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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广宁桥的倒置直角三角
形定位石。这一部件石质与全桥
统一的石质不一样。它用特定的
石料定制，在起拱时，用来确定
拱板角度。这也说明所有拱圈石
都是根据设计方案定制后，再上
拱架进行安装的。安装时，倒置
直角三角形的长直角边垂直于桥
基石，七折边第一块拱板紧贴三
角定位石安装定位。



去年基金会保卫黄洲桥的战斗失
败了，我们得到的只有这一项文
化遗产：黄洲桥体内是条石平行
叠加式结构。可理解为伸臂式条
石叠加式结构。此结构能增加拱
桥的稳固度，是一种科学的拱桥
内部结构。传说此桥运用了包括
干修法在内的先进建桥技术。可
惜桥已拆，许多桥梁建造技术已
无法验证。







































古桥部件收藏

桥狮 （绍兴古桥学会、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古桥馆收藏）



水盘石（绍兴运河苑收藏）

唐寰澄先生题字《古桥遗存》碑 （绍兴运河苑内）



桥狮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狮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一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 二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 三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 四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 五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 六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 七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 八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名石 九 （绍兴运河苑收藏）

桥亭 （绍兴运河苑收藏）



广宁桥石狮 （桥友任和成在古玩市场识宝后收藏）



水盘石（冯旗峰收藏）

水盘石、排柱石、天盘石（冯旗峰收藏）

桥狮 （江南古桥研究会古桥展览馆收藏）



石梁桥整体部件 （冯旗峰收藏）



古桥拱券 （绍兴运河苑 已用于移建苑内的古桥中）

桥名石 （江南古桥研究会古桥展览馆收藏）

拱券石（江南古桥研究会古桥展览馆收藏）



抱鼓石（江南古桥研究会古桥展览馆收藏）



论绍兴古桥的地位

罗关洲

习总书记指出：“要让文物活起来。”要让绍兴丰富的古桥文物

活起来，就必须认识古桥的地位，充分发掘绍兴古桥的文物资源，让

绍兴古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科普的重要基地。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

来认识绍兴古桥的地位：

绍兴古桥文化史与绍兴文明史同步，历史悠久。从跨湖桥文化、

湖姆渡文化算起，绍兴具有七千多年的文明史，同样绍兴也具有七千

多年的古桥文明史。绍兴桥文化在历史上光彩夺目，保存至今的众多

的绍兴历代古桥是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绍兴的现存古桥犹如一

座古桥博物馆展示着绍兴桥文化的足迹。茅以升先生说过：“中国古

桥千姿百态，几仅见于此乡。”足见绍兴古桥在国内外的地位。茅以

升先生还说过：“桥梁是一国文化的表征。”绍兴古桥是绍兴历史文

化展示的重要方面，是绍兴历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深入研

究绍兴桥文化将对中国桥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绍兴古桥具有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优势，保护好绍兴古桥，要让绍兴古桥走向世界。

据有关部门资料，绍兴原有古桥五千多座，现存古桥 703 座。但

仍然是国内地区级古桥的数量、质量之冠。绍兴现存有许多百年古桥、

千年古桥，在一个地区自成系列，完整保存，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众多的绍兴古桥遗产体现了绍兴古桥文化的先进性、社会性、人民性。



体现了中华民族桥梁科技的创造精神和保护古桥文化的优秀传统。绍

兴今天有如此丰富、优秀的古桥文化遣产。应该让每个绍兴人倍加珍

惜。

绍兴古桥具有世界文化遗产所要求的三大要素：

一

是申报对象的珍稀性、唯一性。

绍兴有一批中国之最、世界之最的古桥，有一批始建、重建年代

久远，成系列完整保存的古桥。这种能展现古桥发展进程的桥梁系列

国内仅见，世上少有。绍兴古桥可用“古桥系列”的名称申报全国文

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可用“十大古桥群，九项称冠军”作为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口号。称雄世界的中国十大古石桥群是：敞肩圆

弧拱古桥；悬链线拱古桥群；七折边拱古桥群；马蹄形拱古桥群；链

锁薄拱古桥群；立交桥古桥群；三折边拱古桥群；五折边古桥群；桥

闸组合古桥群；特色石梁古桥群；椭圆形拱古桥群。绍兴除敞肩圆弧

拱桥外，其它都在国内首屈一指。“九项古桥称冠军”是指：1、国

内现存最早的大型古代城市桥梁冠军——八字桥；2、国内仅有的特

长型唐代石梁桥冠军——百孔纤道桥；3、五折边拱桥的数量冠军；

国内除义乌、建德各有一座五折边桥外，其它五折边拱桥都在绍兴；

4、国内仅见于绍兴的七折边拱桥冠军；（其中有广宁桥、宝珠桥、

迎恩桥、谢公桥、 祥麟桥等）5、国内仅见于绍兴的连续三孔马蹄型

拱桥冠军——泾口大桥等；6、国内数量最多、年代最古的悬链线拱



桥冠军——迎仙桥、玉成桥等；7、世界上古代立交桥冠军——现存

的古代立交桥最多，最古。广宁桥、太平桥、融光桥、泾口大桥四座

古立交桥中，宋代广宁桥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立交桥；8、国内最长的

古闸桥冠军——汤公桥；9、国内最长的、桥孔最多的三折边石拱桥

溪缘桥。这些古桥群和古桥之最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

绝无仅有的。称得上是“人类的天才杰作”。

二

是申报对象按规定要有 70%以上原创面貌。

绍兴古桥从整体上能达到这一要求。绍兴古桥各分支系列的代表

性古桥千百年来仅作修理，原质原味在得以保存，难能可贵。目前绍

兴有人以绍兴古桥破破烂烂为由，想全面重建绍兴古桥，这是以保护

为名的破坏行为，会造成古桥 70%以上原创面貌被破坏的严重后果。

三

是申报对象要保持有文化含量的原创环境。

绍兴古桥有 2500 多年城址未变的绍兴古城，有几十个千年古镇、

古村，有春秋浙东古运河，有汉代古鉴湖作为其创建的自然环境和文

化背景，这也是十分难得的优势。

截至 2015 年，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桥有 14 座：

绍兴古桥群（八字桥、 光相桥、广宁桥、泗龙桥、太平桥、谢公桥、

题扇桥、迎恩桥、拜王桥、接渡桥、融光桥、泾口大桥）、绍兴古纤

道桥、 犭央犭茶湖避塘桥。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桥有 6 座：三江闸桥、西跨湖桥、九狮 桥

（等慈桥）、清水闸桥、玉成桥、迎仙桥。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 桥有 41 座：跨龙桥、三接桥、后堡桥、

