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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与价值 
1.2 文献研究 
1.3 内容简介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内容 
2.1 运河之最 
2.2 美洲运河 
2.3 非洲运河 
2.4 欧洲运河 
2.5 亚洲运河 
 
最终报告 
最终成品：资料经过融合整理编辑成网站， 以及一系列的原创视频 
 
1：研究目的与价值 
 

●  研究目的：  
 
1.）帮助同学了解什么是运河，世界上著名的运河等知识。  
2.）让同学了解运河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研究价值： 
 

1. 关于运河的知识广泛而有趣，但是这方面的内容从未被探讨过，因此

显出了我们专题作业的独特性。 
2.  通过创建一个网站，在网站上添加各种原创视频，关于运河的信息，

吸引同学来参考我们的资料，并激发他们对于运河的兴趣。 
 
1.2 内容简介 
       运河，是千年以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年历史中，

运河的沿岸衍生出了无数的码头，多少政要商贾、文人墨客开往于运河之上

，泊船歇憩于码头之旁，或感慨山河意趣赋诗咏景，或表达内心抱负撰文抒

志，留下了字字珠玑的优美诗篇，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今古传奇。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许多同学们对于了解运河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想要了解更多，因此

，这个专题作业将专注于以有趣的形式为同学们提供运河的资讯。 
 
1.3 文献研究： 
 
“运河界定历来不一。按人们约定俗成的提法：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

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

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

给水等。 
“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百度百科》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

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

活方式。” 
作者：吴欣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 
 

由此可以看出，运河不仅仅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为了发展水利，用于农

耕灌溉、水路运输，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确，运河的主要建造目的是

成为漕粮运输河与经济发展。但随着运河而来的是文化的传播、是一种人人

都被包括在内的生活方式。这也从而证实了运河的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 



“巴拿马因地形关系，太阳由太平洋岸升起，大西洋落下。” 
《中国新闻社》评 
 

人们常常对运河这类型的建筑产生一种误解，他们狭隘的认为有关运河的一

切就只是运河的运作方式，或教科书般的历史，但实际上运河并不是枯燥乏

味的的，其中也有许多有趣的佚事趣闻，往往令人意想不到，大开眼界。 
 
“我在京杭大运河北段卫河岸边出生长大的，是运河的水养育了我。因此，我

对付大运河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书籍：《烽火并不如烟》 

作者：冯国森 
 

运河影响了一代代生活在它周围的居民，由此可见如果运河不复存在，这些

居民的生活也将发生翻天覆地改变。运河衬托了人民对它的一种情怀，这也

是无法代替的。 
 
1.4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查阅资料，整理融合。 
 
分析问卷调查： 
 
Q1. 您是否对世界运河的相关知识感兴趣？ 
 

中学生 有 没有 

 83.7% 16.3% 
 
分析：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都对世界运河的相关知识感兴趣，这

也从而证实了我们的专题作业是有意义的。 
 
Q2. 您听说过那些运河？请列举他们的名字 
 



中学生 0-3 4-6 7-10 

 79.1% 16.3% 4.7% 
分析：在参与调查的43位同学中，只有大约5%的同学表示他们认识超过7条
运河，而其余的绝大多数同学都表示他们所认识的运河不超过3条。这从而

证实了大多数同学对运河的知识缺乏了解。 
 
Q3. 若我们从不同的大洲挑选一些著名及重要的运河进行介绍，你是否有兴

趣了解？ 

中学生 有 没有 

 81.4% 18.6% 
分析：由于大多数同学们都希望我们从不同的大洲挑选一些著名及重要的运

河进行介绍，我们将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此形式设计网站。 
 
Q4.您希望了解运河哪些方面的知识？ 

中学生  历史作
用 

运作方
式 

经济枢
纽 

文化价
值 

佚事趣
闻 

运河的
运作方
式 

  34.9%  0  18.6%  39.5%  0%  41.9% 
 
分析：由于同学们的意见不一致，比较分散，我们决定将各个方面都包括在

网站里，这样同学们也比较愿意阅读网站。 
 
内容 
2.1 运河之最 
最长的运河（京杭运河） 
最繁忙的运河（苏伊士运河）  
最古老的运河（胥河） 
最宽的运河（巴拿马运河） 
游客数量最多的运河（ 巴拿马运河） 
即将开凿的运河（克拉运河） 



