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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禹迹图》 石刻，我
国目前仅存两块，一块在西安
碑林，刻于齐阜昌七年 （1136
年）；另一块在镇江博物馆，初
刻于元符三年（1100年），比前
者早了36年。

《禹迹图》在我国古代科技
史上有三方面成就：一是全图

用方格坐标绘图法，这是唐宋
以来地图中见到仅有的一例，
这种绘图法，把地图的精确程
度和表现能力提升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二是具有现代地图
的特质，其中图中所绘的海岸
线已经接近近代地图的轮廓，
尤其是山东半岛与实际的半岛

形状几乎没有差别，而成图稍
早的 《华夷图》 却失真很大。
三是对长江源头的认识大大提
高，它一方面依据《禹贡》“岷
山导江”说法，在图的岷山上
端标注“大江源”字样，另一
方面在长江上游另绘出一条与
长江正源金沙江走向大体一致
的河流，这是以前的地图所没
有过的。

把全国主要山川、河流、
州郡全部测绘出来，把如此广
袤无垠的疆域浓缩在不到一平
方米的地图上，这种浩大的工
程，在今天也是要举全国之力
才能做到的事，我们无法想
像，九百多年前，在没有现代
交通条件和现代测绘仪器设备
的条件下，先人是如何做到
的。因此，世界著名的中国古
代科技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博
士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地
学》 中评价 《禹迹图》：“在当
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的
成就”,“无论是谁把这幅地图
拿来和同时代的欧洲宗教寰宇
图比较一下，都会由于中国地
理当时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而
感到惊讶”。

现在对 《禹迹图》 的研究
是国内外地理学界的热点问
题。2005 年，美国学者约翰·
艾伯特在 《待开发的宝藏 〈美
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
录〉 序》 中，向世界介绍了美
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所藏的 19
世纪 《禹迹图》 拓本。台湾学
者姜道彰在 《论传统中国地图
学的特征》 一文中，介绍了国
际上对 《禹迹图》 测绘精度的
研究成果，即 《禹迹图》 所表
示的范围地跨北纬 21 度到 41
度。在国内，曹婉如 《华夷图
和禹迹图的几个问题》 一文，
是迄今公认的权威力作。

镇 江 《禹 迹 图》 作 者 是
谁，图中没有说明。有研究专
家 （见刘建国“镇江宋代 《禹
迹 图》 石 刻 ”，《东 南 文 化》
1990 年第 4 期） 从宋代区划变
化和成图时间研究，推断作者
是沈括。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
者葛剑雄在 《中国古代的地图
测绘》 一书中，通过图形比
对，也认为“ 《禹迹图》 的作
者很可能是沈括 《宋令图》 中
的一幅小图”。沈括是北宋大科
学家，他干一行，钻一行，行
行有杰出成就。他长期从事地

理科学研究和地图测绘实践，
一生绘制的地图近百幅。其
中，1075 年出使辽国时，他以
自绘的辽宋边境图为依据，顺
利解决了两国边境争端。熙宁
九年（1078年），沈括在任三司
使时奉敕编《天下州县图》，到
元祐二年 （1087 年） 完成，编
成地图 20 幅，其中大图 1 幅，
小图19幅，《禹迹图》有可能是
20 幅 地 图 之 一 。 元 丰 三 年
（1080年）后，沈括曾任陕西延
州 （今延安） 知府，将绘成的

《禹迹图》在长安刻石也是可能
的。1088 年，沈括定居镇江，
写下被称为“世界十一世纪科
技坐标”的巨著 《梦溪笔谈》，
在此期间他把长安刻石副本交
镇江府学保存，并在元符三年
刻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
些有待新的研究发现来证明。

古体诗一直以来都是我国
文学宝库最瑰丽的那颗明珠，
而其中就有不少关于镇江的脍
炙人口的诗歌。诗仙李白也曾
挥毫写下与镇江有关的诗歌，
并吟唱至今。

《丁都护歌》
云阳上征去，
两岸饶商贾。
吴牛喘月时，
拖船一何苦。
水浊不可饮，
壶浆半成土。
一唱都护歌，
心摧泪如雨。
万人凿磐石，
无由达江浒。
君看石芒砀，
掩泪悲千古。

