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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暖期渤海沿岸内涝现象的出现及其
成因的个案研究——以北京延芳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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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分析，重建延芳淀地区辽代之前、辽代、辽代

以后的水环境变迁情况。即：辽代之前，该地区处于漯水和潞水两条河流下游漫流区，是一个
典型的河网沼泽平原；辽代，出现积水现象，形成湖泊；辽之后，渐渐地由成片湖泊解体为几
个较小的湖泊，最后被开垦为农田。其中，辽代是延芳淀水域面积最大的时期，重点重建这一
时期延芳淀积水四至范围。通过与中世纪中国东部温度及其他积水地区的比较，延芳淀出现在
中世纪暖期最温暖的时段。这种大面积积水现象，可能和中世纪暖期渤海海平面上升波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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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Sea coastal waterlogging phenomenon and it's causes in
MWP—based on Beijing Yanfa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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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rebuilding the water environment changes of the Yanfang Lake before
Liao Dynasty, in Liao Dynasty and Liao Dynasty later, through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y matericals. That is: before Liao Dynasty, Yanfang Lake was a typical plain with
waterways and marshlands, stituated in the flowing downstream aera of the Luo River and the Lu
River; in Liao Dynasty, ponding appeared and the lake formed; Liao Dynasty later, the lake broke up
into several smaller lakes and were reclaimed to farmlands later. Among the three, Liao Dynasty is the
period with the largest water area of the Yanfang Lake and the article mainly rebuilding the range of
Yanfang Lake in this period. By comparing with Eastern China temperture in MWP, 930—1100 AD
lasted the longest warm period fluctuations in MWP. While the appearance of Yanfang Lake, happens
to be within the 930—1100 AD, which in time has a good consistency. Judging from the time and
space, Yanfang Lake ponding phenomenon may indicate that the medieval warm period in Bohai Sea
level rise. Combined with the rest of the Bohai Sea and the sea-level changes in situation analysis,
most of coastal sea level rising volatility during the MWP. Lake formed in the warmest time of that
period. And this large area of pondings can indicate the sea level rise of Bohai Sea. Though coast
have found meaningful evidence, but for the whole of the sea level along coast, in the volatility of the
middle ages is not fully and need more information. Sea level rise is a global event, which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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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idence to contras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confirm that this event occurred on a global scale and
the existenc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the medieval warm period (MWP); Yanfang Lake; sea level
气候与海平面波动关系是全球变化领域的重
要科学问题。自 1961 年以来，全球和中国沿海平

延芳淀的变迁，讨论中世纪渤海海平面上升波动

均海平面均呈现上升趋势（IPCC，2007）。而中

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国近海和海岸带环境呈现对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

1

性和脆弱性（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编写委员
会，2011）。这使得学界、政府和社会更加迫切
地希望了解未来“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海平
面及海岸地带将会呈现何种响应。针对历史时期