宝珠桥、花浦桥、东双桥与 望春桥、礼江古木桥、茅洋桥、登瀛桥、

万安桥、云梯桥、扁拖闸桥、 鼎新桥、后殿廊桥、观澜桥、得胜桥、

虹明桥、存德桥、长安桥、通 济桥、青云桥、广济桥、永庆桥、祥

麟桥、上浦闸桥、沽渚毓秀桥、 张家村宝珠桥、溪圆桥、访友桥、

招隐桥（含洗屐、砥流二桥）、落马桥（司马悔桥）、吉安桥、普济

桥、真诏大庆桥、皇渡桥（横渡桥）、 乐取桥、永春桥、灵鹤桥。

另有 1 座木桥即上三坑风雨桥（八字撑架 拱廊桥）也是县市级文保

单位。可见，绍兴是目前全国地级市中拥有文物保护单位石桥最多的

地区之一绍兴古桥系列众多，品类齐全，各系列代表性古桥有：

1、 悬链线拱、椭圆型拱桥系列：迎仙桥、玉成桥、丁公桥、

岩泉桥、复初桥。

2、 七折边拱桥系列：广宁桥、谢公桥、宝珠桥、迎恩桥、祥

麟桥，国内仅有，世界仅有。

3、五折边拱桥系列：拜王桥、永嘉桥、王七墩村庙桥、外山桥、

青云桥、新安桥。

4、三折边拱桥系列：溪缘桥、和尚桥、三折边岩下桥、元宝桥、

访友桥、渎西桥、破溪桥、清潭桥、祠堂桥、下吴宅桥、上新桥等。

5、并列砌筑式半圆拱桥系列：光相桥、小江桥、寨口桥、等慈

桥、广济桥等。



6、三孔薄墩马蹄型拱桥系列：泾口大桥、接渡桥等。

7、江海闸桥系列：汤公桥、扁拖闸桥、龙华桥、清水闸桥等。

8、三孔薄墩驼峰拱桥系列；泗龙桥、新桥等。

9、组合桥系列（拱桥梁桥组合、梁桥梁桥组合、拱桥拱桥组合、

桥堤组合、水门拱桥组合）：太平桥、天佑桥与舆龙桥、避塘桥、纤

道桥、三接桥、八字桥、东双桥、螺山大桥、都泗门桥、朱公桥、荷

花桥等。

10、横联分节并列式半圆拱桥系列：融光桥、题扇桥、凰仪桥、

五显桥、西跨湖桥、大木桥、虹桥、宣桥、茅洋桥、沈家桥、广溪桥、

存德桥、壶觞桥、永丰桥、侍驾桥

11、半圆乱石拱桥系列：司马悔桥、万年桥、沙溪桥、灵鹤桥、

12、厚墩半圆拱桥：金兰桥、媲美桥、

13、变形拱桥系列：咸安桥、单江太平桥等。

14、微拱石梁桥系列：八字桥、兰亭桥等。

15、伸臂石梁桥系列：品济桥、奎元桥等。

16、石柱石梁桥系列：荷湖大桥等

17、石墩石梁桥系列：会龙桥、后堡桥、古虹明桥、樊江廿眼桥

18、尖墩石梁桥系列：新官桥、绍兴望仙桥、嵊州望仙桥

19、贯木拱廊桥系列：普济桥。

20、石墩木梁廊桥系列：信公桥、化龙桥等。

21、桥拱组合式砌筑系列：府桥、永昌桥等。

22、八字撑架木梁桥系列：新昌查林木桥。



23、立交桥系列：太平桥、融光桥、广宁桥、泾口大桥。罗关洲

提出的大运河上这四座立交桥为大运河申遗成功加了分。

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有 100 多张古桥照片，罗关洲提供的绍

兴古桥照片就有 40多幅上书，书中还吸收了罗关洲提供了有关绍兴

古桥的研究成果。

罗关洲等编写的绍兴古桥论文《中国浙江绍兴古石桥》在世界工

程核心刊物法国《工程.桥梁》发表。丁大钧教授介绍绍兴古桥的论

文《最早的立交桥与悬链线拱桥》在芬兰《结构工程师与建筑师》杂

志上发表。

在现存古桥中，有古石桥 633 座。古石桥中悬链线拱桥 3座，马

蹄型拱桥 13座，半圆拱桥 203 座，拱梁组合桥 5 座（不计入总数），

三折边拱桥 39座，五折边拱桥 9 座，七折边拱桥 5 座，石梁桥 369

座。特长型纤道桥 1 座。

绍兴的古桥之最有：一、国内现存最早的城市桥梁——八字桥。

二、国内仅有的特长型唐代石梁桥——百孔纤道桥。三、国内仅见的

五折边拱桥和七折边拱桥。四、国内仅见的简化式木拱桥——庵山桥。

五、国内少见的连续三孔马蹄型拱桥——泾口大桥、东浦新桥。六、

国内最早发现的准悬链线拱桥——迎仙桥、玉成桥。

现存 703 绍兴古桥中：宋朝以前 13座，元、明时期的 41座，清

代桥 269 座。绍兴市区和绍兴县保存古桥最多，共计 294 座。沈园中

的宋代石梁桥，绍兴饭店里的渡世津梁桥等园林古桥不计在内。



“万古名桥出越州”，在古代，绍兴古桥名扬海内，绍兴古桥技

术位居国内前列。国内现存较早的古籍中，对绍兴古桥有详细的记载。

宋《嘉泰会稽志》中的桥梁栏目中载有当时著名桥梁 201 座，加鉴湖

上的 26座闸桥，共计 227 座。明代万历《绍兴府志》载有古桥 382

座（不计闸桥）。清乾隆《绍兴府志》载有古桥 551 座（不计闸桥），

清光绪《绍兴府城衢路图》中，标有绍兴城区桥梁 188 座。据八十年

代统计,绍兴全市古桥有 1000 多座。全市目前现存古桥 670 座,其中

宋《嘉泰会稽志》中有载的古桥 23座，绍兴市是国内保存古桥最多

的地区。

古桥中名桥的选定应有一定的理由，过去在这方面没有人作过详

细论述。绍兴市古桥学会列出了《绍兴古代百座名桥》，选定的具体

理由主要是：一、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二、有考古价值，争取

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三、国内稀有古桥。四、古桥桥型代表性

桥梁。五、较大型的古桥。六、造型优美的古桥。七、有旅游价值的

古桥。八、原建率在 70%以上的古桥。这些名桥供政府在古桥保护和

旅游部门开发旅游资源时参考：

01

八字桥：

位于绍兴市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知的国内建造年代最

早的城市桥梁。此桥桥礅石壁上刻有“时宝佑丙辰仲冬吉日建”字样。



（南宋宝佑丙辰年即 1256 年）此桥在宋嘉泰《会稽志》中有载，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有载。

图 1 八字桥

02

纤道桥

纤道桥位于绍兴县浙东运河沿线，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

存古纤道为唐元和十年（815）浙东观察孟简整治运河时修筑，全长

一百多里。纤道桥是其组成部分。古纤道上分布了很多纤道桥，其中

最长的一段全长 386.2 米，由 115 跨石梁桥构成。因其始建于唐，

其桥型为国内仅存，故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为特长型石礅石梁桥。

此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有载。

图 2 纤道桥

03

广宁桥

广宁桥位于绍兴市区广宁桥直街。这是本课题确定的国内

最早的古代立交桥。也是最长的七折边拱古代立交桥。桥全长 60米，

拱高 4.2 米，宽 3.58 米，跨径 6.25 米。桥拱下有纤道 ，可供纤夫

通行。桥上桥下两条道路交叉通行，故称古代立交桥。此桥在宋嘉泰



《会稽志》有载。明万历重修后保存至今。该桥重修时沿用原七折边

桥拱。现桥石料大多为原建时的石料，风化程度与八字桥、光相桥相

仿，当在千年以上。可认定现今的广宁桥桥型与宋嘉泰《会稽志》中

所载相同。折边拱桥大多建于唐以前。广宁桥位于古运河在城内的主

要的码头畔，古运河在唐代已十分繁华，所以广宁桥在唐代应已存在，

至少可以定为宋朝以前的桥梁。始建于唐代的拜王桥、昌安桥都是折

边拱，可为广宁桥的年代提供佐证。此桥拱顶龙门石雕刻中的龙是三

爪龙，三爪龙为宋朝以前风格。此石雕图案也可作为佐证。此桥收录

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

图 3 广宁桥

04

古小江桥

古小江桥绍兴市区萧山街口，大江桥侧，横跨运河。

该桥是古代山阴、会稽两县的重要分界桥。桥西侧立有“永作屏藩”