最具有经济意义的运河（苏伊士运河） 
 
2.2 美洲运河 
 
2.2.1巴拿马运河 
 
       基本介绍：长达82公里，这是世界最繁忙的运河之一，也是人类有史以

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这条运河横穿巴拿马地峡，连接大西洋和红海，是

世界重要的航运要道，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世界桥梁”。 
 
2.2.1.1 历史 
 
       1881年，法国人开始建造巴拿马运河，但很快由于工程技术问题和劳工

的高死亡率而停工。美国于1904年接手这一工程，并于1914年8月15日建

成。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巴拿马运河极大地缩短了船只

来往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时间，使船只能够避开遥远而危险的合恩角附

近的麦哲伦海峡和德雷克海峡。在运河的建造过程中，哥伦比亚、法国和美

国先后控制了运河周边的区域。美国之后一直控制着运河和其周边的巴拿马

运河区，直到1977年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后，美国才着手将控制权移交

给巴拿马。美国和巴拿马共同管理运河一段时期后，最终在1999年将运河完

全移交给巴拿马政府，并由其所属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管理至今。 
 
2.2.1.2 建造目的 
 
       巴拿马运河的构想最初由神圣罗马皇帝、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在1534
年提出。他深信，穿越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将大大缩短西班牙与秘鲁之间的距

离，从而使他们在和葡萄牙的竞争中获得军事优势。尽管从一个梦想到成为

实现花了将近四个世纪，但自从巴拿马运河开通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行

距离已经缩短了大约8000海里。如果我们以约15节的平均航速航行，那将耗

费22天！但现在，通过巴拿马运河只需8至10个小时。巴拿马运河不仅为船

东和航线运营人节省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而事实上也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从而帮助航运业减少碳排放量。1914年8月15日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

极大地缩短了美国东西海岸间的航程，比绕合恩角缩短了1万4千8百公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利用运河将航空母舰送去补充几乎被毁灭的太平

洋舰队。 
 
2.2.1.3：趣闻 
 
        世界上最贵的收费站就是巴拿马运河口岸。迄今为止最高的船只通行费

用，而且巴拿马因地形关系，太阳竟然由西边的太平洋岸升起，东边的大西

洋落下。巴拿马运河自一九一四年通航以来，已经有七十万艘船只通过运河

，包括美国的航母，巡洋舰和潜水艇也曾利用过运河 。 
 
2.3 非洲运河 
 
2.3.1 苏伊士运河 
 
       基本介绍：苏伊士运河1869年修筑通航，在埃及贯通苏伊士地峡，沟通

地中海与红海， 提供从欧洲至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的最近的航线每年

约25,000艘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占世界海运贸易的14%。这条运河北起塞

得港南至苏伊士城，长190公里，在塞得港北面掘道入地中海至苏伊士的南

面。苏伊士运河的建成使得非洲大半岛变成非洲大陆，埃及横跨亚非，西南

亚、东北非以及南欧的贸易更繁忙。而且，亚欧之间除石油外的一般货物海

运，有80%经过苏伊士运河。 
 
2.3.1.1 历史 
 
       开凿历史可能远至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为了通过陆行

平底船进行直接贸易，下令挖掘了一条“东西方向”的运河，连接红海与尼罗

河。其后两千多年，苏伊士运河被断断续续挖掘和开放，分别在公元前117
年罗马时期的图拉真国王和公元640年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时期两度长时期开

