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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中国水利史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水利建设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

转型。对此，学界认识较为一致，相关论著也时常提及。不过，对于这一转型的内在含义，学界研究却

极为缺乏。绝大多数论述都仅仅集中在对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利人才的培养等方面的概述[1]，而

对于地方水利事业包括运作方式、主导性力量的嬗变、地方利益的争夺等在纷繁复杂的政局如何因应

以及则鲜有论述。实际上，整体而言，近代地方水利事业的发展与运作，经历了由士绅主导到水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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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末以降，地方水利事业的开展与政治局势之间的关系转复因应。作为多层级地方权力文

化网络中的核心，江南地方精英在围绕白茆河的水利事业中随时势转移而彰显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地方士

绅虽然极力希望借助现代化的外壳，以图在未稳的局势中，实现利益群体的格局转换。但当国家权力官僚

化之后，新官僚机构下的政府利益群体开始控制地方公共事业的进程。擅长策论的“治水专家”逐渐被边缘

化，取而代之的是拥有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的水利技术人员。由此，传统士绅主导的地方治水模式演变成政

府为主导、民间为辅的模式，国家力量填补了乡绅退却后地方治水权力的空缺，这亦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

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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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表性著作有：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年版；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北京〕水

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等。相关论文可参考张含英：《中国水利史的重

大转变阶段》，载《中国近代水利史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勤：《试论民国时期水利事业从传统到

现代的转变》，〔宜昌〕《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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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国家化、技术化的转承，而这一进程与近代政治的发展亦紧密相关。在此转型过程当中，作为关键

角色的士绅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面对政治更替，地方士绅是如何利用水利资源争取自身在地

方政治上的话语权？水利事业的开展抑或挫顿与政治局势之间又有何内在关系？

白茆河亦名白茆港、白茆塘、白茆浦，在常熟县东南，为“江阴、无锡西来、苏州南来诸水及本邑两

湖沾荡之尾闾”[1]，其源发太湖，经白茆镇，过支塘，东北流至白茆口入江。宋以前，常熟“在汉唐有三十

二港以泄全湖建瓴之势，旱则资潮汐，潦则藉分杀”[2]。自宋以降，随着其他诸港的逐渐淤塞，白茆在江

南治水者的眼中日益重视。史载：“景佑元年（1034），知苏州范仲淹浚白茆等浦，疏导诸水。”[3]是为浚

茆之始。绍兴二十四年（1154），大理寺丞周环请开白茆浦，“临安、平江、湖、秀四郡，低田多为太湖积

水浸灌，缘溪山诸水涟接，并归太湖。东南由松江入海，东北由诸浦入江。其沿江泄水，惟白茆浦最

大，希令有司相视开决。”[4]至此，白茆成为入江诸浦中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河流。此后，“凡主水

利者皆首注意及此，修浚无或间也”[5]。清代，在康熙二十年、雍正五年、乾隆十九年、乾隆二十八年、乾

隆三十五年、道光十四年、道光三十年、同治七年都曾大浚白茆[6]。迨至清末民国，伴随时政的斗转星

移，围绕白茆河的浚治所展现出的矛盾纠纷，更为纷繁复杂。

一、传统的余音：县域城乡士绅的水利争夺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二日，居乡在家的翰林院编修徐兆玮[7]与其朋友在家里紧急商量赈灾

与开浚白茆以工代赈之事。自去冬及春，常熟[8]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天气燥热，待雨不得，各地方麦苗

都将要枯死，报荒频仍。其时，“乡人之稍可者食麦粞，极贫者并麦粞亦不得，则食草头充饥，草头食尽

又将何食邪？盖米价昂贵，为近岁所未有，而杂粮亦无物不贵”[9]。月底，徐兆玮带领乡绅数人至县衙

面见县令张瀛[10]，一方面请求拨款赈荒，另一方面则建议开浚白茆，以工代赈。县令张瀛认为,现在库

款空乏，开塘“虽为当务之急，而如此巨款恐难拨借”。显然，这样的答复与徐兆玮等乡绅的要求相距

甚远，即使不谈修浚白茆之事，东乡穷民都已经开始食豆粞糠秕了,平籴显然不能解决问题[11]。县衙的

平粜对于百姓而言，只是聊胜于无。所以，徐兆玮等人只能派代表至苏城抚藩处呈禀，希望能开浚白

泖以工代赈。不过苏州知府向子振认为，“港既广阔，工段绵长，虽撙节费亦不赀，必须于筹款一层确

[1]丁祖荫、徐兆玮纂:《重修常昭合志》卷四《山川志》，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标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2年版，第128页。

[2]〔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七《赵用贤与兵道李浃论水利书》，《中国水利志丛刊》第13册，〔扬州〕广陵书

社2006年版。

[3][4][5]丁祖荫、徐兆玮纂:《重修常昭合志》卷五《水利志》，第161页，第163页，第128页。

[6]据丁祖荫、徐兆玮纂:《重修常昭合志》卷五《水利志》整理。

[7]徐兆玮（1867-1940），字少逵，号倚虹、棣秋生，晚号虹隐，江苏常熟何市镇人。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次年成进

士，十六年（1890）恩科补行殿试，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授职编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本学习法

政。民国元年（1912）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创议设立常熟县图书馆、水利局等公用机构。抗战期间流亡上海，寓法租

界，1940年在上海去世。《徐兆玮日记》内容丰富，不仅记载详细，还收录了亲朋好友之间的往来信札，堪称清末民初常熟

地方社会的百科全书。

[8]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准两江总督所奏，析常熟为常熟、昭文两县，雍正四年（1726）在常熟县东境置昭文县，两

县治同城。民国元年（1912），常昭并治。为方便行文，以下统称“常熟”。

[9][11]《徐兆玮日记》第1册，李向东等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357页，第361页。

