地在江浙一带尤多。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有俗呼
“翻车桥”
的安政桥。４ 在会稽（今浙江绍
兴）有
“车水城”
，南宋王十朋在这里重建民事堂。 ５ 府城中有“车水坊”。 ６ 府城南有“车水桥”，子城中

有
“车水桥巷”。７ 上虞县有“车水坊”。城市中地名冠以“车水”。当与城市消防或城市供水有关，同时，
当时城中亦有农圃园林，用得着水车的地方尚多。
车溪一名也值得关注。
《大清一统志》卷 ２２０ 谈到嘉兴府的“车溪”：
“在石门县东北三十六里，流经
桐乡县北，自皂林堰口抵青镇，南北二十里，两旁皆腴田，资以灌溉。”
车溪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两岸腴
田，车戽不绝”８ 石门、桐乡的车溪，明嘉靖《浙江通志》已载，其得名应该在这以前，是否宋元已有此
“车溪”，待考 ９ 。但宋元以车溪名地者确实不止一处。如江苏吴江县有车溪，１０ 浙江台州鄞县有车溪 １１，
尤其是浙江湖州的车溪，南朝时已有此名。山谦之《吴兴记》谓“车溪出美鱼”。１２ 江南水乡，交通运输主
要靠船，用陆上运输的车辆命名溪河，似乎不大合理；宋元水车径称车，故各地“车溪”之得名，恐怕与
水车的关系更大一些。

二、江南开发中的大功臣——
—翻车
上文已经指出，宋元诗文中有关翻车的记载大多数在江浙一带。江浙一带是《禹贡》中的“扬州”，
土壤属于下下等的“凃泥”。这一地区原来地旷人稀、
“火耕水耨”
，气候湿热、时有瘴疠，北方人视为畏
１ 《与沈德茂帖（六）》，
《鸿庆居士集补遗》卷 ６。孙觌，常州人。
２ 胡避山，
在庐州西六十里，绍兴中，
王之道为避金兵保聚其上，故名。
３ 王之道：
《与淮南提盐许子长书》，
《相山集》卷 ３５。
４ 《景定建康志》卷 １６；
《至大金陵新志》卷 ４ 下。
５ 王十朋：
《会稽三赋提要》。
６ 张

淏：
《会稽续志》卷 １。

７ 施宿等：
《会稽志》卷 １、
卷 １。
８ 雍正《浙江通志》卷 １１、
卷 ５４。
９ 元代释善住写有《车溪道中二首》，
载《谷响集》卷 ３，应是他晚年寓居钱塘之作，
不知是否就是桐乡的车溪。
１０ 王

鏊：
《姑苏志》卷 １８。雍正《江南通志》卷四四谓“圆明寺在吴江县车溪傍，宋乾德中建”。可见，
吴江县的车溪得

名不晩于宋。
１１ 陈耆卿：
《赤城志》卷 ２５。

《吴兴备志》卷 ２３《遗书征》。
１２ 董斯张：

- 23 -

2011.4

途，
经过长期的开发，唐宋时代成为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全国经济重心。江南开发取得这样的成功是
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翻车也功不可没。下面从两个方面作些简单的论述。
（一）塘浦圩田建设的前锋和后卫

把江南这样一个地势低洼的水乡改造成全国最大的粮仓，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塘浦圩田体系的
建成。而塘浦圩田体系的建设和维护是离不开翻车的。
北宋郏亶总结塘浦圩田的经验说：
古之治田者， 因塘浦之土以为堤
岸，使塘浦深阔而堤岸高厚。 塘浦深阔
则水通流；堤岸高厚则田自固。 且苏州
除 太 湖 之 外 ，江 之 南 北 别 无 水 源 ，而 古
人使塘浦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
岸。 堤岸高厚，足御湍悍之流；故塘浦因
而 深 阔 ，水 亦 因 之 而 流 耳 ，非 专 为 阔 其
塘浦以决积水也。

１

南宋乾道六年，李结针对苏、湖、常、秀的水
王祯《农书》围田和柜田图

患，提出敦本、协力、因时的“治田利便三议”，他
说：

司农丞郏亶议云：古人使塘浦阔深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非专为决积水。 若堤岸高厚，
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於塘浦三五尺，故虽大水不能入於民
田。 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 此古
人治低田之法也。 若知决水而不知治田，则所浚之地不过积土於两岸之侧，霖雨荡涤，复入塘
浦，不五七年填淤如旧，前功尽弃。 为今之务，莫若专务治田。 乞诏监司守令，相视苏、湖、常、
秀诸州水田塘浦紧切去处，发常平义仓钱米，随地多寡，量行借贷与田主之家，令就此农隙 作
·
堰 车 水 ， 开 浚 塘 浦 ， 取 土 修 筑 两 边 田 岸 ，立定丈尺，众户相与并力，官司督以必成。 且民间筑
··· ···· ········
岸，所患无土，今既开浚塘浦，积土自多，而又塘阔水深，易以流泄。 田岸既成，水害自去，此臣
所谓敦本之义也。

２

圩田要起到“内以围田，外以围水”
（杨万里《圩丁词十解》中语）的作用，必须有高大坚固的堤岸。
修筑堤岸要就地取土。就地取土的好处，是在加高堤岸的同时，加深加阔塘浦使水通流。在水乡泽国的
江南，
就地取土筑堤，一般而言，要首先把积水排干，这就离不开翻车。当然，也可以用戽斗，但戽斗效
率不高，
劳动强度大，难以持久，而且只能把水戽到很低的岸外。所以翻车是排水取土筑堤必备的主要
工具。南宋政府曾组织流民修复在宋金战争中受到破坏的圩田，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必要生产资料中，
就包括水车在内。例如乾道七年，薛季宣受命到淮西安置流民，
“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庄于黄
州故治东北。以户颁屋，以丁颁田。二丁共一牛，犁、杷、锄、锹、
镢、鎌具。六丁加一錅刀，每甲辘轴二，
１ 《三吴水考》卷 １４。
２ 李结：
《治田三议（乾道六年十二月）》，
《全宋文》卷 ５４０２。关于该提案及其审查批准情况，
《宋史·食货志》有以下

简要叙述：
“［乾道六年］十有二月，
监进奏院李结献治田三议：一曰务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大畧谓：浙西低田，
恃堤为固，若堤岸髙厚，则水不能入。乞於苏湖常秀诸州水田塘浦要处，官以钱米贷田主，乘此农隙作堰，增令髙
阔，则堤成而水不为患。方此饥馑，俾食其力，
因其所利而利之；
秋冬旱涸，
泾浜断流，
车畎修筑，
尤为省力。诏令胡
坚常相度以闻。其後户部以三议切当，但工力浩瀚，欲晓有田之家，各依乡原亩步出钱米，与租田之人更相修筑，
庶官无所费，民不告劳。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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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中辑）

水车一。”１ 在此前后，方有开在元浦、湘城等地组织饥民“筑圩周五十里”，政府供应饥民的农具中也
有水车。 ２
湖荡沼泽地区如何在水中取土筑堤？北宋沈括曾介绍昆山至和塘长堤的修筑方法：
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 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
土。 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篨（按，指用苇或竹编的粗席）刍稁为墙，栽两行，相去三
尺。 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 漉水中淤泥实蘧篨中，候干，则以水车畎去两墙之间旧水。 墙
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
不日堤成，至今为利。 ” ３

相距三尺用木桩粗蓆树立两屏，辅以刍稁，将水中淤泥填充其间，形成一堵墙。在相距六丈的地方用同
样办法作另一堵墙。泥干后将两墙之间的水车干，中间挖渠，取土堆两边作堤，形成两岸夹渠的塘河。
如图 ４ 所示：

至和塘堤修筑法

宋元的圩田除外堤外，又修筑了内堤，形成圩田的双重保障。绍熙四年四月八日叶翥《上太平州圩
田事奏》云：
本州所管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并低接江湖，圩田十居八九，皆是就近湖泺低浅去处，筑
围成埂，便行布种，每遇大水年分，江湖水涨，冲突岸埂，即时破决，颗粒不收。 近一二十年以
来，官司出钱，每於农隙之际，鸠集圩户，增筑岸埂，高如城壁，种植芦苇，以围岸脚，今措置欲
於圩田之内旧有通水小沟去处开浚深阔，就用其土增筑塍岸，亦令高广厚实，以为里濠，可为
车戽出入之地。 其间顷亩广袤，或无旧沟，亦皆创新为之，必使一圩之间，遇水可以潴蓄，遇旱
可以灌溉。

修筑内堤，是从
“圩田之内旧有通水小沟去处”取土，当然要先把积水排干；内堤修成了，原来的通水小
沟就变成深阔的“里濠”，成为方便翻车或排或灌的工作地点（“可为车戽出入之地 ”
）。明何宜《水利策
略》云：
“凡修筑围岸，苦于无土，若围外河水浅狭，即将外河车干取土；若外河深阔，则将围内沟洫车干
取土，
此一举两得之术也。”５ 这应该是唐宋以来，尤其是内外双堤制以后车水筑圩经验的总结。
塘浦圩田的修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要年年维修加固，其中就包括了车水的活儿。
圩田有大圩、
小圩之分。唐、五代以国家组织屯田等方式兴筑圩田，形成大圩制。圩岸的维修也由
官府组织集体进行。北宋郏亶说：
“古人治田……田各成圩。圩必有长，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
１ 吕祖谦：
《薛常州墓志铭》，
《东莱集》卷 １０。
２ 孙应时：
《承议郎淮南西路转运判官方公行状》，
《烛湖集》卷 １１。
３ 《梦溪笔谈》卷 １３《权智》。
“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
，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九引作“至和塘自昆山县达于娄门凡

（娄门在苏州），注称
“至和塘既成于至和二年，
立石其间，
浚水道巳成塘，
陆涂尚未备，
至是始备……”
七十里”
４ 采自张芳：
《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图 ３－１－２－２。图中
“粗蔗围墙”
系
“粗蓆围墙”
之误。
５ 张内蕴、
周大韶：
《三吴水考》卷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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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１ 政府组织或督导修圩的传统延续至宋元
时代，
这在诗文中多所反映。如南宋晚年陈著《嵊县劝农文》说：
“新年十日九雨，而水乡麦苗必多渰浸，
并水田亩必多冲坍，其修尔堤防，备而桩筱，以捍以卫。”
元龚璛《吴侬行》云：
“吴侬畏雨如畏虎，不道梅
霖是时雨。江湖占水多作田，雨来水涨无坚土。年年相戒筑岸围，州县施行督田主。纷纷何益耕者劳，
冬冬还听踏车鼓。”２
由于圩岸的坚固和安全关系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维护圩岸的的工作往往得到村民的踊跃参与，
于是出现“年年圩长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３ 的场面。有时农夫
别有营生，农妇就要出来顶替。张庸《戽水歌》对此有具体的描述：
高田水，低田水，田田积水车不起。 去年有水民薄收，今年又水朝廷忧。 岸圩自是农夫事，
工程赖有官催修。 东家妇，西家妇，唤郎去劚荒田土。 车沟昨日里外平，断塍紧待新泥补。 踏车
正忙儿又啼，抱儿踏车力不齐。 车捩轴轴转，横牙伤妇足，妇忘嗟怨抚儿哭。 水深未易干，怕郎
受笞辱。 愿天晴，怯雨阴，入夏无苦旱，至秋无苦霖。 上宽天子忧民心，吾农饱暖长讴吟。

