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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遗泽“天府之国”的，不只是都江堰

  除了都江堰，李冰在治蜀

期间还兴修多个水利工程，特

别是在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

高景关，通过“导洛通山”解决

了沱江水患，其中“导洛”修建

的朱李火堰(又名洛口堰)，与

都江堰一道，造就了沃野千里

的“天府之国”，岷江沱江两大

水系自此从桀骜不驯的“祸

水”变成造福成都平原的幸福

之水，共同成为“天下粮仓”成

都平原旱涝保收的保障

　　晚年李冰仍忙碌着沱江

治水，因劳累过度倒在什邡之

野，哀葬于章山之上……

　　朱李火堰，成为李冰的生

命绝唱

本报记者陈天湖

　　杜甫有诗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
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
东 流。 蜀 人 矜 夸 一 千 载 ，泛 溢 不 近 张 仪
楼……
　　提起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人们自然想到
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堪称世界水利工程史
上罕见奇迹的都江堰。2200 多年前，这个兼
有防洪、灌溉等功能于一体至今仍在发挥巨
大作用的最古老水利工程建成，蜀地从此成
为鱼米之乡，“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
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岷江水系的都
江堰，李冰在治蜀期间还兴修了多个水利工
程，特别是在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高景关，通
过“导洛通山”解决了沱江水患，其中“导洛”
修建的朱李火堰（又名洛口堰），与都江堰一
道，造就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岷江沱江
两大水系自此从桀骜不驯的“祸水”变成造福
成都平原的幸福之水，共同成为“天下粮仓”
成都平原旱涝保收的保障。
　　晚年李冰仍忙碌着沱江治水，因劳累过
度倒在什邡之野，哀葬于章山之上……
　　朱李火堰，成为李冰的生命绝唱。
　　 7 月 22 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都江
堰水利工程系统朱李火堰遗址授牌仪式在什
邡市举行，朱李火堰的保护利用与李冰文化
传承从此掀开崭新一页。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四川盆地素有“泽国”“赤盆”之称，自古
以来古蜀地非旱即涝，灾害频发。长江上游
两大支流岷江、沱江环绕成都平原，祸福
相依。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万物以水为
生。古人深谙其道，只有治理好了岷江、沱
江，才能真正根除成都平原水患、成就水旱从
人的“天府之国”，才能真正实现富民兴蜀
安邦。
　　李冰(约公元前 302 年—前 235 年)，是
秦国灭古蜀王国之后第三任蜀郡太守，是战
国时代有特殊功绩和众多建树的地方首领。
他知天文识地理，注重实地考察，在任约四
十年，约有三十年时间在蜀地开展大规模治
水，为中华水利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篇章。
　　据《华阳国志》记载：“(冰)又导洛通山洛
水，或出瀑口。经什邡、雒，与郫别江会新都
大渡。”详细记述了李冰疏导治理洛水，使洛
水顺利出瀑口经什邡、广汉，与毗河相汇入新
都大渡(今金堂赵渡)的情形。
　　据地方史料记载，朱李火堰尚未完工，李
冰就因积劳成疾、累死在治水工地上。出师
未捷身先死，朱李火堰因此成为李冰的生命
绝唱。
　　 2200 多年来，朱李火堰与都江堰一样
经历了大自然风云雷雨的一次次考验，至今
依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灌溉着成都平原
的千里沃野。
　　据统计，今天的朱李火堰不仅保障了什
邡市湔氐镇、洛水镇、师古镇和南泉镇 10 多
万亩的粮田灌溉，约占什邡全市粮食生产面
积的三分之一，同时还辐射了石亭江沿线的
绵竹、旌阳、广汉和金堂，当地粮食生产也因
此旱涝保收。
　　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副秘书长李钊表示，
李冰治水不仅仅推动了当时蜀地农业经济和
内外交通的高度发展，更表现在对后世蜀地
治水的影响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折射
出的处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价值引领上。

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折射出的
“道法自然”的科学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
态思想，无疑可以为当今世界治理洪灾和旱
灾提供历史智慧。

