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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是一个以水资源为核心的自然区域。近年水资源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困扰整个人类

生存发展的问题。于是，许多国家、地区通过立法等手段，对水资源分配、利用严加控制，

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大多不能从源头上根本解决问题。学界也展开了多学科研究，涉及

地貌学、水文学、生态学、文化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已有研究多

从单一学科角度，针对流域问题某一方面展开，所得结论相对流域问题的系统性，存在着明

显不足。  

1 流域问题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学界关于历史流域问题现有成果的创新与不足，可从近 30 年来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

得到体现。依据中文期刊网统计，从 1980 年至 2008 年近 29 年间，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以流域为研究区域、对象的论文共 13420 篇，但其中从整个历史时期(或较长时段)展开长

时段研究的论文仅有 292 篇，不足 2.2%。  

  1.1 历史流域问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及分类  

  这近 300 篇文章，依据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 20 类:(1)历史流域自然灾害研究，主要

针对流域内水灾、蝗灾、地震、沙尘暴、凌汛、滑坡等灾害发生的历史序列特征及成因展开

研究，共 48 篇，占 17%；(2)历史流域水文、地貌变迁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河道、水系、

径流量、泥沙量、沉积环境等自然特征及变化的历史序列、成因展开研究，共 43 篇，占 15.2%；

(3)历史流域文化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部生态观、语言、歌舞、文字、艺术文化因素的特

征、成因及现实影响展开研究，共 35 篇，占 12.4%；(4)历史流域经济研究，主要针对历史

时期流域内主要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动因、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展开研究，共 22 篇，占 7.8%；

(5)历史流域城镇研究，主要针对流域环境与城镇发展，城镇发展过程及城镇经济与流域经

济等展开研究，共 17 篇，占 6%；(6)历史流域生态环境、生态安全研究，主要针对流域林

草覆盖率、湿地面积、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演变及生态安全评价展开研究，共 16

篇，占 5.6%；(7)历史流域资源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水资源、生物资源、水产资源分布及

演变特征展开研究，共 14 篇，占 5%；(8)历史流域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主要针对流域

自然人文特征及演变过程的量化方法展开研究，共 12 篇，占 4.3%；(9)历史流域人、地关

系规律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人、地关系互动、演变规律，对现代之启示展开研究，共 11

篇，占 3.9%；(10)历史流域民族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民族分布、迁徙，流域环境与民族

文化等展开研究，共 11 篇，占 3.9%；(11)历史流域工程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水利工程，

堤岸、河口工程，人工改道工程等展开研究，共 10 篇，占 3.5%；(12)历史流域人口研究，

主要针对流域内人口数量、构成、素质及迁徙特征展开研究，共 8 篇，占 2.8%；(13)历史

流域建筑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长城、关陉、堡寨、民居、寺院、陵墓等建筑展开研究，共

7 篇，占 2.2%；(14)历史流域土壤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土壤成份的分布及演变展开研究，



共 6 篇，占 2.1%；(15)历史流域技术研究，主要针对工具、作物推广、水利技术、土地利

用方式、环境与技术关系等展开研究，共 6 篇，占 2.1%；(16)流域史研究，主要针对流域

开发的历史过程展开研究，共 5 篇，占 1.8%；(17)历史流域政治、军事研究，主要针对早

期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及历代重大战争等展开研究，共 4 篇占 1.4%；(18)历史

流域宗教研究，主要针对流域内神话、宗教特征展开研究，共 4 篇，占 1.4%；(19)历史流

域交通、讯道研究，主要针对流域交通格局的变化，物流、信息传播讯道展开研究，共 2

篇，占 0.7%；(20)历史流域疾病研究，主要针对历史时期流域内自然疫源性疾病分布、源

头等展开研究，共 1 篇，占 0.4%。  

  1.2 历史流域问题研究成果的创新与不足  

  上述成果创新之处主要有 3 点:(1)研究焦点聚集在与人类社会发展最为密切的领域，如

历史时期流域自然灾害、流域地貌、流域文化、流域经济、流域城镇等方面，这 5 个主题，

就占到全部成果的近 60%。其中关于流域自然灾害、地貌演变等复原量化，更多借鉴了现代

地理、地貌学的理论、方法，取得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关于流域文化的研究，开始上升到