情况，这对于探讨中世纪东部沿海海平面的变化

1.1

研究区域与材料、方法
研究区概况

延芳淀位于北京平原的东南部（区域中心点
116°63′E、39°76′N），距海约为 90 公里（具体位

暖期气候背景下的海平面及沿海地区变化情况的

置参见图 1）。区域内海拔在 14~22 米，较之于东

研究，可以为预测未来海岸地带的变化情景提供
历史相似型。中世纪暖期（900—1300 AD）是距

南滨海是一块相对的高地。研究区域的北部是冲

今最近一次百年尺度上的暖期波动，对这次暖期

和古潞水冲积扇尾部。根据已有研究，辽代的海

背景下海岸线地区响应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

岸线较现代有后退的迹象。

积台地，南部是洪积扇缘洼地，主要位于古漯水

一般认为，中世纪暖期在北半球表现明显，

关于中世纪中国东部沿海积水现象成因的讨

但在暖期背景下北半球各地区的海平面变化却不

论，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由于太湖流域受人类活

尽相同。英格兰、北欧、格陵兰等地区的资料显示，

动影响大，积水的原因存在不同的观点。满志敏认

此时段海平面有明显上升。而地中海西岸的资料却
显示海平面出现下降现象（Toker et al，2012）。

为太湖流域在中世纪出现的积水现象是由于海平面

不同地区海平面对气候的响应似乎存在着比较明
显的区域差异，由此也就需要更多的区域性研究，
来呈现历史时期全球性的海面波动现象。
中国中东部暖期特征十分明显，但海平面在
暖期气候下的表现情况，目前尚不十分明确。特
别是在历史地理学内部，关于中世纪太湖流域内
涝情况的认识目前还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就目前
已有成果来看，满志敏（1988）认为中世纪存在
着海平面上升的现象。但满志敏文中主要的论证
依据是中世纪太湖流域的湖泊扩大和内涝积水现
象。而同一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则是太湖地区

升高引起的（满志敏，1988）。而王建革等则认为
太湖流域人类水利开发活动致使内涝加剧（王建
革，2009）。这一问题在人类活动密集区域讨论，
很难排除人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宋辽时期延芳淀
是辽代皇帝“捺钵”之地，“令民勿犯”，湖泊范
围内的人类活动极少。选择该研究区，尽可能降低
人为因素在积水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研究区平均海
拔 16 米，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有一定的高差，并
且延芳淀位于近海平原区，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即
使上游来水量增大，地区本身的排洪能力较强，就
地形而言很难在此形成大面积的积水。
1.2

研究资料

小圩发展、大圩崩溃、太湖排水不利引起（王建革，
2009）。王文和谢志仁（1999a，1999b，2001）、

较浅，湖泊形成和持续的时间短，湖泊沉积相不

杨达源和鹿化煜（1991）、申洪源和朱诚（2004）

明显，钻孔测年很难寻找到合适的土层。要了解

针对苏北海岸和杭州湾海面波动进行了研究，主

此类湖泊在百年跨度上的变化，就需要其他资料

要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指出中世纪存在高海

的支持。本区域在历史时期是人类主要的活动区

面。但苏北和长江三角洲的海面状况不能完全反

之一，保存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为研究提供了

映中国沿海的变化。要了解中国沿海海平面在中

必要的资料支撑。虽然这些资料在量化程度上不

世纪暖期背景下的变化，就必须寻找其他海岸线

如观测和古环境感应体资料，但可以反映历史时

地区的证据，从其他地区变化情况来重新审视学

期小尺度上的湖泊变迁问题，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界已有的一些结论。故此本文试图利用渤海沿岸

历史文献资料：中国遗留下丰富的史料资源，

本区湖泊多形成于河流冲积扇洼地，其湖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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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历史时期湖泊变迁创造了条件。本文主要
历史文献有：《水经注》、《辽史》、《契丹国志》、
《日下旧闻考》等。资料中关于河流以及湖泊直
接或者间接的记载，都可以支持我们对文献记载
时期湖泊形态的推断。考古资料：考古资料极大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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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丰富了历史文献资料，并且可以将文献记录中
的信息确定到具体的考古点。本文主要参考《中
国历史文物图集 • 北京分册》（梅宁华和孔繁峙，
2008）和《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平谷、
通州、顺义卷》（宋大川，2011）等。

研究区概况

（吴忱，1984；李玉璋，1995；邓辉和罗潇，2013）（A1：唐以前漯水冲积扇，A2：永定河唐宋冲积扇，B：潞水冲积扇）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1: alluvial fan of Luo River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2: alluvial fan of Luo River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 alluvial fan of Lu River）

1.3

研究方法

测量所得的坐标信息，可以指示与之相关的历史

由于钻孔测年等方法在本类研究中存在局限
性，本文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对湖泊范围进行估算。

记载发生的位置信息。而历史记载则较好地将考

对已有的考古数据进行统计，复原辽代研究
区域的考古遗址分布。比对文献记录，寻找历史
文献中延芳淀同考古遗址相关的记载（表 1），可

水域面积。例如：景宗及皇太后石像：《辽史》

以将考古遗迹同延芳淀建立联系。通过考古遗迹

家务南寺村（116°72′E、39°66′N）发现景宗石像、

古遗址同延芳淀建立联系，确定它们的相对位置
关系。从而根据这些资料，估测辽代延芳淀最大
记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 年）九月，奉安景宗
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通过考古发掘，在今

