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 卷第 4 辑

2020 年 10 月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35，No. 4

Oct. ，2020

洪水、堤防与社会应对

——1933年黄河特大洪灾形成的环境与社会因素

张 岩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

[提 要] 1933年黄河遭遇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损失极其严重。从洪水、堤防以及社会应对三个方面分析此次特

大洪灾形成的过程，可以动态、全面地理解洪灾形成的环境与社会因素。洪灾使统一治黄事权的问题再度泛起。相对于

调整行政区划，改革治黄体制则更为现实，灾后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此方面亦做出了努力。比较新中国政府应对

特大洪水的成功案例，亦可看出1933年洪灾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政府执政能力存在很大关系。此次洪灾促使治

黄再次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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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黄河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黄

河下游地区受灾极为严重。据统计，此次洪灾造成

大堤漫溢31处,决口73处，受灾县份30个，受灾面

积6592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73万，伤亡12700人，

财产损失高达2.07亿元（银圆）①。围绕此次特大灾

害，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针对洪

水的研究，如史辅成等人分析了洪水的特点、成因

与行洪过程等②；一为针对灾害的研究，如王林等人

探讨了洪灾的灾况及救济③。就洪灾形成的原因，

即洪水如何演变成洪灾，尚缺少过程性的研究④。
洪灾的形成是环境与社会两方面因素的结

果，具体来说，即为洪水、堤防以及社会应对三重

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洪水因素主要指洪水

（以及溃水）的“水势”⑤；堤防因素主要指堤防的

高低与稳固，以及河势的状况；社会应对主要指

政府对于洪水的应对。本文试图从以上三重因

素着手，以洪水的涨落与流动为线索，动态地叙

述1933年特大洪灾形成的过程。对洪水的成因

以及洪灾的善后救济，本文暂不做讨论。

①此处决溢数据来自徐思敬的研究，灾情数据来自席家

治、王文俊的研究。见徐思敬：《一九三三年黄河下游堤防的

决溢》，《黄河史志资料》1984年第2期，第34-38页；席家治、

王文俊：《黄河下游1933、1935、1938年决口灾害资料浅析》，

《黄河史志资料》1983年第2期，第50-52页。

② 史辅成、易元俊、高治定：《1933 年 8 月黄河中游洪

水》，《水文》1984年第6期，第55-58页。

③王林、袁滢滢：《1933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山东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6期，第93-96

页。对于洪水的流动的描述见《民国黄河史》写作组：《民国

黄河史》，（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第94-96页。

④王林、袁滢滢的《1933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一文曾

提到“河政不统一减弱了人们的抗灾能力，加重了该次水灾

的严重程度”，但未能就洪灾发生的过程展开分析。

⑤“水势”有两层含义，一指“水的流量与冲力”，二指“水

位”。本文对水势的探讨受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以下

研究的启发：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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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陕县水文站1932与1933年7- 8 月份日均流量曲线图

一 汛前及伏汛期的水势与河防

1933年黄河伏秋大汛①的洪水总量明显高过

往年，由1932与1933年7、8两月黄河中游陕县水

文站日均流量的对比便可窥见一斑②(见图1)。并

且这一现象在黄河入汛之前就已露出端倪。陕

县以下河北省濮阳县的测量数据显示，从6月13

日起，黄河涨水达一尺七寸（约0.57米），未等退

落，20日又涨三尺余（约1米），水势几乎和往年伏

汛期相同，且涨速较往年来得更快③。从陕县的

记录来看，1933年6月份黄河最大流量出现在17

日，为3200立方米/秒，而1927—1932年间6月份

最大流量只在744—1710立方米/秒之间，17日流

量远高过往年。按照河水流动速度，濮阳20日的

涨水应是受此流量影响④。黄河入汛之前的异象

似乎预示汛期即将发生特大洪水。沿河居民熟

谙黄河习性，见此异象不无惊疑，更有人谓之噩

兆，提醒“将来伏秋大汛，必须格外注意”⑤。《中央

日报》的一则报道，通过比较1933年度6月份与

前两年度同月份的河水流量，亦推测1933年“必

有大水发生”⑥。
然而，限于经费，各省汛前的防备工作做得

并不够充分。《中央日报》记者对河南省防汛情形

记载如下：该省由于治河经费过少（每年只有10

万元），河务局只是准备了一些抢险材料，一旦出

现险工，随即抢堵，因此河南省的防汛“只可称为

抢险”⑦。河北省每年春工费预算为9万元，仅应

付险工还恐有不足，更不用说要顾及平工，且

1933年度春工费拨发为时“甚晚”，料物涨价，也

会影响工程效果⑧。至于河北省的防汛抢险费，

该省政府核定1933年拨发11万8千余元，本应于

防汛期（7月1日至10月底）前拨发，但一直拖到

①伏汛发生在初伏日起到立秋日止，秋汛发生在立秋日

起到霜降日止，秋、伏二汛为黄河的主要汛期，亦合称“伏秋大

汛”。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印：《河上语图解》，1934年，第15页。

②该图数据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

（河口镇至孟津）》第 1 册（1919—1953），1955 年，陕-56-

陕-57。

③《黄河暴涨》，《大公报》1933年6月26日，第6版。

④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

津）》第1册（1919—1953），陕-51-陕-57。按照3000立方米/

秒级别流量的洪水的传播时间，从陕县（现三门峡水文站）到

濮阳（现高村水文站）需要72个小时，实际时间可能有所差异

（下同）。洪水传播速度参考：崔庆瑞、张继荣、许东波：《黄河

下游防汛实用技术》，（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第19页。

⑤《黄河暴涨》，《大公报》1933年6月26日，第6版。

⑥《豫境黄河水势暴涨》，《中央日报》1933年6月29日，

第2张第2版。

⑦《豫境黄河堤防情形》，《中央日报》1933年6月22日，

第2张第2版。

⑧《黄河二十二年分春工费现已派员覆估共需洋八万九

千四百七十六元八角三分拟请由省库照拨俾便赶购材料及

时兴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河北建设公报》1933年第5卷第

5期，提案，第3-6页；朱延平：《豫冀两省黄河工事之回顾与

前瞻》，《大公报》1933年9月14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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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到来都未能拨下①。山东省经济状况以及河