碑。意为山阴、会稽二县分界标志。罗关洲自己化钱所作的古小江桥

木桥桩经炭 14化验为距今 850 多年。桥桩应是桥重建或始建时打入。

此桥在宋《嘉泰会稽志》有载，后代重修时在小江桥的桥名前加上了

一个“古”。特别强调了小江桥不是重修时新建的。

05



光相桥

光相桥在绍兴市区西北 104 国道越王桥侧，跨运河。此桥

为纵向并列砌筑的石拱桥。此桥在宋嘉泰《会稽志》有载。光相桥始

建成于东晋。根据考证此桥肯定建于宋朝以前，其现由，一是这种分

节并列砌置的古桥一般出现在宋朝以前，这种桥型在绍兴较少见。此

桥型保存到现在，说明光相桥在历次重修时均保留了原桥型。二是桥

拱上部左右两侧面的一对怪兽并非石狮，狮兽桥饰一般出现在唐代以

后。此桥饰与晋代越瓷狮型水注怪兽造型和汉代、晋代的瓦当图案相

仿。桥栏、桥柱纹饰为晋代风格，桥柱上的石莲与晋代的莲饰相仿。

佛教在晋代传入，这种佛教的莲饰的时代特点是古桥的重要考证依据。

三是桥上有多种年代的石料，其中年代最早的桥柱，石质风化程度与

八字桥、广宁桥相仿。当在宋朝以前。每次重修都注重旧料原位保留，

说明此桥的桥型保持了原型。四是《光相桥题记》中载有“古有光相

桥”。绍兴古桥大多在宋朝已存在，但冠以古字的并不多。在城区有

光相桥和小江桥。小江桥称“古小江桥”，而二桥的桥型恰巧相同。

说明二桥均始建于宋朝以前。此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作

了专题论述。此桥有可能是现存中国古桥中最早的半圆拱桥。

06

拜王桥

拜王桥在鲁迅西路凰仪桥侧，五折边拱桥。宋嘉泰《会稽志》载：

“拜王桥在狮子街，旧传以为吴越武肃王平董昌，郡人拜谒于此，桥



故以为名。桥长 30米，宽 3.7 米，拱高 3米，净跨 4.2 米。此桥应

为唐桥。是目前国内最古的五折边拱古桥。此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桥梁卷中有载。此桥在刚要拆时，被罗关洲发现，立即报告王永昌市

长，市长下令，在十分钟后，得以保存。

图 4 拜王桥

07

融光桥

融光桥又名柯桥大桥，位于柯桥镇古运河上，单孔石拱桥。桥下

有纤道，应为立交桥。此桥长 17米，宽 6米，高 7 米，净跨 10米。

宋嘉泰《会稽志》有载。柯桥始建于汉代。现桥桥拱为横联分节并列

砌筑，现桥为明重建，重建时仍按宋朝时原桥型，仍用原石料，现仍

可视其为宋桥。该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有载。

08

迎仙桥

迎仙桥位于新昌县桃源乡 104 国道边。为近似于悬链线拱的古乱

石拱桥。该桥在明万历《新昌县志》有载。清代道光时，丁天松重修。

罗关洲在 1991 年发现了该桥型。此发现填补了中国古桥技术史的空

白。悬链线拱桥是二十世记六十年代世界先进桥梁科技。此桥现已定



为省级文保单位。该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有专题论述。迎

仙桥长 29米，宽 4.6 米，净跨 15.6 米。

图 5 迎仙桥

09

玉成桥

玉成桥位于嵊州市谷来砩头村，与迎仙桥同为准悬链线石拱桥。

桥长 12.15 米，宽 4.7 米，拱高 5.7 米。建成于道光丙申年（1836

年）。马正炫建。马氏家谱中载有建桥的记录。该桥是罗关洲发现的

又一座古代优秀桥型，已被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该桥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有专题论述。

