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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出任蜀郡郡守
李冰其实是个“工科男”
在李冰之前，蜀郡的郡守是

个烫手山芋。一来四川地理位
置非常重要，而且物产丰富，粮
食、竹简、蜀锦，还有木材、药材
等珍贵的产物，蜀郡郡守自然有
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蜀地也
有一个不利条件，那就是岷江经
常泛滥成灾，造成成都平原一片
汪洋。

就在这时，李冰上任了。
“当时蜀地是秦国的战略后

方，是南下攻楚的兵力、粮食和木
材中转站，所以秦国最高决策机
构觉得在用人上应该换一个思
路，干脆派一个懂水利的、专家型
的干部到那儿去干干，看看效果
怎么样。”王启涛教授这样说道，

“秦国这么重视水利，李冰真是生
逢其时。《华阳国志》的《蜀志》记
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
能知天文地理。”

有人说，从古到今，四川人有
一种精神，那就是“二起”精神，一
是“雄起”，就是自己要有真本事；
二是“扎起”，要有领导和朋友来帮
衬。这些因素，在李冰身上都具备
了，所以，李冰的成功是必然的，都
江堰的成功，也是必然的。

都江堰成堰已2275年
灌溉面积多达1370万亩
李冰治蜀是秦昭王五十一年

（约前256），此时就开始了他修建
都江堰的工作。《史记》卷二九《河
渠书》有载：“于蜀，蜀守冰凿离堆，
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
渠皆可行舟，有余则可溉浸。百姓
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宜
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
数也。”王启涛教授分析“二江”：

“即今上段为成都平原之走马河及
分出的两条支渠，下段为府南河。”

李白、杜甫都曾经赞叹过成都
的美，而这都要归功于都江堰的修
建。

虽然在古代有很多水利工程，
但留下来的不多，都江堰算是一
个。“论年龄，都江堰建成于公元前
256年，今天算来已经有 2275岁
了。论管用，今天好多的水利工
程，古今中外的，都不见踪影，淹没
在漫漫的黄沙之中，如果您不去翻
古书，你根本连它们长什么样，在
什么地方，有什么作用，都已经不
知道了。但都江堰现在仍正值壮
年，浇灌的面积1370万亩，所以你
要计算都江堰建成到现在两千多
年间，它给后人创造的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还有旅游价值，我看那

是天文数字，我估计没有人能够给
它算得清楚。至于‘无坝引水’，更
是千秋佳话。”

汉代起李冰“封神”
1090年前每年要祭拜两次

《灌县志》说：“岷山之下，千里
陆海，灌首当其汇，自秦以来，农业
甲西蜀。”

在李冰修建了都江堰之后，特
别是秦统一之后，李冰就成为了人
们眼中的“神”。

“当年秦昭王听了田贵的建
议，任命李冰作为蜀郡守，蜀郡守
上任以后，把成都的两江开通了，
工程兴起来了，完成了，灌溉的良
田达到万顷以上。秦始皇得到了
实惠啊，终于兼并了天下，就给李
冰立了祠堂。”王教授这样说道。

而到了汉代，李冰成了一个真
正的神：镇水之神。1974年民工岁
修都江堰，在外江挖瘀泥的时候，
挖出一尊高三米的石头神像。这
座石像建成于东汉年间，就是李冰
的像。

到了宋代的时候，李冰地位更
高了，宋开宝七年（公元929年），
就规定了全国官方要祭祀李冰。
先是一年祭祀一次，后来一年祭祀
两次。

慷慨激昂，言辞风趣，掷地有声，极具
感染力。这就是5月27日，王启涛教授在
四川省图书馆做客“名人大讲堂”讲李冰的
演讲风格。

王教授主讲李冰，吸引了四川省都江
堰管理局的高度关注。2019年是都江堰建
堰2275周年，听闻“名人大讲堂”迎来“李
冰月”，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积极与主办方
取得支持和联系，组织职工来听专家讲“李
冰治水”和“都江堰”的故事，进一步传承弘
扬李冰精神，坚定都江堰水利青年文化自
信。

来自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的40余位职
工，27日晚专门“组团”赶到省图听王教授
演讲。王教授对李冰、都江堰、中华民族治
水的历史脉络极其意义之熟悉，让来到现
场的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的职工们纷纷

“点赞”：“王教授的演讲很激昂，对都江堰
的历史意义阐述得非常充分。让我们为都
江堰感到更加自豪。”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
副局长、高级工程师张开勇，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如今年轻人对都江堰的认识还
不够，像王教授这样的专家“通过公开演讲
的方式，讲解都江堰，传播都江堰，讲述李
冰治水，非常有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实习生刘可欣

5月27日晚，“名人大讲堂”“李冰月”拉
开了帷幕，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教授王启涛
为听众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能够容
纳200名观众的四川省图书馆星光厅再次
被挤得满满的，共有超500人报名参加此次
活动，也造成了本次大讲堂一票难求的盛
景。

100分钟的讲座让观众们了解到了已经
2275岁的都江堰是如何灌溉成都平原，滋润
成都人的。没能在现场观看讲座的观众也
可以选择在封面新闻上观看直播，截至讲座
结束，共有超过100万人观看直播，而“名人
大讲堂”自举办以来的观看总人数，也达到
了千万级别。

每个月总有一个周一会守着封面直播
看“名人大讲堂”，这已经成为一部分四川人
的固定节目。自从2018年11月5日启动以
来，“名人大讲堂”圈粉实力逐渐体现，中国
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百家讲坛
明星教授郦波，著名作家阿来，著名散文家
李舫，著名教授于丹等文化名人先后开讲。