防状况相对河南与河北较好一些，1933年度春工

费预算接近30万②（实际拨发情况不详），但该费

用未必能把所有堤坝工程维修齐整。对于那些

由民修民守的民埝而言，其春工的办理亦不能令

人满意。

1933年黄河伏汛期为7月13日至8月8日。

统而观之，该年伏汛期水势状况大致为：七月中

下旬（7月13—31日）水位出现多次上涨，流量总

体较1932年同月为高（见图1），但最大流量（陕

县）并未超过1932年度全年流量最高纪录③；八月

上旬（8月1—8日）流量则远超1932年同期数值，

最大流量甚至打破了黄河自1919年有水文记录

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处之所以拿1932年水文记

录作比，是因为1932年黄河的流量在1927—1932

年间算是较大的一年，其最大流量仅次于 1929

年。但1932年并未发生灾患，该年的水文数据也

就成为1933年黄河防汛的参照。

就山东省的防汛而言，位于该省黄河中游的

济南泺口站（也称“洛口”）是主要作为参考的水

文站。1932年泺口的最高水位记录为8月5日的

28.2米④（原数应为30.1米⑤，以下凡不标明均为原

数据）。这一数字成为 1933 年防汛的警戒线。

1933年伏汛之前，山东河务局曾表示，该年“沿河

厢修巩固”（实际情况未知），只要泺口的水位不

超过30米就“绝无危险”⑥。至7月13日泺口水位

接近30米时，山东河务局便下令沿河各段长、分

段长、分防委员以及各县县长进行防守⑦。28日，

泺口水位已突破30米达30.05米，其上游“水源仍

旺”，且参考往年防汛的经验，立秋（8月8日）前后

才是水势最大时期，届时水位或再有增长，山东

省主席韩复榘于是依照往年大汛时的做法，命令

沿河各县长“移驻大堤”，“督饬民夫会同河工官

兵昼夜防护”，直至“水落工稳”方准回县⑧。为了

能够尽快掌握工情，河务局对于大汛期间各县长

拍发与工情相关的电报准予免费⑨。在下游三省

当中，山东省所做防汛工作相对而言还算是较为

周全的。

按照陕县水文站的记录，1933年伏汛期最大

流量出现在8月2日，该日日均流量高达14386立

方米/秒（最大流量还要更大），是7月份最大流量

的近两倍⑩。此次洪水过程大致是从7月30日涨

水开始的，至8月2日，连续四天时间陕县水位涨

了1.82米。洪水的形成与向下传播需要一定时

间，这为下游的防汛工作留出了机会。早在1932

年豫冀鲁三省黄河河务联合会召开的第一次常

务会议上，曾决议接通三省河务局的电话以便互

通消息；第二次常会会议又决议“由河南河务局

所辖陕州（注：陕县）水文站于伏秋大汛河水陡涨

三公寸以上即分电河北、山东河务局以便预

防”。如此一来，下游河务部门便可及时获知中

上游洪水的信息并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对于

此次洪水，山东河务局在接到陕县的报告后，随

即又电令各分段负责人与沿河各县县长妥善防

护，起到了提前预警的作用。洪水入境后，山东

上游河段不断报出险情，加之河水来势正旺，山

①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河北月刊》

1933年第1卷第10期，第4-5页。

②《堪估二十二年春厢料物土方数目表》，《山东河务特

刊》1934年总第6期，图表，第3-4页。

③据陕县水文站的记录，1933年8月份以前该年最大流

量、最高水位出现在7月29日，分别为7280立方米/秒、295.08

米，尚未及1932年8月12日8020立方米/秒、295.7米的最高

纪录。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

津）》第1册（1919—1953），陕21-陕-22、陕-56-陕-57。

④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孟津以下部

分）》第1册（1919—1953），1955年，泺-19。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所取资料系黄委会纠正测量基点，整编原始资料而成，

与当时河务局的统计资料有所差异。

⑤《黄河水势续涨》，《申报》1932年8月6日，第4页。

⑥《黄河水势续涨》，《申报》1933年7月11日，第9页。

⑦《电总分段承分防水涨工险认真防守由》，1933年7月

13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0页；《电沿

河二十二县为水涨工险协同防护由》，1933年7月13日，《山

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0页。

⑧《鲁韩令沿河县长移驻大堤督工》，《申报》1933年7月

31日，第9页；《黄河已入险境》，《申报》1933年 8月 1日，第

15页。

⑨《电公电局大汛期间各县长电报工情免费由》，1933年

7月28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1页。

⑩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

津）》第1册（1919—1953），陕-57。

《豫境黄河飞涨》，《申报》1933年8月3日，第9页。

《豫冀鲁三省黄河河务联合会第一次常会会议记录》，

《山东河务特刊》1933年总第5期，会议记录，第15页；《豫冀

鲁三省黄河河务联合会第二次常会会议记录》，《山东河务特

刊》1933年总第5期，会议记录，第24页。

《电总分段承分防埝工局陕州河水暴涨仰即妥防由》，

1933年8月3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

61页；《电沿河各县陕州河水陡涨仰妥防由》，1933年 8月 3

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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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务局局长于是又亲赴上游河段督饬抢护①。
可见该省对于河工还是较为慎重。

至8月8日，泺口水位骤降了约0.5米（见表

1），危险已告解除。然而山东省水势大减与河北

省长垣县石头庄发生的决堤有关。

表1 8月2日—8日泺口水位记录（单位：米）②

日期

水位

8月2日

30.15

8月3日

30.18

8月5日

30.35

8月6日

30.33

8月7日

30.16

8月8日

29.70

石头庄决堤并不单纯是由洪水所致，更与人

为因素相关。8月3日，在上述陕县洪水还没有到

达石头庄之前，该县一伙土匪为对抗长垣、濮阳

保卫团的包剿，竟在石头庄迤下大堤挖开两处口

子，试图以水阻挡团丁。等到匪徒离开大堤，河

务局开展堵口之际，两处口门已分别被冲刷到了

50余丈（约167米，第一口门）、15余丈（约50米，

第二口门，后刷宽到约67米）之宽，堵筑变得较为

困难。不过河务局还是希望赶在洪水到来之前

完工，但是并没能实现。洪水到来之后，河工人

员只好变更策略，先行裹护口门坝头，防止口门

向两侧扩大，等水落以后再行堵筑。6日，河务局

已经把第一口的上坝头与第二口的下坝头做好

裹护，但是两口中间的坝头却仍继续坍塌。截至

7日，两口门间距离已由最初的 30余丈（约 100

米）冲刷得仅剩15丈（约50米）。此次洪峰过境

以后，河务局继续施堵。10日下午，工情较轻的

第二口门先告堵合。就在第一口进行抢堵时，又

一更大的洪水到达（详见下文），水势高涨，以致

人力难敌，口门不但没能堵上，反遭进一步刷

大③。之所以贻误堵口良机，事后河北省黄河河

务局认为“实以民夫未能踊跃助工所致”，即沿河

各县县长未能积极协助抢险，导致堵口未能如期

完成④。早在1932年，内政部颁布过《沿河地方官

协助河务考成章程》⑤，但仅就河北省的情况而

言，收效并不显著，地方绅民多存“轻视之心”，在

此次石头庄堵口过程中，长垣县到工民夫仅百余

人而已⑥，自然也就无从应对，这也反映出政府的

动员与组织能力之弱⑦。当然，河北省政府并非

无责可咎。如前所述，该省政府并未及时拨发防

汛抢险费，也就难以储备充足的料物，进而影响

汛期抢险工作。虽然河务局称“幸赖地方人士协

助”以及“当地商号信用”，此次堵口款料俱缺的

状况得以“稍经恢复”⑧，但这只是一种开脱之词，

河务局在9日与10日的电文（青灰两电）中仍称

“待款万急，乞速拨防汛费”⑨，足证款不济时的状

况。此次决口为秋汛期长垣北岸堤防大范围决

口埋下了隐患。

二 秋汛期的特大洪水、堤防与社会应对

1933年的黄河秋汛期为8月 8日至10月 24

日。期间水势在10日出现过一次较大的涨峰，即

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洪峰流量高达22000立方

米／秒，较1932年度最大流量高出近三倍（19日

①《呈省政府报赴上游督工公出日期由》，1933年8月5

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11页。

② 3日水位原文为“三十公尺一寸八八”，应为“三十公

尺一寸八分”；6日水位原文为“三十八尺三寸三”，应为“三十

公尺三寸三”。《豫境黄河飞涨》，《申报》1933年8月3日，第9

页；《黄河三游均告涨水》，《申报》1933年8月4日，第10页；

《黄河水势仍猛涨不已》，《中央日报》1933年8月6日，第1张

第3版；《黄河上游落水》，《申报》1933年8月7日，第3页；《黄

河水落已无危险》，《中央日报》1933年 8月 7日，第1张第2

版；《黄河工情转稳》，《申报》1933年8月8日，第9页；《鲁境黄

河水势陡落》，《申报》1933年8月11日，第9页。

③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河北月

刊》1933年第1卷第11期，第1-4页；宋希尚：《黄河石头庄、

冯楼堵口工程实录》，出版地不详，1935年，第5页。

④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3页。

⑤《沿河地方官协助河务考成章程》，《河北建设公报》

1932年第4卷第11期，法规，第3-5页。

⑥陈铁卿：《关于本省黄河水灾事项纪要》，《河北月刊》

1933年第1卷第9期，第6页。

⑦不仅如此，河务局亦认为沿河各县县长还应为土匪掘

堤一事承担责任，理由是，各县县长不具备“河工常识”，在洪

水时期竟把土匪“围困堤上”，进而引生掘堤事件。潞生：《民

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

第12期，第3页。

⑧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4页。

⑨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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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33年黄河特大洪灾分区示意图

（本图仿照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所制《黄河水灾分区图》（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
1935年）绘制。）