哲学层面，就流域哲学观对流域生态环境、社会生产的影响展开研究。(2)关于历史时期流

域生态安全，流域内部资源演变，人、地关系规律，以及历史流域问题的现代研究理论方法

等，近年借鉴西方前沿学术领域，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约占全部成果的 19%，反映了中

国学术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其中，关于历史时期流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等研究具有一定的开

拓性。(3)流域民族、人口问题，流域史等传统研究主题依然受到关注，但近年成果更注意

了研究的新视角、方法。  

  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新视角，如人类学、政治制度学、技术(包括工程技术)

与人类发展等研究成果，存在明显不足。此外，已有成果多存在以下通病:(1)大多研究只是

将流域作为普通的空间地域范围来研究，较少考虑到作为一种自然区域，自身所具有的、与

平原、河谷等地形不同的“系统性”、“封闭与开放性”等等特征。(2)尽管研究内容包罗

万象，几乎涉及到人、地关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这些成果大多各自为政，自成体系，没有

真正统领到“流域”这一区域之内。未从流域学角度将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域系统，探索

它所具有以水资源为核心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地域运动规律。  

  1.3 历史流域问题理论、方法研究动态  

现有成果中，一些学者还就历史流域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了探讨。早在 1988 年，

王守春在《论历史流域系统学》一文中，就针对历史时期河流演变原因研究之不足提出:“今

后的研究侧重点应当放在把河流与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并提出应创建

“历史流域系统学”。他强调流域治理应注重流域系统性，认为“对于河流这样一个复杂的

对象，不仅应当把河流的水文要素和流水地貌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不同方面，把河流的上、中、

下游及支流、干流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而且还要把河流所在流域的自然要素和人文

要素，即环境要素，看成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要从整体角度，即把它们作为系统来研

究，才能对河流有更深刻的认识。”嗣后，侯仁之院士在 1992 年出版的《历史地理四论》

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为进行流域系统研究，应选择“区域链”作为研究对象，即以河流为轴

线，将沿途区域视为子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并具体提出了“潮河链”、“滦河链”等具体



研究设想。其间，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以流域为特定研究区域，也进行了研究探索，涉及内容

颇为广泛。不足的是，已有成果大多只是选择流域作为特定区域，而未能从流域内在特质出

发，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探索其内在因果变化及发展规律。尽管有学者提出了“历史流

域系统学”、“流域链”等概念，但是学界集体关注明显不够。 

 

 

 

2 科学研究解决流域问题 

创建“历史流域学”，从流域因果性、系统性、链条性视角，开展多学科、长时段交叉

研究，目前已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2.1 流域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历史流域学创建的迫切性 

从自然系统角度看，流域的因果性、系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1)生态系统

的整体性。流域是一个整体，由若干子流域组成，以水为载体的水循环、土壤吸纳污染物和

营养物的循环等，都是在流域内完成的，而这些物质的循环对流域的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

都有很大的影响。(2)植被系统的整体性。上游植被覆盖率的降低，不仅使当地水土流失加

剧、生物多样性降低，水源涵养功能、小气候调节功能减弱，抵御风沙力、环境承载力下降

等，还必然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中下游，使中下游河水来水量减少、泥沙淤积增加，湖泊湮塞，

泉源干涸，甚或河水断流，洪涝旱蝗灾害增加。所以林草种植、生长在上游，但涵养水源、

防治水土流失等自然调节功能却显示在整个流域。(3)动物繁衍环境的流域性。许多生物在

上游产卵，在中下游发育、生长，河流形态多样性是流域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基础，作为生物

繁衍、生存的场所，流域上中下游之间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环境。(4)流域内部灾害的流

域性。如水灾，如果上游连降暴雨，往往累积到中下游才泛滥成灾，这也是其他灾害所没有

的地域转嫁性；又如，上游林草覆被减少、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当地土地贫瘠，加重区域贫

困，更重要的是它也会带来流域性灾害，使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容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减弱。  

目前流域问题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自然系统的生态、环境、径流量等因子遭到日趋严重

的破坏，自然灾害范围、频度扩大。下游问题的产生根源多在上游。故创立“历史流域学”

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  

2.2 流域社会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历史流域学创建的迫切性  

从社会系统角度看，流域的因果性、系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1)交通格局

很大程度仰赖自然条件，沿河流的干、支流及其河谷分布的水陆交通网，覆盖了整个流域，

所以流域内不仅各种自然要素联系密切，内部信息、物质等能量流动也相对便利，上中下游、

干支流及各区段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也较一般区域显著。(2)流域内部产业布局、生产