４

连年雨潦，
惊动朝廷，官府出面“催修”圩岸，这本来是“农夫事”，但因去年歉收，农夫不得不去“劚荒田
土”
，
以帮补口食，这样，农妇只好抱着孩子来应差了。农田积水严重，安置水车的
“车沟”
的水本来车得
差不多，
昨日又积满雨潦，和外河的水面相平了。断缺的堘岸急待填补，这时孩子又偏偏哭闹，以致水
车轴把脚也刮伤了。即使这样，农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抱怨，一则“怕郎受笞辱”
，二则也与自家利益
攸关。
入宋以后，大圩制在一些地方继续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如太湖流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其
他原因，
大圩制分解，形成以民间兴筑的小圩为主的局面。王祯《农书》谈到的柜田就属于小圩田：
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 如此形制，顺置田段，便于耕莳；若遇水荒，田
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 （《农器图谱·田制门》）
救水荒之法，莫如柜田。 柜田者，于下泽沮洳之地，四围筑土，形高如柜，种艺其中。 水多
浸淫，则用水车出之。 （《百谷谱·备荒论》）

这种小圩田的修建和维护一般是个体农户独立进行的。苏轼在《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中谈到，元祐五年
浙西农民在去年受灾后，
“又缘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喜於丰岁，家家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
··· · ···· ···· ·
５
水筑圩，高下殆遍” 。元·龚璛《水村歌》云：
“吴中水为乡，人与鳬鹥共居处。年年黄梅少时雨，农不田
··· ····
畴占洲渚。乡风用锄不用犁，筑塍踏车儿女妻。”６ 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江南农民在维修圩岸中积累
·······
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元娄元礼《田家五行》卷上载：
“立夏日看日晕，有则主水。谚云：一番晕添一番湖
塘。”
所谓
“添一番湖塘”，就是加厚加固圩岸。
塘浦圩田在日常生产中也要用到翻车。塘浦圩田是由低洼积水地带改造而成的，水源充足，又有
比较完备的灌溉渠系，一般情况下可以自流灌溉。但遇到下面两种情况要用翻车灌溉：
一是圩田区内往往也有较高的田段，需要翻车提灌。范成大“围田”诗云：
山边百亩古民田，田外新围截半川。 六七月间天不雨，若为车水到山边。
１ 范成大：
《吴郡志》卷 １９。
２ 《悔斋稿存》。
３ 杨万里：
《圩丁词》，
《诚斋集》卷 ３２。
４ 光绪《宝山县志》卷 ４。
５ 苏轼：
《东坡全集》卷 ５７。
６ 《赵氏铁网珊瑚》卷 １２。
７ 范成大：
《围田叹四绝》，
《石湖诗集》卷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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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特例。宋人郭受曾经登上吴县的“灵岩之巅，俛而四望，畎浍脉分，原田碁布，丘阜之间，灌以机
·· ·· ···
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所谓“灌以机械”，主要就是翻车。其实情况早就如此。本丛谈上辑曾介绍，
· ···· ····
郏亶调查太湖流域塘浦圩田遗迹后指出，古人把塘浦开得又阔又深，原因之一就是“欲畎引江海之水
周流于堽阜之地，虽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 １
二是遇到了干旱，河渠水位下降，就需要用翻车提灌。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田制门》描述围田“沟
渠通灌溉，塍埂互连延。俱乐耕耘便，犹防水旱偏。翻车能沃槁，瀽穴可抽泉”，就是指这种情况。 ２
但王祯没有提到对圩田排涝的功能，是其不足。实际上由于圩田处于低洼地区，雨潦对农业生产
的威胁最大。对付圩田和低田的淫潦，筒车无能为力，只能用翻车。当然戽斗也能用，但只是配角。请
看下面的诗文：
吴门歉岁减繁华，萧索专城未足夸。 柳色向秋迎使馆，水声终夜救田车。

３

（吴门）

河流满满更满，檐溜垂垂又垂，皇天宁有漏处，后土岂无干时，不辞蛾化麦穗，叵忍秧浮
浪花，儿孙汨汰护岸，翁媪扶携上车。

４

（吴郡）

常民踏车将纳水，今民踏车将出水。 大田不复见沟塍，洪潦汗漫连千里。
清苕春事早，三月已无花。 岁涝堘犹缺，田低水再车。

６

５

（湖州）

（湖州）

雨师殿后疾雷先，风卷浮云似擘绵。 大点成沤添黑潦，浓阴匝地暗青天。 崦中暴长弥漫
水，圩上平沉沮洳田。 米直顿增车戽急，早推红日丽金渊。

７

（余杭）

六月溧阳三日雨，山田喜足低田苦。 学中亦有北钤圩，低处水深三尺许。 秧苖浸倒根已
浮，再种何由能入土？ 老夫寓居西郭外，厌听村村蹋车鼓。

８

（溧阳）

娄江之南一万家，葑田水深忙踏车。 ……州倅劝农频出郭，野航牵缆小如瓜。

９

（娄江，太

湖尾闾之一）

从以上材料看，是圩田生产过程中常常需要用翻车排涝，如果田低岸高，一次车水不到岸，就要接
“再车”；排涝过程中又往往要同时护岸。
力
１０
总之，
塘浦圩田无论修建、
维护和日常生产，
都离不开翻车。
“圩田本是一平湖，
凭仗儿郎筑作圩。”
在江淮以南低洼积水地带修建较大规模的圩田，异地取土很难办到，就地取土是唯一可行的。从这个
意义上说，翻车不但是修建较大规模塘浦圩田的必备工具，而且是其先决条件之一。同时，大规模塘浦
圩田的建设的需要，又极大地促进了翻车的推广和普及。江南较大规模的塘浦圩田建设，开始于晩唐
五代，极盛于两宋。我国关于翻车的记载，晩唐五代逐渐多了起来，到了两宋，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
１ 范成大：《吴郡志》卷 １９《水利上》。
２ 围垦江滨或洲渚沙淤之地，
是谓沙田，
是与圩田类似的低田，干旱时也要用犁沟翻车灌溉。王祯《农书》沙田诗云：

“江上有田，总名曰沙。中开畎亩，
外绕蒹葭。耐经水旱，远际云霞。耕同陆土，
横亘水涯。内备农具，
傍泊鱼杈。易
胜畦埂，肥渍茫华。普宜稻秫，
可植桑麻。种则杂错，收则倍加。潮生上溉，水夹分叉。涝须浚港，
旱或戽车。”
３ 范仲淹：《依韵和庞殿院见寄》，
《范文正集》卷 ４。
４ 范成大：《苦雨》，
《石湖诗集》卷 ２３。
５ 郭祥正：《和常父湖州界中》，
《青山续集》卷 ３。
６ 释居简：《酬谢司直晦斋宋湖州见柬》，
《全宋诗》卷 ２７９３。
７ 仇

远：
《夏雨叹》，
《金渊集》卷 ２。仇远，
钱塘人，
居余杭溪上之仇山。诗中有
“早推红日丽金渊”
句，
金渊似为余杭

地名，
《金渊集》或取名于此？待考。
８ 仇

远：《观雨》，
《金渊集》卷 ４。

９ 谢应芳：《梅子玉判官劝农过客舎，
口占以赠》，
《龟巢稿》卷 ３。

《圩丁词十解》。
１０ 上引杨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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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一样，充斥于有关的诗文中，看来不是偶然的。不难发现翻车的发展与塘浦圩田的发展的某种相
关性。虽然翻车的记载比大规模圩田建设的记载慢了半拍，但一定意义上它在实践中是先行的。人们
赞颂“周遭圩岸绕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１ 的壮丽景观，默默地为圩田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车，却
容易被忽视。
（二）陂塘水利腾飞的翅膀

我国陂塘早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西汉晚年以后，汉、汝、淮、江等流域的陂塘建设有较大发展，四
川、
云南等地也出现了小型的陂塘。虽然这时的大小陂塘有不同的形式，但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是选
择在便于接纳四方的溪流地势较低的谷地建造的陂塘；又往往用渠道把一个地区的陂塘串联起来，形
成“长籐结瓜”的形式。这些陂塘用堤岸提高水位，对
“力所能及”的农田实行自流灌溉。
到了宋代，陂塘水利，尤其是南方的陂塘水利有很大的发
展，并显示出与汉魏时期颇不相同的面貌。王祯《农书》总结当
时的水利灌溉，把陂塘水利放在重要地位，他说：
下 及 民 间 ，亦 各 自 作 陂 塘 ，计 田 多 少 ，于 上 流 出
水，以备旱涸。 农书云：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
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
田数百顷，小可溉田数十亩。 若沟渠陂堨，上置水闸，
以备启闭。 若塘堰之水，必置瀽窦，以便通泄。 此水在
上者。 若田高而水下，则设机械用之，如翻车、筒轮、
戽斗、桔槔之类，挈而上之。 如地势曲折而水远，则为
槽架、连筒、阴沟、浚渠、陂栅之类，引而达之。 此用水
之巧者。 若下灌及平浇之田为最，或用车起水者次之，
或再车、三车之田，又为次也。 其高田旱稻 ２ ，自种至
王祯《农书》陂塘图

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或旱，不过浇灌四五次，此可力

致其常稔也。 《傅子》曰：陆田者命悬于天，人力虽修，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弃矣。 田制之由人，
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

３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宋元陂塘水利的特点，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第一，宋元陂塘数量庞大，
“难以数计”
；形式则灵活多样，有“官”有“民”
，有大有小，尤以小型陂塘
堨荡为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丘陵高地上因地制宜的陂塘。 ４
１ 杨万里：
《圩田（二首）》之一，
《诚斋集》卷 ３２。
２ 这一句引自陈旉《农书》，
但陈旉《农书》作
“高田早稻”，
详后。
３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灌溉篇》
４ 张芳先生指出：
“宋以后随着丘陵山区的进一步开发，
修建了不少小型陂湖塘堰工程。塘坝工程趋向小型化，
这是

与宋之前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
她从《宋会要辑稿》、
《宋史》和一些方志中辑录了各地兴建陂湖塘堰的数字。如
大中祥符初，江西袁州府宜春、分宜、
萍乡、万载四县合计有陂塘 ４４５３ 所，
溉田 ５４４２．８３ 顷；
绍兴中，
江东广德军兴
修陂塘 ６００ 余所；淳熙元年，江东九州军 ４３ 县，共修陂塘沟洫 ２２４５１ 所，灌溉农田 ４４２４２ 顷，受益户 １４８７６０ 户；
淳熙年间，徽州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六县共有陂塘 ２２０６ 所，堨（坝）１７３５ 所，青阳县有 ３８７ 所，泾县
３３２ 所，旌德县有 ｌ４４ 所，共计陂塘堰坝 ４７９４ 所；在浙西，仅淳熙二年就修陂塘 ２１００ 所；北宋福建路仅莆田、兴
化、仙游三县就有陂塘 ４６３ 所；南宋淳熙年间，闽清县诸里村落各堰小溪成陂，溉田种 ５００００ 余石，约合 ５０ 万亩。
宋元陂塘之多可见一斑。这些陂塘工程多分布于丘陵山区。见张芳《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第三编第三章，
山
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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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塘对于山区的开发意义重大。例如浙江的于潜县，
“邑山多田寡，水行乎两山之间，凡濒溪低平
之地，
皆有田俗所谓大源田”。“所藉以为民命者惟大源田，而为田之寿脉者塘堰。”１ 陈著在“山多水
浅”的浙江嵊县当知县，深知陂塘的重要，他说：
春雨既多，夏秋必不足，低田车戽犹可及，高田非有宿水，如何救济？ 其凿尔陂塘，浚尔砩
甽，以蓄以潴，各各用心。 勿云任天做事，蚤蚤为计，勿临时仓忙，水旱有备，三秋有成。

