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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中华科学文明的世界符号
本报记者惠小勇、黄卧云、王毅、黄毅

今年清明节，一年一度的放水节在都江堰举
行。这是拜水大典的日子，表示新一年成都平原的
灌溉就此开始。2200 多年来，都江堰一直润泽着
成都平原，而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效益。跟它同时
期兴建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渠、古罗马的人工渠
道，都早已湮没在时间的烟尘中。

当一位慕名来到都江堰的游人站在都江堰金
刚堤上，他眼前完全没有雄伟壮观的工程景象，而
只是从山口奔腾而出的岷江水，在江心处，一道高
出水面不多、前端形似鱼嘴的河堤把江水一分为
二，一条叫内江，一条叫外江。被称为“世界奇迹”
的水利工程，以这样极其平凡的方式开端。

正是在它看似最平凡的地方，蕴藏着它最不
平凡的一面。都江堰以时间显示自己的不朽和伟
大。公元前 256 年建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既古老，
又年轻，年轻得就像它刚刚修建之时。

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是我们重新认识都
江堰价值的重要契机。都江堰管理局水利专家强
调，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带来
的负面效应如环境灾难，人类对自己发明的利用
可能失去控制，以及科学伦理问题，都引起了公众
的广泛不安。而都江堰在造福人类时没有对生态
与环境产生任何负面效应，做到了科学、自然与人
类利益的完美统一。

从神话中走来：无坝引水

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占据着十
分突出的位置。女娲是最早的治水英雄，共工则是
一位撒旦式的反派之神，《国语》中说他“壅防百
川”，以害天下。他的儿子句龙则因治水有功被后
人尊为后土，即社神。后羿射日的故事说到“尧之
时十日并出”和“民无所食”，反映了治水的重要程
度。

最著名的治水故事当然是鲧禹治水。尧用鲧
治理洪水，《山海经》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
水”。息壤是一种随洪水上涨而可以不断生长的神
土，但即使如此，鲧还是不能控制水患。舜用鲧的
儿子禹治水，禹用“导”的方法，疏九河，决汝汉，排
淮泗，“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舜帝因禹治水大获
成功，让帝位于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
权——— 夏王朝建立了。

关于禹的出生地历来说法不一，有说陕北，有
说山东，有说在河南嵩山。根据《史记》以及《华阳
国志·蜀志》记载，今天四川汶川县绵虒镇高店村
石纽山刳儿坪被认为是禹的出生地。根据此说，鲧
禹是从岷江流域到中原治水的。

对于地处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如中原地区一
样，治水也是它的一大难题，也有与鲧禹治水类似
的传说：在古蜀国的开国国王杜宇时期，岷江时为
水患，“望帝不能治”。荆人鳖灵的尸体逆江而上，
漂到蜀地复活，见到望帝杜宇。鳖灵通过疏导岷江
上游而平息了水患，杜宇像尧让位于舜一样，把国
家交给了鳖灵，他就是丛帝，国号“开明”。开明王
朝历经 350 余年，直到公元前 316 年为秦国所灭。

这些治水的故事有着明显的神话性质。神话
是人类早期历史记载的共同形态，学界普遍认为
中国上古时期的治水神话同样反映了历史的真
实。鲧禹父子和鳖灵的足迹，表明长江上游的古蜀
国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广泛联系，中
华民族很早就在治理水患中获得了文化的统一
性。在治水过程中，先民从中认识到，顺应自然、与
自然和谐共处是基本的生存之道。

秦昭王时期入蜀出任郡守的李冰是中华治水
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秉承前人的治水理
念和治水经验，创造了无坝引水的工程奇迹。都江
堰虽然地处西南一隅，但集中国农耕社会水利文
明之大成。

顺应自然：“分四六，平潦旱”

1939 年，第一部以现代化为目标的都江堰水
利规划《都江堰治本规划》完成。这一改造方案当
时就引起了不少质疑，来自水利科学发达的俄国、
荷兰、丹麦、法国等国的水利科学家、工程师，对改
造方案基本是否定的。荷兰普德利接受国民政府
经济委员会的邀请考察都江堰后，阐述了他的观
点：“都江堰享数百万亩灌溉之利，不可谓不优且
美矣。强为改作，或恐不及古人。”对渠首改造必须
慎之又慎，已是中外水利科学家的共识。

