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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四川彭山江
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告
一段落，文物部门宣布出水
珍贵文物3万余件，其中初
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
相关的文物上千件，实证确
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
说。沸沸扬扬的江口沉银也
随着文物重现天日，而慢慢
归于平静。

“其实早在25年前，我
们几位老地质员在保密的情
况下，绘制出了‘江口沉银’
藏宝图。这次发掘最终证
实，就是25年前藏宝图标的
位置。”5月14日，四川地矿
局一位地质人员透露了这样
一个秘密。

5 月
14 日 下
午 ，四 川
地矿局物
探队原副
总工程师
李明雄的
屋 门 打
开。一卷
泛黄的图
纸铺展开
来 ，这 份
手 绘 于
1993年的

“ 探 测 金
属工作成
果图”，在彭山县双江镇府
河与古南河口交汇处下游
至邬店渡口，标注了疑似沉
银的概率和埋深水下的深
度。“手握沉银藏宝图 25
年，我从不敢动私念，这是
对国家绝对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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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科院专家
请物探队参与寻宝

李明雄将图纸铺展开来，
两张泛黄的图纸，一张是 1：
5000比例的《四川省彭山县双
江镇地区探测金属工作成果
图》，一张是1：10000的地质示
意图。这两张图均是他根据
测量数据手绘，图纸上的标注
也均是手写。

今年已77岁的李明雄，25
年前赶赴彭山江边秘密寻宝
的记忆也随之铺开。

1992年底，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明清历
史的专家王纲教授来到物探
队，找到了当时队里彭山籍52
岁高工李明雄。王纲表明来
意，希望地质科技人员参与，
进行彭山县双江镇地区“江口
沉银”勘察。

“江口沉银”四个字，让本
是 彭 山 人 的 李 明 雄 心 头 一
亮。“我考大学出去前，就是在
彭山度过的。在我们老家，民
间早就有‘江口沉银’的传
说。还有娃娃都会唱的童谣：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
人识得破，买得成都府。”

李明雄答应了，并向队上
作了汇报。李明雄从小在彭
山县长大，1960年考入成都地
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前身），
就读的是地球物理勘探专业，
1965 年开始一直从事地球物
理勘探，足迹踏遍了四川、河
南、青海、贵州、安徽、陕西、内
蒙古、新疆。

他回忆说，接到任务当时
有点兴奋，在他的家乡，石龙
石虎没人见过，但小时候听说
过有人从河底摸起过铜关刀，
有人在双江镇钓鱼时意外钓
起来了一个银元宝；也听老人
常说起张献忠十万大军把金
银沉入江底的故事。“我从小
就想，要是谁能钻到江底，真
找到那些金银财宝在哪，那该
多好啊！而现在有人让我干
这样的事情，我又是搞地质勘
探的，接到这个任务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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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有私心
对国家绝对忠诚
25 年前的那次勘测工作，

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
的。四川地矿局的一位老地质
专家透露，李明雄的具体勘测任
务，当时除了这十个人，其他同
事也都不知道。包括后来李明
雄绘的江口沉银“藏宝图”和详
细成果报告，局档案室也没有。
当年李明雄用手绘方式标注了
M1 到 M7 的详细方位，这样精
确的“藏宝图”给彭山县人民政
府提供了两份，一份保存在县文
管所，李明雄自己保存了一份。

当年探测结束后，李明雄苦
心收集到相关资料，花了两个多
月的时间，绘制出了藏宝图，也
就是“江口沉银”示意图。江口
沉银的事任何场所他都只字不
提，直到后来有更多科研文物机
构介入，地方政府也开始逐步将
沉银寻找公开化，他才让同事知
道这个事。

2009年，中国地质大学高科
资源探测仪器研究所赶到当年
探测的江面，进一步采用更精细
的CUGTEM-4瞬变电磁仪，对
其中M3脉进行了详查，结果发
现异常达上万邮量级，局部异常
范围长7到8米，宽1到2米，推
断低阻金属物达100多公斤，可
以装一卡车。这次精测，进一步
确认了李明雄他们当年探测的
准确性。

亲手测量并确定了区域，结
合彭山民间的传言，李明雄说：

“我和同事在当年心里就很清
楚，敲定的那几坨区域，肯定有
沉银。”

但到底有没有动心，或者像
武侠片中那样“藏宝图”被人盗
走，循图去江边寻宝？“绝不敢有
私心。我们地质人，从上大学时
候就很清楚，为国家寻找金银，
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对国
家财产绝不贪恋，对国家也绝对
忠诚。”李明雄说，包括他和其他
同事，都把当年这次特别的找宝
勘测任务，看成自己地质生涯的
一次亮点。“起码我的这张图是
绝对保存得好好的，连家人也没
从中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逢春

