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7月，上海市市长陈毅（右二）视察
浦东海塘，指挥海塘抢险修筑工程。

◀民国期间川沙县境海塘图。
▼浦东海塘护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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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风浪话海塘（上）
——浦东人民筑塘抵御潮灾史话

□潘建龙

打开浦东的版图我们可以看到，西

缘是滚滚北上的黄浦江，东缘是茫茫无

涯的东海，在江水与海水之间生活的浦

东人民，千百年来与水缠绵、与水争锋，

既视水为生命之泉，又视水为食人猛

兽。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修筑海塘（堤

防），向大海要地，是浦东人民向着东

方，向着大海扩张的壮举，也是浦东黎

民百姓赖以生存的手段。谁能想象得

到，现代化的浦东国际机场的一部分，

在六十多年前还是一片汪洋。谁能想

象得到，浦东北部的黄家湾（地属高东

镇）在千百年的海岸线巨变中巍然不

动，成为老护塘、钦公塘、人民塘向南辐

射的集聚点。

了解浦东历史的人都知道，浦东的高

桥、川沙和惠南各有一座明代城堡。城堡

用砖石砌成，用于防御倭寇的骚扰，保卫

我们可爱温馨的家园。城堡也一次次承

担起阻隔海水的浸淫，保卫百姓生命财产

安全的任务，捍卫了我们辛辛苦苦建设起

来的家园。垒城御敌与筑塘挡水，是浦东

文明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

最早的浦东海塘

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词人辛弃疾

曾经面对大江浩叹：“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那条世界第三大河长

江淘去的不仅仅是风流人物，还有从青

藏高原、从金沙江、从四川、从长江流域

一路排山倒海，滚滚向前冲刷下来的泥

沙。宝贵的泥沙在长江口长年累月地

积聚，在潮汐的顶托下慢慢地升高、拓

展，于是就有了上海，有了浦东这块平

坦的土地。对于这一形成过程，在综合

了大量资料后，我们可以得到比较详尽

的认识。

长江挟带的大量泥沙一俟进入长江

口，便在海潮的作用下在海岸堆积，形成

了一条由泥沙、贝壳等物质组成的天然沙

堤。尽管时间流逝数千年，但至今还能找

到这些沙堤的遗迹，这些遗迹也成为上海

成陆的见证。为此，南宋许尚曾有诗云：

“千里平沙地，联通江海湄。漫传因泼浪，

疑是蚌成基。”

在今天方泰-松江-金山一线以东

约 130 公里长、2 至 8 公里宽的范围内，

平行排列着几条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沙

堤，俗称“冈身”。《吴郡图经续记》叙：

“濒海之地，冈阜相属，谓之冈身”；“此

所以限沧海，而全吴人也”。《上海县志》

也载：“县东南冈有三，曰沙冈、竹冈、紫

冈。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约一百

里。入土数尺螺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

成。”据测定，这些“冈身”的形成年代，

自西向东依次为 6000 年前至 3000 年

前。1200 年前的唐代，海岸线位置已东

移至今江湾至下沙一线，今天上海市区

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陆。约 500 年前的

明代，黄浦江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形

成。从唐代开始，历代上海人民不断在

沿海一带修筑海塘，以防海潮倒灌。浦

东人常称东海边为“东海滩”，一个“滩”