２

朱熹称“陂塘之利，农事之本”，３ 他在知南康军（在江西）时，多次劝导、督促农户兴修陂塘。陂塘
修筑也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孝宗淳熙十七年二月六日，臣僚们在一个奏折中提出：
“边塘畎亩，或值
旱涝，
堤防储蓄，有藉於塘筑之固，以施车戽之力者，其所系尤不轻也。今春事方兴，土膏潜动，修筑之
这个提案被拟执行。 ４
政，
所当举行。”
山区的陂塘在宋元诗文中多有反映。王安石《山田久欲拆》诗云：
“山田久欲拆，秋至尚求雨。妇女
喜秋凉，
踏车多笑语。朔云卷众水，惨淡吹平楚。横陂与直堑，疑即没洲渚。”５“秋至尚求雨”，说明山
田中入秋尚有庄稼生长，这些庄稼不可能是冬麦，而应该是水稻，从需水求雨看，似仍在灌浆阶段，则
命题的。宋元诗文中又多有“稻陂”
（种稻的陂田），其中也
很可能是晚稻。王安石的诗中还有以“山陂”
有明言在山上的。如陆游《化成院》：
“前山横一几，稻陂白漫漫”６ ；
《寒食日九里平水道中》：
“乱云重叠
藏山寺，野水纵横入稻陂”７ ；韩淲《常安寺》：
“乍暖阴阴欲雨天，满陂春水浸山田”８ 等。宋元诗文关于
有灌溉条件、可以种稻的高田、山田的记述更多，虽然或者没有出现“陂”、
“陂塘”字样，实际上起码有
一部分是用陂塘灌溉的。至于以“山塘”为称的更比比皆是。 ９
在丘陵高地上如何建设陂塘，陈旉《农书》有所论说：
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畜
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 植桑柘，可以 系
牛。 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
而害稼。 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旱干不过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 又
田方耕时，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践踏坚实而无渗漏。 若其塍垄地势，高下适等，即并合
之，使田丘阔而缓，牛犁易以转侧也。

不难看出，陈旉设计的陂塘是用以灌溉山坡上种植水稻的梯田的 １０，是与“水稻上山”联系在一起的。
它与在低地广纳众水、
相互串连的陂塘大异其趣。
第二，这些众多的陂塘，是与各类灌溉设施和灌溉机具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王祯《农书》已经
１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卷 ３９。
２ 《嵊县劝农文》，
《本堂集》卷 ５２。
３ 淳熙六年《劝农文》，
《晦庵集》卷 ９９。
４ 《宋会要辑稿·方域十》。
５ 《临川文集》卷 ８。
６ 《剑南诗槀》卷 ５。
７ 《剑南诗槀》卷 ３９。
８ 《涧泉集》卷 １９。这首诗没有明言稻陂，
但浸满春水的山田，当然是种稻的。
９ 如南宋利登《晩步》：
“住在山塘深更深，门前落叶与阶平。……一水欲流山影去，
断云时伴烧痕生。”
（
《江湖小集》

卷 ８２）南宋徐经孙有《山塘精舎》诗（
《矩山存稿》卷 ４），
两宋之交李弥逊有《祭山塘虞部诸坟文》
（
《筠溪集》卷 ２３），
等。
１０ 合并田丘，
使之宽缓便于灌溉，
就是建造梯田。该书在“耘耨之宜”
一节中介绍的
“自下而上，
旋干旋耘”
的方法，
也

《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５ 年。
是根据丘陵梯田的特点设计的。参见万国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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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了，但是有的问题尚需进一步分析，以揭示陂塘与翻车密不可分的联系。王祯在谈到陂塘的
灌溉机械时首列翻车是对的，但后面并列以“筒轮、戽斗、桔槔”而未加说明，则有所欠缺。实际上筒车
是不能在普通的陂塘中使用的，因为陂塘中的水一般是接近静止或缓慢流动的。如果要安置筒车，陂
塘必须有特殊的设施使水流加快加大，筒车与陂塘的这种结合，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
“车陂”。本丛
谈下辑将要谈及。戽斗只能在陂塘水面与堤面距离很短的条件下才能使用，且工作效率低、劳动强度
大。桔槔效率更低，难以用于大田灌溉。因此，陂塘的灌溉基本上是使用翻车的。此其一。王祯按其灌
溉条件的差异把陂田分成不同等级：
“若下灌及平浇之田为最，或用车起水者次之，或再车、三车之田，
又为次也。”
我们可以把陂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要“一车”、
“再车”以至“三车”的，显然，如果没有翻
车，这些的田地是无法灌溉的（甚至是无法开辟为耕地的）；它们得以灌溉，端赖翻车的使用。另一类是
可以直接从陂塘自流灌溉的，但这是就风调雨顺而言，当天气干旱、雨水稀缺、水位下降的时候，这类
田地也不能不用翻车。此其二。 １
陂塘灌溉什么时候开始用上翻车，现在还不很清楚。在汉唐有关翻车的记载中，迄今还没有发现
它与陂塘相联系的证据，但在宋元的诗文中，则可以看到陂塘与翻车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
钟山独归雨微溟，稻畦夹冈半黄青。 陂农心知水未足，看云倚木车不停。

２

朱槿碧芦相间栽，蓬棚车水过塍来。 茸茸秋色浓如染，己有陂塘似镜开。

３

南岸北岸声咿哑，东邻西邻踏水车。 车轮风生雷转轴，平地雪寒生浪花。
况当今月滴雨无，陂塘之水争喧哗。

４

荒村终日水车鸣，陂北陂南共一声。

５

陂下卧轮车乍歇，田间鸣鼓稻齐秧。

６

陂岸放车看宛转，寺檐飘铎送玲珑。

７

山塘莫车水，梅雨正分龙。

８

１０
还有直呼
“陂塘车戽”９ 、
“陂池行车”
的，不一而足。翻车从陂塘中车水，这是带有普遍性的。南宋李壁

曾在山区居住，他这样描写山区农民车水劳动的辛劳与欢乐：
嗟哉作田苦，斛水车轮抽。 暮歌宛如笑，达旦不肯休。

１１

这里的山田是靠车水灌溉的，从哪里车水呢？应该就是陂塘。诗文中又有另一类记载：
１ 不但陂塘灌溉需要翻车，
远距离输水的架槽，
也往往使用翻车。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架槽》云：
“架槽：
木

架水槽也。间有聚落去水既远，
各家共力造木为槽，
递相嵌接，不限髙下，
引水而至。如泉源颇髙，
水性趋下，
则易
引也；或在洼下，则当车水上槽，
亦可远达。”
２ 王安石：
《独归》，
《临川文集》卷 ３。
３ 杨冠卿：
《自檇李至毘陵道中》，
《客亭类稿》卷 １３。
４ 李

昱：
《踏车行》，
《草阁诗集》卷 ２。

５ 陈与义：
《罗江二绝》之一，
《简斋集》卷 １４。吴可《荒陂》亦有“荒陂终日水车鸣，村北村南共一声”句（
《藏海居士

集》卷下）。
６ 刘

挚：
《五月十日发俞潭先寄王潜江》，
《忠肃集》卷 １７。

７ 刘

挚：
《又次韵四首》，
《忠肃集》卷 １８。

８ 张表臣：
《珊瑚钩诗话》卷 ３。
９ 杨万里：
《与淮西韩总领》，
《诚斋集》卷 １１２。
１０ 孔平仲：
《夏旱》，
《清江三孔集》卷 ２２。
１１ 李

壁：
《六月十八日作》，
《全宋诗》第 ５２ 册第 ２７４４ 页。该诗引文前面有“高諠（疑当作谊）今前修。胜地能馆

我，衰疾于焉瘳。山寂便午憩，
井冽共晨滫。坟素共偃蹇，
几杖亦夷犹”
等句，
应是作者谪居抚州（今属江西）时，
得
到朋友的帮助，在山区安家，
从而有此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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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吹雨溪上来……白水漫漫俄盈陂。 豚肩覆豆巫醉饱，龙骨挂壁农遨嬉。
幽人睡觉夜未央，四檐悬溜声浪浪。 ……不劳轣辘蹋龙骨，转盼白水盈陂塘。

１
２

３

凿井耕田仅万家，农夫农妇毕丝麻。 夜来得雨陂塘足，村北村南罢踏车。

上面所说的第二类陂田，平常可以自流灌溉，不用车水，干旱时要车水，一旦下雨，车水就可以停止。上
面这几条记载不完全是讲此类陂田，但应该包含了此类陂田。事实上，自流灌溉的渠系工程，在河渠水
位下降的情况下，也要使用翻车。上篇谈到的唐朝太和年间政府在关中推广翻车，就是一例。
江南号称“三山六水一分田”，在人口激增（北人南移和自身增殖）、社会消费需求空前高涨的情况
下，
除了“与水争田”
以外，人们还要“与山争地”。在耕地、尤其是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粮田向丘陵高地
拓展的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灌溉条件。有的地方可以直接引溪泉灌溉，但有这种条件的毕竟不多，而
且也容易造成对水资源浪费。因地制宜地建造各种类型的陂塘，平时把溪泉雨潦等各种水流蓄纳起
来，以备日常和干旱时灌溉之用，同时还可以防止雨潦，这是丘陵山地主要的也是较佳的水利形式。但
陂塘只有与翻车结合起来，才能使有自流灌溉条件的地方增强抗旱能力和加大灌溉效益，并且使没有
自流灌溉条件的山坡高地也能获得灌溉的利益，从而成为丘陵高地开发的重要推手。宋元江南陂塘水
利之所以有大的发展，既以开发山区，发展农业，以满足社会需求为推动力，同时也和翻车在陂塘水利
中的推广分不开。可以说，陂塘水利是插上翻车这对翅膀才腾飞起来的。翻车不但是塘浦圩田建设的
功臣，
也是陂塘水利发展的功臣。
山田也有直接引溪泉灌溉的，陂塘平时把溪泉雨水蓄积起来，使农田有比较稳定的水源，不但抗
旱供灌溉，而且可以防雨潦。
由于翻车使具备自流灌溉条件的耕地增加了抵御干旱的能力，使不具备自流灌溉条件的耕地也
得以灌溉，
所以它成为人们抗旱的利器。在宋元诗文关于水车的记载中，谈到车水抗旱的数量最多。朱
熹知南康军，提出要区分有自流灌溉条件的自熟之田、有陂塘车戽可救之田和无水车戽全然旱死之
田，
分别予以处置。第二类田所以能够旱灾中保住几分收成，
“皆是人户自入夏一干之后，合家老幼，举
债辛勤，
用工车水”４ 所致。为了抗旱，还有“雇觅人工车水”５ 者。由于有了水车，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干
旱发生时听天由命的局面。南宋董煟指出，天灾“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由于“有车戽之
“可以用力者”６ 。这种认识在当时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应该说，翻车抗旱是有成效的，较
利”，旱灾属于
小的干旱能够抗过去，较大的干旱也能减少损失。在现代化技术和装备出现以前，这已经是很了不起
了。人们从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信心。
７

人定真能力胜天，一车翻水溉高田。 汉阴机在终无力，长忆郊居值旱年。
老农呼妇呼孙子，齐上沟车踏河水。 浪走源头雪霰飞，天翻脚底风雷起。

飒飒昆明龙蜕骨，宛宛常山蛇顾尾。 倏尔盈科叹水哉，激之过颡由人耳。 …… ８
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
１ 陆