实习生钟晓璐 摄影 杨涛

手绘藏宝图
25年后完全吻合

在3公里的河道，地质人员利用激电法和
磁测法的相关仪器，每隔200米确定一条勘测
线。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他们的做法是，勘测
线两岸先在事先确定的测点各稳稳地埋下一根
木桩，然后用一根绳索将两岸木桩连接起来，载
有工作设备和人员的船只顺着绳索开展工作，
每隔5米就要进行一次探测，一条200米长的工
作线上，就需要密密麻麻布置40处探测点。有
些重点点位，还要反反复复核查很多遍。

利用激电法，李明雄他们完成了剖面16
条，剖面线距100米、200米，点距4米，剖面
总长度1240米。李明雄他们在工作中还大
胆创新，在进行测线标志和成图方法时，由
于工作地区没有大于1：2.5万比例尺的地形
图，他们便用国家测绘总局 1967 年出版的
1：5万地形图放大10倍，绘成1：5000地理图
作为工作用图，采用测绳量距，地质罗盘定
向确定测线位置。

经过勘测，他们在最终的“藏宝图”绘出7
条脉，分别标注为M1到M7。他主编的成果
报告中，重点区域M3是这样描述的：

“M3地段（3、4线剖面一带）。4线的局
部磁异常显示较好，这里水深5米，是河岸向
内弯曲的回水处，也是物件容易沉没之处。
推断此处有铁及其它金属器件存在的可能，
埋深水面下6米左右。”

“探测中发现的 M1、M2、M3、M4 等较
异常地段，根据磁测激电异常特征和河道所
处位置有利重物沉积，推断存在铁器及其他
金属器件。”

2017年1月，规模空前的“江口沉银”考
古发掘工作拉开序幕，通过考古发掘工作人
员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从这片江中共出土
文物3万余件。这次出土区域，正是25年前
李明雄他们确定的小范围区域——M2-M3
区域。

秘密找宝
打幌子搞“水文测量”

1992年12月，时任彭山县长助理吴景才
主持了合作探寻江口段河道文物的会议，就
探测范围、时间、探测手段、技术力量等做了
议定，这是一次高度保密的会议，物探队作
为勘探技术队伍，将无偿进行勘探工作，彭
山县政府只为勘探人员提供食宿方便。

李明雄指着油墨浓淡不均的手绘图纸，
详细讲述了当年的探测范围，双江镇街北段
往北500米处府河与古南河口交汇处下游至
邬店渡口之间，全长约3公里。宽以府河上
游的右岸至左岸河道100米范围内，探测深
度为地面（或水下）6米左右。

1993年1月3日，李明雄一行10人从成
都出发到达双江镇，开始紧张有序的探测工
作。地质示意图上，记录了区域的地质及地
球物理特征。踏勘发现，工作地段大部分在
府河和岷江河道中，河道及河滩地为无磁性
和激发极化率较低（小于2%）的岩石出露地
区。“这个概念比较专业，但它显示这是极小
磁性干扰的地区，有利于开展激电法和磁测
法等物探工作。”

当时正逢寒冬，岷江上寒风凛冽。李明
雄几个人坐着船，在一段区域内勘探，“一些
水流湍急的区域，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
探测机械无法正常工作，经常需要反复调
试，当时拿仪器的手冻得通红。”

几个坐船的人总在这一片江面活动，引
起了附近村民的注意，很快就传开了消息：
有人在找沉银。李明雄清楚记得，勘测的几
天里，几乎每次船一靠岸，就有好奇的村民
问是不是找张献忠沉船的宝贝，“我们自然
一个字不能透露，还要打幌子，哪来的什么
张献忠沉银，那是豁人的，我们在搞水文测
量。”即使这样打幌子，几乎每天在江面探测
时，岸边总站着一些好奇的当地村民，希望
能获得一些讯息。

奇 叹

赞喜

水底出土的金首饰。

水底出土的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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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东晋人，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百病之源，五脏
为根”的提出者，著有《肘后方》、《抱朴子》等

白天疼在关节不敢动，晚上痛入
骨髓睡不着！风湿骨病年年治、年年
犯，金山银山、被病挖干，风湿骨病好
比"不死的癌症"，可能致瘫致残，发病
时坐卧难安，连正常生活都不能保证
更别提做家务，真是一人风湿全家遭
殃。

风湿骨病患者止痛最要紧，可是
药吃得直迷糊、手术又怕有风险，什
么办法能够一劳永逸？这就要先找
到病根，风湿患者拔火罐会有大量发黑
发污的瘀血。这是风邪湿毒在人体常年
积累产生的血瘀、毒素、水肿等，损伤关
节造成风湿。