表2 陕县洪峰传播时间预估①

时间

地点

10日凌晨

陕县

11日凌晨

平汉铁路桥

11日下午

开封

13日凌晨

濮阳

14日晚上

山东泺口

左右还出现一次小涨）②。在此之前黄河的两次

大洪水分别发生在1761年与1843年，据推测，前

者花园口洪峰流量达32000立方米/秒，后者陕县

洪峰流量约36000立方米/秒③。两次洪水的级别

都大于1933年，但因该级别的洪水属于偶发事件

以及受财力所限，政府并未就此提高堤防防洪的

标准。1933年的特大洪水属于短期骤涨，初始时

（8月7日清晨）陕县流量只有2500立方米/秒，至

10日凌晨短短三天时间就涨了近9倍，达到最高

峰，10日上午流量开始下降，到14日便已恢复到

了夏季5000立方米/秒的一般流量状态④。就水

位而言，此次洪水过程，陕县河水骤涨了5.5米，

是前次洪峰涨幅的三倍⑤。此次洪水的形成主要

源自中游的降水⑥，中游陕县的水文记录足以反

映是次洪水状况（见图2）。

下游三省当局在此次洪水到达之前已获知

陕县流量的报告（见表2），并饬令地方政府与河

①洪水传播速度见崔庆瑞、张继荣、许东波：《黄河下游
防汛实用技术》，第19页。

②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河口镇至孟
津）》第1册（1919—1953），陕-57。

③黄河防洪志编纂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黄河防洪
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

④〔挪〕安立森著，张度译：《一九三三年黄河之洪水量》，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馆藏，档号：MG 1.3-6，“一九三三年
黄河之洪水量”。需要注意的是，该文称洪峰到达陕县的时
间为9日夜间，应该就是10日凌晨。

⑤《黄河水续涨 黄河桥被淹》，《中央日报》1933年 8月
12日，第1张第3版。

⑥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外籍工程师安立森当时的研究，
陕西的泾河为主要来源，包头至龙门间诸河次之，汾、渭又次
之，河南境内的沁河、洛河在此洪水期间并没有大水；而据当
代水利专家史辅成等人研究，此次洪水主要来源于龙门以上
各支流，泾河次之，渭河又次之，北洛河、汾河再次之，河津至
陕县的支流影响较小。究竟哪个结论更为可靠，还有待水利
专家进一步研究。〔挪〕安立森著，张度译：《一九三三年黄河
之洪水量》，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馆藏，档号：MG 1.3-6；史
辅成、易元俊、高治定：《1933年8月黄河中游洪水》，《水文》
1984年第6期，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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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开展防备工作①。虽然无法获知各河段具

体的防备情形，但从洪水来临及过后的情况来看，

政府的应对并不尽如人意。曾经担任过河北省黄

河河务局局长的朱延平对此批评道：“此次之决

口，虽不是人人预知之事，而在该段河流任事之

人，与夫沿河明达之士，固无不知之；无不知之，而

犹不能预防之。”当事者因此“不能辞其咎”②。
堤防是当时抵御洪水的主要“工具”，另外在

堤防的险工地段还修有埽、坝等护岸工程。评估

某一段堤防遭遇洪水时的危险程度，应考虑的因

素包括该处堤防尤其是险工的修防情形以及水

势与河势的状况。早在1931年 10月，华北水利

委员会对黄河的险工及水势状况做过勘察，得出

如下结论：“河南省险工最多，但因河面宽，水流

缓，出险时少；河北省境内河流虽短，但河道弯曲

特甚，大水时易生险象；至山东省境内河流虽长，

但该省上、中二游大部分系石坝护堤，只下游一

段因取石不易，大部分仍系秸埽护堤，至秋、凌二

汛时最易出险。”③这一结论或可解释河北省堤防

在1933年特大洪灾中受创最为严重的原因。当

然，该结论只是强调了河北省河段水势与河势方

面的情形，实际上该省堤防本身也存在严重的问

题。此外，在洪水过程中，危险程度高的堤段未

必会发生决口，反之亦然④。社会的应对也是影

响灾害发生的重要因素。

8月8日，河南省黄河上游（以平汉铁路桥为

界）河段已出现大幅涨水，至10日洪峰到来，水位

达到最高值。该河段南岸多靠山麓，只孟津一段

修有土堰，北岸孟县、温县与武陟三县则均有堤

防，且不少堤段形势较为严峻，因此该段河防的

难点与重点即为北岸（见表3）。就北岸而言，温

县水位在8日夜连涨了2.1米，至迟至9日，温县

汛第六、七、八等堡“沿堤十余里漫水”，“数十方

里尽成泽国”⑤，而此时洪峰尚未到来，水位还在

继续升高。凶猛的水势，加上温县对岸洛河之水

的顶冲，温县水位不断上涨，最后最高洪水位高

出堤顶约达2米，由此亦可看出该处堤防卑矮的

程度。该堤段北面靠近漭河，该河水位此时也在

上涨，致使抢护亦无取土之处，最终酿成“全堤漫

溢”，漫口达18处，“温县县城被水包围”，“城内哭

声震天”，“民房财务尽付东流”⑥。武陟汛（沁河

口以西）于9日早“骤临大溜”，西唐郭一带新修民

埝（即在大堤以内的岸滩近水修筑的小堤）形势

紧急尤甚，虽经河务人员会同武陟县长抢护，但

还是发生了漫溢，沿滩多个村庄被水淹没。好在

驾部村修有寨墙可供防护，武陟县长于是督率民

夫重点防守此处，后被水围困寨内，至10日晨方

得离开。该汛大堤工程亦被洪水冲刷严重，第一

堡至第九堡多坝出险，严重威胁着该县人民的生

命安全，县长及河务人员即赶赴该处督导数千民

夫抢护，历时两昼夜，于10日下午7点水势陡落

方告平稳⑦。就南岸而言，至迟至9日，孟津民堰

已出现多处溃决，和家庙、徐村等七个村庄“尽成

泽国，人民流离失所”⑧。该处民堰并未纳入河务

局管理范围，只能由地方自行防守。全国经济委

员会工程处豫省工务所此时正在孟津修筑黄河

坝工，亦奉令协助当地政府开展防汛工作，随即

督饬300多名工人参与抢护⑨。
平汉铁路桥北端位于武陟境内，南端位于荥

泽境内邙山头。9日夜12点，铁路桥处河水骤涨

了八尺（约2.67米）余，水面与铁路桥持平，且河

水仍在不断续涨⑩。铁路桥北岸河段原属背工，

大河距大堤较远，但因铁路桥桥孔行水不畅，河

水被迫北流，一直冲到距大河十余里远的詹店车

站一带，导致数十个村庄被淹，水深达七八尺（约

①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

书》，第三章，第8页。

② 朱延平：《豫冀两省黄河工事之回顾与前瞻》，《大公

报》1933年9月14日，第11版。

③ 顾秉楠、刘增祺：《勘察豫鲁冀段黄河水势险工总报

告》，《华北水利月刊》1931年第4卷第9期，第81页。

④《中央日报》记者在1933年特大洪灾发生前曾就河南

省段堤防情形询问过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得出的结论是“中

牟、武陟堤工最为危险”（《豫境黄河堤防情形》，《中央日报》

1933年6月22日，第2张第2版）。但就事后的结果来看，该

两处溃决状况在河南省来说并不是最严重的。

⑤《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豫黄河猛涨》，《大公报》1933年8月10日，第3版。

⑥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

书》，第三章，第1、10、30页；河南省黄河河务局：《二十二年豫

省黄河险工暨漫溢情形》，《工程》1933年第8卷第6号，第573

页；《豫境黄河狂涨》，《中央日报》1933年8月14日，第2张第

2版；《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⑦《黄河溃决后孟津武陟之损失》，《大公报》1933年8月

20日，第6版。

⑧《冀豫黄河决口》，《中央日报》1933年8月10日，第1

张第3版。

⑨《黄河水超过廿年洪水位》，《申报》1933年8月12日，

第13页。

⑩《黄河水续涨 黄河桥被淹》，《中央日报》1933年 8月

12日，第1张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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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33年特大洪灾前豫、冀两省黄河堤防与水势状况