李冰为何到什邡治水

　　踏上高景关，高高的关隘一头牵着湿润
的成都平原，一头倚靠着干旱的青藏高原。
这里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处。
　　远远望去，高景关绝壁千仞，与对面的云
盖山左右对峙，形如一道雄关铁门———“瀑
口”。瀑口的山形地貌，酷似都江堰内江的宝
瓶口，那滔滔奔流的洛水，进入瀑口飞流直
下，分别注入朱堰、李堰和火堰，水势渐弱，缓
缓地流向平原地带，流向万顷田畴，流向金堂
赵家渡汇入沱江。
　　有学者说，什邡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文
化的标本，高景关则是这个标本最好的注解。
　　李冰为何到什邡治水？为何要导洛通
山？这要从什邡悠久历史和沱江水患中去寻
找答案。
　　什邡市委常委、市文化传承领导小组
组长何泽新介绍说，什邡是四川历史文化
名城，有着 5000 年文化史和 2300 年建县
史，是古蜀文明的起源地、传承地和终结地
之一。域内发现有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 桂圆桥遗址。境内分布的 60
余个古蜀文化遗址与三星堆文化同根共源
一脉相承，是三星堆文化腹地。战国时期
宏大的船棺墓群显示了古蜀文明的最后
辉煌。
　　当时的什邡已成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
的一个小方国。到了公元前 316 年，秦国灭
掉蜀国，设置蜀郡，什邡随之成为秦国属县，
受蜀郡守管辖。到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封雍齿为什方侯，什邡成为四川首先
封侯的地区，足见其历史地位的重要。
　　据《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记载，春秋
战国时期，从九顶山倾泻而下的洛水（沱江上
游），时常给什邡、广汉一带造成田园冲毁、人
畜死亡的惨痛灾难。上世纪 30 年代的叠溪
大地震持续波及，曾让这个县衙所在地夷为
平地，导致数千人伤亡。
　　“李冰和蜀地民众知道，沱江水系特别是
沱江上游的洛水比岷江更为凶猛，所以他才
发出了‘忧沱江’之叹。”什邡市洛水镇党委书
记、镇长廖兴林认为，要治理好蜀地水患，仅
仅治理好岷江是不够的。
　　“都江堰用于岷江流域的治理，只解决了
成都平原中南部的水患问题，而中北部的水
患主要是沱江水系造成的，最大的变数就是
古洛水。”长期研究李冰文化和朱李火堰工程
的地方史专家、什邡市政协原副主席郭辉图
也有类似看法。
　　“李冰作为蜀守，发现成都平原是由两大
水系构成的，治理岷江及其支流、沱江及其支
流，应该同时进行，只不过后期重点放在了什
邡。”李钊认为。
　　发源于川西北大山中的洛水，顺着山谷
流出大山进入平原时，必须从狭窄的高景关
夺路而出。两山对峙的高景关使得河道急剧
收窄，时常堵塞，危及下游。
　　翻开什邡史料，仔细品味一段段详细记
载：李冰采用“火烧水激”方法破解两山相连
的高景关，再修鱼嘴，即洛堋(石埂分水岭)，
东面为外江、主要功能是泄洪，西面为内江、
主要功能是灌溉。然后，又在内江上中下段
修建朱堰、李堰和火堰……
　　“李冰所处的那个年代，要靠人力完成
这种工程，是十分困难的。”在土生土长的
洛水人廖兴林看来，当年的李冰必定是经

历了千难万险，在长期的调查分析和实验
中才发现了热胀冷缩的爆破原理。而采用

“火烧水激”，就能实现对瀑口山体的爆破，
然后再用人工梳理打开瀑口，水患才得以
解决。
　　“夏季什邡山区十里不同天，一会儿
晴、一会儿大雨倾盆，特别是海拔较高的山
区。”廖兴林对李冰“向天借水”的过程尤为
感慨。“汛期来临前，组织民众在山洞和山
上同时架火烧山，从狮子王峰山下倾泻而
来的山洪迅速到达瀑口处，巨大的爆破声
响之下，山体轰然倒塌，伟大的通山工程才
顺利完成。”