力等经济因素具有显著的整体性特征。譬如，上游煤炭业、矿冶业等产业的发展，对环境、

水资源的污染、破坏往往会延续到中下游；上游农业开发，一方面会使土地资源承载力(粮

食总产量)有所提高，同时也使中下游水土流失增加、环境承载功能下降，导致整个流域社



会生产力总体下降。(3)流域内部的文化及思想意识形态，也具有明显的流域整体性特征，

如语言、风俗、生产方式、宗教信仰、乡规民约等文化思想形态，也大致呈现出明显的沿着

河流通道传播的特征。  

    流域作为一个自然——人类复合系统，自然属性的系统性决定资源开发利用必须遵

守流域系统原则:鉴于流域内部水资源的整体性特征，水资源开发利用必须从流域系统角度

出发，唯此才能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鉴于流域内部经济布局的整体性特征，各经济区的

开发利用必须兼顾流域生产力整体水平，唯此才能保证区域开发的可持续性；鉴于流域内部

经济与环境之间整体性特征，各区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当地及整个流域的环境承载力，唯此才

能保证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将流域作为一个整体，从流域因果性、系统性角度，对

其内部资源利用、经济开发进行系统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2.3 流域人、地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历史流域学创建的迫切性  

人、地系统由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球自然物质系统交互作用而成，它们之间的矛盾发展推

动着人地关系的演进，流域人、地系统也具有明显的因果性、系统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诸方面:(1)流域是整体性极强、关联度很高的区域，流域内不仅各自然要素间联系密切，

而且上中下游、干支流、各地区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也十分显著。同时，流域又是一个

相对独立的复杂系统，大流域经过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具有多样性的自然景观、森林植被

和气候特征，因此，流域居民开发利用自然的生产活动必然形式多样，所产生的生态效应和

经济效益也必然复杂多变，这为流域的开发治理带来了一定难度。(2)流域既是一个以河流

为中心、由分水岭包围的自然地理单元，又是一个以水资源为中心、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社

会经济系统，两种属性统一于一个现实的区域大系统之中，这就使流域成为一个融自然、人

文、经济于一体的多维度的经济区域，成为一个集资源富集区、交通走廊、城镇连绵带和产

业密集带于一体的区域，如何在这样一个空间载体内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然是一个十

分棘手的问题。(3)流域作为一个以自然地理特征为标志的跨行政区的区域，属于较为典型

的“自然经济区”或“生态经济区”，流域内部上中下游的分区往往与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为依据的主体功能区契合，比如，源头和上游是生态功能区，中下游可能是重点开发区、优

化开发区，由之必须从流域因果性、系统性等视角去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  

“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性之光”，“文理交叉、多学科综合”是学科发展的重要

生长点。鉴于流域问题的因果性、综合性、系统性等特征，只有从学科交叉、系统研究的视

角出发，才有望找寻出科学的解决途径。考察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可将其分为宏观、

中观及微观的不同时间尺度，其中宏观着力于考察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及规律。流

域是景观的多功能单元综合体，是影响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域单元，也是热量、土

壤类型、生物类型等的明显分界线。流域内，一方面具有独特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壤资

源等自然因素循环过程，另一方面还具有独特的人口、技术、文化等人文因素的流动传播过

程。因此，以中小流域为地域单元，从历史长时段角度，对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资源、环境

等自然演变轨迹，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探究其因、把握规律，其意义之重要毋庸置疑。 

3 创建“历史流域学”学科体系 



学科理论建设是否健全、成熟，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尺。因此，创建一门

新学科，首先必须构建起学科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学科性质、学科研究内容，及

学科研究理论、主要研究方法等。这里，笔者就历史流域学学科的创建问题谈一些想法。 

3.1 历史流域学属地理学下的交叉学科 

  确定学科性质是创立一个新型学科的理论前提。本文认为历史流域学是以流域为研究单

元，以一万年为研究时段，对流域范围内以河流为核心的区域人、地关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

科，故应属地理学下属的学科。此外，鉴于历史流域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区域——流域，故

应属于地理学二级学科——区域地理学下属学科。此外，历史流域学交叉应用了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等学科的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因而又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