河岸

北岸

南岸

县份

河南孟县

*河南温县

*河南武陟

河南荥泽、原武、阳武

河南封丘

河南开封、陈留、兰封

*河北长垣

河南滑县

河北濮阳

河南孟津

河南巩县、汜水、河阴

河南荥泽

河南郑县

河南中牟

河南开封

河南陈留

*河南兰封、考城

*河北长垣

河北东明

堤防与水势状况

背工无险

堤身卑矮，该汛三、四、五堡形势尤险

沁河口以西堤段形势甚险，堤身不齐，被破坏处甚多；以东堤段无险工

背工无险

荆隆宫以西背工无险；以东堤身坦直完整，为豫省北岸最佳堤段

开封北汛十九堡至开陈北汛三堡临河，坝、垛短小卑矮；西坝头以下无堤防

大堤较为卑薄，不临河

老安堤较为单薄

老大坝、南小堤属于险工，水势顶冲

铁谢以下修有土堰（及石坝），1930年曾被冲破，后又修补

靠近邙山山麓，无堤防

自平汉铁路桥南首至荥泽汛上界大堤不临大溜；自荥泽汛上界至第十、十一堡
大堤临河较近，冲刷严重，堤坝年久失修

胡屯以东二、三、四等堡大堤堤身破坏不整，土质较差；郑工合龙处正冲大溜

大堤临河，极易出险，石坝多老化

东漳以东至黑岗口西第十九堡大堤不临河；自黑岗口西第十九堡起大堤临河，
大堤待修理；柳园口土质疏松，易被冲刷；柳园口至陈桥水面较宽，水流不急，陈桥
西南古城村，水流坐湾，大溜直冲，河岸坍塌；陈桥至马房水势稍缓；马房大溜靠近
大堤，石坝低矮，危险较甚；马房以下，大堤不临河

背工无险

开封柳园口至兰封雷集背工；东坝头水流成直角，石块日渐坍塌，危险殊甚；故
道口门处堤身多为飞沙，易出险；东坝头至河南、河北交界处，未筑大堤，恐有漫溢

南一段背工，但有漫滩之险，大堤卑矮残缺

高村、刘庄工段水势顶冲，危险极甚

注：*表示此处大堤在1933年特大洪灾中出现决口。

资料来源：陈汝珍：《整理豫河方案》，1931年，第12-14页；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勘查下游三省黄河报告》，《水利月刊》

1934年第6卷第6期，第406-410页；顾秉楠、刘增祺：《勘察豫鲁冀段黄河水势险工总报告》，《华北水利月刊》1931年第4卷第9

期，第77-80页；河南省黄河河务局：《二十二年豫省黄河险工暨漫溢情形》，《工程》1933年第8卷第6号，第573-576页；《豫境黄

河堤防情形》，《中央日报》1933年6月22日，第2张第2版；《黄河开陈两汛堪虞》，《申报》1936年5月18日，第8页。

2.33—2.67米）至丈余（约3.33米）。为了排泄铁

路道以西的积水，10日中午，千余名村民一起将

詹店到黄河北岸的一段铁路路基挖断。是日起，

平汉路南北交通阻断①。抗灾显然要比交通运输

来得重要。至11日，水位已从10日的87米降至

84米②。
河南省下游河段南岸与北岸的水势及堤工

情况不同：北岸只有开封、陈留两县堤段较为危

险，其他堤段多为背工；南岸则险工极多，易于出

险，应是该段河防的重点（见表3）。就北岸而言，

此次洪水过境，开封、陈留两县大堤虽有多处坝、

垛漫水或坍塌，但经抢护，均未遭遇危险③。就南

①《豫北区淹没三百余村》，《大公报》1933年8月14日，

第3版；《黄河溃决后孟津武陟之损失》，《大公报》1933年8月

20日，第6版。

②《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

③河南省黄河河务局：《二十二年豫省黄河险工暨漫溢

情形》，《工程》1933年第8卷第6号，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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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而言，9日，铁路桥以东荥泽堤坝工程（可能为

民埝或大堤坝、垛）已出现漫顶，水深一尺（约0.33

米）左右①。至10日，铁路桥至开封黑岗口百余里

长河段，水位距大堤堤面只差二三尺（约0.67—1

米），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三四寸（约0.1—0.13米），

堤坝漫溢、坍塌处甚多，形势异常危险②。开封一

带的抢险工作最受河南省政府关切和重视。开

封是河南省省会所在地，政治、经济地位重要，且

开封城地势低洼，与黄河平时水位相比仍低约八

尺（约 2.67米），如若出险，后果不堪设想③。对

此，除河务局方面实施抢险外，河南省主席刘峙

获悉水况后，于10日傍晚调派10辆汽车、40辆大

车载送材料，并委任保安处长为“开封城防总指

挥”，令其连夜率领500名保安队员赴黑岗口“上

堤抢险”。不仅如此，开封公安局也向各城门运

送了大量麻袋，以备黄河决口后防水进城之用，

并在每个城门分别雇佣百名民夫看守④。然而，

在抢险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同步向市民公开洪水

和堤防的状况。直到晚上10点左右，《民国日报》

号外一发，恐慌开始蔓延，“各娱乐场所为之一

空，全城紧张异常”。午夜，公安局才向市民下达

通知，要求市民“准备万一”，同时“封堵西南城

门”。市民因此“惊慌万状”，纷纷逃向“有高楼之

公共地方”，“汽车呜呜声，市民嘈杂声，彻夜不

绝”⑤。11日晨，河南省党政军各位要员全部到达

河岸视察，同时“督同抢护”⑥。河南省政府也开

始修护开封护城大堤，以防洪水入侵⑦。政府对

此处河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至迟至11日，开

封河段水势开始下落，危险逐渐解除⑧。有意思

的是，12日，民众在开封大南门附近发现一条“红

地黑质”的小蛇，均认为是河神大王降临，后由河

务局出资把“大王”请到柳园口，为酬谢神灵的保

佑，人们“即扮演狮子、旱船等”，前来供拜的信众

络绎不绝⑨。实际上真正让开封安全度过险情的

是政府及社会的应对，但并非每个沿河地区都能

像开封这样幸运。

豫省南岸开封以下堤段的软肋位于该省堤

防的尾端。在此次洪水过程中，该处兰封小新堤

与考城民埝发生了决口。兰封小新堤位于铜瓦

厢黄河旧河道口处，修建于1914年，长度约1.85

公里⑩。据时任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局长的陈汝珍

1931年所撰报告，该处“堤身多系飞沙，年来竟被

大风吹平一百数十丈（注：1丈约等于3.33米）”，

以致1933年夏发生漫溢，因此陈汝珍提出应“及

早采取土石修筑坚固”，但实际并未能做到。此

次洪水到来时，当地民众以及河务局也曾进行过

积极的抢护。8月10日下午，当地村民经由保长

处获知“河水暴涨，新堤危险”，于是主动携带锨、

筐等工具到新堤处防守。该日傍晚，水头到达新

堤，最初水势并不甚大，至半夜逐渐增加到一丈

（约3.33米）多高。此时参与防守的民众、河务局

汛长及汛兵达四五百人，尽管如此，11日晨两点，

小新堤还是发生漫决（“蔡楼乡决口”、“铜瓦厢决

口”、“甄铺决口”便指此处），最高洪水位高出堤

顶1米有余，溃水顺黄河旧道即铜瓦厢决口前的

河道东流（详见下节）。
考城民埝（也称“考城堤”）并不在考城境内，

而是位于兰封县境，长约2.5公里，此处堤防因直

接关乎考城县民众安危，防守的费用一直由考城

县政府拨发。早在1894年6月，考城民埝的西南

①《豫黄河猛涨》，《大公报》1933年8月10日，第3版。

②《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

③《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④《豫境黄河狂涨》，《中央日报》1933年8月14日，第2

张第 2 版；《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 年 8 月 14 日，

第9页。

⑤《汴垣之黄河警讯》，《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9页。

⑥《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

⑦《豫黄河水势续落》，《中央日报》1933年8月16日，第

2张第2版。

⑧《中央日报》的报道称10日晚10点以后水头已过黑岗

口，水势开始下落，准确性尚待进一步考证。《豫境黄河狂

涨》，《中央日报》1933年8月14日，第2张第2版。

⑨《兰封黄水流入故道》，《申报》1933年8月20日，第12

页；《黄河水涨哄动汴梁城》，《大公报》1933 年 8 月 17 日，

第6版。

⑩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黄河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

陈汝珍：《整理豫河方案》，第13页。

《二十二年黄河漫决纪事》，《工程》1933年第8卷第6

号，第590页；《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

页；《兰封考城黄河决口视察记》，《申报》1933年8月26日，第

12页；《考城兰封堵口工程开始》，《申报》1933年11月21日，

第8页；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编：《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