字，道出了浦东滩涂不断生长的现状，

浦东大地不断扩张的事实。

1975 年 11 月 25 日，严桥公社开挖南

张家浜时，发现一处唐宋村落遗址（位

于杨高南路与乳山路交汇处）。在遗址

深 3.5 米处出现约 3 厘米灰层。灰层以

下至 4 米左右，出土大量唐朝器物。器

物中有器口内外施茶绿色釉的瓷碗。其

中一种敛口、坦腹、平底瓷器与浙江瑞安

齐梁墓中出土的相近，与江苏如皋唐高

宗时期（650-883 年）木船中所发现的一

致，属于唐代早期形制。另一种敞口、坦

腹、腹壁斜直、平底瓷碗，在上海松江石

经幢（唐大中十三年建）附近的唐代地层

中也有出土，与广州唐大中十一年姚潭

墓出土的瓷碗也很相似。严桥遗址东距

航头、下沙、周浦、花木、月浦、盛桥一线

仅 1000 余米左右，由此说明此地在唐代

已经成陆，并且有人居住。

1979年 12月 12日，在开挖川杨河时，

位于北蔡乡五星大队第十二生产队黄家

宅南工地，挖掘出古代木船一条。古船发

现于吴淞零点以下 95 厘米处，距地表 4.6
米。经考证，古船舱内遗留鹅卵石2枚，唐

代开元通宝钱 1 枚及一残角，火烧土 1
块。经碳十四测定和上海博物馆专家分

析，认为古船可能制造于隋代，至唐朝武

德年间还在使用。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

微古室分析出地层土样后认为：“这里海

相性最强，有孔虫说明当时水较深，盐度

较高，木船似沉在海滩上，不是沉在已经

成陆的小河内。”

以上两处文物的出现，有力地验证

了浦东西部地区在唐时已经成陆，并且

出现了最早的浦东人、最早的浦东海塘

的事实。据史书记载，唐朝开元年间修

筑的捍海塘从北至南经过花木、北蔡直

至下沙达航头。据现今掌握的资料可以

得知，开元捍海塘开了浦东修筑海塘、保

土卫家的先河。遗憾的是，开元捍海塘

的修筑年代离我们太遥远，遥远得没有

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一滴可以凭吊的踪

影。

浦东人的生命线

时序流转，光阴如箭。浦东的海岸线

在与大海浪涛的反复争夺中不断向东推

进。大海以博大的胸怀赐予我们立足的

土地以及由此生发的蔽体衣服、果腹粮

食，也以狰狞的面目考验着我们在这块新

土地上的生存能力。修筑海塘是将滔滔

海水阻挡于海塘之外，是保卫我们珍贵的

生命和财产的唯一方式，也是浦东人世世

代代与海奋斗的方式。

以嘉庆二十一年海潮引起的灾难为

例，就可以深知大海赐于我们恩惠时，同

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伤痛。《江东

志》记述了这一灾情：“丙子夏，飓风作，海

波溢，漂没庐舍人民。……夜半，忽高浪

拍天，疾风拍岸，土人从梦中惊觉，身已入

水，莫措手足，随流辄死。其稍黠者，或以

绳自系屋柱，浪推屋倒则死。率一家五六

人连在一绳，或急雨缘树。风疾，树摇下

死。更有蛇先在树，恐怖而手腕脱，与蛇

俱坠死。……至次日，风息潮还，尸之填

塞港路者近千人。其随（水）而去者因不

知几何也”。一幅令人发寒的惨象。制服

洪水猛兽，唯有筑堤别无他法。

在新中国建立前数百年间，上海地区

曾多次发生台风巨潮冲毁海塘，漂没庐舍

数千家，民众死以万计，受淹庄稼颗粒无

收的严重灾难。

千百年来，浦东的土地不断地向东

海延伸，浦东的海塘也一条接着一条向

东修筑。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曾经修筑

的海塘淹没于重重的岁月尘土之中，淹

没在无限的空间里。但是，今天我们还

能看到一条实实在在有着千年历史的海

塘，一条确确实实捍卫过浦东大地的生

命线，因为它有许多遗迹还存在于我们

的生活中，它的名字叫老护塘，又称捍海

塘、内捍海塘。

老护塘北起黄家湾，向南至顾路、曹

路、龚路、车门、十一墩、六团、大团，再入

奉贤，直达杭州湾。可惜我们翻遍史料也

无法知道老护塘始建时的确切年月，然而

谁又能抹杀它曾经捍卫浦东万顷良田的

不朽功业，谁也不能忘记流血流汗担土筑

堤的先人。

民国《川沙县志》感叹：“其始建年

期，已无从考确。”不过从星星点点的历

史记录中，我们还能大致揣摸出它的修

建时段。北宋皇佑年间华亭知县吴及的

墓 志 铭 载 ：“ 知 秀 州 华 亭 ，俱 有 能

名。……在华亭缘海筑海堤百余里，得

美田万余顷。岁出谷数十万斛。民于今

食其利。”墓志铭中的海堤可能就在这一

线。南宋绍熙《云间志》“堰闸”条内记

载：“旧捍海塘，西南抵海盐界，东北抵松

江，长 150 里。”光绪《川沙厅志》水道卷

亦说，“松属沿海地唐天宝十年前隶海盐

县，后隶华亭，《云间志》所称旧捍海塘与

今护塘界至合。”