放。到了近代，由于法国重点向东方发展，打通苏伊士运河对法国意义更为

重大。1858年12月15日，苏伊士运河公司建立，他们强迫穷苦埃及人穿过

沙漠挖掘运河的工作花费了近11年，部分苦力甚至施以鞭笞。工程克服了很

多技术、政治和经费上的问题。最终花费高达1860万镑，比最初预算的两倍



还多。在1869年11月17日运河终于通航了，这一天被定为运河的通航纪念

日。 
 
 2.3.1.2：建造目的 
 
       法国在拿破仑失败之后，重建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因为在美洲的殖民

地失于英国，所以法国重点向东方发展，打通苏伊士运河对法国意义更为重

大。这条运河允许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南北双向水运，而不必绕过非洲南端的

好望角，大大节省了航程。从英国的伦敦港到印度的孟买港的一次航行，经

过苏伊士运河比绕路好望角可缩短全航程的43%。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和黑海

康斯坦察港之间绕好望角的距离是11771英里，而经苏伊士运河的距离仅

1698英里，节约了86%的距离。 
 
2.3.1.3：苏伊士运河的作用 
 
       苏伊士运河为了推动全球贸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运河位于欧、亚、

非三洲交接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重要。通过船舶数及其货运量在各国际运

河中均居首位，货运以北上的石油和南下的金属及其制品最重要。世界海运

贸易额的7%都是通过苏伊士运河来运输的，其中35%的份额是红海和波斯湾

沿岸港口，20%是印度和东南亚港口，39%是远东地区。 
 
2.3.1.4：趣闻 
       拿破仑占领埃及后，为开辟一条直接夺取印度和远东财富的通道，亲自

带领工程师去寻找古运河的遗迹，准备重新开通它。但是，由于测量出现错

误，拿破仑认为红海的水位要比地中海高出10米，开凿运河是不可能的事。

不久后，拿破仑因急于回国，开凿运河的事就此作罢。苏伊士运河被废弃以

至泥沙淤塞然后，分别于公元前1310年、公元前610年、公元前510年、公

元前285 年、公元前117年、公元后640年、1859年重新开凿了若干次。现

代的美国航母不可以通过巴拿马运河，但苏伊士运河却可以！在2017年3月
10日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 航母上停放着很多F-18舰载

战斗机。在飞行甲板上还有MH-60R军用舰载直升机。 
 
2.4 欧洲运河 



 
2.4.1.1 阿姆斯特丹运河 
 
       基本介绍：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总长度超过100公里，拥有大约90座岛屿

和1,500座桥梁，有三条主要的运河：绅士运河、王子运河和皇帝运河。打

开阿姆斯特丹地图，可以看见以中央车站为横线平面，向外扩散成一个扇面

网状形，这个扇面网状形就是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分布形状，主要运河沿线有

1550座纪念建筑。 
 
2.4.1.2 历史 
       阿姆斯特丹运河体系的大部分是城市规划的成功结果。17世纪初，在移

民达到高峰之际，一个综合规划也付诸实施，即同时开挖了四条主要的同心

的半环形运河，其末端均止于IJ湾，称为运河带。三条运河（绅士运河、皇

帝运河和王子运河）的沿岸主要为住宅区，而外侧的第四条运河，辛厄尔，

今天的拿骚/施塔德豪德，用于防御和水处理（今已转变为居住和商业发

展）。 
 
2.4.1.3 趣闻 
       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总长度超过100公里，拥有大约90座岛屿和1,500座桥

梁 ，和威尼斯的结构差不多。 
 
2.4.2 大运河（威尼斯） 
        基本介绍：威尼斯大运河是意大利威尼斯市主要水道。沿天然水道自圣

马可教堂至圣基亚拉教堂呈反S型，把该市分为两部分。长逾3公里，宽30～
70米，平均深度为5米，与许多小运河相连。市内交通运输大部分通过这些

水道。 
  
 2.4.2.1 历史 
       威尼斯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建筑在最不可能建造城市的地方。这个面