自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学界就从现代水利科
学方面对都江堰进行论证和模型研究，它所包含
的科学原理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都江堰渠首工

程的位置、结构、尺寸及方向的安排，与岷江出山
口的河床走势、地理环境、上游的水流、来沙条件
相互作用，组成了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鱼嘴、飞
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辅以百丈堤、金刚堤、
人字堤，共同完成自动分水、自动排沙、自动泄洪、
控制引水的任务。

岷江从四川西北部高原地区急流直下，由西
北端进入成都平原后突然地势平坦，水流失去高
山深谷的约束，同时岷江挟带的大量砂砾石在这
里迅速沉积，壅高河床，加重水患。前方 1000 多米
处的玉垒山则阻挡着江水向东流入平原腹地，岷
江河道于是沿平原西部边缘向南进入乐山市，造
成成都平原西部地区洪涝灾害严重，广阔的中东
部地区则赤地千里。

都江堰渠首工程地处成都扇形平原的顶点，
占据成都平原的制高点。既是扼制岷江洪水的咽
喉要害，又是控制平原地区灌溉用水的关键。

研究证明，都江堰成功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工
程的所有设计都顺应自然。位于岷江江心的鱼嘴
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内江为人工渠道，引入灌
区，外江是岷江的自然河道，主要用于排洪。鱼嘴
前方有一块沙洲，河流在沙洲中走成弯道，枯水季
节岷江主流直冲内江，把水自动分成内江六成，外
江四成；而当洪水到来时，沙洲被淹没，水流不再
受河床弯道的制约，主流直奔外江，内外江的分水
比例就变成内江四成，外江六成。由于非常巧妙又
极其自然地利用地形地势，都江堰自动完成了“分
四六，平潦旱”的目的。

泥沙淤积至今都是现代水利工程的一道难
题，但都江堰近乎完美地解决了。把治水与治沙结

合起来，是它一直运行畅通的重要保障。鱼嘴除了
分水，还具有显著的排沙功能。在弯道环流的作用
下，鱼嘴每年把岷江上游带来沙石总量的百分之
七十到八十从外江排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内江
河道的淤积。

在玉垒山的虎头岩上，有条没有凿通的凿槽，
相传是鳖灵凿山的遗迹。李冰率众用火烧水浇的
办法凿开了一个梯形引水口，这就是宝瓶口———
都江堰灌区的总取水口。它起着束水壅水的作用，
当上游来水过大时，宝瓶口就会使多余水量溢出
飞沙堰，从而控制了进入灌区的水量，达到稳定引
水量的目的。有了宝瓶口，成都平原得以免于大的
洪涝之灾，岁岁安澜。

都江堰，包括渠首工程和所有向成都平原延
伸、展开的各级渠道都采用无坝引水，它们与天然
河道一起在平原内构成了一个扇形的自流灌溉
网，完善了自然环境。修建都江堰独创的四大传统
水工技术——— 竹笼、杩槎、羊圈、干砌卵石，把工程
对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本地盛产的竹、木、卵
石被广泛应用于截流分水、筑堤护岸、抢险堵口，
使水利施工就地取材并循环利用，能充分适应河
道变化。水利史专家谭徐明教授在她的《都江堰
史》中写道：“干砌卵石用作堤防和护岸时还有利
于落淤固滩，为河滩各类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较
好的环境，使堤防产生较好的生态和景观效果。”

开放和创新：共创传奇

今天，都江堰水利工程已发展为特大型水利
工程体系，它的干渠、支渠、斗渠、毛渠就如人体内

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和毛细血管，遍布于成都
平原以及川中丘陵地区，共有干渠 111 条，长
3664 公里；有支渠 260 条，长 3234 公里；有支
渠以下的各级末级渠道 34000 余公里。灌溉面
积由 1949 年的 280 多万亩，增加到现在的
1076 万亩，最后灌溉面积将达 1519 万亩。与此
同时，都江堰还承担了成都市 1600 多万人口的
生活供水、城市工业用水和城市环境用水。