10

泗龙桥

泗龙桥位于绍兴市鉴湖乡鲁东村。由三孔石拱桥与二十孔石梁桥

组成。全长 96.4 米，宽 3 米，三孔拱桥净跨为：5.4 米，6.1 米，

5.4 米。此桥气势宏伟，景观秀美，是绍兴重要的水乡旅游景观。对

照宋嘉泰《会稽志》，此桥当为古代鲁墟桥。该桥一侧有桥对：建近

千年路达南北，名驰廿眼水通东西。说明该桥始建于宋朝。此桥在《中

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有载。



图 6 泗龙桥

11

太平桥

太平桥位于绍兴县阮社，该桥由一座半圆拱桥与九孔高低石梁桥

组成。桥长 50米，主孔净跨 10米，石梁桥孔径 3——4米。拱桥桥

拱系横联分节并列砌筑。拱桥南端八字落坡。该桥建于明天启二年

（1622 年），桥拱下有纤道 ，可称其为古代立交桥。此桥南端接古

纤道，处处入景，为古运河上富有特色的水乡景观。此桥在《中国科

学技术史》桥梁卷有载。



图 7 太平桥

12

题扇桥

题扇桥位于绍兴城区萧山街。因王羲之在此为老妪题扇而得名。

此桥在东晋已存在。此桥在宋《嘉泰会稽志》中有载，说明现桥始建

于宋朝嘉泰以前。现桥在道光八年重修。不能说道光时重修过，此桥

就成了道光时新建的桥梁。该桥桥拱为横联分节并列砌筑，弧型桥栏

较少见。从该桥的风化程度可定其为宋朝以前桥梁。该桥长 4.95 米，

宽 3.05 米。在清光绪年代的《策府统宗》一书中的《浙江古迹》条

目里将题扇桥列为绍兴唯一的古桥古迹。可见此桥在外界的知名度极

高。

13

宝珠桥

宝珠桥位于绍兴市区龙山后街。为绍兴现存桥拱最高的七折边型

单孔石拱桥。原名火珠桥。宋嘉泰《会稽志》有载。此桥长 30米，

宽 3.95 米，高 12 米，拱高 4.9 米，桥栏高 0.5 米，桥栏石柱高 0.9

米。桥东坡 25阶，西坡 26 阶。桥拱顶端有龙门古七块，上有仙桃和

龙的浮雕图案。此桥现已成为城市广场的一大景观。宝珠桥重修后仍

保持原型。



14

谢公桥

谢公桥位于绍兴城区西小路，为七折边石拱桥。宋《嘉泰会稽志》

有载。经考证，谢公为南朝的谢惠连，说明此当为南朝桥梁。该桥在

清康熙时虽作重修，但未改变原型，仍采用旧料，应定其为宋朝以前

古桥。此桥拱顶石刻图案中的龙为三爪龙，宋朝以后才出现四爪龙和

五爪龙，这也可傍证此桥始建于宋朝以前。桥长 28.5 米，净跨 8 米，

高 4.2 米。谢公桥北枕卧龙山，山色街景桥影，构成了水城古桥佳景。

此桥收录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

图 8 谢公桥

15

汤公桥

汤公桥位于绍兴三江，此桥又称三江应宿闸，这是桥闸合一的古

桥。现桥为明绍兴太守汤绍恩重建。这是绍兴三江古入海囗的大型水

利设施和交通设施。汤公此举世世代代恩泽越北平原。此桥始建于唐

太和七年。现桥长 108 米，宽 9.16 米，28 孔，为石墩石梁长桥。每

孔以星宿命名，故称应宿闸。此桥气势雄伟，为古代少见的特大型工

程设施。原桥现存一半，新老桥合一。



图 9 汤公桥

16

迎恩桥

迎恩桥位于绍兴市区西郭，运河进城口子处。它是古代绍兴水路

进城的西门户。古代皇上驾临绍兴，百官迎候在此，故取名迎恩桥。

孙中山来绍兴时，绍兴各界也在此欢迎。此处是一重要船埠和市场，

此桥也称菜市桥。该桥为七折边石拱桥，是绍兴市跨度最大的七折边

石拱桥。现桥为明天启六年（1626）重修，始建于何时待考。桥长

15 米，宽 3.4 米，净跨 10 米。此桥收录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

卷。



17

司马悔行——落马桥

落马桥即司马悔桥，位于新昌县班竹村边，104 国道旁。乱石拱

桥。宋嘉泰《会稽志》中载：“司马悔桥在县东四十里，一云落马桥。

旧传唐司马子微隐天台山，被征至此而悔，因以为名。”新昌至天台

古道在东晋谢灵运时已开通，此桥在唐时已存在，可能始建于东晋。

此桥建于高山之腰，桥拱高大，古木参天，山区桥景雄伟秀美。

18

溪缘桥

溪缘桥位于诸暨市五泄柱山乡方殿山，为国内最长的多孔三折边

桥。全桥 15孔，长 155 米，宽 2.5 米。跨五泄江。桥建于 1924 年。

图 10 溪缘桥

19

泾口大桥

泾口大桥位于绍兴县泾口村，跨浙东运河。该桥由三孔马蹄型拱

桥与三孔石梁桥组成，桥下有纤道，为立交桥。拱桥高 6米，三孔等

跨，长 20米。梁桥高 3米长 10 米。桥重建于清宣统三年。此类桥型

为国内少见。该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有详细论述。



图 11 泾口大桥

20

接渡桥

接渡桥位于绍兴县柯桥中泽村，东西向跨鸡笼江。桥由中间三孔

等高马蹄型拱桥与二侧双孔石梁桥组成。三孔石拱桥全长 50米，系

纵联分节并列砌筑。二侧梁桥宛若拱桥伸出的手臂对称平衡。该桥桥

墩为薄形墩，石级桥面，实体石桥栏，桥栏石柱 14根，柱顶有石狮

12只。该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有载。



21

复初桥

绍兴县王坛镇上王村复初桥，这是近年新发现的准悬链

线拱桥。同类桥还有新昌岩泉桥。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12 复初桥

22

凰仪桥

凰仪桥位于鲁迅西路红旗路交叉口，半圆型石拱桥。俗称黄泥桥。

凤仪桥应在凤仪弄北，即懊来桥。在光绪时绘制的《绍兴府城衢路图》

中将二桥都标为凤仪桥，给后人产生了误解。黄泥桥在宋嘉泰《会稽

志》中有载。《嘉庆山阴县志》中记为王仪桥。所以此桥应定为始建

于嘉泰以前的古桥。此桥拱高 3。48 米，拱跨 3米，桥面宽 3米，桥

长 10。55 米。桥拱为纵联分节并列砌筑。该桥东坡 12阶，西坡 11

阶。凰仪桥、凤仪桥都是取“凤凰来仪”之意。

23

荷湖大桥

荷湖大桥位于绍兴县斗门荷湖村，又名登瀛桥，古荷湖桥。14孔

石梁平桥，4 个高孔，7 个低孔，石排桩式组合桥墩。此桥高低起伏



宛若一条长龙跃过江面。此处原为内河出海口，建桥难度极高，历代

多次重修。现桥为乾隆年间重修。

24

洋江大桥

洋江大桥是由天佑桥和舆龙桥组成的石梁长桥，位于袍谷洋江村，

跨袍谷洋江。天佑桥在东，五孔石匠梁桥孔径分别为：4。3米，5。

25 米，7。75 米，6。04 米 5。12 米。天佑桥东以长 23。2米的河堤

与东岸相接，河堤与梁桥以 13级石价抬高桥位。西边舆龙桥三桥孔

的孔径分别为：4。8 米，5。4 米，5。15 米。桥西由 4。2米长的河

堤与西岸相连。二桥之间用四孔低梁桥相连，实为三座桥。全桥长

99。29 米，宽 2。2米，主桥桥墩厚 0。8 米，望柱高 75厘米。桥重

建于 1916 年。此桥已移建。

25

万寿福禄桥

万寿福禄桥又名蜈蚣桥，简称万寿桥。此桥由东西二座石梁桥和

中间连结二桥的石堤组合而成，西边一座原为五孔，因通航需要折除

一个中墩，成三小孔一大孔。东边二孔石梁桥未变。桥在城东樊家埭。

桥西首有一桥亭，亭中有石碑，称此桥为万寿福禄桥，清代多次重修。

26

会龙桥



会龙桥位于绍兴市区西郭，迎恩桥西一公里处，是一座与运河平

行的廊桥，此石梁桥长 10米，宽 4 米，高 3米，上建石柱桥廊。《越

中杂识》中载：“宋理宗少时尝浴于此，稍东有会龙堰，为余天锡遇

宋理宗。”书中所指会龙堰即堰桥合一的会龙桥。会龙桥也因此典故

而得名。会龙桥、迎恩桥、虹桥在此组成水乡古桥较为集中的一组景

观。《嘉庆山阴县志》中载明：瓜咸桥即会龙桥。瓜咸桥在宋嘉泰《会

稽志》中有载。这说明会龙桥在宋朝嘉泰时已存在。

27

普济桥

普济桥位于新昌县上三坑村，又名风雨桥。此桥为宋《清明上河

图》木拱桥的简化式，国内少见。此桥为清代原物。桥上建木结构桥

廊。此桥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

28

后堡桥

后堡桥位于绍兴县樊江乡后堡村。此桥因桥上至今尚有“冲过钱

江，誓复失地”抗日标语而闻名。此桥有革命文物价值。抗日时期，

朱铁群同志曾在后堡桥一带坚持抗日。此桥为单孔石平桥，长 12米，

宽 2米，高 5 米。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9



五显桥

五显桥位于诸暨市枫桥建于明嘉靖，万历癸酉重修，因五义士出

资，因名五显桥。原为三孔石拱桥，现存二孔，桥拱为横联分节并列

砌筑。全桥长 25米，宽 5 米，高 10 米。桥跨枫桥江。

30

古虹明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五星乡徐山，又名合义桥。桥由五孔高低梁桥与

五孔转角引桥组成。主桥五跨跨径分别为 4。8米，6 米，8。3米，5

米，5。2米，桥宽 1。3米。条石实体桥礅。主桥石上刻有“古虹明

桥”、“清嘉庆六年重建”字样。桥上还刻有“匠人劳作友造”。

31

大木桥

大木桥位于绍兴市区鲤鱼桥东侧，横联分节并列砌筑的半圆拱桥。

桥拱高 3，2 米，净跨 5 米，桥栏石高 0。5 米，桥全长 21米。此桥

名为大木桥，实为石拱桥，桥型改后，桥名不改。说明此桥很古。桥