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点

　　朱李火堰所处的高景关，一块特别的石
刻映入眼帘，上方是描红大字：伊莎贝拉·伯
德探险遗址。下方刻着：伊莎贝拉·伯德

（1831 — 1904），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第一位
女性会员，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旅行家。主要
著作《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长江流域旅行记》）。该书记
载：1898 年 4 月，伊莎贝拉·伯德经都江堰、
彭县到此。
　　雨过天晴的成都，手捧《长江流域旅行
记》，眺望远处的四姑娘雪山，打开泛黄的封
面，一页一页走进伊莎贝拉·伯德 100 多年前
眼中的四川：
　　“成都平原越来越富饶，围绕在农舍边
枝叶繁茂的竹子，雪松和柏树也越来越大。
到了下午时分，巍峨耸立，白雪皑皑的山峰
从北边的云层中显露出来，下方岩石嶙峋，
草木茂盛的山坡陡然下降到壮美的平原。
到处都有欢腾的流水如同美妙的乐曲一般
回响着一位伟人的名字，是他在基督纪元之
前就已经将这片广袤无垠的平原变成了天
府之国。
　　“这里的水源如此充足，因此即便周围地
区遭受旱魔的肆虐，而在这里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丰富水源保障了成都平原这一方绿洲
的肥沃和美丽……当我们夜晚到达石邡县

（今什邡市）这座繁忙而悠长的小城时，不得
不一家一家地去寻找旅店，却发现都已客
满。”
　　……
　 伊莎贝拉·伯德离开成都 37 年后，34 岁
的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论
文《中国之人口分布》，指出沿“黑龙江瑷
珲——— 云南腾冲”有一条中国人口密度的对
比线。这条线，把中国分界出两个泾渭分明
的区域，东南半壁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6%，
却集中了全国 96% 的人口；西北半壁约占全
国总面积的 64%，却仅仅居住着全国 4% 的
人口。这条中国人口分界线，一度也成为中
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楚河汉界”。而
穿越四川境内最重要的地理标志，就是我们
脚下的高景关！
　　背对伊莎贝拉·伯德到访遗址石刻，郭辉
图感慨万千：真是历史的巧合，“胡焕庸线”与
伊莎贝拉·伯德在此邂逅！高景关成为成都
平原与青藏高原的地理、气候、生态、文明的
连接点。
　　朱李火堰灌溉了什邡、绵竹、广汉、新都、
金堂等成都平原的部分地区，其功能和地位，
并不在都江堰之下。“发源于川西高原的岷江
和沱江是长江上游在四川境内的两大水系，
都是古蜀文明的发源地，正因为李冰在岷江
修建了都江堰、在沱江修建了朱李火堰，才真
正把治水兴蜀融为一体，从此蜀地水旱从人，
真正成为了‘天府之国’。虽然都江堰的名气
广为流传，但朱李火堰同样重要。”郭辉图非