[10]张瀛，字蓬仙，生卒年不详，云南石屏人。翰林院庶吉士，花翎同知衔昭文县知县。与徐兆玮为同年进士，同时

也为翁同龢门生。不过根据徐兆伟的记载，张瀛在昭文为官时期的乡评并不好，“闻张蓬仙大令撤任，乡民皆喜色相告，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莅民六年，腰缠十万，南面王亦足自豪，官虽去而财则来，何病之有？”见《徐兆玮日记》第 1册，第

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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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握，方可举办”。江苏布政使陆元鼎的态度与之相似，同时还认为不仅财政紧张，可能时间上也已

经来不及[1]。最后此事只能不了了之，但疏浚白茆之事徐兆玮却并未忘记。

是年秋十月，徐兆玮向常熟士绅再次提议疏浚白茆之事，同时再次向苏州抚藩进禀。数日之后即

得到回复，将派委员堪估[2]。得到上级指令，县令张瀛与派来堪查河道的廖倬清一起下乡考察。几乎

与此同时，常熟城中却传出“庞纲堂有浚白茆不如浚徐六泾之议”[3]。这令徐兆玮坐寝难安，连夜写作

《开浚白茆港议》一文以示反驳。

庞纲堂即庞鸿文，是常熟巨族庞氏家族的长子，也是光绪二年（1876）进士，曾任湖北学政、太常少

卿、通政司副使等职。宦仕二十余年，与朝廷及地方上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实际上，就常熟此时的

地方权力结构而言，庞鸿文的言论也具有很大影响力。清中叶以后，常熟通过科举考试产生了一批世

宦家族，有“八大家族”之说，即“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蒋、屈好名声”[4]。势力最盛的当属以翁同

龢为代表的翁家，而庞家则排名第二。庞氏家族的兴起以庞钟璐为转择点，在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

国之后，庞钟璐逐渐进入权力中枢。其长子即庞鸿文，“家居者凡十年，时方改书院为学堂，邑人以主

任相推，为之规画条理，事无不具”[5]。次子庞鸿书此时任代理天津道按察使，后升任湖南巡抚、贵州巡

抚等职，为地方实力派大员。同时，在居家十余年的庞鸿文身边的还有一批城绅代表，如邵松年、陆懋

宗等人。当然，徐兆玮及其身边的朋友丁祖荫、张鸿等人虽非豪门出身，但也是当时常熟地方青年士

绅的代表性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派力量在地方事务中的较量并非水利一项，在教育、地方自治

等领域更是矛盾重重[6]。显然，庞氏此论一出，白茆疏浚之事自然阴影重重。

张瀛与廖倬清在一起视察过后，二人商议“请款三万两，由南渡桥起至新闸止，即由地方官经办，

不另派道府大员，以为节省之计，不知方伯肯允否？”[7]表面理由虽为节省经费，但实际上据后来《申报》

爆料，张瀛是想自己控制工程，以捞油水。据载：

恩前抚改浚徐六泾之缘由，实系昭文知县张瀛，恐开浚白茆河必由中丞派委总办，不能

于中取利。不如以此款改浚徐六泾，可以由己操纵。于是以改浚徐六泾款省工速等词，朦禀

中丞，复求某绅赴□中丞处呈递说帖，亦主开徐六泾。中丞委胡玉瀛太守覆勘，张复贿胡，而

开徐六泾之案遂定。[8]

张瀛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曾去函徐兆玮，试探性的问可否将“白茆河经费拟借陆千串浚徐

六泾”，但被徐兆玮拒绝[9]。候补苏州知府胡玉瀛在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至常熟勘察时，还曾到拜访

过闲赋在家的翁同龢，不过翁氏知道他是为“东乡开河”而来，所以并未接见[1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胡
玉瀛在回苏州后因“索贿不遂”,“耸令恩抚于将赴调任之先，奏明将七县摊征经费二万四千串攺浚徐

六泾”[11]。

“浚白茆不如浚徐六泾之议”之议发于庞鸿文，但因资料缺乏，而且徐兆玮在光绪三十年（1904）的

[1][2][3][7][9]《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363页，第392页，第397页，第398页，第452页。

[4]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常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常熟掌故》，〔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
年版，第155页。

[5]庞鸿书：《清故通奉大夫通政使司副使先兄絅堂庞公墓志铭》，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

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6]徐茂明、胡勇军：《清末兴学与常熟士绅的权力嬗替——以〈徐兆伟日记为中心〉》，〔上海〕《史林》2015年第6期。

赵思渊：《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北京〕《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8]《三纪禀开白茆河情形》，《申报》，1905年3月8日第3版。

[10]《翁同龢日记》第七卷，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初九日（5月23日），〔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569页。

[11]《纪禀开白茆河情形常熟》，《申报》，1905年2月2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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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也缺失，所以，我们暂时未能找到庞鸿文是否参与了此次运作的直接史料。但不管如何，经此活

动，结果在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十四日，江苏巡抚恩寿与两江总督魏光焘联名上《奏为白茆河通身

淤塞由得沾水利七县摊征开浚拟先浚徐六泾干河以资宣泄折》，拟将“摊征白茆经费开浚徐六泾”。在

巡抚恩寿的奏折中，数次提到改浚徐六泾是常熟士绅的一致意见，与“舆论相符”[1]。而事实上，这只是

常熟城绅的意思，对于白茆河周边的东乡士绅来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余乡人闻而大戚”，徐兆玮立