游：
《夏雨》，
《剑南诗稿》卷 ２０。

２ 陆

游：
《喜雨》，
《剑南诗稿》卷 ３９。

３ 吴

可：
《村居》，
《藏海居士集》卷下。

９

４ 《施行下诸县躬亲徧诣田段相视》，
《晦庵别集》卷 ６。
５ 《按唐仲友第四状》。《晦庵集》卷 １９。
６ 《救荒活民书》卷中。
７ 元王恽：
《水车图》，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 ３６。
８ 曹文晦：
《水车歌》，
《元诗选二集》卷 １９《新山集》。
９ 范成大：
《田园杂兴》，
《石湖诗集》卷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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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翻车的由衷赞叹，实际上是对人自身力量的肯定和歌咏。但是，翻车抗旱的能力毕竟有限，较大
的旱灾是抗御不了的，而且劳动强度太大，所以感叹踏车农夫、农妇辛劳的诗连篇累牍，人们还是希望
老天爷快点下雨。 １

三、翻车与南方水田的精耕细作
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脚踏翻车图像是南宋的《耕获图》。画面上青山绿水簇拥着片片稻田，小河岸
边有一架四人踩动的翻车，正对着绿树环抱的凉亭，田庄主人在这里视察、指挥和憩息。在小河南北两
岸的农田上，农夫们分别驾牛耕地、耙地、插秧、耘田和收割。小河东面是场院，人们分别在筑场、上架、
脱粒、
簸扬、
堆秸、舂米和入仓。挑禾和送饭、送水的人往来穿梭。这是江南地主田庄生产场面的再现，
作者把水稻从耕种到收储的全过程浓缩到几寸方圆的扇面画中。这幅《耕获图》反映宋代江南水田精
耕细作的形象资料。而车水和牛耕一起放在画面的中心，显示了翻车与与江南精耕细作农业密不可分
的关系。
既然翻车与江南精耕细作农业关系如此密
切，所以每年春耕前早早就要把翻车修理好。北宋
李之仪晚年归耕安徽当涂，以其所历所见成诗，其
中云：
修车浸种一番忙，肚热邻家见早秧。
饱飰未惊心已饱，方知坐计要商量。

２

作者忙碌了一番，发现自己的动作还是比邻家慢
了。春耕开始，车水也一齐开始。谢应芳描写“吴
田”耕作的《踏车歌》云：
劝农使者催春耕，田甲频挝水车鼓。
……家家妇姑俱踏车。

２

从这以后，在南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可
以看到翻车的身影。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南方

宋代耕获图

水田的精耕细作技术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水稻的
生长 ８０％的时间离不开水，因此，合理的、科学的
水浆管理，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水浆管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使用翻车协同实现的。而且，旱涝灾害在南方农业
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发生，这也离不开作为抗旱排涝的利器翻车。下面，我们利用宋元诗文中的有
关记载，
就农业生产的若干环节，对翻车与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关系作些说明：
（一）育秧移栽

育秧移栽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环节。育秧中使用翻车，在宋元诗文中多所记载：
例如：

１ 与肯定人定胜天的观点相反，
也有诗人认为人力不能胜天。例如，
谢应芳《伤田家》说：
“踏踏溪上车，
嶷嶷田中苗。

踏车非不勤，水尽苗枯焦。人力不胜天，
奈尔秋阳骄。”
（
《龟巢稿》卷 ２）
２ 《路西田舍示虞孙小诗二十四首》，
《姑溪居士后集》卷 １２。
３ 《龟巢稿》卷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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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鸟正中春事茸，农夫入田布嘉种。 田中白水极弥漫，鹭翅群鶱鱼鬛耸。 扶持水车倚塍
畔，翻翻龙脊起双踵。

１

绿桑糁箔开蚕食，白水翻车浸稻秧。

２

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即农民须趁初夏秧种车水，耕耘之劳，十倍常岁。
秧田正枯须水活，龙骨车翻蛙不惊。

４

东村鞭牛耕未已，西村车水愁秧死。

５

老龙下饮骨节瘦，引水上泥声呷呀。 ……绿芒刺水秧初芽，雪浪翻垄何时花。

３

６

为什么育秧过程中离不开翻车？可以从陈旉下面的论述中获得说明：
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死水，青苔薄附，即不长茂。 又须随撒种阔狭，更重围绕。 作
堘贵阔，则约水深浅得宜。 若才撒种子，忽暴风，却急放干水，免风浪淘荡，聚郄谷也；忽大雨，
必稍增水，为暴雨漂飐，浮起谷根也；若晴，即浅水，从其晒暖也。 然浅不可太浅，太浅即泥皮
干坚。 深不可太深，太深即浸没沁心而萎黄矣。 唯浅深得宜乃善。

７

陈旉提出的要求，一是
“往来活水”
，二是“深浅得宜”，要根据气候的动态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要
达到这样的要求，没有自流灌溉条件的秧田，只能依靠翻车调节；即使具备自流灌溉条件的秧田，恐怕
也需要翻车的协同才能实现。这样，人们把“秧种车水”联系在一起，就不奇怪了。
在插秧期间，翻车的作用尤为重要。元沈梦麟《竹枝曲》云：
“缫丝才罢妇犹髽，两足如霜踏水车。田
家自有种田候，年年只看冬青花。”８ 首先是车水整地，
“田父扶犁驱一犊，稚女踏车垂两丫”。９ 这时若
１０
了。插秧在大田车水以后开始。
“陂下卧轮
遇干旱，
为了保证把秧插下，农夫就要“注绠翻车连晓暝”
１１
车乍歇，
田间鸣鼓稻齐秧。” 浅水插秧，插秧后还要车水护秧，苏东坡脍炙人口的诗句——
—“翻翻联联
１２
衔尾鸦，
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
，就是描写这种情况。

（二）耘田

早在唐末五代，贯休的《富贵曲》已把“耘田”和“车水”相联系，把农夫称为“耘田车水翁”，宋元诗
文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
二橹辱垂情，俟呼舟师扣问，别驰白。 薪槱极佳，余者以诸氓车水耘除忙甚，更三数日，遣
舟伺请。

１３

鸠啼屋东桑，水车鸣埜田。 烦暑正郁隆，气燎如燔煎。 老农事耘耨，爬沙手胝胼。
一不成，二不是，火云堆里秋风起。 堪笑耘田车水翁，手忙脚乱同儿戏。
１ 蔡
２ 陆
３ 苏

１４

１５

襄：
《和王学士水车》，
《两宋名贤小集》卷 ７２。
游：
《南堂晨坐》，
《剑南诗稿》卷 ７１。
轼：
《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元祐六年）》，
《东坡全集》卷 ５９。

４ 岳

珂：
《观物十首·蛙》，
《玉楮集》卷 ３。
蕃：
《田家即事》，
《淳熈稿》卷 ６。
６ 刘一止：
《水车一首》，
《苕溪集》卷 ３。
７ 陈 旉：
《农书·善其根苗》篇。
５ 赵

８ 沈梦麟：
《竹枝曲》，
《花溪集》卷 ２。
９ 吕诚：
《首夏田家雨中》，
《来鹤集》卷 ３。
１０ 叶

１３ 孙

适：
《祷雨题张王庙》，
《水心集》卷 ６。
挚：
《五月十日发俞潭先寄王潜江》，
《忠肃集》卷 １７。
轼：
《无锡道中赋水车》，
《苏轼集》卷 ６。
觌：
《与沈德茂帖（六）》，
《鸿庆居士集补遗》卷 ６。

１４ 吕

诚：
《归田杂言四首》，
《来鹤集》卷 ３。

１１ 刘
１２ 苏

１５ 释法智：
《偈六首》，
《全宋文》卷 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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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斯得的《劝农文》和元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车水和耘田的联系：
及来浙间，见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 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麫，故其种入
土坚致而不疏。 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 根既固矣，复车
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 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

１

稻苗旺时放去水干，将乱草用脚踏入泥中，则四畔洁净，用灰粪麻籸相和，撒入田内，晒
四五日，土干裂时放水浅浸稻秧，谓之戽田。 此月正宜加力，六月一次，七月一次，依上耘。

２

“还水”。
“靠田”起源颇早，
《齐民要术·水稻》载：
“……薅讫，决去水，曝根
高斯得谈到利用翻车“靠田”、
令坚，
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霜降获之。”
这是与“靠田”相似的栽培措施。与高文比较，没有
对时令的严格要求，没有使用翻车。当时华北水稻种植不多，大抵是“随逐隈曲而田者”，可以自流灌
溉。宋代水稻生产和与之紧密联系的陂塘水利空前发展，一些只能依靠翻车排灌的田亩也成为了稻
田，对“靠田”、
“还水”
的技术要求更加细致严格。这样，在耘除中使用翻车就逐渐普遍起来了。鲁明善
谈到的
“戽田”，把耘田中的排水、
施肥、
烤田、
还水结合起来。所谓
“戽”
，就是指翻车或翻车车水，可见，
耘田已经完全离不开翻车。
（三）稻麦复种

宋代，尤其是南宋，我国稻麦复种有较大发展，在长江下游形成具有相当广泛性、比较稳定的耕作
制度。３ 稻麦复种也因而成为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复种制度是实行冬麦
和晚稻水旱轮作。每年初夏冬麦收获后，由旱改水，灌水犁田，栽插晚稻：每年中秋（或晩秋）晚稻收获
后，
由水改旱，排水作垄，播种冬麦。实行稻麦复种制，尤其是低田实行稻麦复种制，除了品种、肥料等
条件外，
要有完善的排灌体系和排灌设施，其中翻车起了很大作用。这在有关诗文中也有反映。
初夏是稻麦复种的第一个关键性季节，一方面要收获冬麦，另一方面要栽插晚稻，这两种农活对
“秧欲雨，麦欲晴，补疮割肉望两熟，家家昂首心征营。”４ 但把希望
气候有相反的要求。南宋陈造诗云：
完全寄托在老天爷的眷顾是不行的，要靠人的努力，趁晴收麦，同时抓紧车水插禾。南宋苏泂的《闻莺》
诗反映了这种情况：
东村水车声未已，西村阿童唤牛起。 麦晴欲稳天更寒，雾雨萧萧熟梅子。

５

苏泂是山阴人，梅雨天又是江南典型的天气现象，所以诗中描述的是江南实行稻麦复种出现的景观：
在梅雨季节中好不容易放晴，人们赶紧趁晴收麦，同时车水整地，准备插秧。在安徽当凃归耕的李之
仪，
“东囤扫场方蹔歇，插秧车水又相催”，６ 冬麦收获后紧接着插晚稻。南宋黄机的《诉衷情·宿琴圻江
“秧田车水，麦陇腰镰，总是关心。”７ 则反映了在冬麦收获同时，栽插晚稻的另一项准备工作：加
上》：
强晚稻秧田的管理。这些工作都离不开翻车。如果冬麦收割、晚稻插秧时节霖雨不止，就更需要奋力车
水排涝了。南宋范成大对此有具体的描述：
……麦老枕水卧，秧稚与风战。 牛蹊岌城沉，蚁隧汹瓴建。 水车竞施行，岁事敢休宴。

８

１ 髙斯得：
《宁国府劝农文》，
《耻堂存稿》卷 ５。
２ 鲁明善：
《农桑衣食撮要·六月·耘稻》。
３ 参阅李根蟠：
《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
（
《历史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和《再论宋代南方稻麦复种制的