420

萧太后石像。皇帝石像安放往往需要大型建筑和
相应规模的祭祀活动，基本可以排除石像位于延
芳淀水域内高地的可能。据此可以确定延芳淀的
最南端可能在石像出土位置。通过这种方法，分
别确定湖泊四至的最大范围。

2

结果与分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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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延芳淀范围
图 2 的 C 区域为 10—12 世纪延芳淀水域面积

最大的可能范围：北部到张家湾一线，东部在旧

漷阴县城的位置，南部则到达了吴寺村地区，西
部在今大兴与通县的交接处，南苑东南部。延芳
淀是辽圣宗时期（972—1032 AD）重要的春季捺
钵地点，辽圣宗前后 8 次选择南京延芳淀作为春
捺钵地点。春季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鹅”。
从这些活动来看，延芳淀地区是天鹅的栖息地。
天鹅喜欢群栖在湖泊大片水域地带，主要以水生
生物为食。所以延芳淀必定是一个拥有大片水域、
周边芦苇丛生、水生生物丰富的湖泊地区。这样
的环境之下，才会出现如此规模的天鹅栖息生存。

表 1 延芳淀考古和文献资料
Table 1 Archaeology and literature data in Yanfang Lake
考古遗迹名称

位置（经纬度）

史料证据

与延芳淀关系

史料出处

圣 宗 统 和 十 三 年（995 年）
延芳淀最南可能到达
辽景宗及皇太后石像 116°72′E、39°66′N 九月，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
辽史卷十三 • 本纪十三
的地区
像于延芳淀。
116°71′E、39°78′

漷阴县

漷阴县……辽每季春弋猎于 延芳淀最西可能到达
延芳淀……在京东南九十里。
的地区

116.71E、39.69N 天宫寺建于延芳淀内。

辽天宫寺

四周为湖泊区域

辽史卷四十 • 志第十
考古出土资料

古长城

张家湾南部

出北门，过古长城、延芳淀， 延芳淀最北可能到达 契丹国志卷 24• 王沂公
四十里到望京馆。
的地区
行程录

延芳村

116°46′E、39°78′N

今南海子侧有延芳村，或谓 延芳淀最西可能到达 嘉靖重修一统志 • 顺天
延芳淀即南海子之旧称云。
的地区
府 • 古迹

至入潞水。这一段漯水散漫地在此地区流过，并
且主河道经常发生摆动，水流非常分散。《水经
注 • 鲍丘水》记载：“鲍丘水又西南历狐奴城，又
西南流注于沽水，乱流而南”。雍奴县城西北清
泉河汇入潞水，《水经注 • 鲍丘水》中将这次汇流
描写为“众川东注，混为一渎”。由此可以看出
清泉河、潞水在经雍奴县之前，一直保持着多股
行水的景象。另外，《水经注》记载了华北地区
的很多湖泊，例如北京周边面积较大的夏、谦泽，
面积较小的西湖、戾陵堰。但研究区域在《水经注》
Fig.2

2.2

图 2 辽代延芳淀范围及考古遗址分布
Location of the Yanfang Lake in Liao Dynasty

延芳淀变迁情况
4—6 世纪研究区域的河流呈现漫流状态（具

体信息参见图 1）。《水经注 • 漯水》记载：“清

中并没有湖泊记录。这也从侧面说明，4—6 世纪
研究区内并没有形成成片的水域。结合以上分析，
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研究区域在 4—6 世纪呈现
出众多河流分支漫流的景象，塑造出此区域河网
密布的冲积扇平原景观，而并没有形成较大的水

泉无下尾，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为微津，散

面湖淀。
10—12 世纪文献记载，当时出现了一个方数

漫难寻故也”。此处的清泉指的是古漯水过蓟县

百里的湖淀：“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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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波光粼粼的大湖景观