马入都，联合同乡进士张鸿、胡君修、张继良等人以“改浚河道缓急失当”为由联名上呈都察院，请代咨

苏抚，仍照原议开浚白茆港[2]。

为何庞鸿文等人要将摊征白茆的经费移浚徐六泾？是地方权力的争夺还是真如恩寿的奏折所

说，开浚白茆以通海口，工艰费巨，害重利轻，而疏浚徐六泾则事半功倍？不可否认的是，徐六泾在白

茆河之北，也是常熟通江干道之一。雍正年间昭文知县劳必达曾说：“徐六泾之开，不知始自何年，其

地西至许浦镇旧址，不过五六里，许浦一河，在宋时最为深阔险要。其徐六泾，前明时止一小泾，居民

傍潮。曾于内地筑有田家坝一座，其形亦小。”不过自明万历后，许浦久经淤塞，已成平陆。而徐六泾

“自三十年来，为海水冲阔”，不过，“徐六一泾，虽潮水自为上下，然于内地之水，不能大为宣泄也。况

自梅李至张家桥，计程十有余里，若遇水涸之时，则本身亦自干浅”。所以，历代“动縻金钱数十万而不

惜者，惟白茆耳”。从排水来看，白茆，“西南则受震泽之水，而有长洲之阳城，昆山之巴城、愧儡诸湖挟

而东注；西北则受常、润之水，由无锡、江阴汇入华荡，潴于昆承而为之壑”。事关数郡之水利，所以才

“由宋而明，开白茆者屡屡”[3]。显然，从排水功能上来说，白茆的重要性远重于徐六泾。在徐兆玮上都

察院的奏折中也从各个角度都分析了浚茆优于浚徐六泾[4]。显然，此时将摊征白茆为名的费用，用作

移浚徐六泾于理不合，于实不符。

遗憾的是，徐兆玮等人联名上呈都察院的折子一直未见批复，此事也一直被压下来未见下文。直

至光绪三十年与三十一年之交，恩寿调离江苏巡抚之位，浚茆之事才再次迎来转机。光绪三十一年

（1905）正月十五日，徐兆玮闻得“咨文已发县，今晨始抄出知札，委候补同知聂宗羲查勘”[5]。在都察院

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勿以前任奏明在先，稍涉回护”，应“立即遵照驰往，会同常昭二县及在事诸绅，确

切复勘，赶速妥议禀复以凭察夺详办，毋违此札”。同时，钱云孙、王绶青等也打算再次递呈至苏州。

徐兆玮自然知道此事已经非常紧急，所以催促他们赶紧将白茆呈稿送至苏府。十日之后，“请浚白茆

之禀已递效方伯处，未知若何批示耳？”[6]不过，张瀛等人下手更快，已经在正月二十三日就到祭河兴

工。而来常熟勘察的候补同知聂宗羲事实上也只是走一个过场，“讵聂委到常熟并未勘河，仅与张令

接洽会衘禀复”[7]。在他后来的回禀中居然说：“由卑职等携带全卷河图，偕同在事诸绅，前诣该河，逐

细覆勘。”并明确强调“悉与上年水利总巡胡玉瀛原勘禀图无异，似可无庸渎呈，勘毕回城”[8]。

可见，白茆经费改浚徐六泾之案经过常熟城绅、县令张瀛、江苏巡抚恩寿、候补苏州知府胡玉瀛、

候补同知聂宗羲等人的运作之下已成定局！而苏州的批文近两个月之后才出来，并且依然“模棱了

事”，“此案迭经委员胡守、聂丞会县偕同诸绅勘议，以先浚徐六泾兼开白茆里半河为便，曾面询原议专

[1]〔清〕恩寿：《奏为白茆河通身淤塞由得沾水利七县摊征开浚拟先浚徐六泾干河以资宣泄折》，《申报》，1904年8月

17日。

[2][5][6]《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468页，第468页，第472页。

[3]〔清〕劳必达：《确查河道闸座详文》，丁祖荫、徐兆玮纂:《重修常昭合志》，卷五《水利志》，《附录·水论》，第213页。

[4]《续纪禀开白茆河情形常熟》，《申报》，1905年2月27日第3版。

[7]《三纪禀开白茆河情形》，《申报》，1905年3月8日第3版。《徐兆玮日记》也有类似记载，言：“城友云，聂委员于月

中旬到县，被杨硕甫一禀阻之，遂回省不勘，未知抚宪之意果如何也？”见《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470页。

[8]《委员聂昭文县张会禀水利局稿（为开浚白茆河事）》，《申报》，1905年3月11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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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白茆河之徐绅，并无异议”[1]。批文中居然有“面询徐绅、并无异议”之话，这话其实直接来源于聂宗

羲的回禀，说明苏府是认可聂宗羲复勘的。而徐兆玮在日记中明确说，“委员到城，张蓬仙并不邀各绅

商酌，径请城绅具呈，仍以开徐六泾为词”[2]。如此捏造事实，难怪徐兆玮大为感慨，“既无异语，何必于

察院具呈？如此梦梦，岂合作亲民之大吏哉？”[3]而且，“城绅具呈主浚徐六泾，以陆懋宗为首”[4]。至此，

生米煮成熟饭，在此次争夺中，常熟乡绅完败于城绅。所以最后也只能感慨“中国官场之腐败一至于

此”[5]。在此糊弄之下的徐六泾工程自然也草率了事。“闻徐六泾工程一律平水浚深六尺，而水现有深

至八尺者，其为草率可知。倘竟以此款糜费此等昏愦胡涂之官之董事之手，何以对七邑之民邪？”[6]而

且，还导致“白茆河附近士民以为，徐六泾自光绪十八年浚后，仅阅十年，并未淤塞，况以七邑之公项，

开一邑之支河，公理何在？因之赴省上控者，遂有十余起之多”[7]。

显然，白茆河与徐六泾之争非常典型的反映了传统时代地方士绅内部的利益争夺与政治运作。

大灾之年，乡绅向朝廷奏请疏浚河道，以工代赈，本为常情，没想到被城绅群体搅局。不过我们依然可

以清楚的看到，清末白茆河疏浚争取失败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清末常熟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分配中，城

绅占有压倒性优势。庞氏等豪门家族的当家人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宦海数十年，与朝廷各方势力的关

系盘根错扎，远非徐兆玮、张鸿等几个翰林院编修、御史所能匹敌。常熟城绅群体通过一系列政治运

作，搞定县令张瀛，打通巡抚恩寿以及数次前来勘察的胡玉瀛、聂宗羲等人关节，最终使得疏浚白茆而

带征的款项被移浚徐六泾。至于为何城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疏浚徐六泾，囿于资料因素我们依然难