2018年11月5日，中国作协副主席，著
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以《万古江河鸟
飞回——杜甫与中国人生》开场，立刻收获
了百万级的粉丝。之后的著名文化学者郦
波，著名作家阿来，散文家李舫，著名学者于
丹等，每一位专家的讲座都能在第一时间收
获百万级的收看量。

5月27日，【名人大讲堂⑨李冰的大智
慧|百家讲坛王启涛解读都江堰“程序猿”】直
播，封面新闻客户端共计83.5万人观看，封
面新闻微博、封面视频微博、今日头条、凤凰
新闻、新浪新闻、手机百度、腾讯新闻共计
16.7万人观看，全网共计100.2万人观看。

至此，“名人大讲堂”9场直播的总观看
量超过了1090万次，已经成为了一个千万
级别的大IP。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来自南充的23岁小伙吴东林
是一名外卖小哥，在看到“名人大讲
堂”李冰月征集传习志愿者的消息
之后，他立刻报名参加了活动。“我
特别喜欢成都，所以很想多了解一
下成都的历史文化，当时看到在招
志愿者就立刻报名了！”5月27日
晚，在四川省图书馆接受记者采访
时，吴东林这样说道。

自从17岁起来成都，一开始是
学习餐饮，后来因为爱好自由，希望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他选择了
成为一名外卖小哥，在业余的时间

就看书、听讲座，积累知识。为了参
加这次讲座，吴东林专门请了半天
假，提早来到了省图参加彩排。在
等待的时候，他就安安静静地坐在
一旁看书。

“我平时空闲的时候最爱就是
看书了，除了诗词之类的，也喜欢了
解更多的关于成都的文化。我特别
特别喜欢成都，就像我的微信号叫
做‘蓉城’一样，我希望能够从各个
方面更多地了解这座城市。”

去年的诗词大会上，外卖小哥
雷海为夺冠成为了一个超励志的代

表，吴东林表示自己一集不落地看了
那个节目：“不过我跟雷海为不太一
样，他是对于诗词方面特别在行，信
手拈来。我虽然也喜欢诗词，但是我
对于历史文化还是更感兴趣一点。”

在听了王启涛教授的讲座之
后，吴东林直呼：“太震撼了，太精细
了！因为教授不仅讲到了都江堰，
还引入了杜甫的诗歌，这一点引入
让今晚的讲座更加完美。听完这次
的讲座，更加激发了我作为青年想
要发愤图强的心理，作为年轻人，更
加应该传承李冰的巴蜀精神。”

5月27日晚，西南民族大学教
授王启涛做客“名人大讲堂”，为观
众解读蜀郡守李冰修建都江堰的
丰功伟绩。多名对李冰兴修都江
堰水利工程感兴趣的青年才俊也
来到活动现场，他们作为历史名人
文化传习志愿者，与王启涛“坐而
论道”。面对传习志愿者们提出的
问题，王启涛侃侃而谈，耐心地答
疑解惑。

23岁的外卖骑手吴东林在工
作之余很喜欢看新闻、读书，他很
好奇李冰为何能够不受外界影响
而兴修都江堰。王启涛回答，李冰
是一个文理皆通的人才，他既精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势利导，又知
晓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水利知识都
融会贯通。

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褚红英
在聆听整场讲座之后表示，都江堰
千年未毁，留给后世非常宝贵的精
神食粮。王启涛对此表示认同，在
他看来，古蜀人在治水的过程中顽
强不屈、兼容并包都是十分重要的精
神财富，他仍然能在当今的四川人身
上看到古蜀人坚强、包容的品质。

后世对文翁兴学评价极高，将
其与李冰治水的辉煌业绩相提并
论，合称为“李冰治水，文翁化
蜀”。来自成都石室中学的化学老
师王明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李冰治水对于成都人的现代生活
有什么隐性的影响？王启涛教授
笑言，兴修都江堰之后，“水旱从
人，不知饥馑”，美酒和川菜是李冰
带给我们的隐性福利。

作为一名水利人，四川省都江
堰管理局的李楠希对“都江堰”充
满着崇敬和深情，那么当代水利人
应该如何挖掘和传承“李冰精神”
呢？为了准备这次讲座，王启涛教
授前不久专程前往都江堰，再次论
证讲稿中的每一个细节。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
一个度把握得非常好，一方面人们
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
但是另一方面要顺其自然、实现天
人合一，“你在都江堰水利肯定最有
感受，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大自然的
规律，要认识清楚岷江的本质；另一
方面我们也要有一种主动性。都江
堰的岁修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实在
岁修的过程里面我们既有继承又有
发展，这点令我十分感动。”

元 前 221
年 ，秦 始
皇统一中
国。四川

作为“大后方”，为秦
国统一六国提供了
重要的补给来源。5
月27日晚，西南民族
大学教授、敦煌吐鲁
番学专家王启涛做
客“名人大讲堂”，在
四川省图书馆星光
厅带来了《李冰和都
江堰》的专题讲座，
为观众解读蜀郡守
李冰修建都江堰的
丰功伟绩。

这位曾经两次
登上央视《百家讲
坛》的学者，对巴蜀
文化有着深厚的研
究，他旁征博引，深
入浅出，将李冰的生
平事迹和都江堰的
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与在场的200名观众
一起，分享了都江堰
建成之后成都平原
成为天府之国，为秦
始皇统一中国提供
了重要的条件。

观看人数破千万大关

“名人大讲堂”
呈现品牌效应

“组团”来听“名人大讲堂”

都江堰管理局
为王教授点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实习生 刘可欣
摄影 李强

王启涛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修建都江堰
助力秦统一六国

王启涛教授揭秘
蜀郡守李冰人生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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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一首《石犀
行》，记录了李冰
治水的智慧。

外卖小哥担任传习志愿者

爱成都想要更了解成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摄影 李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实习生 刘可欣
摄影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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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向王教授提问。

曾两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王
启涛教授，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