书》，第三章，第27页；河南省政府致行政院，1933年11页10

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

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

（一）”。需要注意的是，《新闻报》的说法是“决口”，而中央社

称是“漫溢”，“谣传决口则不确”，《申报》记者在调查报告中

所称“决口”应该是“漫决”。至于漫决的时间，本文采用《申

报》记者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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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发生过一次决口，口门并未直接堵合，而是在

口门的西侧围筑了一道月堤，土质较为疏松。

1933年伏汛期间，该处堤身的弊病已经显露，但

并没能得到及时弥补，为此次决口埋下了隐患①。
在考城民埝与大河之间还有一道民埝，长约9公

里，系由河南省政府拨款于1932年修筑，目的是

为了保护河滩地亩，便于耕种。但因该处位于河

南、河北两省交界地带，权属不一，也就未能完全

修好，仍留有1.5公里多长的缺口。1933年 8月

10日夜间，该埝发生漫决，河水先从该埝缺口流

入，民埝随之漫溢，后发展成决口。漫决之水随

后直冲考城民埝的薄弱之处即西南口处，11日

晚，该处发生“冲决”（“袁寨决口”、“四明堂决口”

等即指该处），溃水冲向考城以及鲁西一带，考城

的灾情在河南所有受灾县份中属于最严重的。

在考城民埝决口之前，千余名附近村庄的村民曾

上堤防守，而考城县长张育之得到消息后，行动

较为迟缓，未等赶到，决口即已发生②。另据《申

报》的调查，考城县长出身江西，在11日水势大涨

时曾到考城民埝视察，认为“尚无南方放鸭子水

大，嘱民众勿恐”③，可见其对洪水缺乏认识。

河北省境内险工并不多，最为严重的险工有

四处，即南岸东明境内的高村与刘庄，北岸濮阳

县内的老大坝与南小堤④。其他大部分河段堤防

属于背工，并不临河，但如前述，该省河道弯曲，

加之大堤卑矮⑤及滩地串沟纵横⑥，遇大水也是极

易出险。再者，该省北岸长垣石头庄处大堤在伏

汛期还遭遇了土匪掘口，此时第一口门尚未堵

筑。11日，陕县洪水到达，河水骤涨，不仅第一口

门无从堵筑，已经合龙闭气的第二口门亦复冲

开。据参与第二口门堵筑工作的冯连贵回忆：

农历六月二十日（注：8月11日），口门复

土离堤顶只有几公寸，大洪水突然来临。我

们在堤顶上眼看堤边水位上升，洪水象（注：

像）开了锅的水一样往上翻腾，尽管我们加

快运土，但没有赛过水位上升的速度。后半

夜月亮升上头顶的时候，这口门又被洪水冲

开，洪水从口门倾泄而出，不多时就冲宽数

十米，南口门（注：第一口门）也在不断地冲

刷扩宽，两个口门只相距十余米。⑦

本就凶猛的水势，加之石头庄口门牵引大溜

北移，导致石头庄往上直至冀豫交界处的大车集

堤段“水面均高逾堤顶二三尺（注：约 0.67—1

米）”，人力无从抢护，甚至还有一名河务人员及

其一妻两子被水卷走⑧。据事后的调查，此次洪

水造成长垣北岸大堤漫决多达33处⑨。洪水给人

们带来的灾难惨不堪言，以下是冯连贵亲眼目睹

的一幕：

洪水茫茫一望无际，堤外的村庄也只剩

房顶树梢露于水面，口门处洪流铺天盖地倾

泄而下，水流中漂浮的木料、柴草、家具、人

畜尸体不绝于目。堤附近有一村庄房屋已

塌尽，只剩两个妇女正手攀树枝尖声呼救，

声极凄惨。有人正待施救时，一转眼间，两

① 陈和甫：《查勘黄河南岸决口及堤坝报告》，《水利月

刊》1934年第6卷第6期，第479页；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

《勘查下游三省黄河报告》，《水利月刊》1934年第6卷第6期，

第408-409页。

②《兰封考城黄河决口视察记》，《申报》1933年 8月 26

日，第12页；《二十二年冀鲁豫三省黄河两堤堵口计划》，黄河

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档号：MG2.4-2，“黄委会民国二十二年

（1933年）特大洪水后善后工程堵口复堤计划卷”；河南省政

府致行政院，1933年 11页 10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

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黄河连日决堤豫鲁人心震

动》，《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3页；《考城兰封堵口工程开

始》，《申报》1933年11月21日，第8页。

③《兰封考城黄河决口视察记》，《申报》1933年 8月 26

日，第12页。

④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第2页。

⑤该省大堤除了南岸郭寨至刘庄段属于官堤外，其他各

段最初都是民埝，本就卑矮，后虽改归官堤（或官民共守），但

并未大事加修。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第

1-2页。

⑥据水利专家张含英描述，河北境内除正河之外，滩地

存在很多串沟，因财力问题，一直未能加以整理，成为导致

1933年的决口的重要因素。张含英：《治河论丛》，（南京）国

立编译馆，1937年，第169-175页。

⑦冯连贵口述，徐思敬、王延昌：《泅水调查一九三三年

长垣决堤口门的回忆》，《黄河史志资料》1984年第 2期，第

39页。

⑧《呈河北省政府据黄河河务局电呈遵令査复石头庄

土匪掘口情形及南一漫口仅庞庄一处等实情此次黄河酿成

巨患委系水位过高及土匪扒堤所致理合具文转呈鉴核文》，

1933年9月28日，《河北建设公报》1933年第5卷第12期，公

牍，第13-15页。石头庄至大车集段大堤漫溢与抢护情形可

详见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 4-

11页。

⑨冯连贵为调查长垣北岸口门数字的亲历者，故此处采

用他的说法。见冯连贵口述，徐思敬、王延昌整理：《泅水调

查一九三三年长垣决堤口门的回忆》，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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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已被浪卷去。①

长垣南岸在此次洪水中也未能逃过一劫。

先是洪水在堤内滩地冲刷出沟渠数道，洪水顺沟

渠流入堤沟。随水势暴涨，加之堤沟吸溜的影

响，庞庄（也称小庞庄）一带堤工情势告急②。河

务局当即调派员夫，并通知东明县长召集民夫前

往抢护（此堤决口即将殃及东明县），但无以抵挡

水势，庞庄前堤于11日午刻漫决，后又抢护前堤

后面的圈堤，同样没能守住，最终发生溃堤（所谓

“二分庄决口”即指该处）③。东明县是庞庄决口

受害最严重的县份，尤其是“正当大溜”的城西地

区，该地十余万难民为避洪水逃往堤上，只靠树

皮、草根充饥，状况尤为凄惨④。

表4 8月2—8日泺口水位记录（单位：米）

日期

水位

8月10日

29.65

8月11日

29.90

8月12日

29.93

8月13日

29.99

8月14日

29.90

8月15日

28.75

资料来源：《豫境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黄河暴涨警讯频传》，《申报》1933年8月13日，第3页；《黄河

连日决堤 豫鲁人心震动》，《申报》1933年8月14日，第3页；《豫境河水渐落》，《申报》1933年8月15日，第4页；《冀豫黄河决口》，

《申报》1933年8月17日，第4页。

受上述各处堤防决口与漫溢的影响，洪水流

经河北长垣以下河段势头已减。如表4所示，8月

10-15日，山东泺口的水位一直维持在30米安全

线以内，山东省各处堤防暂时“避过一劫”。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危险不会再临，不久随着河北长垣