以知晓，正如县令张瀛在其离任之时给徐兆玮的信中所说，“河工、学堂各节，此中曲折情形，非得面谈

不能罄述”[8]。

二、时势因应：大浚白茆与地方绅权的格局转换

相对于清末常熟城绅群体在地方话语中的压倒性优势的局面，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出现了根

本性转变。以前在常熟地方权力格局中并不占优势的乡绅代表丁祖荫、徐兆玮等人顺应时势，丁祖荫

出任常熟县民政长、徐兆玮任民政副长，不仅掌握了地方上的权势，而且与中央、江苏省的各大员也都

建立了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反观常熟城绅群体，此时已基本凋零，庞鸿文1909年去世、庞鸿书1911年

去世、陆懋宗1915年去世。邵松年与俞钟颖虽然去世较晚，但此时也都年过六旬进入暮年，很少参与

地方事务。这一权势格局的转换使得徐兆玮等人才能完成数十年之夙愿，最终大浚白茆河。

宣统三年（1911）六月，在这转折之年，徐兆玮正在北京翰林院值班,而此时的江南正值暴雨，遍地

洪泽。更令人担忧的是，其学生常熟东张人王鸿飞七月中旬在给他的信中说：“（常熟）连日风雨交作，

低平区一片汪洋，米价骤涨，民食艰难。初八日有戈庄龙船帮，率同南门无赖之徒，将城自治公所及邵

息老住屋捣毁一空。同时，东唐市、洞港泾、白茆新市当栈、米行均被抢劫。”[9]虽然在政府“格杀勿论”

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秩序暂时被控制住，未酿成巨变。但对徐兆玮及其同志而言，更关心的则是此

次水灾的人为因素以及如何尽量避免下次成灾。七月中旬，常熟士绅曾商量出一个方案，即趁此机会

开浚白茆，以工代赈[10]。可惜最后还是因款项无着，不了了之。此后不到一个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

政治形势为之一变。

革命之初，政局不稳，人心浮动,白茆疏浚一事，自然又要重新谋划。虽然常熟百姓因白茆淤塞，

退水缓慢，很多地方甚至泡在水里已经几个月。但常昭两邑行政长官却“一如木偶，一如古玩，决不能

[1][2][3][4][5][6][8]《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479页，第469页，第479页，第472页，第479页，第471页，第477页。

[7]《三纪禀开白茆河情形》，《申报》，1905年3月8日第3版。

[9][10]《徐兆玮日记》第2册，第1191页，第1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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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黑白”[1]，疏浚白茆及赈灾之事基本还得靠地方士绅去争取。八月十六日，常熟士绅邵松年写信给

徐兆玮，提出急浚之法：“治标之法惟有亟将白茆口挑淤，俾水有去路，与劬老商请于中峰，借控河机船

一试，不识能达目的否？”[2]这是采用道光二十九年急浚成例，用机船起泥，使低区水退，得以及时补种

菜麦。急浚这一紧急措施，由城绅群体提出，不过对于这一建议，徐兆玮及乡绅并不同意[3]。但城绅能

赞成疏浚白茆，则殊为不易。所以，徐兆玮认为对待城绅的态度也要略微转变，“意见书均可采，但此

非其时，尚要大家合力烧一把急火，方可将猪头煮熟，望转以此言致令叔、子颖诸君为盼”[4]。希望他们

内部以大局为重，团结城绅，一致以筹款浚茆为目的。

九月二十日，徐兆玮从北京回到常熟。常熟政界此时已经大换新颜，好友丁祖荫在推举为民政

长，而另一好友严春生则被推举为财政长。数日之后，徐兆玮也被推举为民政副长。至此，从行政上

来说，常熟已经完成新旧交接，丁祖荫、徐兆玮等人已经成为常熟的执政者，城绅与乡绅的权势格局自

然也为之一变。恰在此时，江苏省政局也发生变动，韩国钧替代程德全成为江苏省新的行政长官，而

常熟士绅徐兆玮与友人蒋凤吾、瞿良士三人亦作为江苏省议员代表当选为全国众议院议员。也刚好

在此时，盛宣怀有一笔原来打算捐赠江皖水灾的款项被安排用来疏浚太湖水利，这无疑是浚茆的绝佳

好时机[5]。鉴于常熟丁祖荫等新任领导群体与省长韩国钧之间的关系，在徐兆玮看来，这笔款项完全

是可以去争取的。况且财政司对这笔款项处理有全权，朋友方还此时也刚好任职省委秘书处，可以直

接向省长韩国钧进言。所以，徐兆玮赶紧写信给丁祖荫，希望他能“迅致一函以争此款”，而且“想方君

与从者雅故，必能有所裨益。弟过宁时，亦当强聒群公，稍效微末也。”两人同时争取，应该会起作用[6]。

民国二年（1913）二月二十一日，徐兆玮由虞赴苏，拟北上参加第一届国会。同时，方还也在苏州等候

徐兆玮商量白茆水利之事。果然,经过一起争取，新任省长韩国钧同意用盛氏之款中的五万来开浚白

茆，这对于徐兆玮等人来说无疑非常关键。并立即决定请工程师周秉清当月赴常熟，即行开工。

对于徐兆玮来说，虽然对于疏浚白茆的款项争取与人员安排都已经完成，但依然需要时刻关注工

程进展。三月初二日，徐兆玮赴都至众议院签名报到，并参加开幕仪式。三月初五就写信给黄聘之询

问白茆是否已经开工[7]。三月初七日即收到张叔颖来函云白茆疏浚已经开工[8]。得知白茆已近开工，

徐兆玮自然非常兴奋，在第二天给儿女的家书中说：“白茆河闻已动工，此事十余年来所尽力擘画而不

可得者，居然达到目的，此最快心之事。”[9]

不过，白茆工程在进展过程中却一破三折。其原因就在于此次大浚白茆的款项来源不同于传统

时期的朝廷拨款加地方带征的方式，而是地方士绅徐兆玮、丁祖荫、方还等人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