形成和发展》
（《历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４ 《江湖长翁文集》卷 ９《田家叹》。
５ 《泠然斋诗集》卷 ２。
６ 《路西田舍示虞孙小诗二十四首》，
《姑溪居士后集》卷 １２。
７ 载《竹斋诗余》。黄机，
南宋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所引诗句是作者归耕的设想，反映的是浙江情况。
８ 《大暑舟行含山（安徽巢湖）道中雨骤至霆奔龙挂可骇》。《石湖诗集》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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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至晩秋是稻麦复种的另一个关键性季节，一方面要收获晚稻，另一方面要起垄种麦，收稻和
种麦都要车干田水，这时最怕雨潦。南宋虞俦的《田家叹》有言及此：
乌程宰十三日往龙洞祷晴，归言见田家两岸车水，其声如雷，兼刈获甚忙，若得旬日晴，
则农事济矣。 因作田家叹一首：惭愧田家趁好晴，鸦鸦两岸水车鸣。 畦丁露宿腰镰健，馌妇泥
行脚板轻。

１

虞俦，
宁国人，光宗绍熙五年（１１９４）知湖州，乌程即在湖州境内，这首诗应该是他在湖州任内所作。作
者的另一首诗写道：
“腰镰刈晩禾，荷锄种新麦。”２ 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湖州是实行稻麦复种的。 ３
这对我们正确理解本诗的意义颇为重要。秋天，４ 正值晚稻收获、冬麦播种关键时节，发生了可能影响
“田家两岸车水，其声如雷”，地方官也
稻麦复种正常进行的雨潦，不能不引起农民和官府的极大重视，
赶紧去
“祷晴”。作者看到这种情形，有感而作是诗。这首诗清楚地表明，使用翻车排潦，是保证稻麦复
种正常进行的重要手段。
稻麦复种的水旱轮作，加上干湿交替的水浆管理，对江南土壤的培肥极为重要，是江南地区精耕
细作的重要内容。而它们的实行需要借助翻车。
翻车车水的作用这样大，江南农民是很清楚的。南宋黄震所说“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
不歇”，说明翻车车水已经成为江南精耕细作的重要手段和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水车，尤其是龙骨车的推广是圩田发展的前提，也是江南地区稻麦复种的前提之一。龙骨车、圩
田、稻麦复种三者是紧密相连的。而在这三者的发展中，龙骨车的发展是领先的。我曾做过关于唐宋稻
麦复种的研究，结论是江南稻麦复种在南宋以后获得巨大的发展，这和本资料所呈现的南宋翻车的进
一步普及的景象是完全一致的。

四、云碓与翻车——
—兼谈水车与水力在农副产品加工中的利用
翻车不但直接参与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而且也用于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加工，这是翻车用途
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讨论这个问题不可能孤立谈翻车，它不能不涉及农副产品加工中水力的利用，
这是一个大题目，对此的全面论述不是本丛谈应该和能够承担的。本节只从水车利用和水车与水碓关
系的角度谈些看法。我们就从《会稽志》的一条记载说起。
《授时通考》引《会稽志》云：
山家藉水力以舂有三制：平流则以轮鼓水而转；峻流则以水注轮而转；又有木杓碓，碓干
之末刳为杓以注水，水满则倾，而碓舂之。 唐白居易诗“云碓无人水自舂”是也。

５

按，
白居易《寻郭道士不遇》
“云碓无人水自舂”
，
自注云：
“庐山中云母多，
故以水碓捣练，
俗呼为云碓。”６
１ 载《尊白堂集》卷 ２。
２ 《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
《尊白堂集》卷 １。
３ 《尊白堂集》又有《喜雨》
（卷 １）“
：梅雨知时节，农家喜若何。积薪蚕下箔，
锄水稻分窠。绿有笋成竹，
黄无麦作蛾。”

《五月四日过西山道院田间记老农语》
（卷 ４）：
“老尽吾蚕桑自绿，化残胡蝶麦犹黄，迎梅已过三旬雨，秧稻初齐五
月凉……”
两诗都描述了初夏时节水稻趁梅雨插秧，已经黄熟收割的麦子的残粒却在梅雨天气中化作飞蛾，反映
麦收后复种晚稻的情景。
４ 从作者诗集的前后诗看，
本诗无疑是写秋天的事。
５ 《授时通考》卷 ４０《功作》。
《会稽志》是宋代嘉泰年间施宿撰修。目前我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所载《会稽志》中没有找

到这段引文，可能《授時通考》引用的版本不同。但所引内容在唐宋诗文中均可印证。
６ 《白氏长庆集》卷 １７。同集卷 ７《山下宿》又有
“行何处水边碓，夜舂云母声”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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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之一：
“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
宋杨齐贤注：
“《本草》：云母久
服轻身延年，生泰山山谷。”１ 云母碓即云碓。云母是道家修炼服用的药饵。盖“云碓”原是深山道观的
道士们加工云母的水碓，后来人们把加工粮食和其他物品的水碓也都称为云碓了。如陆游诗《僧饭》
“云碓舂秔白”、
《累日无酒亦不肉食戏作此诗》
“云碓旋舂菰米滑”
，２ 元沈梦麟诗“云碓晓舂秔稻粒”３
等。云碓就是水碓，也称机碓、机舂、
水舂，包括不同类型，
《会稽志》记载了三种。让我们逐一作些分析。
“机碓，水捣器也。《通俗文》云：
“平流则以轮鼓水而转”，应是利用翻车提水舂碓。王祯《农书》云：
水碓曰翻车碓。杜预作连机碓。孔融论水碓之巧，胜於圣人斵木掘地，则翻车之类，愈出於後世之机
巧。”
“水碓”
一词，已知最早出现于西汉刘熙的《释名》中。东汉桓谭的《新论》：
“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
济。及后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马牛，及役水而舂，其利且
“役水而舂”
就是水碓。《通俗文》的作者是东汉末年的服虔，与桓谭相去不远。《通俗文》说“水
百倍。”
碓曰翻车碓”
，意味着最初的水碓可能是用翻车引水作动力的。 ４ 两宋之交郑刚中的《水碓》诗云：
“遶
岸车翻水碓鸣，谁於舂事亦经营。斯民惜费葢如此，力役从今莫漫征。”５ 绕岸安置的水车，无疑是翻
车，
所以这里所说的水碓应该就是“翻车碓”。南宋马逵《柳荫云碓图》描绘的则是牛转翻车的图像（详
后），该图像之所以题为”
云碓图”，盖因其翻车提水是用于舂碓的，图中舂碓的形象似乎表现不大清
楚，但图题已表明它包括这项内容。舂碓以后的水仍然可以灌溉，翻车云碓应是舂碓灌溉两不误。
“峻流则以水注轮而转”，显然是利用水轮（筒车或筒车的前身）激水舂碓。杨万里《宿查濑》记载了
浙江常山县河中的筒车和用筒车引水为动力的水碓：
“江车自转非人踏，沙碓长舂彻夜鸣。”６ 张孝祥
诗中“瞬息了千亩”的湖湘“竹车”，
“余波及井臼，舂玉饮酡乳”，描写的也是这种筒车水碓。 ７ 元唐元
《子寿公约咏机舂》：
“歇时杵挂髙梁上，动处轮翻急浪中”，
“水落一堦翻碎玉，臼投万杵响空山”，８ 对
这种水碓描写更为形象传神。水轮（筒车）水碓如果把水轮的中轴延长，安装指向交错而与碓梢相应接
“水激轮转，则轴间横木间（去声）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舂之，即连机碓也”。 ９ 如果把水轮由
的横木，
立式改为卧式，就可以带动石磨。迄今保存最古的水磨图像，是五代卫贤的《闸口盘车图》。下面是《海
王村所见书画录》对该图描述：
绢本，高一尺八寸，长六尺，界画古朴。 人物舟车用笔沉着，生气远出，信非宋以后人所能
到。 中作一水阁，下有水车，激水转轮，即今之水磨是也。 运粮人约数百，皆赤膊作用力之状，
棚中一官居中坐，乌纱帽红衣，旁列吏胥数人，并指顾如生。

１０

以上两式“役水而舂”，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水车（翻车和筒车）在粮食加工上的应用，或可视为水车
和水碓的互动。这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古人有“水车舂碓”、
“水车碓磨”之称。如晩唐五代一位僧人
“自泗上入关”登上福建最高的“折桂”岭（即梨岭）“
，见水车碓磨，叹息机巧”。人们称这位和尚为“泗洲
１ 《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 ２５。
２ 《剑南诗稿》卷 １４、
１５。
３ 《花溪集》卷 ３。
４ 《广韵》引《通俗文》：
“水碓曰轓车。”
“轓”可训为车旁的屏蔽物，
但不可能用以解释水碓，这里的“轓”应是“翻”的

假借字。把水碓解释为“翻车碓”则是合理的，
从下文的论述可以看到，
“翻车碓”
确实是存在的。
５ 《北山集》卷 １１。
６ 《诚斋集》卷 ２６。
７ 《湖湘以竹车激水，
秔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
《于湖集》卷 ４。
８ 《筠轩集》卷 ８。
９ 王

祯：
《农书·农器图谱十四利用门·机碓》。

１０ 义州李氏丛刻本卷中。转自《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宋画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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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
“折桂”岭也因之改为“泗洲岭”。１ 北宋郭忠恕的绢本扇面画《车栈桥阁图》，描绘了“山溪村落，
水车舂碓，桥畔吏人乘骑张盖，咄咄指顾”。 ２ 元许有壬《即事》诗：
“风炉悬马爨，木臼响车舂。”３ 所谓
“车舂”，
就是用水车役水而舂。古人还有以“车碓”名陂的，４ 亦是在陂塘中用水车役水舂碓在地名上
留下的痕迹。

五代卫贤闸口盘车图

王祯《农书》连机碓槽碓图

连机碓模型

“木杓碓”即王祯《农书》中“碓梢作槽，受水以爲舂也”的“槽碓”。“凡所居之地，间有泉流稍细，可
选低处置碓一区，一如常碓之制，但前桯减细，後梢深阔为槽，可贮水斗馀，上芘以厦，槽在厦外，乃自
上流用筧引水，下注于槽，水满则後重而前起，水泻则後轻而前落，即为一舂。如此昼夜不止，毇米两
斛，日省二工，以岁月积之，知非小利。”５ 在宋代其他诗文中也有反映。如北宋韦骧《水碓》：
“杵臼功能
自古施，
更堪引水代人为。谁知满溢倾欹处，却是临机效力时。”
杨万里诗《明发西馆晨炊蔼冈》；
“也知
水碓妙通神，长听舂声不见人。若要十分无漏逗，莫将戽斗镇随身。”
自注：
“宣歙就田水作碓，非若江溪
１ 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 １６《隋唐五代·林藻》。梨岭称
“折桂”
在唐贞元年间，
泗洲和尚何时度岭，
文中没说。按北

宋元绛（１００８－１０８３）
《泗洲岭》诗云：
“万里一朱幡，崎岖度岭关。路盘云雨际，人在斗牛间。”
可见北宋初已有泗洲
岭名，而且似乎并非初改。则泗洲和尚度岭，
应在晩唐五代，
最迟不晩于北宋初，
该岭“水车碓磨”
的存在不会晩于
此时，应该唐代已经有了。
２ 清卞永誉《书画汇考》卷 ３３。
３ 《至正集》卷 １３。
４ 见乾隆《福建通志》卷 ７。
５ 王