北岸溃水在山东陶城埠复归正河，山东省水势又

告上涨。

三 溃水流动与社会应对

黄河决堤之后，溃水一旦失去堤防的约束，

在平原上便肆意泛滥。对此，政府所能采取的应

对措施较为有限，充其量只能做些疏散灾区民

众、加强城垣防守、引导溃水排泄等方面的工作，

以尽可能地降低受灾损失。例如，庞庄决口后，

东明县县长“当即督率所属，召集阖城民夫，堵筑

城堤”，县城因此得以保全，但城垣以外却被淹极

重⑤；当考城民埝决口溃水流向山东定陶时，山东

省主席韩复榘即电令定陶县长，通告“全城人民

速向济宁逃难，再用铁车输送来济”，并令该县长

“仍应竭力防堵为要”⑥；当庞庄决口溃水流至巨

野县境时，巨野县县长即“率民夫挖沟，将其引入

洙水河（注：也写作潴水河）”⑦。
小新堤与长垣北岸大堤决口的溃水，因分别

有黄河故道、北金堤的屏障，只要做好该两堤的

防守便能控制溃水的扩散。小新堤决口之后，溃

水顺故道东下，水势几乎与大堤持平⑧。当溃水

流到兰封城下时，河南省主席刘峙即致电故道下

游江苏省政府，请其“速设法预防”⑨。苏省政府

随后又将此电转告安徽省政府⑩。大概刘峙此时

还不清楚决口的位置，但兰封城就在故道南岸，

水到兰封城下便是顺故道而来。尽管故道两岸

旧堤仍存，但已残缺不全，且故道河床也已严重

①《民国黄河史》写作组：《民国黄河史》，第97页。

②陈铁卿：《关于本省黄河水灾事项纪要》（二），《河北月

刊》1933年第1卷第10期，第5页；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

《勘查下游三省黄河报告》，《水利月刊》1934年第6卷第6期，

第411页。

③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1页；

《呈河北省政府据黄河河务局电呈遵令査复石头庄土匪掘口

情形及南一漫口仅庞庄一处等实情此次黄河酿成巨患委系

水位过高及土匪扒堤所致理合具文转呈鉴核文》，第15页。

④陈铁卿：《关于本省黄河水灾事项纪要》（二），第7页。

⑤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河北月

刊》1933年第1卷第12期，第2-3页。

⑥《黑岗南岸昨又出险》，《大公报》1933年 8月 17日，

第3版。

⑦《菏泽城武两城被水包围》，《大公报》1933年 8月 19

日，第3版。

⑧《豫省黄河泛滥》，《申报》1933年8月12日，第3页。

⑨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致行政院（抄件），1933年8月

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

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⑩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致行政院（抄件），1933年8月

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

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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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高，溃水进入故道随处都可能出现险情①。下

游故道南岸的徐州，因“城墙已经拆毁”，“无险可

守”，小新堤决口以后，徐州即陷入“极度紧张”状

态，“全市锣声震天，以为警告”②。
苏、皖两省主席获知黄河决口消息之后，均

备感慌恐，随即饬令本省故道沿岸地方官加以预

防，并派员到河南调查漫溢情形，同时电请河南

省政府尽快堵筑决口。此外还电请中央（行政

院）派员赴豫筹督堵筑，由此中央才开始重视此

次特大洪灾③。不仅如此，苏省主席顾祝同还特

意致电导淮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蒋介石任委

员长），请其派员前往查勘并转请中央派员，因为

黄河一旦南泛势必会对淮河构成威胁。据此，导

淮委员会除了派遣工程师前往调查之外，又电请

国民政府转饬黄河水利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简

称“黄委会”）派员主持④。事实上，黄委会此时并

未正式成立，但中央又无其他部门可以承担治黄

责任，国府也只能饬令黄委会遵办⑤。在此之前，

国府在治黄问题已有所介入，但并未针对重大水

灾问题讨论应急措施，以致洪灾发生后束手无

策⑥。原定于9月25日正式成立的黄委会，因情形

紧急也只好提前开始办公⑦，而此时洪灾早已形

成，中央所能做的只有事后救济与堵口工作。

溃水顺故道流至民权县内黄（集），已“无猛

涨模样”。徐州所在的江苏省第十二区行政督察

区专员佘念慈已令故道沿岸铜山、萧县、邳县、睢

宁、丰县等地做好防范工作，同时令铜山公安局

赶修徐州城黄河故堤⑧。8月15日，佘念慈召集各

机关召开修堤会议，成立了“修治黄河堤防委员

会”，计划兴修卧牛山至鸡嘴坝一段长约15里的

环城大堤，以保护城埠⑨。而就在该日，溃水水头

已到曹县、单县、虞城三县交界处的老君寨，深约

一丈五尺（约5米），顺黄河故道东流⑩。16日到达

砀山，后继续东流。故道沿岸徐属各地随即展开

防备工作。丰县、砀山等县已用土包将城门垒塞，

而徐州无城墙可恃，只能先守护河堡，即修筑环城

大堤。徐州警备司令派遣七师部队一个团、八十

八师部队两个营于该日下午三点出发修筑环城大

堤，佘念慈也赶往环城大堤察看。16日晚，水抵

砀山东大李庄，徐州形势更加急迫。17日晨，佘念

慈令铜山县第一区公所“通告各乡镇民众总动

员”，一致补修环城大堤，赶修人数不下万人。该

日晨，溃水过大李庄到达高寨、盘龙集（也称蟠龙

集），此时水头宽约500米，深及5尺（约1.67米），

后路宽约2500米，深及丈余（约3.33米），可见势

①《徐属黄水警讯频传》，《申报》1933年 8月 20日，第

12页。

②《汴郑水势视察报告》，《大公报》1933年 8月 21日，

第3版。

③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致行政院（抄件），1933年8月

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

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致行政院（抄件），1933年8月13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1）-3762（1），“陕豫冀鲁皖

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④导淮委员会委员会长蒋中正致国民政府，1933年8月

14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1）-3272，“苏豫

鲁各省主席报告黄河暴涨水流达开封及鲁西一带并请饬水

利机关筹款堵筑速办急赈事项”；导淮委员会致国民政府行

政院，1933年8月18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

（1）-3762（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

漫决泛滥抢堵（一）”；《黄河泛滥成灾 将夺故道入淮》，《中央

日报》，1933年8月13日，第1张第2版。

⑤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西安黄河水利委员会李委员长、导

淮委员会，1933年8月14日（拟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档号：1（1）-3272，“苏豫鲁各省主席报告黄河暴涨水流达开

封及鲁西一带并请饬水利机关筹款堵筑速办急赈事项”。

⑥张岩：《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

介入治黄问题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4辑，第

128-142页。

⑦《黄河水利委员会准备提前召集》，《申报》1933年8月

16日，第12页。

⑧《黄河漫溢中原灾重》，《大公报》1933年 8月 13日，

第3版。

⑨《徐州成立修治河堤委员会》，《申报》1933年 8月 16

日，第13页；《黄水泛流东下 循故道入徐境》，《申报》1933年8

月18日，第3页。

⑩《鲁西各县情势危急》，《大公报》1933年8月17日，第

3版。江苏砀山县县长电称，黄河水头系“由鲁西菏泽决口东

下，经定陶、曹县入砀”，按此说法，流入老君寨故道的溃水是

由考城堤溃决而来。但日后根据监察院的调查，流至砀山的

溃水为兰封小新堤漫决之水，经曹县、单县的南部流至砀山。

本文采用监察院的说法。相关资料见《黑岗南岸昨又出险》，

《大公报》1933年8月17日，第3版；《监察院派员视察鲁灾经

过》，《申报》1933年11月13日，第8页。

《鲁西浊流泛滥 苏北突告危急》，《申报》1933年 8月

17日，第4页。

《鲁西浊流泛滥 苏北突告危急》，《申报》1933年 8月

17日，第4页；《徐属黄水警讯频传 黄水循大沙河北折》，《申

报》1933年8月20日，第12页。

《徐属黄水警讯频传 黄水循大沙河北折》，《申报》

1933年8月20日，第12页。18日，徐州（铜山）商会又“召集

各业紧急会决议”，让每户出一人（大商富户出三人）修筑黄

河故堤。《黄河奔放中 丰沛形势危迫》，《申报》1933年8月19

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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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并不算小。受故道拦河坝（名为“二坝”，位于砀