拱正中有石刻图案。此桥实测为变幅拱桥，运用收分和变幅拱古桥技

术。

32

等慈桥



等慈桥位于上虞市丰惠镇，跨街河。该桥原名九狮桥，系横向并

列砌筑的半圆拱桥。此种砌筑方法在古桥中少见。在绍兴仅此一座。

宋嘉泰《会稽志》有载，当时已称等慈桥。说明此桥始建于宋朝嘉泰

以前。元朝至正年间等慈寺僧永贻等人募捐重修。该桥全长 26米，

宽 6米。桥侧有“宋嘉定七年重修”刻石，说明宋嘉定七年此桥曾作

重修。

33

金兰桥

金兰桥在嵊州市北漳镇金兰村的蔡家村自然村旁的东江大溪上，

5孔半园形石拱桥。拱高 8.00 米。桥墩迎水面设分水尖，桥全长 84.00

米，桥面净宽 4.40 米。桥面上左右两边设置高 0.60 米，宽 0.18 米

的石桥栏，间有望柱，柱头雕刻石狮 8只，石绣球 26个。5个桥孔

均跨径在 10.00 米以上。桥拱券用小石块横联砌筑。桥中孔两侧桥墩

分水尖上嵌装八边形石柱。中孔券板上刻“金兰桥”桥名，及“民国

十五年建，里人敬立”字样。

金兰桥原桥叫万缘桥，建于清嘉庆二年（1897），后来毁于㓋水，

一直未建。当年嵊州廿八都藉人士，辛亥革命志士张伯岐（1882—1937）

募资修建新桥，其中寡妇金兰捐以巨资。金兰桥于民国十五年（1926）

建成，逐以寡妇金兰之名命名，也正巧暗合“义结金兰”的典故。

34



万年桥

万年桥位于嵊州市苦竹溪，半圆型双拱石桥。桥全长 28米，宽 5

米，单跨 10米，高 12 米，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此桥高大宏

伟，与桥下巨岩清流相组合，呈现一幅深山古桥的迷人景观。

35

西跨湖桥

西跨湖桥有二座，即绍兴偏门的跨湖桥和湖塘的西跨湖桥，在嘉

庆山阴县志中将绍兴偏门的跨湖桥称西跨湖桥，而将现在的西跨湖桥

称为湖塘跨湖桥。绍兴偏门的跨湖桥已改建为现代桥，作为古桥只有

湖塘的西跨湖桥。湖塘的西跨湖桥在宋嘉泰《会稽志》有载。俗话所

说的“十里湖塘，廿里壶觞”是鉴湖堤上观景佳地，跨湖桥处在十里

湖塘的终点湖塘村。该桥为单孔半圆型石拱桥，纵联分节并列砌筑。

古桥上原有亭子，现亭子建在桥头。全桥长 20米，宽 4 米，高 3 米。

现桥为明万历四年重修，实测为变幅拱桥。

36

跨龙桥

跨龙桥位于绍兴市郊则水牌，这是一座廊桥，石梁桥上建有庙廊。

此桥南北二面刻了二个桥名，北面刻为跨龙桥，南面刻为化龙桥。一

桥二名实为少见。桥长 20米总宽 20 米，可作通行的桥廊宽 3 米，桥



高 3米。此类廊桥原在绍兴多见，木结构的古廊桥仅存三桥之一。现

桥建成于清代。

37

皇渡桥

皇渡桥位于新昌县横渡桥村，明成化时称王渡桥，清康熙时称皇

渡桥，因南宋小康王曾过此桥而得名。现桥为道光 24年重建，系单

孔石拱桥长 23，9米，孔径 17 米宽 5 米，高 9 米。此桥为新昌至天

台古道上的重要桥梁。

38

寨口桥

寨口桥位于绍兴县夏履乡莲增村的莲花岗与岩山之间，系用 90

块长条石横向并列砌筑的山区石拱桥。桥长 30米，宽 2。6米，高

10 米。此类桥拱为古桥中少见 。此桥在清嘉庆《山阴会稽志》中有

载。桥重修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八月。离桥二十米有桥亭

一座，内有建桥碑记石一块。

39

锦鳞桥

锦鳞桥位于绍兴市区胜利路，鲤鱼桥侧，半圆拱桥，拱圈

横联分节并列砌筑。全桥长 16米，顶面长 4 米，宽 3。2 米，高 3。



2 米，拱净跨 2。8米。此桥在宋嘉泰《会稽志》中有载，始建于宋

嘉泰以前。此桥与鲤鱼桥、跃龙桥同在宋贡院区域，三桥取名均寓意

榜上题名，鱼跃龙门，锦鳞官袍加身。可惜三座古桥仅存此桥。此桥

对面的古越藏书楼为贡院故址。

40

隆庆桥

隆庆桥位于嵊州中部的毫石村，桥名隆庆，明确地点出该桥建于

明代隆庆年间。此桥系横联分节并列砌筑的单孔石拱桥。桥全长 12。

5米，高 6米，宽 3。7 米，跨径 10 米。

41

虹桥

虹桥又名灵芝桥，位于绍兴西郭灵芝村。《越中杂识》记有：“宋

理宗少时尝浴于此，稍东有会龙堰，为余天锡遇宋理宗处。”虹桥因

此典故而闻名。会龙堰即现会龙桥。虹桥长 16米，宽 2，5 米，高 4

米，拱圈为横联分节并列砌筑，与会龙桥组合，为运河上一大景观。

此处二桥桥名不可混淆。

42

大庆桥



大庆桥位于新昌县沙溪乡真诏村西，跨真诏溪，该桥为 3 孔乱石

拱桥，全长 56米，宽 4。7 米，高 9 米，两边各有 32级石阶。桥孔

跨径分别为 13米，13。9米，和 13。2米，条石干砌的桥礅立于岩

石之上。桥礅设有分水尖。桥于牛郎织女渡河的七月七日告成，七月

乃大庆之月，故名大庆桥。桥建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俞维乾募

建。此桥为全市最长的石拱桥。绍兴市区解放南路也有一座大庆桥，

是一座宋嘉泰《会稽志》中有载的半圆拱古桥。为了二者区别，新昌

的大庆桥可称为真诏大庆桥。

43

咸宁桥

咸宁桥位于绍兴市区蕺山街，这是一座以年号命名的古桥。此桥

为二层石板的石梁桥，二层石板侧面都刻有桥名。底层桥名的宁字无

丁，为宋朝以前的写法。此桥桥面由长 5 米、宽 1 米、厚 30 公分的

二块大石梁组成，石梁下替梁木尚存，国内少见。

44

兰亭桥

古代的兰亭桥现已改为现代桥，但兰亭景区中仍有古桥。王右军

寺中的古石梁桥仍可称其为兰亭桥。此桥长 4 米，宽 1 米，为一块微

拱的整体石梁。石梁二侧面加工成园型双层，造型美观。这一院林古



桥建于清代。古兰亭桥故址南侧已发掘出宋朝古道，古兰亭桥正处于

越国时期开发的通向浙西南的古干道上。

45

安吉桥等安昌古桥群

安吉桥是安昌镇古桥系列的代表。在现今安昌镇街河上的古桥有：

安吉桥、广宣桥、新安桥、三板桥、瑞安桥、安昌桥、寺桥、洞桥。

在不到二公里的街河有这么多古桥在国内也不多见。这里是水乡古桥

游览的胜地。

46

阮社桥

阮社桥位于绍兴县阮社，马蹄型拱桥，宋嘉泰《会稽志》、《中

国古桥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均载有此桥。此桥当始

建于宋朝嘉泰以前。此桥与高桥、纤道桥同为古运河边纤道上的古桥，

架于与运河相通的支流上。此桥长 12米，高 3 米，宽 2。5 米，跨径

2米。

47

浪桥

浪桥位于绍兴县柯桥镇西，全桥呈少见的弧形由二十孔石梁桥组

成。桥宽 2米桥孔跨径 2。5米。此桥处有一段英雄的业绩：姚长子



巧引倭寇进入浪桥的包围圈，全歼倭寇，自己壮烈牺牲。浪桥因此而

更闻名。桥头立有“姚先烈（长子）绝倭纪念碑”。桥上刻有“乾隆

三十三年建”，“此桥周迥，八面威风，通衢大路，古名浪桥。”“万

安桥”“匠人孙其府造”等字样。浪桥的取名是一迷案，有人以为桥

型如浪峰得名，有人以为此桥形同古代游戏的浪船而得名。桥名来源

还有待考证。我们也可赋以新意：昔日倭寇被围歼于这里的水浪之中。

48

画桥

画桥位于绍兴偏门外钟堰村的鉴湖古堤上。此桥为 15孔石梁桥，

五大孔，十小孔，高低错落。此桥在宋代早已闻名，陆游等诗人常以

画桥入诗。此桥以三山、快阁、鉴湖为背景，桥景如画。画桥可能由

此得名。此桥全长 62。7米，宽 2 米，大孔跨径 5。7 米。桥于清道

光丁酉年（1837）重修。

49

府桥

府桥为古代绍兴府门前的一座大桥。此桥宽阔的上部已改成现代

桥，但此桥桥拱仍为古桥拱。此桥拱宽 7。6米，为我市最宽的桥拱。

此桥拱结构特别，这是二种桥拱结构组合的拱券。此桥拱顶部为纵联

砌筑式，其余部分为横放分节砌筑式。此种砌筑方式在绍兴仅此一例。



此桥虽是不完全的古桥，但仍可将其归入名桥之列。此桥在宋嘉泰《会

稽志》中有载。

50

宣桥

宣桥位于绍兴县 夏履乡郑家闸村。桥长 12米，宽 5 米，高 4

米，单孔石拱桥，横联分节并列砌筑。桥基为天然山岩，因而能长久

永固。桥一头有一梁桥相接。此桥在宋嘉泰《会稽志》中有载。应始

建于宋朝，清乾隆十九年重修。清嘉庆《山阴会稽志》载：宣桥又名

登仙桥。

51

新桥

新桥位于绍兴东浦镇，名为新桥，实为古桥。此桥为连续三孔马

蹄型拱桥。中孔高，二边孔低。故称驼峰拱桥。桥型优美。

52

避塘桥

桥位于绍兴央湖，避塘横穿此湖。避塘桥在避塘之中。

53

茅洋桥



茅洋桥位于绍兴茅洋村，建于明万历。横联分节并列砌筑，无桥

栏半圆拱桥少见。

54

沈家桥

沈家桥位于绍兴沈家桥村，又名花洞桥。桥建于明正德六年，马

蹄型拱桥。桥长 12米，高 3.9 米,宽 2.2 米,拱高 2.9 米,跨径 3.95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筑。

55

永嘉桥

永嘉桥位于绍兴大皋埠村，五折边拱桥。桥长 23米，拱高 2.25

米,宽 2.5 米。始建于永嘉，正德重建。原桥上现加宽为公路桥，可

通汽车，可见这种古桥桥型结构稳固，能古为今用。

56

访友桥

访友桥位于嵊州市贵门乡白宅墅村，以朱熹访友到此得名。宋嘉

泰《会稽志》有载，桥应建于宋代以前。三折边石拱桥，长 11米，

宽 2.9 米,高 4.2 米,拱高 3.85 米,跨径 5.3 米。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7