祯：
《农书·农器图谱·利用门·槽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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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以车辐，故碓大于身，凿以盛水，水满则尾重而俯折，乃起而春。”１ 都是木杓碓（槽碓）的生动展现。
在现实生活中，水碓还不止这三种类型。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 日人民网报道，早在唐代，浙东四明山
区人民就根据山溪流速急，溪床浅而落差大等自然条件特点，创造出一种滚筒式水碓。南宋吏部尚书
汪大猷加以改进，并在家乡推广。当时一些较有规模的佛教寺庙，专设有水碓房，如《天童寺志》记载
“外池有水碓硙”。２ 在汪大猷后裔聚居的浙江余姚市大隐镇下磨村，解放前共有水碓 ５６ 处，其中用来
磨米的水碓 ６ 处，磨蚊香木粉的水碓 ５０ 处。浙东明州（今宁波）的水碓通过使者和僧人传到日本，现存
于日本京都东福寺、妙心寺和金泽大乘寺、福井常高寺的《明州碧山寺水磨样》，就是按南宋浙东的某
一寺庙的水碓实样绘制，其标注的尺寸与今存于大隐的滚动式水碓相似。碓房上层用于磨面和磨茶，
而下层用于舂米。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一部复原的古老水碓再现于大隐镇下磨村。修复后的水碓保持
水叶片、打板、轴杆、
捣臼子等部件构成，为研究水碓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３
了原样，
由滚筒、
水碓除“地碓”外还有“船碓”。以前人们认为船碓产生于明
代，实际上宋代已经有了。南宋周密《春郊即事》：
“鼓声何处碓，
帆影隔溪船。”
另诗《一棹》：
“市丰招碓鼓，桥近落帆船。”４ 渡船
或渔船利用其“与水为伍”的方便，在船上安装水碓。船家不但
自己舂食，也用它做生意，为了招徕顾客，遂有“碓鼓”之设。可

修复后的水碓

见，宋代船碓起码在浙江已不是鲜见之物。
船碓的设置如何，又是怎样工作的？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粹精第四》云：
“江南信郡水碓之法巧绝。盖水碓所愁者，埋臼之
地卑则洪潦爲患，高则承流不及。信郡造法即以一舟为地，橛樁
维之。筑土舟中，陷臼于其上，中流微堰石梁，而碓已造成，不烦
椓木壅坡之力也。”明人林时益《下桥》诗有“下船舂米先冬办”
句，自注：
“船上设轮与臼，以堤堰水，置船急流处，冲轮杵米。”５
可见，船上要安置水轮、石臼，同时要筑堤堰水，造成急流，把船
“ 以一舟为地 ，橛樁维之 ”
）在堰旁，利用急流冲击
停泊或固定（
水轮工作。上引材料谈到的宋代船碓，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工
作的。陆游《栈路书事》：
“危阁闻铃驮，湍流见硙船。”６ 这里的

日本京都东福寺《明州碧山寺水磨样》

“硙船”
也可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船碓应是专门或主要舂碓的。

不过，宋代的船碓似乎还有其他类型。南宋陈藻的《观渔船水碓有感》提供了可供探索的线索。诗
云：
“水淋槽满舂应响，人降槎登网自沉。”这种船碓显然属于木勺碓（槽碓），大概是船尾有一进水孔
道，用以注水“木勺”。它不用设置水轮，适用于比较平缓的流水，不必停泊或固定在堤堰旁边，在行进
中也能工作。上文引述安装在帆船上的船碓，起码有一部分属于这种类型；因为完全固定在堰旁的船
碓，就没有必要张帆了。有了这种船碓，人们在市集中籴了粮，乘船归家途中即可完成粮食的加工。陆
１ 《诚斋集》卷 ３４。
２ 按，
宋代四明山区雪窦山资圣禅寺中亦有 ＂ 水碓硙 ＂，可作这一报道的佐证。见宋陈著《雪窦山资圣禅寺记》，载

《本堂集》卷四八。
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ｓｈｅｈｕｉ／１０６２／２７５５０５０．ｈｔｍｌ
４ 《全宋诗》卷 ３５６１、
３５５６。周密（１２３２－１２９８），
祖籍济南，南渡后寓居湖州。本人曾任义乌县令、
浙西帅司幕官，
主要

浮动在洗涤剂地区。
５ 《明诗纪事》辛籤卷 １６。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校点本，
第六册，第 ３１９９ 页。
６ 《剑南诗稿》卷 ３。该诗作于南宋乾道八年十一月四川绵谷县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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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暮行》：
“行穷绿岸呼船渡，籴得黄粱就碓舂。”１ 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
唐宋时代，水碓除了主要用于粮食加工外，也广泛用于茶叶加工。宋代及以前，茶叶饮用以团茶为
主，
制作团茶，茶叶需要经过碓磨的加工，因而往往利用水舂。南宋周必大的《庐山後录》，谈到广福菴、
尊胜菴、
保宁菴“此三菴，皆沿石门涧激水碓茶，资其利”。
“激水”的机具无疑是水轮。元倪瓒《過许生茅
“凿池数尺通野水，开牖一规留白云。煮药烟轻冲灶出，碓茶声远隔溪闻。”２ 这位远离人群的
屋看竹》：
“隔竹安茶碓，分泉入砚池”，３ 元袁士元
许生，
碓茶应是利用溪涧的“野水”。元铁松道人怀悦《结屋》：
《夏日山居》：
“疎帘拂拂扬南薫，睡起茶舂隔夜闻”，４ 情形应与之相似。
利用水车或直接引水为动力加工农副产品后，水流仍然可以用于灌溉或其他用途。元吴海偕友浏
“观僧引泉自别壑酾之，注佛殿下为沼，以植芙蕖。沼中溢出右山之足，转经前山，复
览章山名胜上林，
入为池。旁引泉入斋厨下之，以激机舂。然後遍行蔬畦间，以资灌溉。既又复归於池以出。”５ 这是宋
元寺院激引溪泉加工粮食和综合利用的一个具体的事例。

五、翻车在社会生产生活其他方面的广泛应用
除了大田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外，社会生产和生活还有许多方面离不开水车，江南水乡尤其如
此。兹略举数端如下：
（一）水产养殖和捕捞
６

车水种藕：昨遣长须借踏车，小池须水引鸣蛙；今朝一雨添新涨，便合翻泥种藕花。
车水养鱼：清波溜溜入新渠，邻曲来观乐有余。 试手便同三日雨，满陂已活十千鱼。

７

车池取鱼：霜清枫叶照溪赤，风起寒鸦半天黒。 鱼陂车水人竭作，麦垄翻泥牛尽力。

８

车荡取鱼：水车辘辘邻馈鱼，社鼓冬冬众分肉（里中车荡取鱼，旧例以所得分遗）。

９

（二）车水济漕

本丛谈上辑已经介绍了北宋熙宁八年大旱，运河干涸断航，无锡县令根据单锷的建议，征用了民
间的水车 ４２ 部，将太湖水车进梁溪，又通过将军堰将梁溪水车进运河，五日内使运河重新通航。就是
车水济漕的典型事例。这条材料也证明了民间使用翻车的普遍，否则仓卒间是不可能调用那么多的翻
车的。１０
《宋史》卷 ６９《河渠六》载：
宣和三年春，诏发运副使赵亿以车畎水运河，限三月中三十纲到京。 宦者李琮言：真州乃
１ 《剑南诗稿》卷 ５７。该诗乃嘉泰四年在浙江山阴所作。
２ 《清閟阁全集》卷 ５。
３ 沈季友：
《檇李诗系》卷 ９。“分泉”
紧接“茶碓”，
说明茶碓是役水而舂的。
４ 《元诗选初集》卷 ４８。
“茶舂隔夜闻”
，
应非人力操作，
也是役水而舂。
５ 《闻过斋集》卷 ４。吴海，
福建闵县人，
终身未仕，以教书为业。上林殆在福建。
６ 范成大：
《喜雨》，
《石湖诗集》卷 ２３。
７ 陆

游：
《鱼池将涸车水注之》，
《剑南诗稿》卷 ４６。

８ 陆

游：
《记老农语》，
《剑南诗槀》卷 ５２。

９ 陆

游：
《饭饱昼卧戏作短歌》，
《剑南诗槀》卷 ５４。

可移动的，而不是固定在将军堰的，车水本身就包括人工操作的含义，因而该水
１０ 文中所言水车是从民间征调的，
车应是翻车。有的学者认为是筒车，
把“四十二管”当作水轮周边的 ４２ 个挹水筒（葛金芳撰写的《中国经济通史》
第五册第 １５０ 页），恐怕不大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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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江纲运会集要口，以运河浅涩，故不能速发。 按南岸有泄水斗门八，去江不满一里，欲开斗
门河身，去江十丈筑软坝，引江潮入河，然后倍用人工车畎，以助运水。 从之。

这是车水济漕的又一实例。
北宋绍圣年间，根据曾孝蕴的建议，在江南运河有关河段建造“澳闸”，所谓澳闸就是带有蓄水池
（
“澳 ”
）的船闸，运河水源不足时，就要车水灌闸室，以济漕运。澳闸的建设成为东南漕运之大利。崇宁
元年，
曾孝蕴又提议在常、润、扬、
秀、
杭州抽调官员，管理澳闸官员事宜，使之进一步制度化。１ 元符元
年，鉴于吕城（在江苏丹阳）澳闸车水任务繁重，王悆请求在运河舟船拥挤时，抽调部分牵驾船只的兵
士并力车水。 ２ 有关材料尚多。说明水车（翻车）在保证漕运畅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漕运常与农业灌溉发生争水的矛盾。在江南水稻灌溉的大忙季节，浙西平原水车日夜不停，会使
河流水位下降而影响航行；３ 遇到干旱更是如此，如淳熙元年，浙江大旱，
“呕哑水车日夜响，漕河扬尘
成坦途”
。４ 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
官府往往限制老百姓利用河水浇田。孙觌归耕时，
“比还村舍，
见濒河
之民以钱酒赂巡河吏卒，乞斗硕之水，夜半车声如雷，势不可禁，而不得钱者，毁车具，遭鞭挞，又可闵
如遇亢旱，
听民车河水。上曰：
河水岂可不令百姓灌田？大臣等奏：
者。”５“淳熙中……知镇江府耿秉奏：
寻常人使来时，
恐水浅，
所以不听人户车水。上曰：
稼穑事大，
可从耿秉所请。”６ 这是皇上开恩了。
（三）排洪救灾

苏轼诗云：
侧手区区未易遮，奔流一瞬卷千家。 共疑智伯初围赵，犹有张汤欲漕斜。 已坐迂疏来此
地，分将劳苦送生涯。 使君下策真堪笑，隐隐惊雷响踏车。

据宋施元之注，时河决水方退，谚有
“侧手障黄河”之语。该诗描写河决水溢，百姓用水车排涝的情景。
“使君下策”
指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之下策。
乾道六年六月八日，陆游入蜀任职途中，路过“合路”
（其地未详，在江苏吴江附近），
“运河水泛溢，
高于近村地至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妇人儿童竭作，亦或用牛。妇人足踏水车，手犹绩麻不置。”７
（四）海盐生产

据元陈椿《熬波图》卷上载，翻车是东南沿海海盐生产的重要工具，许多生产环节都离不开翻车。
如：
就海引潮 摊场周围虽有蓄水河沟，每日浇泼灰淋卤，渐见浅涸，六七月久晴，分外用水
浩大，海潮虽遇大汛，亦不入港，必须雇夫将带工具，就海开河，引潮入港，用车戽接。