不知从何时起老护塘的御水功能逐

步退化，变成了一条贯穿浦东东部地区的

南北交通要道。随着行人的增多，老护塘

上每隔几里便出现了一座大小不等的农

村集镇。在浦东新区境内的老护塘上，从

北至南的集镇就有徐路、顾路、曹路、龚

路、大湾、小湾、车门、护塘街、十一墩、六

团湾（湾镇）等。

探究这类集镇的得名，与海塘的走

向和交通密不可分。大湾、小湾、六团

湾的得名是因为老护塘在此处拐了弯

而名之。小湾和大湾的区别仅在于它

的弯度的大小而已。所谓路，原称路

口，是处海塘上呈东西、南北纵横的交

叉处。在路口前加上顾家、曹家等名，

表示在此居住者以曹氏、顾氏居多，或

是他们的声望、财富或贡献颇高、颇丰、

颇大而名之。例如曹家路口的由来便

是如此。据曹氏族谱记载，来自浦东的

世居者叫曹守常，系西汉丞相曹参的三

十一世孙，明朝永乐年间中举人，从范

溪（今曹家渡）迁此设市，逐渐兴旺。

随着东海边长江口滩涂的继续生

长，到了 420 年前的明代万历十二年

（1584 年），在距离老护塘东约 3 里处，上

海知县颜洪范率领民众修筑了与老护塘

（内捍海塘）平行的又一条海塘。海塘次

年竣工，与老护塘一样呈南北走向，长

9250 丈，顶宽 2 丈，高 1 丈 7 尺。因处内

捍海塘外，故名外捍海塘。

到了清朝雍正十年（1732 年），外捍

海塘遭遇毁灭性破坏。是年七月十六

日黎明，东北风大作，满天暴雨倾盆，

海浪腾空，惊涛击岸。午后飓风席卷，

拔树摧房，声震大地。半夜时分，巨浪

一举冲破外塘，席卷塘内二十余里区

域。海水所到之处，惨不忍睹。有志

载：“七月十六夜，飓风骤起，海潮怒

涌，内塘之东竟成一片汪洋。民死十

之六七，六畜无存，庐舍尽为瓦砾场，

竟不辨井里。及水稍退，内塘东尸棺

塞河，流水尽黑，脂膏浮水面，味腥恶，

鱼尽死，禾稼烂尽。弃子女于通衢者

不可胜数。卖妻者值一二贯。”祝悦霖

著《竹枝词》云：

传闻父老最销魂，

雍正年间大海潮。

一夜巨风雷样吼，

生灵十万作凫飘。

灾情万分危急。此时清朝政府才想

起上书修堤的钦琏已经去职回乡。于是

急下诏书命钦琏重返南汇重任知县，并命

其修筑外海捍塘。（未完待续）

浦东，一块从大海中升

起的土地。

6000年前，海浪在外

冈、徐泾、马桥、邬桥、漕泾

一线拍岸;1200年前，上海

海岸线外移至月浦、江湾、

北蔡、周浦、下沙、航头、塘

外一带;又过了几百年，海

浪只能在宝山、顾路、六团、

惠南、四团岸边叹息——今

日浦东地域大致形成！

随着海岸线东移，一条

条海塘向东筑去。老护塘、

钦公塘、人民塘成为浦东三

条最著名的海塘。

伴随着海浪和筑塘的，

是一个个难忘的故事、一个

个倔强的背影……

1979年12月，川沙县开挖川杨河时，在北蔡乡五星大队出土唐代古船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