科。 

  历史流域学作为地理学科之下的交叉学科，重点论述人类活动过程对流域自然、生态诸

要素演变的影响机理，流域自然环境变动过程对人类社会利用和管理流域的响应机制的影

响，以及建立历史流域环境演变模型，探索历史流域人地关系演变之规律。构建历史流域学

旨在为保证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指导。 

3.2 历史流域学的创建应遵循两条原则 

  和其他学科一样，历史流域学的创建应遵循以下两条主要原则:(1)科学体系原则。20

世纪以后，西方学界基本认同人类社会三大类型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此

外，从科学体系来划分，与这三种综合性科学并列的还有工程科学等。据此，本文结合目前

学界学科分类，及历史时期流域实际情况，将历史流域学分为三大分支:流域自然地理学、

流域人文社会学、流域工程学。(2)历史可行性原则。1982 年，黄盛璋先生在《论历史地理

学与地理学》一文中，谈及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地理学的关系，认为从学科属性分析，历

史地理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致的。历史流域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和目前流域学研

究对象一致，但是又非完全一致，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目前流域内部的个别自然、人文现

象，在历史时期并不存在，自然无法成为研究对象；二是尽管流域现象存在，但是囿于史料

记载、物质遗存缺乏，难以展开研究。 

3.3 历史流域学主要包括三大分支 

  按照目前学界通用的科学分类，一般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交叉科

学，因历史流域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故不再单列，归入相应自然、人文科学分支。 

  本文将历史流域学自然分支分为 4 类:历史流域地理、历史流域生态、历史流域灾害、

历史流域环境。本文基于传统认识，构建了历史流域学的人文社会学科，主要分支有 7 类:

历史流域政治、历史流域经济、历史流域社会、历史流域宗教、历史流域语言、历史流域文

学、历史流域艺术。在历史时期，流域内部工程主要有 3 类，与之相应历史流域工程学科包

括:历史流域水利工程、历史流域生态工程、历史流域土壤工程。 

3.4 历史流域学的研究方法应分为三个层次 

  任何学科的构建，都必须有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科学研究方法。科学方法可分为三个

层次:(1)单学科方法，也称专门科学方法；(2)多学科方法，也称一般科学方法，是适用于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方式、手段和原则；(3)全学科方法，是具有最普遍方法论意义

的哲学方法。具体到历史流域学，其研究理论、方法如下:(1)哲学原理、方法。(2)一般科

学研究原理、方法。譬如学界常常提及的“老三论”、“新三论”就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一般

科学方法。(3)具体学科研究原理、方法。譬如地理学的计量方法，“GIS”技术等，生态环

境学“压力——状态——响应”评价模式，灾害学的分形理论等。 

3.5 历史流域学构建亟需解决的问题 

  创建历史流域学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1)学科梯队建设。“历史流域学”要想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就必须注意培养专业人才，

且每一个分支学科都应有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形成一支精明强干的学科队伍。这是一个

长期的人才积累过程，非一朝一夕能成。 

  (2)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完成国家基金委课题《历史时期汾河上游人类活动

影响下的生态安全研究》的过程中，课题组提出了历史时期流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在学界

产生了一定反响。但一门新学科从提出构想、肇建，到逐步为学界接受，并臻善、成熟，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为使学科能得到学界的关注，吸引更多同仁加入，就需要在创建过

程中推出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用研究结论来证明学科体系的正确性、可行性。 

  (3)加强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构建历史流域学的基石是其学科理论，这也是本文的理论

意义所在。与此同时，任何学科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只能在学术实践中总结、发展

起来。目前正在从事历史流域学相关分支研究的学者，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学科理论探索，以

加速该学科的构建、发展。课题组下一步拟以滑坡等灾害突出的嘉陵江流域等为重点研究区

域，通过个案研究，构建流域生态安全预警模式，进一步完善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 

(4)践履学术“现实情怀”。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人力，一

是物力，所以必须要努力争取政府、社会各方面资金的支持。为此，研究人员要积极争取各

级、各类基金、项目，针对目前流域内部急需解决的协调、平衡、整治、管理、发展、评价

等问题作出学术解读，最好能提出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诸如项目组已提出的历史

流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之类。早在 1992 年，史念海先生在《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

的作用》一文中，就提出学术践履应“有用于世”的“现实情怀”，这是创立历史流域学的

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刊载于 2009年 11月 19日、21日、25日《光明日报》，

《新华文摘》2010年第 4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