为什么风邪湿毒只侵入你身
体？因为你体内阳气不足！阳气来
源有二：一是先天性的，肾为先天之
本，人体阳气有一部分从肾气而来；另
一部分从后天食物中来，这些水谷精
气由脾来运化。夏季阳气旺，顺应时
节温肾健脾对补足阳气更有效，东晋
名医葛洪提出的调五脏药方中，以黑
老虎根为代表的四大天王固肾方，温
肾补血、心气散瘀、通络止痛；配合肉

桂叶温中散寒、解表发汗，补脾健脾。
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脾主肉，补

肾、疏肝、健脾在补足阳气祛除风湿的
同时，还能帮助缓解疼痛，可谓双管齐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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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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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表现

脉道通气血足

心跳有劲睡眠安稳心脑供血充
足头脑思路清晰记忆力好

红药当归藤狮子尾三爪龙

眼有神血有根

视物清晰口知五味不易怒
血管通畅血压持续平稳

青藤过岗龙川芎万筋藤
四方藤红杜仲

形不丰大便通

肠胃功能良好食欲正常二便
规律通畅血糖正常无波动

土生地土茯苓土甘草温姜黄
精肉桂叶老鸦嘴千斤拔砂仁

声息和不咳喘

面色红润呼气顺畅胸不闷
痛嗓子敞亮气长声高

白芷玉郎伞牛大力
高山龙五爪龙

前门紧后门松筋骨健

关节硬朗轻松下楼排尿畅快
手脚温热全身有劲少生白发

首乌藤黑老虎根九牛力大芦

五脏年轻态对照表

慢性腰腿疼
风湿
颈腰椎病
关节炎
肩周炎、骨刺
耳鸣、脱发
尿频

贫血
高血脂
高血压
脂肪肝
肥胖
厌食呕吐
视力模糊

胸闷气短
多汗

咳嗽痰多
老慢支
肺气肿
肺心病

失眠心悸
冠心病

心律不齐
房颤
心衰

心绞痛

厌食腹胀
肠胃炎
糖尿病

血栓血粘
动脉硬化

五脏虚损易引发
多种老年慢性疾病

金山银山，被病挖干。治好风湿要花多少钱？看老风湿患者怎样花小钱、治大病
谁说冠心病只能“带架生存”？看这些人怎样不下支架，吃走冠心病

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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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1
详见 2

90%的风湿患者请注意
止痛不治痛，越治越没用！

1

冠心病患者“四大怕”
莫让心脏一再呼救
调五脏清血瘀 冠心病再不必带“架”生存

2

冠心病患者有四怕：一
怕吃药见效慢、急性发作伤
性命；二怕常年用药花钱
多；三怕药吃多了伤肝肾；
四怕带着支架过半生。冠
心病人最怕支架一个跟一
个，因为支架也有"保质期
"，保持好的能维持10年，但
也有不到3年就再堵的！

冠心病患者的血管狭
窄、堵塞，会出现心绞痛、胸
闷、胸痛、盗汗，这都是心肌
缺氧的反应。下支架是把
堵塞的血管"撑起来"，保证
心脏供血供氧以避免心衰、
休克、猝死。但支架解决了
这条血管堵塞，不代表它以
后不堵，更不代表其他血管
也不堵。可以说，不从源头
制止血管堵塞，下再多支架

也没用。
血管堵塞其实就是血

瘀，这与血液垃圾过多、动
脉硬化、血流速度慢都有
关，清除血瘀也要从这三方
面入手。首先，肝脾主代谢
和运化，用川芎、黄精疏肝
健脾，能帮助清除代谢血液
垃圾；同时肝主筋，血管也
属于筋的范畴，缓解动脉硬
化同样能靠疏肝实现；最后
血靠气推动，气从肾和肺中
来，黑老虎根和白芷补肾、
润肺、行气，能帮助加速血
流。总结来说，调好五脏是
清除血液垃圾、缓解动脉硬
化、加快血流的根本，这三
方面问题一解决，就不怕血
管堵塞，冠心病患者也就告
别支架了。

三爪龙
《中药大辞典》P96
味辛，性温
祛风除湿，活血止痛

牛大力
《中药大辞典》P573
味甘性平
补肺滋肾

骨缺损
骨骼肌萎缩

肉桂
《中药大辞典》P1221
性温味辛
温中散寒；解表发汗

黑老虎
《中药大辞典》P3330
味辛、微苦，温
行气散瘀，通络止痛

风湿骨病
病变示意图

腕关节
有炎症
水肿滑膜

膝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