政权更替之际争取到了盛宣怀的一笔救灾之款。所以，在他们看来，各自都有对这一工程的支配权。

徐兆玮在临走之前就给丁祖荫写信安排了一批自己的亲朋好友到工程中任职。另外，整个工程由方

还负责，而工程师周秉清又是丁祖荫请来之人。所以，三方利益在整个工程进展中非常复杂的纠缠到

了一起。

实际上，白茆工程刚开工，方还与工程师周秉清之间就出现了分歧，方还主张“撙节工程”，而周秉

清则“力主改道之说，以为非如此则终成废河也”[10]。张叔颖的信中还具体说到浚茆开工中的一些矛

盾，“自吾公北上，此届河工生出许多周折，东张乡人膜视公益，但知权利。现师叔经理财政，反对之意

见于言外。……弟奔走公益，本不敢萌退志，但将来无圆满之结果，可断言也。”[11]可见，自徐兆玮北

[1][2][3][4][6][7][8][9][10][11]《徐兆玮日记》第2册，第1210页，第1210页，第1211页，第1212页，第1288页，第1332
页，第1338页，第1340页，第1344页，第1345页。

[5]关于盛宣怀的此次捐赠，可参考朱浒：《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北京〕《近代史研究》

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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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分热心于此河者已经萌生退意。更要命的是，三月二十日，收常熟瞿良士发来的急电，言丁祖荫

将调任吴江，卸任在即。所以，希望作为国会议员的徐兆玮能电告省长，暂留数月[1]。疏浚白茆，徐兆

玮等人规划二十年，怎么能看着功亏一篑？随即，徐兆玮发电南京请留。而对此次结局，徐兆玮自己

实际上也比较担忧，“白茆开工太迟，又无统率，春水一生，大工迟误，虑一；众志纷歧，或生意见，虑

二”。常熟这边，白茆工程挫折不断[2]。更让徐兆玮惊讶的是，徐翥青在信中说：“白茆河工自芝孙调

任，惟一大变宗旨，竟有毁工之意。标嘱梯云速与浃洽，目前仅维持现状耳。”[3]这直接出乎他的意料之

外！情急之下，赶紧给新任县长也是自己朋友苏高鼎去信，“白茆河工开始规画，除拨款外不敷尚巨，

望公一力仔肩，与惟一先生筹商妥善，以竟巨工，岂第吾邑之福利，数县均沾其泽焉[4]。在各方争执之

中，白茆疏浚在民国三年（1914）三月底，全工告竣。四月初九日，韩国钧省长已来视白茆河工，并表示

赞赏。不过，虽然大浚茆河基本完成，一了众人数十年的夙愿，但在疏浚白茆过程中一直存在开坝与

废坝之争却直接导致了白茆工程在最后关头停工的严重后果。本来打算再向省里争取四万经费，疏

浚南段的计划也就此沦为画饼。

纵观民国初年大浚白茆的整个运作过程，正是常熟地方权势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绝佳体现。

丁祖荫、徐兆玮等人不仅取代城绅群体在地方上的话语权，任职地方长官，徐兆玮、瞿良士、蒋凤吾还

当选为国会议员，徐翥青、王鸿飞也当选江苏省第二届议员。此外，张鸿、曾朴等好友也都在江苏省政

府任职。可见这一群体在民国初年已经完全建立了从“国—省—县”三级的权力网络。作为大浚白茆

最为重要的的支持者，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亦与这一群体多数人相识，并在经费争取中起了至为关键的

作用。

三、公、私之间：政治交易与白茆河南段经费的获取

虽然囿于种种原因，白茆河未能全线疏浚，留下了个“烂尾段”。不过此后，作为江苏省议员的徐

风书、王鸿飞仍然不断在议会上提出疏浚呈案努力争取[5]。民国八年（1919）八月，关于江南水利疏浚，

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太湖水利局”。这一水利机构的主要推动者为吴江县金松岑及常熟人庞树典。

庞树典为庞鸿文之子，虽然庞家在清民鼎革而逐渐衰落，作为庞氏家族的长孙，庞树典无疑非常希望

自己能重振家风，恢复往昔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6]。而对于这一机构的治水理念，在《太湖上下游水利

工程预拟计划大纲》中有着清晰的描述。无锡水利专家胡雨人曾对此计划大纲做过准确概括，认为民

国之初江南水利工程概括起来分作三个时期：“计划大纲各时期之事业，第一期曰浚泖、浚溇、测湖、测

苕；第二期曰浚湖及续行浚溇；第三期曰遍行平面测量及再续浚溇。统计分期三，分年六。约言之，为

浚泖、浚溇、浚湖、遍行平面测量四大端，其余工程皆六年以后事也。”[7]并且，在主事者金松岑看来，大

浚白茆简直是祸国殃民：

[1][2][3][4]《徐兆玮日记》第2册，第1349页，第1354页，第1356页，第1356页。

[5]民国八年（1919）、民国九年（1920）徐风书、王鸿飞先后至少五次在省议会上提议“速浚白茆河南段案”，参《申报》

1919年3月10日、1919年3月22日、1919年11月28日、1920年5月9日、1920年6月12日。

[6]如庞树典的小女儿庞茗所说：“从外表看起来，庞家还是挺象样的。但整个大家庭在民国时候散掉了，这既同社

会巨变有关，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丁少，没有人能支撑这个家了。”孙萍著：《百年家族：庞薰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版，第56页。关于庞氏家族在清末民初的遭遇，还可参考庞薰琹的回忆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7]《江浙水利联台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21年第 10期。

见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

（1921）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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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白茆之害，不佞更有一言以告两省父老兄弟曰：白茆开，则使常熟一县全为潮河。茆