丰惠桥

丰惠桥。桥位于上虞丰惠镇，原名酒务桥，始建于后周（公元 940

年至 954 年间），宋嘉定时知县楼杓重修，楼杓以“天以丰岁加惠我

民”之意改桥名为丰惠桥，后又称济富桥。此桥上部结构已改为现代

桥。桥长 25米，宽 4.88 米,桥跨 8.5 米。横联并列砌置。

58

广溪桥

广溪桥位于绍兴县广溪村，半圆型石拱桥.横联并列砌置。罗关

洲拍此桥时，村民告知，第二天此桥将由村里拆解卖钱。罗关洲报告

文物部门后得以保存。宋嘉泰《会稽志》有载。

59

新官桥

新官桥。此桥位于嵊州市广利乡新官桥村。新官桥是在老官桥基

础上重建的，宋嘉泰《会稽志》有载，这说明老官桥始建年代一定早

于宋朝嘉泰。官桥与民桥相对，当为官府所造。桥系 7 孔石梁桥,长

42 米，宽 1.35 米,高 3.5 米，桥墩迎水面设分水尖。

60

如意桥



如意桥位于新昌县桃源乡丁公村。此桥椭圆形拱古桥。古桥建造

者同为丁天松。村名丁公。当是记念这位造桥能匠。此桥取名如意，

当是匠人的得意之作。

61

螺山大桥

螺山大桥位于绍兴县杨汛桥镇吴村，古螺山闸上方建有螺山大桥。

桥南北有大小螺山各一座，桥以山得名。这是一座三孔拱桥与七孔石

梁桥组合的拱梁组合桥。东西向跨西小江。拱桥为三孔半园型石拱桥。

拱高 3。65 米、5。95 米、3。75 米。跨径分别为 6。65 米、10 米、

7。30 米。拱券为横联分节并列砌筑。桥面宽 2。2 米。这是一座大

型古桥。桥始建于清代。

62

龙华桥

此桥位于绍兴市区，广宁桥东首。因桥 在龙华寺之左得名。明

崇祯三年重建。单孔石梁桥。桥长 5.5 米,宽 2,1 米,高 4.15 米,孔高

3.35 米,桥跨径 4.4 米。石条横砌的桥墩中夹有直立石槽，此桥为绍

兴城内仅存的闸桥。这是绍兴城内古代调节水位的重要闸桥。现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63



东双桥

此桥位于绍兴市区东街路东首。宋嘉泰《会稽志》有载。单孔半

圆拱桥，并列砌筑，与光相桥桥拱的砌筑相同。桥长 20米，宽 8.4

米,高 4.3 米,拱高 2.3 米,桥跨径 4.8 米。此桥东端置南踏阶，长 5

米，石阶下原有桥，故此桥称东双桥。东双桥的宋代桥名石换下后放

在桥边。另一块还在河里。

64

古岳龙桥

此桥位于绍兴市区梅山村。半圆拱石桥，横联分节并列砌筑。桥

长 12米，宽 2.5 米,高 3 米，跨径 3.8 米。桥名加上古字，肯定建

于清代以前。

65

栖凫三接桥

此桥位于绍兴越城区栖凫村。这是在三叉河口用一个主桥墩三条

桥面联接三岸的特殊梁桥。三桥夹角相近。其中有一桥下设双孔，另

二桥为单孔。桥面长各为 7.2 米、3.75 米、3.75 米。桥高 3 米，宽

2 米。此桥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66

徐公桥



此桥位于绍兴越城区栖凫村。单孔半圆型石拱桥。桥长 14 米，

高 4米，宽 2.5 米,桥跨径 5.1 米。纵联分节并列砌筑，桥西八字落

坡。明代桥梁。

67

华春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华舍老街，单孔半圆型石拱桥。桥长 9 米，宽

3.5 米，高 4.5 米,拱高 3.6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筑。

68

高桥

此桥位于东浦镇鲁东村。宋嘉泰《会稽会》有载。单孔马蹄型石

拱桥，桥长 15米，宽 3 米，高 3.55 米,拱高 3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

筑。这是古纤道上一座最高的拱桥，故称高桥。

69

奎元桥

位于绍兴县越联村。3 孔伸臂石梁桥，横联分节并列砌筑。长 8 米，

宽 2 米，高 3米。因村里出过奎元而得名。

70

存德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漓渚镇上，单孔半圆拱石拱桥，桥长 10米，宽 3

米，高 4.1 米,桥拱高 3.85 米,跨径 4.7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筑。桥

建于清代康熙六年，桥刻精美。

71

壶觞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壶觞村。半圆型石拱桥，横联分节并列砌筑。长

11 米，高 4.2 米，宽 3 米，跨径 4.5 米。清代以前古桥。这是一座

跨鉴湖的重要古桥。

72

永丰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柯桥镇。单孔马蹄型石拱桥，横联分节并列砌筑。

桥长 10米，宽 2.80 米，高 4.5 米,跨径 4.5 米。从此桥孔中可拍到

柯桥街河中的层层桥景，是水乡桥景的典型景点。

73

水阁桥

此桥位于越城区斗门镇后璜村。单孔石梁廊桥，桥长 10米，宽

2.25 米,高 3.5 米,跨径 5.5 米,廊屋长 6.8 米。桥下有纤道，可称立

交桥。



74

周家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齐贤镇迎驾桥村。单孔半圆型拱石拱桥，横联分

节并列砌筑。桥长 13米,宽 2 米,高 4.1 米,拱高 3,05 米,跨径 4.75

米。

75

待驾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华舍人利村。桥名与“康王南逃”的民间传说有

关。单孔半圆型石拱桥，桥长 20米，宽 3米，高 4.5 米, 横联分节

并列砌筑。

76

孔庙桥

此桥位于绍兴市区稽山中学内。单孔半圆型石拱桥，横联分节并

列砌筑，长 13米，宽 5 米，高 2.3 米,拱高 1.5 米,跨径 3.6 米。桥

与孔庙历史应相一致，此桥始建年代有待考究。

77

信公阁廊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柯桥镇，屋廊与石梁桥组合的廊桥。桥长 6米,

宽 2米(屋进深 7 米),桥面高 2.6 米,跨径 3.65 米。屋架在木梁桥上。



78

王七墩村庙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王七墩村。因桥边有庙而得名。单孔五折边石拱

桥。桥长 12米，高 3.35 米,宽 2米,拱高 2.95 米,跨径 4.2 米。横联

分节并列砌筑。

79

外山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丰二村。系单孔五折边型石拱桥，长 10米，高

2.5 米,宽 2米,拱高 1.7 米,跨径 2.4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筑。

80

前廿眼桥

前廿眼桥又称沈江廿眼桥,位于皋埠沈江村。系 20孔石梁桥，由

高低孔主桥和 18孔引桥加一段旱桥组成。桥全长 120.75 米。北端主

桥高孔桥面长 9.1 米,宽 2.1 米，高 2.8 米。引桥高 1.2 米，长 72 米。

旱桥长 23米。

81

后廿眼桥



后廿眼桥又称小南池村廿眼桥,位于皋埠镇小南池村。系十七孔

石梁桥，桥全长 133.65 米。全桥由双孔主桥、15孔引桥和实体礅堤

梁三部分联接而成。主桥为双孔石梁桥,长 12 米,2.5 米,宽 1.3 米,

高 2.7 米。引桥 15 孔，长 88.7 米，高 1.2 米。实体墩堤梁长 17.2

米。引桥桥墩为石板箱式墩，较少见。

82

万缘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稽东馒头石村。六孔伸臂石梁桥，为绍兴市最长

的伸臂石梁桥。桥长 26.5 米，宽 2.45 米,高 3 米，桥墩设分水尖。

83

荷花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华舍镇蜀埠村。单孔半圆拱桥与二侧石梁桥组成

的拱梁组合桥。全桥长 23米，东端单孔梁桥长 5.1 米,西端双孔梁桥

长 7.2 米,拱桥高 4.15 米,拱高 3.15 米,桥面宽 2.3 米, 横联分节并

列砌筑。桥型优美。

84

元宝桥

此桥又名云梯桥，位于绍兴县华舍镇张溇村。建于明万历二十四

年。单孔三折边石拱桥，桥长 7米，桥面长 2.7 米,宽 2米,高 4 米



85

丰惠八字桥

丰惠八字桥由通济桥和望稼桥构成，二桥相连成八字，俗称八字

桥。通济桥为半圆型石拱桥，又称大八字桥，长 18米，宽 5.5 米,

高 5米,拱高 3.5 米,跨径 6.8 米，纵联分节并列砌筑。望稼桥为圆孤

型石拱桥，又称小八字桥，长 13米，宽 5.5 米,高 3米,拱高 2米,

跨径 4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筑。

86

广济桥

此桥位于上虞市岭南乡西里村。系 3 孔半圆型石拱桥，纵联砌筑。

桥全长 40米，高 7.8 米,宽 4 米,拱高 5.2 米、6米、4.9 米，跨径：

9.5 米、11.3 米、8.9 米。

87

新安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夏履镇莲东村。系单孔七折边型石拱桥，长 6 米，

高 2.2 米,宽 2米,跨径 4.8 米,拱高 1.85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筑。