积不到7.8平方公里的城市，一度曾握有全欧洲最强大的人力、物力和权势。

相传威尼斯的建造于公元453年；当时这个地方的农民和渔民为逃避游牧民

族的杀掠，转而避往亚德里亚海中的这个小岛。合理利用肥沃的冲积土质，

就地取材，在淤泥中，在水上，人们建起了威尼斯。14世纪前后，威尼斯已



经发展成为意大利最繁忙的港口城市，是整个地中海最著名的集商业、贸

易、旅游于一身的水上都市。 
 
2.4.2.2 运河周围的特色 
 
      威尼斯的主运河与177条支流相通，全城由118个小岛组成，城市里共有

2300多条水巷。威尼斯的房屋建造独特，地基都淹没在水中，像从水中钻出

来似的。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威尼斯确任然还是历史上那个通过贸易来繁

荣的城市。威尼斯运河独特的魅力，在于她能够在几百年来生存并一直保留

自己独特的文化。600年前，当她只有约20万人口的时候，外来者就已无法

理解：威尼斯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绵延不衰、如何管理的？威尼斯没有

放牧的土地，没有农夫阶层，却食物丰足。她无比强大，却并没用围墙来保

护自己。她的市场上有丰饶的物质产品，却缺少饮用水。在国王统治各地的

年代，她是个自由的共和国，由一位选举产生的总督领导。她的公民守法

纪、不浪漫，常常有点儿愤世嫉俗，但正是他们创造了这座梦幻之城。 
       如今，威尼斯运河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乘

坐贡多拉小船在水城幽静的街巷中穿行，是威尼斯最引人入胜的文化体验产

品，游客可以自主地发现与体味古城的文化底蕴，这显然比任何形式的文化

讲解都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是威尼斯运河如今所扮演的角色。 
 
2.4.2.3 趣闻 
 
       据说,在一次酒后,英国诗人拜伦爵士曾畅游大运河,而他所抛弃的一个情

妇曾经在大运河投河自尽。英国小说家乔治"埃利奥特的丈夫曾经从旅馆的窗

户掉进了大运河里。 这条运河长4公里、宽30~60米，与177条支流相通，全

城由118个小岛组成，城市里共有2300多条水巷 。 
 
2.4.3 米迪运河 
 
        运河简介：1666年10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授权皮埃尔·保罗·德里凯

(1604-1680)，建设后来成为17世纪最宏大的土木工程项目之一，长度：360
公里； 授权建立时间：1666，1996年米迪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它代表着内陆水运技术在工业社会发展到的新水平，突出了运河本身的水利

工程性质和技术特色。 
 
 2.4.3.1 历史 
 
       发源于比利牛斯山的加龙河在图卢兹向西北流入大西洋。这一带交通闭

塞，早在1516年弗朗索瓦一世就试图修建运河联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直到路

易斯14世在设计师皮埃尔-保罗德里凯领导下，从1666年到1681年才建成米

迪运河。  
        运河当时是用于运输小米等法国南部物产，随着陆地交通发展，运河成

了半人工水库，浇灌农田，再后来成了旅游景物，更是沿河居民锻炼休闲之

所在。 
 
2.4.3.2 构成 
 
        河道由5部分构成：即240公里的主河道，36.6公里的支线河道，两条引

水用的水源河道，及两小段连接河道，共计360公里。对其遗产构成分析，

应有三个原因：其一，突出运河本身的水利工程性质和技术特色。米迪运河

之所以被列入世界遗产，在于它代表着内陆水运技术在工业社会发展到新水

平。其二，运河沿线的其他类文化遗产已列入相应历史建筑或历史地区得到

保护。对遗产分类加以保护，有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个性。其三，

保证管理的可行性，减少利益相关者矛盾，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针对性

和效率。 
 
2.4.3.3. 特色 
 
       两个多世纪中，这条运河不负众望，给流经地区带来了繁荣。货物和旅

客都沿河运送。运载葡萄酒的马拉大型平底船、小船和驳船往返于两岸间，

船闸管理员、驾驶员、马车夫驳船船员、旅行推销员及商人则在岸上忙个不

停。 如今，米迪运河已不再运送货物，但随着水路旅游业的发展，它又重现

生机。成千上万的业余水手来到这里，沿着它弯曲、阴凉的航道漂流而下，

他们在沿途会发现因技术的巧妙和建筑的精致而创造的奇迹，这一切都与周

围的乡村和谐地融为一体。整个航运水系涵盖了船闸、沟渠、桥梁、隧道等



328个大小不等的人工建筑，创造了世界现代史上最辉煌的土木工程奇迹，

也使使运河与周边环境融为了一体，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 。 
 
2.5 亚洲运河 
 
2.5.1 灵渠 
       基本介绍：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是

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

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灵渠流向由东向西，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