常执着地说。

四川百姓心中的李冰

　　李冰治水惠泽川西，蜀人尊崇李冰，并在
蜀地建有多处纪念和祭祀李冰的寺庙。
　　大王庙是其中最核心的一座，与李冰陵
相邻，与都江堰二王庙遥相呼应，是祭祀李冰
的重要场所。
　　沿朱李火堰所在的高景关向南而行，即
可到达大王庙和李冰陵，也就是“后城治”和
章山冢的今日所在。
　　踏访章山，只见山下村民正在忙着装运
蒜头外运。随口询问李冰故事，大家都可以
跟你来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龙门阵。
　　在四川百姓心中，李冰从未故去，而是羽
化登仙，飞升为鹏。
　　《蜀中名胜记》等诸多史书皆有记载。《古
蜀记》云：“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城治，藏
衣冠于章山冢中矣。”
　　明万历的《大安王庙碑》中亦有语曰：“后
至后城山，遇羽衣人谓冰曰：‘公之德入于民
深，名注天府久矣，上帝有诏，命予来迎’，遂
挟之飞升而去。”传说虽为虚构，但却实实在
在地表达了老百姓对李冰的敬仰和不舍
之情。
　　越过小桥，李冰陵蓦然闪现。陵墓两侧
有苍松翠柏，陵前则有二溪环抱，伴着墓主度
过悠然岁月。
　　“千古六字诀昭列理川治蜀规臬矩范，一
部水利史默垂职事为人懋绩英声”，走进李冰
陵区，一副楹联吸引了我，它道尽了“镇水之
神”的千古功绩！
　　李冰陵有 999 级台阶，我们拾级而上。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李冰石像，其像高 8.3
米，束发佩冠，长袍宽氅，左手捋须，右腰佩
剑，目光刚毅，神情庄重，俯瞰朱李火堰水
利工程滋润着百里什邡，阡陌纵横、稻浪
滚滚。
　　“看，前面就是李冰墓！”郭辉图告诉记
者，这是李冰的衣冠冢，墓冢周长约 30 米，中
间是一个硕大的土丘，上面常年生长着苍松
翠柏。墓碑上用魏碑体刻着“秦蜀郡守李冰
墓”七字。墓冢采用了秦汉圆形制式，墓围则
以“李冰行迹图”饰之。图上，绘刻着李冰“通
济二江”“勇斗江神”“马沿西行”“开凿盐井”

“民仰忠魂”的故事，诉说着人们关于李冰的
浪漫想象。
　　只见墓冢前侧，四只护墓石兽分列左右，
一为水犀，一为狻貂，一为虬，一为质，皆为水
中之物。墓冢后面，三棵高大的酸枣树正迎
风摇曳，树上结满了果实。
　　站在李冰墓前眺望，高景关、朱李火堰尽
收眼底。惟愿山河无恙、百姓富足，以慰其平
生所付。
　　章山之下，溪流潺潺，沃野千里。什邡市
委书记王洪对李冰治水给成都平原带来的福
泽特别是造福什邡百姓有更多的感悟。“李冰
是什邡的，也是四川的，但是他更多的是属于
中国和世界的！李冰心系苍生的责任担当体
现了尊重自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开拓
创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已经远超时代、
地域、民族、籍贯、信仰。”
　　参考书目：1、《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
海古籍出版社）；2、《史记》（岳麓书社）；3、
《长江流域旅行记》（四川民族出版社）；4、什
邡县志（1840-1983，四川大学出版社）；
5、什邡市志（1984—2000，方志出版社）；
6、《李冰与什邡》（什邡市社科联、什邡市博
物馆联合出品）；7、《什邡二千年》（什邡文史
资料汇编之十七、十八）；8、《蜀王本纪》《蜀
中名胜记》等。

聂梦兮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
早有断言：“不行万里
路，不读万卷书，看不得
杜诗。”古往今来，研究
杜甫的学者太多太多，
关于杜甫的传记也不
少。《天地沙鸥：杜甫的
人生地理》一书的独特
之处在于，多年来，作者
聂作平正式写此书前，
于 2015 年和 2020 年先
后写了《逃向成都：杜甫
的入川之路》《几人相忆
在江楼：杜甫的川中岁
月》《天地沙鸥：杜甫的
晚岁漂泊路》三篇关于
杜甫的长文。这三篇长
文 先 后 刊 于《南 方 周
末》，随即被多家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转发，引起