88

五眼闸与三眼闸桥



这是建于宋朝的出海江闸组合。后来海闸外移后，只存有桥的功

能。桥位于绍兴县齐贤五眼闸村。五眼闸桥长 19.15 米,高 2.85 米,

宽 3.9 米,5 孔。三眼闸桥长 16.86 米,高 3.5 米,宽 3.9 米,3 孔。闸

桥的闸槽仍完整保留。

89

探春桥

此桥位于上虞市丰惠镇，又名长春桥，系三孔石梁桥，桥墩用 6

块条石并竖为石排架式桥墩。桥长 13米，宽 2 米，高 3.7 米。

90

凤涧桥

此桥位于诸暨市赵家镇皂溪村，双孔石拱桥。桥长 22米，宽 3.4

米,高 4.8 米,拱高 4.25 米,双孔跨径分别为 6.5 米,6.3 米。块石并

列砌筑，迎水面设分水尖，分水尖上刻有龙头。

91

咸安桥

此桥位于绍兴县齐贤镇山南村，这是一座原为半圆型马蹄型拱桥

变型而成的椭圆形马蹄型石拱桥。被收入《中国古桥技术史》作为拱

桥变型的典型桥例。桥长 16米，高 3.5 米,宽 2.5 米,跨径 3.85 米,

拱高 2.5 米, 横联分节并列砌筑。桥建于清嘉庆五年。



92

何村桥

此桥位于嵊州市下王镇何村。单孔椭圆型乱石拱桥，长 27米，

宽 4.4 米,高 4.6 米,拱高 3.7 米，跨径 12.5。建于明天启年间。

93

望仙桥

此桥位于嵊州市三界镇，又名泰平桥，宋嘉泰《会稽志》有载。

5 孔石梁桥 ，长 35米，宽 2 米，高 6米。桥墩设分水尖。

94

招隐桥、砥流桥、洗履桥

这三座小桥位于嵊州市广利乡逵溪村。均为半圆型石拱桥，桥虽

小，但都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是历史名人的遗迹而成为文物。

招隐桥长 12.35 米,宽 2.8 米,高 3.6 米,拱高 3.1 米,跨径 4.4 米。砥

流桥长 18米,宽 3.44 米,高 4.2 米,拱高 3.6 米,跨径 5.8 米。洗履桥

长 10.2 米,宽 3.6 米,高 4.2 米跨径 8 米。

95

龙亭桥



此桥位于嵊州市北漳镇东林村。单孔圆孤型石拱桥。桥长 11米，

宽 4.2 米,高 4.5 米,跨径 6 米，块石不规则砌筑。此桥以巨石作墩，

稳如磐石。二礅上下相差 0.8 米。

96

沙溪桥

此桥位于新昌县沙溪镇沙溪村。单孔乱石拱桥，长 26.7 米,宽 4.4

米,高 4.4 米,拱高 8.4 米,跨径 11.5 米.

97

灵鹤桥

此桥位于新昌县小将镇小将村,单孔半圆型拱石拱桥,长 28米,宽

5米,高 10.2 米,拱高 8.9 米,跨径 18 米,块石并列砌筑。

98

石砩桥

此桥位于诸暨市枫桥镇石砩村，又名永宁桥。3 孔半圆型石拱桥，

长 26米,宽 4 米,高 7.6 米,拱高 6.6 米,3 孔跨径为 10.7 米、11 米、

10.7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筑，迎水面设分水尖。

99

宝珠桥



此桥位于诸暨市草塔镇下张村。单孔半圆型石拱桥，长 17米，

宽 3.2 米,高 7米,拱高 6米,跨径 9.7 米，横联分节并列砌筑。桥建

于清嘉庆四年。

绍兴古名桥肯定超过 99座，需要全社会来评议。

东湖景区的秦桥、霞川桥、万柳桥虽然原来都是古代名桥，因移

建东湖，故不列入名桥。

绍兴古桥技术中有突出贡献的项目：

1、汉代的软土地基小桩密植桥桩基础技术：此项技术在当代软

土地基的道路和桥梁建设中仍应用价值。（详见《绍兴古桥文化》）

2、悬链线拱、椭圆型拱、折边拱建造技术：此三类古桥在国内

少见。（详见《绍兴古桥文化》）

3、古石桥的榫卯结构技术：绍兴古石桥建筑中应用榫卯结构形

式，本课题已探明有 13种。（详见《上虞古桥研究》）

4、多形式的桥台、桥礅、落坡设计技术。（详见《绍兴古桥文

化》）

5、古桥特大部件的运输、安装技术：（详见《绍兴古桥文化》）



6、古桥的选址技术和加固技术。

绍兴古桥在重要桥著中的地位：

1.《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绍兴古桥

《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的绍兴古桥图例有:新昌查林木桥

(2张)、荷湖大桥、松林廿眼桥、泾口石梁礅桥、纤道桥、和尚桥、

蓬山村洞桥、张溇云洋桥、西成桥、拜王桥、昌安桥、尹家村桥、谢

公桥、广宁桥、迎恩桥、隆庆桥、光相桥、融光桥(2张)、万年桥、

泗龙桥、阮社桥、永丰桥、东湖秦桥、接渡桥、泾口大桥(2张)、东

浦酒桥(2张)、玉成桥(3 张)、迎仙桥、庵山桥、上三坑木拱桥(3张)，

计 38 张。(罗关洲为此书提供 50张桥照中绍兴照片 33张)。

图 13 《中国科学技术史》



2.陈从周主编的《绍兴石桥》中绍兴名桥

八字桥、光相桥、昌安桥、洋江大桥、太平桥、谢公桥、融光桥、

永嘉桥、拜王桥、迎恩桥、古小江桥、三江闸桥、纤道桥、宝珠桥、

虹桥(书中照片是会龙桥，远处为虹桥)广宁桥、题扇桥、画桥、浪桥、

接渡桥、栖埠三接桥、如意桥、寨口桥、皋埠大桥、春波桥、宝佑桥、

沈家桥、茅洋桥、泗龙桥、荷湖桥、古虹明桥、万寿桥。(红色者已

拆)

图 14 《绍兴石桥》中的绍兴名桥

3.《中国古桥技术史》中的绍兴古桥图例

《中国古桥技术史》中采用的绍兴古桥有:纤道桥、八字桥、昌

安桥、谢公桥、阮社桥、广宁桥。



图 15 《中国古桥技术史》

绍兴上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绍兴古桥营造技艺》已成为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少了绍兴二个字的《古桥营造技艺》已成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古桥保护难度最大。在穿城而过的世界文化遗

产大运河上，越城区的原生态的古桥最多。这是世界仅有。绍兴古桥

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让绍兴古桥名扬世界。



编者按

绍兴市越城区文广旅游局对古桥藤蔓清理是科学的保护措施，值

得在全国推广。本刊登载此文一是对这一成功做法的肯定和宣传，二

是对社会上提出反对意见的回答，也是我们对绍兴文物部门的声援。

越城区文物古桥的检测与养护工作初探

绍兴市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 张慧

绍兴素有“无桥不成村，无桥不成路，无桥不成市”的说法，也

被誉为“万桥市”。越城作为绍兴主城区，是千年古城所在，汇聚了

众多古桥精华，各色古桥星罗棋布，其中已登记公布为文物的古桥共

有 102 座，最为著名的是 2013 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绍兴古桥群，越城区辖区内共有 9座，分别为八字桥、广宁桥、