口之高仰，见于江苏水利全案图，说者今犹无改（说录后）。方君惟一之开白茆也，口门原宽

九丈，今冲刷至二十七丈，此非方君之所能计及也。今欲竟方君未竟之功，不在续竣上游，而

在收束口门，改建大闸。苟不然，而听其直起直落，其牺牲常熟一县之民田，害犹小也，结果

将使昆城、尚湖、嘉菱、鹅真诸荡尽数淤为棉田，而阳城、巴城诸河又必告淤，七浦之来源绝

矣。白茆以上，则黄田港、夏港，再上则新沟、桃花港、得胜河、孟渎，以至丹徒之越河，处处通

潮。依胡君原计划而皆汇于运，运河亦将游，淤而告绝。[1]

显然，这一看法与徐兆玮等人全然相反，虽然二者之间展开了长久论战，但若要依靠治水理念如

此相反的机构去疏浚白茆南段，无异于缘木求鱼。

民国十年（1921）年底十二月十二日，常熟组织水利工程局，徐兆玮被推举为局长。在与丁祖荫的

信中，虽然说“水利工程极烦重，非孱躯所能胜”[2]，但是白茆水利为其数十年心血所在，而且徐也认识

到“吾邑水利之命脉实在此河，自南段淤塞而水不下行，东唐、古里之积水病根实由于此”[3]。所以必须

借此机会，完成夙愿。八月份，第六届国会议会恢复召开，徐兆玮作为国会议员再次赴都，而此时，江

苏省省长之位也再次由韩国钧接任。韩国钧的上位给白茆南段的疏浚带来了关键的转机，前述民国

初年大浚白茆就是韩国钧鼎力支持，而且与常熟士绅也都关系较好。入都之时，徐绕道南京特意去拜

访了新任省长，并当面提出白茆南段的疏浚问题，不过此时财政紧张，省长也说“省款支绌恐难即拨”，

而叫其与江南水利局罗树森总办商量。此时方还和庞树森两人都在省委秘书处，而且方还还颇受韩

省长重视，或许会迎来转机[4]。

关于白茆河南段疏浚经费的筹集，常熟士绅自然意识到依靠太湖局的拨款无异于与虎谋皮，不如

自行请款疏浚，方为正办。恰好此时，江苏省拟以民国十年（1921）严重水灾导致税收锐减，财政积欠

渐巨为由，申请国会同意发行700万“江苏省国家分金库灾欠善后公债”。不过“省议会一部分议员，

以其不合法律手续，力持反对”，并且，旅京江苏国会议员很多对于此项公债也颇不满意，参议院议员

朱浦恩等 20余人提出质问书质疑。为此，韩国钧特意派黄以霖、马士杰贾士毅等人赴京进行疏通。

此外，韩国钧还专门给徐兆玮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其在国会的支持[5]。虽然参众两院议员激烈反对，

“七百万之公债，闹得乌烟瘴气，反对者几欲将谘议会及财政审査会一齐推翻”[6]。最后，韩国钧被迫以

辞职相抗争，终于得到国务院总理王宠惠的支持，以“此事有政治关系，顾不得法律手续，其势不能不

与批准”[7]为由，绕开国会，阁议批准了江苏省公债发行决议。为了表示对常熟士绅在此次国债发行中

对自己的支持，特意从中拨款两万作为白茆南段的疏浚之费用。如徐兆玮在给其子信中所说，“此次

韩止老毅然准拨二万，亦是良心上过不去，将七百万中提出些微，以示分赃之意。公债黑幕重重，惟未

得确实证据，不能下手攻讦耳。”[8]作为政治中的一种交易，疏浚白茆的经费终于筹集，这也体现了民初

政治与地方公共事业之间的背后纠葛。

整个白茆南段工程“预算须四万五千，公拟省县各任其半”，而“地方水利款存储银行以待，专俟省

[1]《江浙水利联台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21年第 10期。

见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

（1921）铅印本。

[2]《徐兆玮日记》第3册，第2310页。

[3][4][5][6][8]《徐兆玮日记》第4册，第2358页，第2355页，第2372页，第2381页，第2413页。

[7]《国务院批准苏省公债之经过》，《申报》，1922年10月3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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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拨定即可筹备进行”[1]。是年底，徐兆玮与瞿良士、蒋凤吾再次致信韩国钧省长：“常熟白茆港南段淤

浅急须开浚，省款蒙允拨二万元，祈即饬财厅就本年冬漕收入项下拨放，俾得早日筹备，并请委方君还

为工程主任，以完三年未竟之全功，而慰圔邑人民之渴望。”不久即得到同意批示，并且请民国三年大

浚白茆时主持其事的方还作为工程部主任。次年正月，疏浚工程正式开工，分天时、地利、人和六段逐

次进行。不过，虽然款项已经到位，但因参与其事的内部人员利益纠纷，致使工程一破三折，结局也不为

人满。整个工程表面上说是因节省经费而导致“浚法不如式”，但实际致使“白茆两段不堪极矣”[2]。至

整个工程验收之时，徐凤书说“白茆塘不督促于前，复疏懈于后。小坝坊决满塘，水深三尺，刻闻赵令

验收，大约潦草塞责，方公大不方，颇现滑头气象”[3]。“茆河工程甚坏，现已验收。老方实对不起人也。”[4]

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工程如此不了了之，但却未见反对之声。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围绕这一工程利

益纠纷的群体基本是当时常熟县的实权掌握者。

可见，此时徐兆玮等人虽然不能通过地方水利机构来筹得疏浚白茆的款项，但是依然充分利用自

己国会议员的身份，直接进行某种“政治交易”，从江苏省发行的七百万的国债中，“分赃”到两万。这

样一种水利经费的获取方式，不仅与第一部分所论述的清末地方士绅群体之间直接的权力交锋不同，

与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水利经费的划拨也截然不同，展现出了民国初期中枢政权未稳之时，利益群体进

行整治运作的一个重要面向，极具时代特色与政治烙印。

四、士绅退却：白茆闸与水利行政的国家化、技术化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在军事上完成了初步统一，但水利行政机构却依然未能