“重读杜甫”的又一轮
热潮。
　 　 与 其 说《天 地 沙
鸥：杜甫的人生地理》
是一本杜甫传，不如说
是 一 本 杜 甫 地 理 志 。
作者用数年时间重走
了杜甫当年的人生地
理之路，把杜甫的人生
点滴、杜甫的诗歌编年、杜甫的行走线路三者
巧妙地串联起来，首创了人生地理的写作路
径：在疏朗、开阔的文字中，那些跌宕起伏的历
史背景，融入字里行间细致入微的风土人情，
既有大江大河的荡气回肠，又有山涧小溪的温
婉静美。不知不觉中，让人仿佛回到唐代———
和平的唐代，战乱的唐代，文学、诗歌、艺术高
度发达的唐代。
　　忠实于我们的现在和过去，聂作平不仅用
史诗佐证了杜甫留给后人的种种疑问，更在千
年后再行万里路，用脚去丈量、重走杜甫的人生
羁旅，开启一场现代人与古人的精神对话。《黄
土》《少年》《放荡》《丧乱》《行役》《黯乡》《曲终》
等 12 个篇章作为本书的写作线索，从杜甫诞
生、成长、衰败直至死亡，真实再现了杜甫平凡
而伟大的一生。在众多研究杜甫或者杜诗的传
记图书中，此书读来别有一番风味。
　　作者以一个“外景记者”的身份，在重走杜
甫人生地理的旅途中向读者娓娓道来，还原了
杜甫和杜诗的真实面貌，让杜甫形象鲜活而有
趣。一个有血有肉的本尊——— 不只是诗圣、诗
史的杜甫，他更有喜乐、有悲伤、有疾愤、有温
情…… .
　　诗人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而诗人走过的
足迹更是这段文化历史的缩影。杜甫的一生都
在大地上行走，因悲秋伤春而贴近大地，那么真
切而实在。诗人又往往具有比普通人易感的神
经，他们的血汁里哀乐过于常人。杜甫前半生
潇洒自如，过得十分畅快，后半生却每况愈下，
感时愤世，总是在黑暗的人生旅途中踽踽而行。
44岁那年恰逢安禄山叛乱，他用了整整10年容
身于战乱，直到55岁那年才辗转到平静安乐的
大后方蜀地生活。
　　人们常常将人生的不幸与某种灵感相联
系，彷佛诗人、画家、音乐家要是远离了平静的
生活，就不能创作出史诗巨作一样。比如自杀
的梵高、失聪的贝多芬和患白内障的莫奈。而
生命中遭遇的诸多不幸恰好滋养了杜甫的灵
魂，他始终拥有孤独的傲骨，写下了大量关于世
间的命运之篇。也许在尝过生活的本质后，才
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些诗意的绝唱吧。
　　杜甫一生中有三次重大意义的漫游。从诞
生地河南巩县南瑶湾村到19岁时第一次远游：
渡黄河从洛阳到河东道（大部分在今山西）；第
二次远游：从洛阳乘船到吴越之地，即今江苏、
浙江一带；以及最后晚年的漂泊路：平江、长沙、
衡阳、岳阳、三峡等地。作者用极富故事性的文
字语言注入诗圣的每一段历史环节。当时间和
空间重叠，戏剧性的文学效果就显现了：诗史与
历史、与现在、与地理互鉴，那些割舍不去的昨
天与未来，既是诗圣的家国情怀，又何尝不是作
者对杜甫和杜诗的缅怀。
　　有故事性又有知识性的文字能瞬间打开人
的感官，让我们的周遭变得丰盈、立体，生机勃
勃。跟着聂作平走过杜甫的人生地理，我们看
见了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诗人：过于感性的、可
爱的；天真的、富有关怀的；忠诚顾家的，热爱美
食美酒的杜甫。在聂作平的视角下——— 一种不
费力的遥想，在纸上信马由缰地跃过。在洋洋
洒洒的40余万字中，作者运用纪录片和分镜头
的语言手法将杜甫一生中最隐秘、最动人的故
事一一呈现。
　　远行是追溯源头，是一个决定，是一种修行
的状态，更是一场与前人对话的最佳契机。但
若只是匆匆行路，不去体验，不去思想，终究无
法抵达灵魂的深度。从精神上来说，追随前辈
的地理之路是对大师的物理膜拜，希望以此得
到启示。这让我想到了自己几年前求学时的经
历，每选择一个新地方生活的理由，必定是为了
追寻大师的足迹：从雨果的故乡——— 法国东部
的贝桑松小城，到欧洲大陆尽头的布列塔
尼——— 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灵感迸发地，再到南
法普罗旺斯——— 梵高度过的最后时光……似乎
每到一处，我都在同这些大师们通宵达旦地畅
谈，他们赋予我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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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江堰市城区的李冰父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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