江源头，流向由南向北）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流向由北向

南）相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

誉。 
 
2.5.1.2 历史 
 
       秦始皇扫灭六国后，为运送征服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便命史禄开凿

河渠以沟通湘灕二水。运河在秦始皇二十年（前219年）至二十三年（前215
年）修成，初名秦凿渠，后因漓江的上游为零水，故又称零渠、澪渠。唐代

以后，方改名为灵渠，但也俗称为陡河。 
 
2.5.1.3 趣闻 
       为了抵御洪水的冲击，大小天平坝体断面设计为梯形，坝顶面上用巨石

平铺，每两块巨石间的接缝处有两个鱼尾槽，用一块铁锭将其牢牢固定。  
 
2.5.2 京杭大运河 
        基本介绍：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江苏和浙江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全长1794公里，2500多年的历史，世界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 
 
2.5.2.2 历史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开凿运河基本都是为了征服

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 不过，开凿京杭运河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军事行动

的目的，因为此时天下已统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 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



，与此相比，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 因此，国家需要

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 ，就采用了京杭运河。这条运河也有政治上的作用，

用来传输粮食给士兵。 
 
 
总结:  
 
        运河是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碰撞最闪耀的火花，是最壮丽的景观，是

最伟大产物，它任劳任怨，默默无闻，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在历

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如今，在这日新月异的年代，科技发展的惊

人速度让人们渐渐忘记了这一古老的标志。不过，运河任有其存在的价值，

从中发掘它的故事，了解过去，借鉴历史，才可以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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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所碰到的难题 

■  如何解决问题 

■  从做专题作业中获得什么启示？学习到什么？ 

■  如何改进？对专题作业的展望 

 
博远：这个专题作业的契机或许有些戏剧化，但是在一切都是完成后，当我

回首，我才发现我成长了许多。身为小组的组长，这一次的专题作业与以往

的专题作业有许多不同。我不再是那位接收指示的组员，而是那位计划并分

配工作，带领小组前行的组长，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获益良多，学到的

不仅仅是学术上关于运河的内容，也学到了如何发挥自己的领导能力，让组

员们都能够齐心协力的完成本次的专题作业。当然，此次的专题作业，我们

小组从一开始就面临了许多挑战，例如选择课题，组员之间无法找到共同的

时间集合等等。但我相信这些难题是我们成长路上所必然要面对的，一年很

快又过了一大半，如果能够重新开始专题作业，我会试着更积极地推动组员

完成专题作业，并提早计划好专题作业的目标等等，那时的我应该会做的更

好。 
 
霄昱：又一年的专题作业结束了。这是我作为高年级学生第一年做专题作业

，一路走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高年级上课的时间和课外的活动都比之前

高出了许多倍，我们得从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完成这次作业，还有面临

了许多争执，不过我并不后悔。我从今年的专题作业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

运河的知识以及无比珍贵的各种技能。之前，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运河，更不

知道它们有什么作用了。我认为这次的作业是个很好的挑战，让我们探索了

一个未知的领域。我认为将来有机会的话应该多多探索像这样有趣的话题，

毕竟人生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这样探索的过程嘛。如果给我机会，我一定会

尝试避免无谓的争吵，好好把握时间，让我们的专题作业更上一层楼。 
 



方正：  
 
方林深：通过这个专题作业，我学到了许多，不只是关于运河的内容但我也

学到了如何跟组员们合作完成任务。当然，我的组也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挑战

，比如组员们很才能够难找到一个共同的时间来聚在一起讨论。但最后我们

却能够想出了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并在要讨论的日期前两个星期约好

时间，这样组员们就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事情，能够确保要讨论的那天他们不

会有自己须要参加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