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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在水文科学的许多领域, 包括水文循环、水位、径流、泥沙和水少关系等内容, 以及其观测、记载

和推理, 都有独特的成就和贡献。2000 多年以前, 中国人民就用 圜道 概念描述了水文循环, 与当代对科学水

文循环的定义完全吻合。关于历史水文记载, 包括对河流两岸和河床上的非常洪枯水位的刻记和有关文献, 不仅对

历史洪水和枯水提供了见证, 而且对中国的水利水电工程的规划设计, 提供了特别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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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当: 如实

水文循环和水沙关系都是水文学中极为复杂的问题。在缺乏科学观测手段的古代人类, 客观但又科学地认

识这些过程的本质,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国古代卓越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在古水文学领域, 借助于观

察和推理, 作出的辉煌论断,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有的则处于同时代世界领先的地位。

1 水文循环

1 1 二维水文循环

二维水文循环, 即水文的垂向运动。人类认识水的运动, 最直接的是从与人民生活、农事活动最密切的降

水现象中得来的。在远古, 人们普遍认为降水是上天的恩赐, 因而在有需要时 (如抗旱、出征等军事活动等) ,

往往借助于占卜之类的迷信活动,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并获取答案, 而不理会降水的物理成因。但是, 逐渐地

一些先知们也提出了疑问: 降水到底是从那里来的? 果真是上天的恩赐吗?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推理, 人们提出

了一个大胆的论断, 即降水是从地面升上去的, 而不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

早在公元前约 500年的 ∀黄帝内经#素问∃ 就提出过: 清阳为天, 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 天气下为雨。

雨出地气, 云出天气 。东汉著名的科学家王充, 在其名著 ∀论衡#说日篇∃ (约公元 88年) 中, 对此有更周密

的论述: 儒者又曰: %雨从天下& , 谓正从天坠也。如当 !论之, 雨从地上, 不从天下∋∋夫云则雨, 雨则云

矣。初出为云, 云繁为雨∋∋云雾雨之徵也。夏则为露, 冬则为霜, 温则为雨, 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 皆由

地发, 不从天降也 。在此, 王充不仅进一步阐释了雨从地上的道理, 而且进一步把降水的多种形态, 和温度

联系起来, 更具有科学意义。

地面上的水分, 是通过蒸发的途径而到达高空的。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庄周在 ∀庄子#徐无鬼∃ 篇中写道:

风之过河也, 有损焉; 日之过河也, 有损焉 。文中不仅阐明了水量损失与蒸发的关系, 而且指出了风和日照

是蒸发的主要动力, 完全合乎科学概念。

1 2 三维水文循环

三维水文循环是指除垂向外, 再加上水平方向的水分运动, 即立体的水文循环。

立体的水文循环要比垂直方向的水文循环复杂得多, 而其活动范围也要广阔得多。除降水和蒸发外, 还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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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of hydrologic cycle and water silt relation in ancient China

WANG Wei di

( Nor thw est I nvestigation , Design and Resear ch Institute, X 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had made special achievments and contribut ions in many f ields of

hydrologic science including hydrologic cycle, runof f, silt, w ater silt relat ion as well as for their observat ions, records

and their rationalization.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Chinese people described the hydrologic cycle by using cir

cle concept w hich is completely coinsided w ith the scientific definit ion used nowadays. T he records about historic

hydrology including literatures and carv ing marks of ext raordinary high or low w ater levels along river banks or on the

river beds, provide not only the evidence of historic f loods or low stages but also specially important data for planning

and design of large scale hydraulic and hydropow er projects in China.

Key words: historic hydrology; hydrologic cycle; w ater silt relat ion; hydrolog ic archaeolog y; China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 ) ) 评 ∀国外调水工程∃
胡四一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29)

友人送来一本新书 ∀国外调水工程∃, 杨立信等编译,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 2003 年 8 月出版, 称写得不错并推荐我一读。

我近来正在准备关于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博导讲座, 恰可用作参考, 便通读了一遍, 觉得果然是一本好书。

首先, 该书内容系统全面, 可列为近年来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国外调水方面内容最丰富的编译类著述之一。全书谈到了分

布在39 个国家的345 项调水工程, 其中对 30 余项大型调水工程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涉及的内容包括调水目的、调水量、调水线

路、取水工程、输水工程、经济与社会、生态与环境等各个方面, 信息量大, 视野宽阔且较有深度。作为介绍这些内容的支撑,

全书引用了大量的数据, 380余篇参考文献, 90 余张图表, 因此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第二, 该书在介绍主要国家调水工程时, 除介绍工程背景、工程概况外, 紧密结合中国调水工程规划与建设需要, 着重讲

述其特点、经验与问题。例如: 在介绍美国中央河谷工程、加州水道工程、科罗拉多 大汤普森等调水工程时, 着重介绍其水道

设计、渠道衬砌、工程施工、水量调配与管理等方面的特点与经验, 可以直接为我国南水北调东中线渠道设计与施工参考; 在

介绍前苏联调水工程时, 详细讲述了 20 世纪 80- 90 年代苏联关于北水南调的大论战, 对我国正在规划的调水工程如何考虑生

态、环境、社会等方面的问题颇有裨益; 在介绍加拿大调水工程时, 着重介绍了基于发电目的的调水经验, 例如将分散的中小

河流水量调入大河, 以期集中水量进行梯级开发, 大大提高调水发电效益; 在介绍印度和巴基斯坦调水工程时, 除介绍基于灌

溉目的的调水经验外, 还着重讲述了在世界银行协调下处理印巴水量分配纠纷的 ∀印度河水条约∃ , 对于我国云南谰沧江与新疆

额尔济斯河等国际河流调水工程规划有借鉴意义。虽然以往也有文章和书籍介绍过这些工程, 但大多是一般性介绍, 而本书根

据中国的情况与需要进行选材和阐述, 针对性强, 更突出了其实用价值。

第三, 全书结构紧凑, 有叙述、有评议, 在编译体裁下充分阐述了作者的见解。第一章与第二章提出调水涉及的基本课题及国

外调水基本情况, 在内容上为全书做好铺垫。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介绍美国、前苏联、加拿大、印度等调水大国的调水工程情况,

并根据中国调水工程实践与需要讲述各国调水特点与经验。第七章至第九章就运行管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讨

论, 作者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 例如在第八章提出: 不要认为正效益大于负效益调水就是可行的, 因为负效益常常是深远的、

不可逆转的。 表明作者对调水的复杂性和严肃性有较深刻的认识。自然, 书中也存在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例如与俄文文献相

比较, 西文文献似可再增加一些; 与国际河流调水密切有关的 赫尔辛基准则 (也称赫尔辛基河流法) 似应加以介绍等。

编译其实是译、编和述评三合一体裁, 编译者通过阅读和翻译大量外国文献, 按不同主题浓缩、归纳, 并适当述评, 编译

出版。它能帮助读者以较短的时间有针对性地获取大量信息, 在当今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感谢

∀国外调水工程∃ 作者为我国调水科技作出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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