车接海潮 五六七八月间，天道久晴，正当酷热之时，虽大汛潮不抵岸，沟港干涸，缺水晒
灰，只得雇倩人夫，将带工具，就海三五里开河，多用水车，逐级接高，车戽咸潮入港，所以备
灶丁掉水灌泼摊场，淋灰取卤。

车水耕平 初辟灰场，自数次翻耕之后，雇募人夫、水车、牛力，于上耕垦，将高就低，……
１ 曾孝蕴：
《乞差鲍朝懋提举管干澳闸札子（崇宁元年十二月一日）》，
《全宋文》卷 ２７７８。
２ 王

悆：
《乞令监司常切觉察吕城闸奏（元符元年正月）》，
《全宋文》卷 ２７９。

３ 在这种情况下，
大船难以通过，就改用小船抬过堰闸，作为权宜之计。项安世《五日常州借闸》诗云：
“踏车如市水

如金，守闸如城不放人”；
“欲换小舟跳堰去，
沙边渔子得相亲。
（自注：
大舟出闸，
小舟拽堰。）”
（《平庵悔稿》卷 １０）
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采用方健《南宋农业史》的解释）
４ 楼

钥：
《奉口遇雨》，
《攻媿集》卷 １。

５ 孙

觌：
《与常守陈检详（字应之）》，
《内简尺牍》卷 ５。

６ 《嘉定镇江志》卷 ２１。
７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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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入蜀记》卷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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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平正，车海内咸潮灌浸，如此数次，令咸味入骨，水干然后敲泥拾草。

海潮浸灌 敲 泥拾草 之 后 ，渐 已 平 净 ，又 须 于 摊 场 四 畔 添 做 围 岸 ，车 戽 海 潮 ，满 满 渰 浸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熬
波图》，元陈椿撰。……此书乃元统
中（１３３３—１３３４）椿为下砂场盐司，
因前提干旧图而补成者也。”下砂
盐场在江苏南汇县西，始置于宋建
炎中（１１２７—１１３０）。陈椿的《熬波
图》是在“旧图 ”的基础上“补成”
的，
“旧图”绘成应在元代以前，可
能是南宋末年。它肯定早于王祯
《农书》的翻车图，可 能比“杨威”
《耕获图》稍晩或同时。现存“车接
海潮”图画面上有四架四人踩踏的大型翻车，还有一架只露出部分车身。“海潮浸灌”图则有两架四人
《熬波图》中的水车

踩踏的大型翻车。翻车类型与《耕获图》相同，但车数更多，描绘更为清晰，场面更为壮观。该图是研究
翻车发展史十分珍贵的图像资料。该图表明，不晩于南宋，海盐生产过程已经广泛使用翻车。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翻车的操作者，并非盐场的固定职工，而是临时雇用的，而且“雇倩人夫”是要自己“将带工
具”的。他们很可能是当地的农民，季节性地充当盐场的临时雇工。这说明盐业生产中使用翻车是从农
业生产中推广来的。
（五）其他

车水采石：采石使用水车有下述二例：
常山石：衢州常山县思溪，又地名石洪……石去水底侧垂，似钟乳，杂沙泥，不相联接。 采
人车戽深水，甚难得之。

１

肇庆府之砚石岁凿不已，致江水渗入。 今则候冬月岩水稍浅，命农夫车水，砚匠伐石。 人
有新坑南坑，搜挟殆遍。

２

上述材料表明，采石工作中的车水活，也是雇请农民做的。
排水建桥：河南新乡的方桥建造过程中使用翻车涸水。据郑滂《邵公桥记（政和元年十二月）》载：
“方桥之初营也，议者咸谓水中不可以图或曰：埽而堰之，功可致也。筹其费颇大，大则民益劳。于是有
献计者，
不用骈椿列箔贮以限水，挽龙骨车以迁水，水已涸，土立焉。费不加于前，功克施于后。”３ 这个
方法类似嘉祐中苏州修筑至和塘堤，可能是从江南引进的技术。
排水奠基：王十朋《贡院车水筑基诸公惧伤鱼鳖活之别沼》：
“塞沼増基大厦成，群鲜亦免校人烹。
洋洋圉圉诸公赐，要与吾君广好生。”４
排水觅印：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敌兵陷平江府，两浙宣抚使周望移军退保昆山县，泊舟马鞍
１ 杜

绾：
《云林石谱》卷上。

２ 《宋会要辑稿》第 １８６ 册
“刑法二”。
３ 《全宋文》卷 ３０１４。雍正《河南通志》卷五五：
“邵博，阳羡人，大观间为新乡令，尝巡视郊野，见民病涉，规置石桥。

既去，民思其惠，名其桥曰邵公桥，碑刻存焉。”
《明一统志》卷 ２８：
“邵公桥：在新乡县治北卫河上，宋县尹邵（抟）
［博］造，邑人立碑以纪其绩。”
４ 《梅溪后集》卷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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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湖边”
，官印和文书被风卷落水中，
“乃作堰捍水，以踏车涸之，畚插如云，凿数尺始得之，已沦于泥
中矣。”１ 湖可行舟，面积应不小。排水涸湖，需要调动大量水车。昆山翻车使用之广泛可见一斑。

六、翻车何以“得宠”：适应性与生命力
翻车为什么会被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因为它在广泛适应社会上不同条件的基
础上，
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上的各种需要。
试将翻车和筒车作些比较。筒车效率高、省人力，这是翻车所不及的。但翻车也具有筒车没有的优
点。筒车要有湍急水流作动力，翻车却不受这种限制，无论流水静水、河水塘水、大水小水，只要临水都
可使用。筒车只能灌溉不能排涝，翻车既能抗旱灌溉，又能排涝救灾，既适用于高田，也适用于低田。筒
车要固定安置在一个地方，翻车却可以随时移动。取水的陂塘河湖水位降低了，可以调整车水位置；这
里水源枯竭了，可以挪到别的有水处；这里工作完成了，可以转移岗位。如果别的有需要，又可随时调
集水车
“参战”。翻车的这种灵活性，使它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条件完成多种多样的工作。
翻车车身大小和配套装置不一，可以形成不同的形制，分别以手摇、足踏、牛转或风力推动之，形
成一个“人才济济”的大家族。
手 摇 翻 车 三国马钧制作了手摇翻车，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载有小型的手摇翻

车——
—拔车，并附有图像。近世各种形式的手摇翻车一直在使用。谭嗣同主张引进西方的水利机械，认
“可省筒车之费与手车、脚车之劳”。２ 这里的“手车”就是指手摇翻车。但是从三国至宋元，手摇翻车
为
似乎销声匿迹，这是为什么？看来，它是隐藏在
“翻车”或“水车”的笼统称呼之中了。例如，唐代文献中
没有手摇翻车的记载，但日本的文献却明确无误地表明唐代手摇翻车的存在。宋元的情况也应该是如
此。它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突然中断和消失的。就名称来说，也不是绝无线索可寻。例如元代任仁发
在《水利集》中谈到浙西的水利工具和设施时，提到了一种叫“手戽”的工具。 ３ 据本丛谈上辑的研究，
“戽”也可以作为翻车的别称。如是，则
“手戽”
就可能是手摇翻车了。 ４
脚踏翻车 脚踏翻车也有不同类型。一般的脚踏翻车比较轻便，
一个人就可以扛走，一两人踩动。

但也有需要几个人踩动的大型水车。例如南宋《耕获图》中的水车就是四人踩动的。
《熬波图》中的水车
也是四人踩动的。在近世还可以看到水车的三人轴、四人轴、五人轴。所谓“江南夸七蹋”
，５ 应是七人
“老来百事不如人，但
驱动的特大型翻车了。似乎又有多部水车联动的。宋释觉范《次韵莫翁丰年断》：
愿稏秋如云。莫如往年水车联，龟兆坼出生黄尘。”６“水车联”可能是用同一踏轴把几部水车联结起
来，多人同时踩动，以节省人力和提高效率。那么“江南七蹋”是否是多人操作多车联动的，也可以进一
步研究。又有多车接力方式。当水面与田岸距离远远超过翻车长度时，就需要多部水车递接来运作，先
将水车上一定高度的小池中，再用另一部翻车将小池中的水往上车，这样递接车水，可以把水提升至
１ 张邦基：
《墨庄漫录》卷 ３。
２ 《谭嗣同集·思纬一台台短书·报贝元徵》。
３ 见徐光启：
《农政全书》卷 １３。
４ 释觉范：
《送亲上人乞食三首》有“一手摸鱼，一手戽水”
（
《石门文字禅》卷 １７）句。虽是佛家语，多少应有点现

实的依据。
“一手戽水”
的工具不可能是两人对持的戽斗，却在可能是手转翻车。白玉蟾《送彭侍晨》：
“脚踏雷车朝
帝极，手持斗柄戽天河。”
虽然在想像中亟夸张之能事，
但毕竟是以现实生活中的脚踏和手转翻车为原型的。
５ 张孝祥：
《湖湘以竹车激水，
秔稻如云，
书此能仁院壁》，
《于湖集》卷 ４。
６ 《石门文字禅》卷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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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丈以上的田岸，１ 也就是所谓“再车”和“三车”。天旱或连续车水使塘湖水位大幅度下降时，也采取
这种办法；以致出现“塘中龙骨高数层”２ 的景象。从近世材料看，除了站式的脚踏翻车外，还有坐式的
脚踏翻车，坐式踏车始于何时？古代有没有，也值得研究。
风动翻车 风动翻车也是翻车家族中的一员，
明清时代比较多见，宋元是否有？目前还在探索。有

人引南宋刘一止的诗论证宋代风动翻车的存在。为了避免断章取义，现在把全诗迻录于后：
村田高仰对低窊，咫尺溪流有等差。 我欲浸灌均两涯，天公不遣雷鞭车。
老龙下饮骨节瘦，引水上泥声呷呀。 初疑蹙踏动地轴，风轮共转相钩加。
嗟我妇子脚不停，日走百里不离家。 绿芒刺水秧初芽，雪浪翻垄何时花。
农家作劳无别想，两耳未厌长呕哑。 残年我亦冀一饱，谓此鼓吹胜闻蛙。

“老龙下饮骨节瘦”
无疑是翻车，问题是用什么驱动。如果是风动，就不用人操作，那还有什么“嗟我妇
子脚不停，日走百里不离家”
呢？这里的“地轴”、
“风轮”是佛家语，形容众多翻车运作时的气势，无涉于
翻车的动力机械。
不过，宋元风动翻车是可能存在的，线索还是上引任仁发的那段文字：
略举浙西治水：堰坝、水函、石仓、石囤、蘧除、土帚、刺子、水管、铜轮、铁筢、木杴、木井、
木（ 捻）、水匝、水车、风车、手戽、桔槔等器，陇西未必有也。

“风车”作为与水车、手戽、桔槔等并列的“治水”工具，很可能就是风动翻车，地点是浙西，也与后世使
用风力翻车的地区吻合。不过，这还是一条孤证，需要继续发掘和探索。
另有牛转翻车和水转翻车，留待下节一起介绍。
现在再回过头来再与筒车作些比较。筒车形制较大，又要安置在公共的河流之中，单独的个体农
户难以为力，一般或由富户、
或由寺院、或由村庄农户合力置办。翻车一般不能利用水流激动以省力提
效，３ 在这方面，即使“江吴”的“七蹋”也比不上筒车；但它形制多样，制作相对简便，可以提供不同条
件的农户选择使用，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例如小型脚踏翻车，制作方便，一般农家能够置办；大型脚
踏翻车适宜于地主田庄或较大的工场。小型手摇翻车则更适合贫苦少地和缺乏劳力的农户使用。多车
递接或联动或为个体农户互助，或为地主农庄所用。牛转翻车结构比较复杂，造价较高，估计富裕户