摆脱民国初年以来所形成的混乱状态：“盖凌乱庞杂，未有如今日水利各机关之甚者也。其弊也，遇款

则必争，遇事则推诿；经费之开支，但问机关，不问缓急；人才之登用，但问定额，不问能力；事业之设

施，但问疆域，不问利弊。”[5]有学者在对此时期经济计划与国民党内部政治纷争时指出，这一现象的出

现，其实是政治分歧“演变成对行政机构的争夺，这些行政机构成为不同政治派别操控权力的基础，只

要控制了这些部门，就能保证政治领导人掌握政府资源和实施计划的途径，从而实现这些政治领导人

的政治抱负”[6]。这一视角将国民政府初期展开的经济建设与党争一并考察，而水利建设无疑是其中

的重要一环。

民国二十年（1931），全国遭遇特大水灾，江淮受灾最重。就江南而言，很多地方其实受灾不亚于

江北。至于此次水灾的原因，时人分析，“纯系二十年来内争执结果，并非偶然之事”。而内争导致的

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水利失修，“各地水利苟不如此废弃，纵遇水灾，何至此次之束手无策”。所以，此次

水灾虽然政府不能防范于事先，却不能不努力补救于事后，而补救之法“不在一时之救灾，而在今后灾

变之防止”，“防止今后水灾之道无他，惟在平时之兴修水利而已”[7]。有鉴于斯，由水利专家李仪祉在

1931年4月份倡导成立的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极力呼吁对全国水利进行统一管理[8]。同时，国民政府高

层也逐渐认识到水利行政统一的重要性。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七月，蒋介石、黄绍竑在中央政治

[1][2][3][4]《徐兆玮日记》第4册，第2413页，第2471页，第2494页，第2495页。

[5]《统一水利行政》，《中央日报》，1932年6月26日第2版。

[6]Margherita Zanasi. Nationalism, Autarky, and Economic Planning in 1930s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Ph.D. 1997.32.
转引自〔美〕戴维·艾伦·佩兹：《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姜智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7]沈怡：《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东方杂志》第 28 卷第 22 日，1931年，第 37-39 页。

[8]《请设专管水政机关》，《申报》，1931年9月21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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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提议改组全国水利行政机关。次年，经中央政治会议第394次会议决议，全国水利机关，归全

国经济委员会统筹办理。在其后颁布的《统一水利行政及事业办法纲要》与《统一水利行政事业进行

办法》中明确提出，以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全国水利总机关。水利计划、地形测量、水文测验、水利调查

等均由中央水利总机关办理。并且中央总预算内自二十三年度起，年列中央水利事业费六百万元，由

全国经济委员会按月领取五十万元，统筹支配[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这一改革，关于水利建设

计划之审议、经费之核议、工程之审核等核心问题都已经统一到全国经济建设委员会的行政范畴中，

水利行政得以统一。此后水利建设的程序进展等各方面呈现出来的面貌与民国前期的纷争乱象亦完

全不同，中央行政官僚也已经完全有能力掌控地方水利的进程。

实际上，如冯贤亮所说：“历史上每次政府发动的水利兴复活动，都有发生水旱灾难的重要背景。

见诸史料的，基本上皆为概括性的描述，原因与过程讲述极为简约，而每一次大规模的水利活动背后

的复杂情形，更加难以确知。”[2]此次国民政府统一水政亦是如此，其之所以能迅速有效的完成水政统

一固然与政治局势的相对问题密切相关，但在更深层面讲，也是国民政府对地方基层权力掌控的一个

体现。就常熟地方行政而言，有论者通过对民国后常熟 18个乡的地方精英职业构成分析后指出：

“1927年以后与政权联系紧密的精英成为地方精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遍布了县参议会等民意

机构、党团人员以及区乡镇行政机构。”在这一群体中除了极少数已经进入暮年的传统士绅，大部分出

现了某种“职役化”的趋向，即担任了地方行政职务，如一区区长或再县政府、县党部任职[3]。加上国民

党不断加强对基层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地方利益的表达上，这一群体与传统士绅已经完全不同。而此

时曾经活跃与清末民初的丁祖荫已经于1930年去世，徐兆玮也已经年近七十岁，他们的老去既代表

了传统士绅的在地方事务中的退却，也是地方权力结构的又一次转换。

在这一背景之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湘

鄂湖江水文总站合组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长江流域一切兴利防患事务，傅汝霖任委员长、孙辅

世为总工程师，李仪祉被聘为顾问工程师。同年，应傅汝霖之邀，毕业于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土

木科的青年水利专家董文琦参加水利会工作，任技正职。也就在此时，“政府订定开发水利以配合粮

食增产之计划，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为配合此计划”[4]，拟在白茆河上建闸。关于整个大闸的修建过程，

在1936年刊印的《白茆闸工程报告》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从中我们既可看出时人对于此次建闸的看

重，也得以窥见国民政府时期水利事业的具体过程。

经过七月份选定闸址之后，九月即迅速展开测量工作。十一月上旬，在《申报》上刊登招标通告：

“本会拟在江苏常熟县境白茆河，建造长四十四公尺五口门之钢骨混凝土闸一座，招商承建。”[5]最后，

扬子建业公司中标，承担整个工程的建设工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十日，成立白茆闸工

程处，开始做前期的筹备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买地与拆迁问题。“白茆闸址及新河，共占用民地

七十一亩四分五厘，草房十三间，坟墓二十个。在未开工以前，即由本会派员，与常熟县政府商定购买

价，土地每亩收买费二十六元，草房每间迁移费十元，坟墓每个迁移费三元，全部共享二千零四十七元

[1]全国经济委员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水利建设报告》，“水政”第 2-4页。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

（续编）》，第40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2]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

[3]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载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

中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181页。

[4]张玉法，沈松侨访问，沈松侨纪录：《董文琦先生口述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5]《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建筑白茆河闸工程招标通告》，《申报》1935年11月3日、5日、7日、9日、11日、13日、15日、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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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角。此项费用，均由本会会同常熟县政府，直接发给业主，当地百姓，异常满意。”工程处员工，于十