都江堰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创新、开放
的一面。正是由于工程的设计者和一代一代
的建设者坚持把工程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对
待，都江堰才能不断得以改进和完善，但又始
终维护着经过时间检验的正确工程理念和科
学原理。

清华大学教授张成岗在论文《都江堰，水利
工程史上的奇迹》中写道，都江堰工程的设计与
维护体现了系统工程的理念，不但注重各部分
所依赖的科学原理，而且重视各部分之间、工程
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协调，只有这样才能
既满足工程本身的需求而不断发展，又不至于
对周围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

这个系统的渠首各部分，包括分水鱼嘴、分
水堤、内江、外江、飞沙堰、离堆、宝瓶口等，是充
分开放的。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开放中历代
建设者调整工程思路，完善工程结构。创新和开
放是都江堰生命的原动力。

都江堰最核心的工程之一鱼嘴，处在对抗
水流的工程最前端，它的位置从古至今就在上
下左右变动。李冰创建的鱼嘴位于岷江支流白
沙河的出口附近，在现在鱼嘴位置的上游 1650

米处。到元朝时，鱼嘴仍距白沙河出口不远。清
初鱼嘴位置一度移至玉垒山虎头岩对面，清宣
统时期鱼嘴移至二王庙上方。现在的鱼嘴位置
是 1936 年重建的鱼嘴。

如何加固鱼嘴成为都江堰维护的重要内
容。都江堰原鱼嘴主要为笼石结构，优点是制作
简便，容易维护，缺点是岁修工程量大。元代以
后，都江堰开始铁石治堰的尝试。元朝后期的四
川肃政廉访使吉当普决定用一劳永逸的方法重
建鱼嘴，在鱼嘴首部用铁 16000 斤铸成其状如
龟的鱼嘴，可是不到 40 年就被冲没江底。之后
又改用传统的竹笼卵石，建设者认为它具有“体
重而坚，上能泄水，不与水敌”的优点。公元
1550 年，明朝水利佥事施千祥再次倡导“以重
克水”，用铁 72500 斤铸成比铁龟更大的铁牛鱼
嘴，但也只保持了 30 多年。

都江堰渠首工程整个体系得以最终成型和
完善，却是在李冰修建鱼嘴、凿开宝瓶口近
1000 年之后了。

三大主体工程之一的飞沙堰，史料显示始
建于公元 662 年，它上距鱼嘴 700 米，担负着内
江第二次泄洪和排沙任务。当内江引进水量超
过宝瓶口警戒水位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
行溢出；遇到特大洪水，飞沙堰就会自动溃决，
大量的水排入岷江正流。飞沙堰的另一重要作
用是“飞沙”。在弯道环流、虎头岩挑流以及宝瓶
口与离堆壅水顶托的联合作用下，飞沙堰能将
进入内江沙石的 70% 排出，使其不致淤塞内江
渠道。

都江堰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张开勇、旷良波
强调，都江堰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乘势利导，因
时制宜”的科学原则体现了在变化中坚持不变
的思想，都江堰所有的工程一直处于与岷江河
道的演变相协调的动态平衡中，所有改变都基
于岷江水势、河流地形，都遵循无坝引水、自动
调水调沙的科学思路。

“治蜀先治水”：人、自然、科学

融合统一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都江堰遭受兵燹，堰
堤崩颓，通渠壅淤，年久失修。1681 年，清朝的
四川巡抚杭爱派人于榛莽中寻得离堆旧渠，疏
通宝瓶口，使都江堰的功能得以恢复。

1933 年，茂汶县叠溪发生 7 . 5 级地震，山
岩崩塌造成岷江上游 10 个地震湖。由于地震湖
溃决，都江堰洪峰流量达 10200 立方米/秒，整
个渠首工程除宝瓶口几乎荡然无存。第二年疏
导积水，修复水毁工程，第三年对都江堰进行大
修。