山县境）阻挡，溃水改变方向，由盘龙集北流入大

沙河，向沛县昭阳湖流去；只有极少部分仍沿故道

东流。萧县、砀山二县县长又督率大批劳力对拦

河坝进行防堵，溃水由此没能继续东下，未过陇海

线路基。然而大沙河沿岸丰县、沛县形势却陷入

危迫状态。由于大沙河河道较黄河故道低丈余

（约3.33米），流入大沙河的溃水尤为汹涌。17日

下午（酉刻），黄水进入丰县。又经丰县华山东流

入沛县。19日晨，水流入昭阳湖，丰、沛形势告以

缓和。此间，丰、沛两县官民也是“竭力抢堵”，特

别是在17日凌晨（卯时），沛县县长召集七千名工

人，前往丰县帮助堵截，但并没能阻止水流北下，

所幸的是沙河堤岸最终并没有发生溃决①。
实际上，至8月15日，小新堤决口水势已退，

故道口往东1000米左右的高滩，行人已经可以蹚

水过河②。9月，丰、沛两县党政机关拟在砀山县

高寨以东堵塞大沙河口，同时准备把二坝疏通，

让溃水沿黄河故道东流。但二坝位于砀山县境，

丰、沛两县并不能“越俎而谋”，于是该两县即邀

请砀山县于 9 日在丰县政府举行“御黄联席会

议”，但是砀山县拒绝出席，并与萧县、铜山等县

一起反对该“移水计划”，当地民众也群起准备械

斗。虽联席会议决议10月1日开工，但最终还是

因各方反对未能执行③。此后，江苏省政府只好

派遣专员前往查勘，并召集丰、沛、萧、砀四县代

表开会，决定疏浚沙河，让黄水顺畅入湖，砀、萧、

铜三县协助丰、沛两县施工④。但砀、萧、铜三县

以兰封决口已经筑堤为由，仍坚决反对⑤。此事

至此告一段落。

长垣北岸石头庄处大堤于 8 月 3 日被掘之

后，溃水由北岸大堤向东北方向流去，大堤以北

尚有一道金堤，可防溃水继续北行。7日晚，水头

抵达河北濮阳县境的两门村附近，并沿着金堤以

南的夹河沟继续向东北方向流动。此时水头并

不算大，宽约10余米，深约0.2米，流动速度也较

为缓慢，距离山东省境（即濮县高堤口）仍有45余

公里⑥。该日，正在山东上游南岸督工的山东河

务局局长张连甲亦渡河赴北岸视察⑦。10日，张

连甲返回济南，向韩复榘报告了视察情况，认为

石头庄决口溃水流速慢、水量小，流到山东境便

“无甚大力量”，不会带来太大损害⑧。
然而，11日，长垣北岸石头庄及以上大堤又

受特大洪水冲击，溃决严重。13日上午，溃水到

达河北濮阳县金堤根下，并不断上涨，14日晚至

15日，濮境部分堤段水面已经高过堤顶。濮阳县

县长“数小时内，召集民夫五千五百余人，拼命抢

险”，所幸未酿成大灾⑨。河北大部分地区均位于

金堤以北，若金堤溃决，河北省将遭受更大损失。

这大概是濮阳县能够积极抢护金堤的动力所在。

14日晚8点，溃水沿夹河沟流至濮县高堤口，进入

山东省境⑩。需要说明的是，山东省黄河上游（北

一分段）北岸官堤即为北金堤，金堤以内与河北

省官堤相接的是民埝，为民修民守。15日傍晚，

北一分段门首（高堤口）处，河水中泓骤涨1.2米，

深达两米七八，宽约二百五六十米，并且溃水已

从夹河沟出槽，靠近堤根，深达0.8米，并“续涨不

已”，金堤“节节吃紧”。河务局即电饬北一分段

委员“分令濮、范、寿、阳各县县长，督饬兵夫，无

论风雨昼夜，严加核巡，遇有危险工段，添调民

夫，帮同拼力抢护”。18日早3点，溃水流至东

阿县陶城埠，又复归黄河正河。

①《黄水泛流东下 循故道入徐境》，《申报》1933年 8月

18日，第3页；《黄河奔放中 丰沛形势危迫》，《申报》1933年8

月19日，第3页；《黄河泛滥东下 循故道迫近徐州》，《中央日

报》1933年8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②导淮委员会呈国民政府，1933年8月30日（到），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1）-3269，“办理黄河堵口及下游

善后堤防工程”。

③《萧砀民众反对堵塞大沙河口》，《申报》1933年9月13

日，第11页；《丰沛两县塞河放坝会议》，《申报》1933年9月17

日，第10页。

④《徐属各县堵口争执可望解决》，《申报》1933年11月

20日，第6页。

⑤《铜萧丰沛砀五县代表会议》，《申报》1933年11月29

日，第5页。

⑥《代电省政府报河北黄河决口水头去路由》，1933年8

月9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47页。

⑦《黄河各游均告落水》，《申报》1933 年 8 月 10 日，

第8页。

⑧《河北长垣县决口水流即将到鲁》，《申报》1933年8月

12日，第9页。

⑨ 潞生：《民国二十二年冀省黄河漫口纪（续）》，第7、

11页。

⑩《代电省政府长垣决口之水已到濮境由》，1933年8月

15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48页。

《代电省政府报石头庄决口水势由》，1933年 8月 16

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49-50页。

《鲁黄河上游水势续涨》，《申报》1933年8月22日，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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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8月19—30日泺口水位记录（单位：米）

日 期
水 位

8月19日

8月20日

8月21日

8月22日

8月23日

8月24日

8月25日

8月26日

8月27日

8月28日

8月29日

8月30日

水位高度

28.98

30.60

30.78

30.95

31.10

31.12

31.30

31.25

31.22

31.00

30.75

30.59

距大堤最高处距离

2.52

0.90

0.72

0.55

0.40

0.38

0.20

0.25

0.28

0.50

0.75

0.91

距1932年最高值距离

1.12

-0.50

-0.68

-0.85

-1.00

-1.02

-1.20

-1.15

-1.12

-0.90

-0.65

-0.49

资料来源：《黄水漫滥鲁西》，《中央日报》1933年8月20日，第1张2版；《洛口水涨济南危险》，《大公报》1933年8月21日，第3

版；《洛口续涨势仍危险》，《大公报》1933年8月22日，第3版；《黄河治标大体商定》，《大公报》1933年8月23日，第3版；《鲁境黄

河续有漫决》，《大公报》1933年8月24日，第3版；《洛口昨猛涨情势危急》，《大公报》1933年8月25日，第3版；《洛口续涨情势益

危》，《大公报》1933年8月26日，第3版；《韩复榘昨视察水势》，《大公报》1933年8月27日，第3版；《防汛会议今晨开幕》，《大公

报》1933年8月28日，第3版；《防汛会议之第一幕》，《大公报》，1933年8月29日，第3版；《黄河水势暂告平稳》，《大公报》1933年8

月30日，第3版；《黄河水落工情转稳》，《大公报》1933年8月31日，第3版。

溃水导致金堤以内河套（滩地）人民受灾极

其严重。据范县县长17日呈报，该县金堤内水宽

20余公里，水深约2米，“所有乡村房屋多半倒塌，

哀声遍野”①。18日，山东河务局局长张连甲到达

上游视察，此时溃水水势正旺，范县以及寿张县

境内金堤多处“几与水平”，张即饬令该两县官员

指挥民夫“抢加子埝”，情势得以转危为安②。次

日，寿张县部分堤段，水面已经越过堤顶七八寸

（约0.23—0.27米），张连甲随即请示山东省主席

韩复榘派阳谷驻军帮助抢护，阳谷驻军随即于该

日晚抵工督领民夫抢筑子埝③。至21日，范县、寿

张、阳谷等县溃水水势见落，各处堤工已平稳④。
鉴于泺口堤防关涉省会济南安危，山东省主

席韩复榘与济南市长闻承烈于该日前往泺口视

察水势。返回济南后，韩又命令手枪旅赴泺口协

助防守，此外还批准河务局局长张连甲的请示，

由民政厅长李树春通饬沿河各县县长“督率民夫

守护各县境域”⑤。尽管如此，该日中游南岸马岔

河（属于寿张县或阳谷县）至李楼（属于寿张县）之

①《代电省政府报范县被灾情形请救济由》，1933年8月

18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1页。

②《电省政府报公出履勘各段堤埝由》，1933年 8月 18

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0页；《电省政

府报范县已抢加子埝寿张王楼水过堤顶请电饬阳谷驻军拨

队帮同抢护由》，1933年8月19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

第6期，公牍，第50页。

③《电省政府报范县已抢加子埝寿张王楼水过堤顶请电

饬阳谷驻军拨队帮同抢护由》，1933年8月19日，《山东河务

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0页；《电省政府报范寿阳各

段堤工水势情形由》，1933年8月20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

年总第6期，公牍，第50-51页。

④《电省政府报范寿阳水落工稳拟赴下段视查由》，1933

年8月21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1页。

⑤《洛口水涨济南危险》，《大公报》1933年8月21日，第

3版；《鲁省洛口河水大涨》，《申报》1933年 8月 23日，第11

页。注：《申报》报道中的时间有误，21日应为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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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因风疾浪涌，还是发生了漫溢①。22—23日，平