2.3

取代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象。这是历史文献中关于

2.3.1

该湖泊的最早记载。
湖泊所存在的时间不过两百年。在史料记载
中，14 世纪已经出现了关于小湖泊的记载：“马
家庄飞放泊在漷县城北八里，南辛庄飞放泊在县
南二十五里，栲栳垡飞放泊在县西南二十里”。
可以看出 14 世纪延芳淀已经完全分裂成为几个小

421

辽代延芳淀出现的成因
延芳淀与永定河变迁的关系
图 3 是历史时期永定河河道变迁图，其中 A

为本文估算的延芳淀的范围。可以看出，永定河
在 4—6 世纪和 10—12 世纪的河道经过延芳淀发
育区域（A）。7—9 世纪的河道位于 A 区域的西
南方，14—15 世纪的河道分为三支，分别位于 A

的湖泊。16 世纪的史料中有大量漷县移民、屯田、

区域的北部和西南部。根据《水经注》记载，4—6
世纪 A 区域是河网密布的冲积扇平原的景观。而

设立草场的资料。大量人口的迁入，也加剧了湖

10—12 世纪，A 区域发育形成延芳淀。永定河在

泊消亡的速度。17 世纪成书的《日下旧闻考》中，

A 区域发育的两个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景观。这

作者在记录延芳淀时进行了实地考察：“臣等尽

表明永定河河道变迁可能并不是影响延芳淀形成

按延芳淀已淹废”。此时延芳淀已经消失。

的主导因素。

图 3 永定河河道变迁（尹钧科，2001）
Fig.3 Changes of Yongding River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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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湖泊扩大的暖期气候背景
图 4 是过去 2000 年中国东部冬半年平均气温

较。930—1100 AD 是中世纪暖期前期，也是本时

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4—6 世纪、10—12 世纪气温

恰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好的一

存在明显的差异。4—6 世纪气温明显偏冷，10—12

致性。

世纪气温则相对温暖即中世纪暖期。研究区河流流

图 5 根据满志敏对五代至北宋华北地区降水情
况研究改绘，这项研究表明：907 AD 至 1126 AD

路状况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气温变化所带来的降水、
海平面波动，可能是研究区积水产生的主要因素。
中世纪暖期，北半球多数地区暖期特征明显
（Esper et al，2002），中国中东部地区也存在明显
的温暖期。表 2 为中世纪暖期中国东部气温距平比

期内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暖期波动。而延芳淀出现，

出现了两个降水的高峰，前者是在 970 AD 代达到
高峰，后者在 1090 AD 代达到高峰。并且这个时期
华北地区大范围降水比较多见，总体降水量增加，
加大了洪涝积水的可能。

图 4 中国东部地区过去 2000 年冬半年平均温度变化序列（葛全胜等，2002）
Fig.4 Winter-half-year mean temperature change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in eastern China
表 2 中国中世纪暖期中国东部温度距平比较（高建慧等，2006）
Table 2 The temperature anomaly during the MWP period in the eastern China
温暖时段

寒冷时段

温暖时段

起止时间（AD）

930—1100

1100—1190

1200—1310

持续时间（a）

180

90

120

温度距平（℃）

0.3

–0.3

0.4

图 5 五代至北宋时期华北地区降水等级十年平均值（满志敏，2014）
Fig.5 Ten year average of precipitation grade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2.3.3

造成研究区积水原因分析
延芳淀在 10—12 世纪出现大湖现象的原因：

大增，使该地区水位长年提高或者上游来水增加，

（1）来水量增加。满志敏在研究这一时段华北地

状况，致使阻壅出湖泊。但是结合研究区域的地貌
特点分析：该地区平均海拔 16 m，相对于东南沿海

区降水情况后，发现这段时期内降水呈增加的趋
势。就小区域降水而言很可能和华北平原是一致
的 , 可以认为延芳淀地区降水普遍增加。年降水的

在此区域累积形成湖泊。（2）下游出现排水不畅

地区有一定的高差，并且延芳淀距海只有 90 km，
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即使上游来水量增大，地区

第6期

邵双龙，等：中世纪暖期渤海沿岸内涝现象的出现及其成因的个案研究——以北京延芳淀为例

本身的排洪能力较强，就地形而言很难在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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