都江堰在时间长河中屡经战乱、地震、洪
水的破坏，但都能很快获得修复和重生。都江
堰把科学、成都平原与千百万人的生存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对都
江堰工程的维护和延续当作重大事件。“治蜀
先治水”是历代治理四川的官员都深知的道
理，并以都江堰的管理为“根本之图”。在民间，
形成了尊崇都江堰和都江堰创建者的文化传
统。

有关都江堰的活动已经成为风土民俗渗入
到人们的生活中。每年冬季岁修后，就要在清明
前后于渠首举行隆重仪式，拆除拦河杩槎，放水
进入灌渠，这就是“开水节”，又叫“放水节”或
“祀水节”，是都江堰渠首的年度大型活动。史料
记载，至迟至唐宋时期就已有放水节活动，官民
同庆。此外，每年农历六月六日相传为李冰生日
的这一天，也是都江堰当地特有的重大节日。在
民俗和节日中，科学与普通大众的精神联结得
到加强。

都江堰独特的岁修制度，被专家学者一致
认为对于古堰常葆青春，其重要性不亚于建筑
工程本身。从宋朝建立岁修制度后，该项制度便
一直坚持至今。“深淘滩，低作堰”，就是岁修的
精辟总结和方法指南。每当冬季枯水季节，就是
都江堰岁修时节。元人揭奚斯《蜀堰碑》有记载：
“有司岁治堤防百三十二所，役兵民多者万余
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灌区内各州县的
水费由国库和民众共同承担。

任何思考过都江堰命运的人都不难得出结
论，都江堰的生命传奇不会结束。它不会死去。
都江堰工程的生命归结于它的科学观，即科学
与人、自然协调一致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长期积
累起来的科学思想和技术规范，在岁修制度中
得到贯彻、融化和普及。

闵凡路

新中国的 70 年，是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
强的 70 年，是翻天覆地、感天动地的 70 年，也
是世界史上夺目耀眼的 70 年。故事多多，奇迹
频频。精彩纷呈，感人至深。书写 70 年，有多种
话题，各种角度，不同笔法，但主题离不开中国
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我把这道路、精神、
力量，概括为四个字：道义、风骨。

道义，即道德与正义，也就是崇高的信仰与信
念。共产党立党为公，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
民利益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为标尺，胸怀人民嘱
托，肩负民族希望。这崇高的信念，使新中国站上

了人间道义的制高点。肩担道义，困难压不倒，敌
人吓不倒，诱惑不迷路，挫折不动摇。无私无畏，无
怨无悔，勇往直前，百折不回。

在建设伟大国家的实践中，无论是建设发展
的规划，改革开放的方略，工程项目的决策，以及
关涉民生福祉的措施，无不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作
考量。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真抓实干，务建其

功。

在拥有 14 亿人口，且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
国，把消灭贫穷、全面小康定为国策，一年接着一
年，一届接着一届，一代接着一代，硬是把这个最
难啃的硬骨头啃了下来。边远村寨，贫困山乡，小
康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这是人间道义，人类壮
举！我记得，上世纪有位西方学者傲慢且带不屑地

发问：“21 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今天我们自
豪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
而且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且不说中国
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 70 年砥砺前行的漫漫征途上，在不断探
索实践的坎坷历程中，共和国也经历了曲折，有
彷徨，有失误，但凭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抱着正义的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心，履险闯关，披
荆斩棘，“暮雪朝霜，不改英雄意气”，坚韧不拔、
义无反顾地一步步迈上振兴之路、富强之路。这
就是奋斗者的风骨。

正是这道义与风骨，让红色江山在神州大
地扎根，让古老中国在世界东方崛起，让中国人
民在国际舞台扬眉吐气！

七十春秋几代人，奋斗从未停歇，进军从未
止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依然任重而道远。习近平总书记
的“功成不必在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话
语，正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博大为民情怀的生动
表达。

道义与风骨
感感怀怀

都江堰以时间显示自

己的不朽和伟大，在造福人

类时没有对生态与环境产

生任何负面效应，做到了科

学、自然与人类利益的完美

统一。都江堰的生命传奇不

会结束，它不会死去……

鸟瞰都江堰（摄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 江宏景摄

 2019 年 4 月 6 日放水节。

何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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