二月二十二日，揣带应用之仪器及家具到达工地。租定附近草屋四间，为办公及食宿用。数日后，扬

子公司监工人员，也陆续到达工地，并在已购用之土地内，指定搭盖工场、工棚及库房之地点。共搭成

稻草工场十二间，工棚三十间，库房十五间，并于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运来打桩机二架，挑土工人四百

余名。一月三日，开始挖掘闸基[1]。闸基测定后，即先进行闸基挖土。

在前期工作都准备妥当之后，1936年1月31日，在常熟东张市举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行政院副

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亲到工地主持。此外，时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南京市工程局局长宋希

尚、全国经济委员会专任委员金家凤等参加者共二百余人。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民国初年参与大浚

白茆河的常熟士绅基本都未参加此次典礼，一方面他们有的已经去世，绝大部分也已经进入到暮年，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工程国民政府已经完全控制在手，传统地方士绅已经退出争夺的舞台。孔祥

熙在致辞中所说，白茆闸作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开建的第一个大工程，“今日之奠基典礼，在白茆闸本

身，其意义甚微，在整理太湖流域之整个计划而言，则用意甚深。今日之奠基，即期全部计划，逐年次

第推进，而无终止于半途之深意存也”[2]。傅汝霖也汇报了整理太湖水利初步计划的七项必要工程，即

疏浚吴淞江、东太湖开挖深泓、通江各口筑闸、疏浚娄江及淀山湖、泖湖深泓、运河筑闸、疏浚环湖各溇

港、东苕溪上游建筑蓄水库。所以，“今天到这儿来举行奠基典礼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想完成全部整理

计划、并非仅此‘白茆闸’而已。我们已经知道，中央的水利经费，每年已有巨额的规定，那末太湖全部

整理计划，也一定可以分年逐渐完成的。”[3]显然，国民政府已经将白茆闸的修建看做水利事业开端的

一个重要象征性工程。此后，在各方面的配合之下，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并于同年八月底完工，历时七

个月，用款二十九万余元[4]。

从上述叙述的白茆闸修建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水利行政的统一，已经彻底改变了民国前期水利混

乱不堪、各自为政的局面。整个工程有条不紊的顺利展开，所展现出来的规范化、制度化、技术化，彻

底改变了以往官僚治水的局面，开始了国家治水的新时代，同时也对治水模式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起了

极为关键的作用。

地方水利事业的国家化与技术化是水利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核心。在水利国家化的框架

下，国民政府时期重建了中央、省、县三级水利管理体制，在工程实施中也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与制

度化。而地方权力的“职役化”与传统士绅的退却则为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渗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

机。国家经济委员会作为全国的水利机关，权衡各区域间的轻重缓急，合理分配水利经费，协调区

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治水模式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明确各级政府的

治水职责,也填补了乡绅退却后地方治水权力的空缺。白茆大闸的建设，作为一项示范性工程，从

选址、招标、奠基到整个工程的实施都彰显了新官僚机构下的政府对地方水利事业的掌控，也是在

现代水利工程技术下的一项典范工程。可惜白茆闸修建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长江流

域相继沦陷，而正在进行中的工程也被迫中止。此外，在战争期间，原有的水利建设也遭受了各种

程度的破坏，致使战前辛苦经营的成果很多都付诸东流。否则民国时期全国水利事业的建设确实

值得期待。需要警示的是，水利国家化并不意味着水利工程中利益争夺、腐败的消亡，而是更为隐

秘，更加严重，更加难以被发现。

[1]《白茆闸工程报告》“丁，施工经过”，《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第1卷，第4期，1936年。

[2][3]《常熟县白茆闸奠基典礼纪录》，《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第1卷，第1期，1936年。

[4]《白茆闸工程昨日验收，传委员长亲临行剪彩礼，苏建厅亦派员前往协助》，《申报》，1936年8月30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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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清末以降，围绕白茆水利事业之间的争夺随时势转移而彰显出纷繁复杂的态势。通过上文对白

茆河水利纷争的细致描绘，我们可以发现光鲜亮丽的公益事业背后，隐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利益纠

纷。文中不管所谓常熟城绅还是乡绅，都是杜赞奇所说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中的核心[1]。本文的研究

表明，这一网络内部事实上非常复杂，是一个互相镶嵌的权力层级网络。里面既有区域利益之争，也

有县域城乡士绅之争，甚至在城绅群体内部、乡绅群体内部也各自存在着个人利益的纠葛，这一点从

本文论述中可以清晰的反映出来。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所形成的“乡绅支配论”到民国时期似乎也遭到

瓦解的挑战。地方士绅虽然极力希望能借助现代化的外壳，再次在未稳的局势中，实现利益群体的格

局转换。但当国家权力官僚化之后，以及随着传统士绅步入暮年，新官僚机构下的政府利益群体开始

控制地方公共事业的进程。擅长策论的的“治水专家”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拥有高学历和专

业知识的水利技术人员。由此，传统士绅主导的地方治水模式演变成政府为主导、民间为辅的模式，

国家力量填补了乡绅退却后地方治水权力的空缺，这亦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要之，在清末至民国围绕白茆河的水利事业中，江南地方精英所呈现出冲突与合作、博弈与制衡

的复杂互动关系，江南地方与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因应与相革，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江南地方社会的变

迁，也为我们思考清末至民国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责任编辑：肖 波〕

[1]〔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
23页。

Water Conservancy Transformation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 a Focus on Baimao River in Changshu

Chen Ling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loc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re
closely interacted. As the core of the culture nexus of local authority,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works of
Baimao River，local elites changed with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Although the local elites tried to get help
from modernization to change the pattern of interest groups, after the bureaucracy of the state power, new in⁃
terest groups in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control local public ut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orists were gradu⁃
ally marginalized and replaced by technicians with high degrees and expertise in water conservancy. There⁃
fore, the mode of water control by local gentry and elites evolved into the mode of domination by the govern⁃
ment. State power filled the gap in local water control, which is an inevitable tendency in a country’s modern⁃
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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