阴县邵庄民埝、长清县董桥民埝先后发生漫决，好

在经抢护已平稳②。25日，泺口水位达1933年度

最高值，正在山东下游督饬抢险的张连甲立即返

回泺口督工③，韩复榘亦于26、27日两次前往泺口

视察④。至30日，山东三游水位均落，工情趋于稳

定⑤。此后几日，各游水位连续降落，受损工程也

渐次修毕。总体而言，此次陶城埠以下黄河大水

并没有超出堤防的防洪能力，且地方政府与沿河

各县民众亦能积极应对，未酿成较大的危险。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协

调，在事发当时，各方并没能完全掌握溃水流动的

信息，河务局方面只了解到口门附近情形，受灾各

县也只关注境内及周边泛水状况。这种信息的隔

阂造成了谣言的流传。8月25日，鲁西十八县灾

民代表致电中央，称鲁西水灾系河南省主席刘峙

派兵挖掘兰封河堤而致，请中央予以惩治⑥。实际

上鲁西受灾主要因长垣庞庄决口。随后，山东旅

汴同乡会向鲁西代表陈明了河流情形，刘峙也电

请中央予以彻查⑦。此一误解得以化除。

四 结 语

国民政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事后对洪灾

发生的原因，做出如下结论：此次洪灾并非当局

在防备和抢护上的失职，而是因“水势凶猛”以及

大堤“百孔千疮”所致⑧。诚然，人们长期生活在

一般洪水年份⑨，失去了防御特大洪水的戒心和

能力，一遇突发性灾害便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通过回溯洪灾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社会（主要

是政府）应对层面存在如下问题：汛前并未做好

例行性的堤防维护工作，即使特大洪水在汛前已

有所预兆；在接到洪水预报之后，亦未能做好充

分的预备措施并向民众公布洪水信息；在洪水来

临时，存在抢护不够及时、人力组织不得力的情

况；在溃水流动过程中，统筹协调工作做得不到

位等等。当然，具体到不同地区或河段亦存在不

同的情况。虽说洪灾的形成是环境与社会因素

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社会因素毕竟具有可操作

性空间，当可单独而论。以上暴露出的很多问题

也是长期以来黄河治理体制内存的顽疾。

由本文可见，此次洪灾发生的河段，除水势

因素，其堤防防御能力与社会应对能力均较薄

弱，说明政府对堤防的维护与洪水的应对存在厚

此薄彼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以行政

区划（省或县）为单位的治黄体制有关，具体表现

为：在政治、经济境况较好的地区或者河防对于

当地政治、经济重要性较大的地区，如三省中的

山东省，河南省的开封地区，山东省的济南地区，

江苏省的徐州地区，对河务的重视程度及管理水

准相对较高，反之亦然；治黄事权不统一，导致治

黄的“地方性”⑩弊端突显，各地区、各部门多以自

身利益为治黄的出发点，相互间不能有效配合，

特别是省县交界处河段堤防的修守，各省、县之

间容易发生冲突与争议，以致该处堤防成为整个

堤防的短板；而中央方面亦未能及时介入防备与

抢险工作，发挥其统筹协调的作用。

此次洪灾使统一治黄事权的问题再度泛起。

河南省主席刘峙指出，小新堤决口与考城民埝决

口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其修守“事权不一”有关，

即该两处分别位于兰封、考城交界以及兰封、长

垣交界之处，在兴修、防守之时，往往出现扯皮、

观望的状况。有鉴于此，灾后刘峙向中央建议将

①《代电省政府报马岔河至李楼小民埝冲漫情形由》，

1933年8月23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

53页。

②《代电省政府报邵庄董桥民埝漫溢抢堵情形由》，1933

年8月24日，《山东河务特刊》1934年总第6期，公牍，第54-

55页。

③《洛口续涨情势益危》，《大公报》1933年 8月 26日，

第3版。

④《韩复榘昨视察水势》，《大公报》1933年8月27日，第

3 版；《防汛会议今晨开幕》，《大公报》1933 年 8 月 28 日，

第3版。

⑤《黄河水落工情转稳》，《大公报》1933年 8月 31日，

第3版。

⑥《鲁西大水中救灾先决问题》，《申报》1933年 8月 28

日，第9页。

⑦《公电》，《申报》1933年9月1日，第17页；《刘峙请中

央查究鲁人诬陷》，《申报》1933年9月1日，第17页。

⑧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编：《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

书》，第三章，第8页。

⑨据潘威等人对黄河汛期径流量变化的长程研究，黄河

在1933年特大洪水爆发之前曾有长达11年（1922—1932年）

的枯水期。潘威、郑景云、萧凌波、闫芳芳：《1766年以来黄河

中游与永定河汛期径流量的变化》，《地理学报》2013年第7

期，第975-982页；潘威、郑景云、满志敏：《1766—2000年黄

河上中游汛期径流量波动特征及其与PDO关系》，《地理学

报》2018年第11期，第2053-2063页。

⑩李仪祉：《本年董庄决口救济水患之失机》，《李仪祉全

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67年，第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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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垣县划归山东或者河南管辖，让河南、山东两

省直接接壤，使事权更为“单纯”①。内政部支持

刘峙的提议，认为“长垣县在冀省南端，距离省会

至远，而距河南省会则较近。河北全省辖境，于天

然形势，原不整齐，加以黄河南岸一隅之地，分隶

冀、鲁、豫三省管辖，平时行政，固难一致，河患发

生，又易互相观望，于地方实多不利。”为了“符合

天然形势及便利防御河患”，内政部提议将长垣县

划归河南省管辖②。然而，河北省政府却坚决反

对，认为河务管理的重心应该放在“统筹全局”上，

而不是行政区域的划分上，且参与治河的省份越

多，反而越有利于“筹集款项及集思广益”③。中央

政府最担心的恐怕还是引起纷争，最后也只能以

“暂维现状”作罢④。河北省政府所述亦不无道理。

相对于调整行政区划，改革治黄体制即在中央设

立一个可以“统筹全局”的河务机构更为现实。

新中国政府对1958年特大洪水的成功应对

亦衬托出国民政府在应对1933年特大洪水方面

存在的问题。1958年特大洪水的规模与1933年

不相上下，实测花园口最大洪峰流量高达22,300

立方米/秒。但此次洪水并未酿成洪灾。其原因

除了此时堤防状况较1933年更为稳固之外，也与

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组织动员能力有关。此次

洪水期间，河南与山东两省调动了200万军民上

堤抢险，为应对险情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⑤。

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1933年特大洪水防御失败

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治黄体制本身的问题，也与当

时政治体制、政府执政能力存在很大关系。

如果说自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国家的角色与职能发生变化，黄河的治理已

不再为国家所重视⑥。但此次洪灾促使治黄再次

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此时，国民政府黄河

水利委员会因应洪灾而提前成立，在民众的呼声

下，灾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治黄的现代化、统一

治黄事权等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①河南省政府致行政院，1933年11页10日（到），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

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②内政部致行政院秘书处，1933年12月4日，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

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③内政部致行政院秘书处，1934年4月6日，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六省黄河

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④行政院致河南省政府（稿），1934年4月21日（发），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2）-1144（1），“陕豫冀鲁皖苏

六省黄河防汛会议及冀鲁河堤漫决泛滥抢堵（一）”。

⑤政府应对此次洪水的过程可见王化云：《我的治河实

践》，（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7年，第69-78页。

⑥〔美〕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地区

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Flood, Dike and Social Respons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actors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 Disaster in 1933

Zhang Yan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Abstract：：In 1933, a rare catastrophic flood occurred on the Yellow River causing extremely serious loss-

es. This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lood from three aspects – the flood it-

self, the dykes, and social response. Thi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ing dynam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aster. The catastrophe once again raised the issue

of unifying the various administrative powers over the Yellow River. Compared with adjust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t was deemed more realistic to reform the whole Yellow River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was

carried out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after the flood. When com-

pared to successful cases of dealing with great floods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auses of the 1933 floo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govern at that time. The flood once again made it a national obligation to control

the Yellow River.

Key wordsKey words：：Environmental history; Yellow River; Flood in 1933; Sudden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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