光相桥、谢公桥、题扇桥、拜王桥、迎恩桥、泗龙桥、泾口大桥。2019

年来，越城区针对以国保单位为重点的文物古桥从检测和养护两方面

进行探索，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工作成效。一是对绍兴古桥群（越城

区 9座）进行了一次较全面、深入的检测评估；二是就越城文物古桥

现状中较为突出的植物病害侵扰制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一、 文物古桥检测

实施古桥检测、监测在古桥科技保护手段中并不少见，但现阶段

针对文物古桥的检测存在没有古桥的检测评定技术规范和技术状况

评定标准、没有经广泛验证适用于古桥的现代检测技术手段和检测体



系、没有古桥的养护技术标准等诸多空白，实际中的检测多数只对古

桥表观进行展开，对内部情况的判断多依靠经验，评定依据的参考以

城市桥梁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为主。

绍兴古桥群（越城区 9座）检测的检测依据除了现行城市桥梁的

技术规范和标准，还纳入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为

此次检测目的的理解、检测方法的选择和状况评估的判定几方面增强

文物保护的理念，框定了城市桥梁与文物古桥的不同边界。检测评估

内容包括桥面铺装构件、桥孔、桥基、金刚墙及附属设施的外观变异、

缺损情况，桥面线形检测、拱轴线观测、沉降观测三方面短期观测，

砌体填充密实度检测和模态测试。检测设备有裂缝测宽仪、手持测距

仪等测距工具，全站仪、电子水准仪、无线桥梁模态测试分析系统、

登高车水上平台等。其中砌体填充密实度检测创新使用了物探设备探

地雷达，该种设备一般多用于矿山、工程物探。我们经多次调试，找

到较符合古桥内部结构检测的 250MHZ 电磁波强度，能达到 4 米以下

探测深度，脉冲源发射的电磁波遇到古桥内部填充的非均匀体反射信

号经微机编码可以获取到深度、方位、大小等参数，从中来判断砌体

填充密实度情况。检测结果表明，绍兴古桥群（越城区 9 座）整体保

存尚可，普遍存在植物病害、构件风化、残损的现象，短期内结构状

态稳定，但个别古桥沉降、倾斜较为明显，有待长期监测观察其变化

趋势。



图为检测人员对探地雷达设备进行调试

图为砌体填充密实度检测工作现场

此次文物古桥检测是绍兴古桥群（越城区 9座）尝试的首次“体



检”，对内容的完善和成果的深化还有不足，从中也总结出几点经验

为今后类似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1、物探设备应用在古桥内部结构检测具有一定可靠性。以八字

桥正西向落坡为例，取 3 米以上较稳定的信号反馈，可见正西向测线

北侧砌体内部填充密度较均匀，南侧底部有局部密度较低，表明底部

砌体存在区域脱空、不密实现象。对照外部情况，该处金刚墙有明显

的鼓包、条石移位，极有可能是造成内部填料流失的原因，侧面印证

利用物探设备所做填充密实度检测对判断古桥内部情况具有一定可

靠性，能客观展现古桥内部结构的安全情况，为常规以经验判断内部

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图为八字桥位置

图为砌体填充密实度检测正西向测线成果解释图（北边）



图为砌体填充密实度检测正西向测线成果解释图（南边）



图为八字桥西向南侧金刚墙鼓包、条石位移

2、古桥安全性评估重在对持续发展的规律摸索。古桥历经百千

年风霜雨雪，许多病害现象也与古桥相伴已久。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

内，古桥结构的稳定往往处在平衡状态，风化、残损等也呈现出暂时

的表现结果。短期观测所得的成果可以作为基础数值，作为古桥现状

情况的参考，但不足以说明古桥在漫长岁月中积累下的问题，无法准

确、全面的评估古桥安全性，更无法预判古桥在之后可能会遇到的重

大安全问题。应注重古桥持续发展的规律摸索，根据变化中体现的问

题，作出相应保护管理决策。

3、有必要形成一套文物古桥检测工作手册。在古桥检测行业规

范存在诸多空白的前提下，为增强后续文物古桥检测、监测工作的延

续性，很有必要通过这样系统性的检测逐步形成一套古桥检测操作手



册，除检测内容架构、检测工具和技术、基数选取三项基础，重点要

结合文物行业的经验判断与操作手段，形成针对文物古桥的检测评定

标准，提高检测深度及成果的适用性，为保护管理部门（单位）开展

古桥日常养护、修缮提供有力的依据和针对性的建议。

二、古桥植物清理

植物病害问题在古桥、古塔等古建筑中非常常见，尤其在绍兴越

城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中，古桥上的各种藤蔓杂草经日积月累的不断

生长，人们见怪不怪，非常熟悉甚至青睐这些看似充满沧桑感的景观

风貌。但是植物病害对文物古桥的侵扰会造成古桥受损的严重后果，

植物根系在裂缝中生长，产生根劈作用对石材和石桥结构造成破坏，

极易引起石构件倾斜和位移；藤蔓类植物生长对石材表面的包裹，容

易滋生微生物，加剧表面变色和风化。

清理古桥上的植物是古桥保护的一项常规工作，可以减轻古桥负

重、降低风化加剧的影响、减少结构性损害，文物部门以往每年定期

开展修剪，但对于全面的清理，大众和一些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认

为植物与古桥可以共生，植物生长也是对古桥的一种保护，更有甚者

认为只有有植物生长才证明古桥的历史悠久，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为

慎重开展文物古桥植物清理的养护工作，我们邀请国内著名的古桥研

究专家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文物专家，以及市级文物管理部门

和其他有相关处理经验的文物工作者共商文物古桥植物清理工作的

办法。对实施清理的必要性达成共识，认为植物的生长侵扰影响文物

古桥功用性及结构安全，加剧石质风化和构件位移，有必要对其进行



治理。植物清理的办法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针对越城古桥桥面多见

的辟萼、络石、谷树等慢生的藤蔓类植物，采取及时清除的策略，缩

短植物生长期，并使用油类制剂等对修剪的根茎进行封护，避免继续

生长；二是针对已深入古桥结构内部形成一体的植物根系，因现状保

护的需要可以暂不处理，待进行修缮工程时一并清除；三是针对古桥

周边的大型树木，因其根系生长对桥基础稳定性和构件完整性也有危

害，根据实际进行迁移或断根处理。

根据“药方”，绍兴古桥群（越城区 9座）中植物病害较严重的

6座古桥清理养护工作陆续展开，对桥面的藤蔓类植物进行较彻底的

清除，并用桐油封护外露的根茎，减缓植物生长。经过 3 天工作，光

相桥植物清理已经完成，整桥清理下的各种藤蔓杂草重达 620 公斤，

桥锁石上的兽面再次露出“真容”，光相桥再现雄浑原貌。古桥清理

的过程中也曝露出多种因植物病害侵袭导致的古桥构件倾斜、位移和

石质表面风化等问题，望柱与垂带的榫卯处因粗大藤蔓的抬顶而松脱，

原被藤蔓覆盖的栏板和正常暴露在外的栏板风化程度成鲜明对比，清

除下来的成片成片厚厚的藤蔓气根纠缠成网包裹石粉，这些都有力的

证实植物病害侵袭对古桥的破坏和植物清理工作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图为光相桥植物清理养护的前后对比



图为望柱与垂带的榫卯处因藤蔓抬顶而松脱、倾斜

图为谢公桥原有藤蔓覆盖（左栏板）与正常栏板（右栏板）的风化程度对比



图为清除下来的藤蔓气根纠缠成网包裹石粉

文物古桥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保护的主体，古桥本体

的安全与健康重于表面的景观美化。从文物古桥清理的工作中可以看

到，社会大众对古桥的价值认知还停留在“外在美”上，对古桥保护

的理解还不够明晰和深入。此次越城区古桥植物清理工作的开展，也

是一次推进文物古桥保护与宣传的良好机会，将古桥面对植物侵扰所

承受的现实问题和可能引发的安全风险直观呈现给大众，引导社会大

众正确看待古桥保护工作，倡导科学的古桥保护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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