坐式脚踏翻车
１ 王

三人脚踏翻车

祯：
《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翻车》：
“若岸髙三丈有余，可用三车，中间（去声）小池，倒（去声）水上之，足救

三丈已上髙旱之田。”
２ 黄

榦：
《甲子语溪闵雨四首》，
《勉斋集》卷 ４０。

３ 王

祯：
《农书》载有
“水转翻车”，但并不实用，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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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工程才能用得起或用得上。社会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翻车的多样性更能满足不同的需求。这种广
泛的适应性使得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以上分析看，翻车被广泛应
用于生产和生活中决不是偶然的。
宋元以后，翻车继续在更大范围推
广，即使具备较为优越发展筒车的
条件的地方，翻车仍然是日常农业
生产中的主要排灌工具。 １ 直到新
中国成立以后，在电力抽水机普及
以前，翻车仍然在农村的水利排灌
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人脚踏水车

现代尚在使用的各种拔车
水车五人轴

七、翻车家族中的牛车（兼及水转翻车）
现在，谈谈牛转翻车。牛转翻车的出现不晩于唐，中国唐代古籍中，未见确切记载，２ 但在日本古
籍中则言之凿。北宋使用牛转翻车的记载，中国古籍有之，但出于比较晩后的书。明·黃仲昭《朝议陈举
“［陈偁］元丰五年再知泉州，岁旱，教民用牛车，汲水入东湖溉田。”３ 大概是把水车入泉州
先生偁》载：
的东湖中存储起来，然后利用来灌溉。这一记载应是可信的，泉州确实有使用牛转翻车的传统。南宋王
十朋知泉州时，写了以下一首诗：
１ 例如湖南是使用筒车较早和较多的地区，
具有发展筒车的优越条件，
但历史上也不乏使用翻车的记载。近世更是

如此。有人统计，１９５７ 年湖南省共有翻车 １３５ 万部（转见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第 ７０９ 页）。又如四川也是筒车比
较发达的地区，但早在唐代，
使用翻车已相当普遍。
２《全唐文》卷 ７２３ 载范鸣鹤《对典同度管判》中云：
“既未晓於谈天，徒效诚於窥管。遂使牛车转水，颠倒烟灰之色；

鸡卵色黄，混淆气火之象。”
“牛车转水”似可理解为牛转翻车。但该文是针对
“典同度管失候不应，
史称黍细徒少
的“对”，文中用否定语气，
似指牛车用不当地。如何理解，
存疑待考。
其人”
３《闽中理学渊源考》卷 ７ 引《延平府志》。《延平府志》亦为黃仲昭所辑。乾隆《福建通志》卷 ４６ 亦有基本相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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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骨木龙忧不雨，更唤两牛眠下土。
水从地底飞上田，不减在天行雨苦。
庭中忽见天雨花，白衣真人游郡衙。
但愿为霖莫为潦，免使泥陷羸牛车。

１

时泉州久旱，车水已至塘底，犹恐
力有未逮，
“更唤两牛”转动翻车，
水好像从地底飞上田岸。忽然飘下
雨花，诗人在欣喜之余，未免有几
分担心，老天爷呵，你施下甘霖就
好了，千万别走另一个极端，给我
们带来雨潦，使牛车陷在泥泞之
中。
“牛车”就是牛转翻车。
“农家以
架车者为眠牛”，这一称谓一直保
持到近世。
由无锡木制农具制作世家的
后裔陆志明参加编写的 《吴地农
具》 一书，在介绍牛转翻车时说：
“转动的动力来源于躺轴和拨齿，
架轴的部件称‘眠牛’。”２ 吴地使
用牛转翻车的记载也可以追溯到
南宋。乾道六年，陆游入蜀途中路
过吴县一带时，
“运河水泛溢，高于
近村地至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
妇人儿童竭作，亦或用牛”。
牛转翻车保存至今的最早图
像是马逵绘制的“柳荫云碓图”。马
逵是南宋宁宗朝的画院待诏。该图
曾刊载在 《故宫周刊》１９３５ 年第
４８４ 期上。图的对幅有清高宗御题
诗曰：
“柳阴结茅棚，运水更驱牛。
云碓舂艰食，农民乐登秋。斯乐岂
南宋马逵《柳荫云碓图》

易得，祈年几许忧。”

从该图看，翻车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在翻车的旁边有一个由牛牵引运转的卧轮，翻车延长的
踏轴上安装了一个较小的齿轮，该齿轮与卧轮周边的轮齿相咬接。这样牛在牵引卧轮时就会带动翻车
工作。该图与《天工开物》所载牛转翻车图完全一致。《吴地农具》对牛车的构造和制作有详细的介绍，
卧轮叫“车盘”
，支撑车盘的轴架叫“龙床”，翻车与车盘连接的装置叫“轴拨”
（包括“卧轴”、“拨”和“眠
１ 王十朋：
《得雨复用闻水车韵》，
《梅溪集后集》卷 ２０。
２ 金煦、
陆志明编著：
《吴地农具》，
河海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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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拨”是木齿轮），
又绘制了“牛车灌田图”，１ 可以和“柳荫云碓图”、
《天工开物》
“牛转翻车图”相印

证。从吴文化公园复原的“车盘”
和据《吴地农具》介绍，这种牛车如果没有牛，也可以用 ６ 根扁担扎在
夹板和盘撑上，用人力推动戽水。 ２ ２００３ 年在吴文化公园召开中日传统水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会议
组织者特意制作了一个牛转翻车的车盘（含支架，即“龙床”），确实比较轻巧，可以搬动。当时由于没有
经过驯教可以牵车的牛，用人转动轮盘，也成功地带动了翻车车水。
《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器用编·工具
卷》所载江苏吴县农民使用的牛转翻车与无锡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
牛转翻车中的卧轮叫“车盘”，宋代
已有此称。许纶《题车盘图》诗云：
牛磨人俱转， 车旋水即
流。 争如霖雨足，所至息人牛。

卧轮形似大磨盘，故诗中称“车盘”为
“磨”。观《天工开物》牛车图可知，人是
坐在车盘上驾牛的，牛拉着车盘和人一
起转动，并带动龙骨车旋转，把水车到
高处。该诗显然是描写牛转翻车的。
《天工开物》牛转翻车图

当代江苏吴县的牛转翻车图

南宋还有两条材料可能是讲牛转
翻车的。其一：邓深《丰城道中》：
“露空

３

立禾架，
结屋卧牛车。” 这里的“牛车”与农业生产相联系，不是用于运输的牛车。牛转翻车是用牛牵
引卧轮运作的，役牛要围绕卧轮行走，为了保护人牛，需要“结屋”；不同于操作者无须移动的脚踏翻
车，搭个凉棚为可以了。其二，朱翌《宣城书怀》：
“龙具深耕雨，牛车富入租。”４“龙具”当指龙骨车，
“耕
喻引水灌溉。与
“龙具”
对应的“牛车”可能指牛转翻车。
雨”

牛转翻车“车盘”、“龙床”及车盘与主轴联结的部件（吴文化公园复原）

《吴地农具》牛车图

１ 上引书第 ３４～３７ 页。
２ 新中国以后，
有些农村仍然使用牛转翻车，
也有用人力抢运牛车盘车水的。周而复《上海的早晨》描写合作化以前

一个个体农户人力推动牛车车水抗旱的情景：
“……订了爱国增产捐献计划，
父子两人的生产劲头更大了。他们
的两亩八分地里水老是车得满满的。过去，
顶多拔三次草，今年拔了五次，加上肥又施的多，
他们的稻子比哪一家
的都长得快。可是老天不帮忙，
过了六月下半月，接连几十天不落一滴雨点，
塘里的水快干了。在火炎炎的六月阳
光的照耀下，稻子长得齐腰高，
一眼望不到尽头。在热风的吹拂下，
起起伏伏，像是绿色的波浪似的。汤富海和阿
贵走到塘边的牛车旁边，把棍子撬在牛车上，
用人力车水。他们两人走了没几步，浑身汗淋淋的。……”
３ 《大隠居士诗集》卷上。丰城在江西。
４ 《灊山集》卷 ３。宣城在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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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中辑）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王祯《农书》的有关记载：
牛转翻车：如无流水处用之。 其车比水转翻车卧轮之
制，但去下轮，置于车傍，岸上用牛拽转轮轴，则翻车随转，
比人踏功将倍之。 与后水转翻车，皆出新制，欲远近效之，
俱省工力。 诗云：日日车头踏万回，重劳人力亦堪哀。 从今
垄首浇田浪，都自乌犍领上来。

１

也就是说，牛转翻车是由水转翻车改装的，只是去掉立柱下面的小卧
轮，改用牛拽转轮轴。那么，
“水转翻车”是怎样的呢？王祯的记述大体
是这样的：在翻车踏轴上装一竖轮，竖轮置于流水岸边的人工挖的沟
王祯《农书》牛转翻车图

中，竖轮之傍架一立轴，立轴上有上下大小两个卧轮，上面卧轮轮齿
与竖轮轮齿咬接。水流冲击下面的小卧轮转动，上面的卧轮随转，带

动竖轮，
从而使翻车刮水上岸。２ 该件结构比较复杂，
制作难度大，而且既有流水激轮的条件，何不直接
“此却未便，水势太猛，龙骨板一受龃龉，即决裂不堪……。
安置筒车而多此一举？所以徐光启批评说：
若长流水中，不如筒车为稳。”可见，水转翻车的设计是不切实际的，历史上亦未见其使用的记载。那
么，
从水转翻车改装的“牛转翻车”
能高明到哪里去？“柳荫云碓图”、
《天工开物》
“牛转翻车图”所描绘
的牛转翻车动力机具，只有一个卧轮（包括其支架）与主轴的小齿轮（《吴地农具》称“拨”）联接，结构简
洁，
从南宋到近世一千多年一直在使用，其合理性和实用性是被实践证明了的。 ３ 王祯《农书》的牛转
翻车的动力机具的工作原理虽然也差不多，但结构复杂笨重多了。先要竖一根粗大可转动的立轴，上
方安装一个大卧轮，卧轮的沿齿与在翻车向外延伸的主轴上安装一个立轮的沿齿咬接，在大卧轮的下
方，
牛牵一条长杠转动立轴，立轴带动卧轮，卧轮带动立轮，立轮带动翻车工作。不但制作耗材增多，难
度增大，而且立轴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搬动，转动起来也未必更加灵巧，很可能像徐光启批评的那样
“此却未便”
。王祯说牛转翻车和水转翻车“皆出新制”，他似乎没有见过唐宋早已存在的牛转翻车。王
祯《农书》以后，除了《农政全书》、
《授时通考》照抄以外，没有看到这种“牛转翻车”使用的具体说明。我
怀疑所谓
“新制”的“牛转翻车”，恐怕只是王祯本人别出心裁、
不切实际的设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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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农器图谱·灌溉门·牛转翻车》。
２ 《农器图谱·灌溉门·水转翻车》。
３ 从吴文化公园复原的
“车盘”
和《吴地农具》的介绍看，
“车盘”
比较轻巧，可以根据需要搬动。如果没有牛，也可以

用 ６ 根扁担扎在夹板和盘撑上，
用人力推动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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