李白的这首 《丁都护歌》，
让你想到了什么画面？对，列
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李白的 《丁都护歌》 成于
何年，有人认为是公元 747 年
（天宝六年）李白游丹阳横山时

所作，当时李白第二次漫游吴
越，南下途中经云阳 （镇江丹
阳）。也有人认为作于 738 年
（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润州刺
史齐澣在当地开凿新河，李白
看到当时由云阳从水路运输石
头的情形，因用古曲题目写下
这首诗。

无论是 738 年还是 747 年，
一千多年之后，列宾的 《伏尔
加河上的纤夫》 为李白的 《丁
都护歌》 提供了真实的画面，
而画家刘继卣创作的 《丁都护
诗意》，则成了更为现实的中国
注解。

李白漫游江南，来到云阳
（镇江丹阳），当时天旱水涸，
在官吏的监督下，民工们在运
河上逆水拖船，长途运石。李
白目睹了民工们悲苦不堪的情
形，写下了这首 《丁都护歌》，
揭露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的
残酷，倾诉出作者对劳动人民
的深切同情。

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
诗作不是很多，但是他在镇江
丹阳写下的《丁都护歌》，让我

们看到了李白风格沉郁的一
面。全诗哀伤悲苦，清高宗敕
编 《唐宋诗醇》 评曰：落笔沉
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
者。

《焦山望松寥山》
石壁望松寥，
宛然在碧霄。
安得五彩虹，
驾天作长桥。
仙人如爱我，
举手来相招。

松寥山是紧靠焦山东北侧
的一座岩石山体。不过松寥山
的名称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
认为松寥山是指这两座岩石
山，简称松山和寥山，另一种
观点认为松寥山仅指靠近焦山
的那座岩石山，而远的那座叫
夷山。

“天宝元年 （742 年） 诗人
李白由鲁往浙，舟自广陵至
润，登焦山览胜，赋诗 《焦山
望松寥山》。”（《京口文化》）

同样是在镇江，登上焦山

的李白，心情是愉悦的，再加
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渲
染，作者的想象力可谓“羽化
而登仙”，飞入青天之上——彩
虹作桥，仙人招手，好一番浪
漫瑰丽的景象。

有 人 认 为 此 诗 应 该 入 选
《唐诗三百首》，私以为然也。
此诗语言并不华丽，但大胆、
绚烂的幻想，有助于培养小孩
子丰富的想象力。笔者以为，
我们镇江的小孩子最好应该学
一学，背一背，这首诗朗朗上
口，简单易记，孩子们在幻想
的氛围中了解李白与镇江的一
段历史，可谓相得益彰。

《永王东巡歌》其六
丹阳北固是吴关，
画出楼台云水间。
千岩烽火连沧海，
两岸旌旗绕碧山。

《永王冬巡歌》是李白在永
王军幕中所作组诗，这一组诗
表现了李白想平定祸乱，为国
立功的宏大的政治抱负。永

王，名璘，唐玄宗第十六子。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叛军攻
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途中
下诏命李璘为山南、江西、岭
南、黔中四道节度使，江陵郡
大都督。同年十二月，璘擅率
舟师顺江东下。途经九江时，
派人征召隐居庐山的李白。李
白应召参加李璘幕府。至德二
载(757)，永王璘被唐肃宗李亨
打败，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所
杀。李白也坐永王璘罪流放夜
郎。

永王东巡歌其六，描述了
丹阳地形险要，风景如画。永
王军队驻屯长江两岸，一直延
伸至海边。这些其实都是想
象或鼓励之辞，实际上李璘
的军事势力最东只到丹阳。

李 白 在 《南 奔 书 怀》
中，也提到了丹阳，“自来
白沙上，鼓噪丹阳岸。宾
御 如 浮 云 ， 从 风 各 消
散。”李白与镇江，特
别是丹阳的关系，由此
可见一斑。

李白笔下的镇江诗行
文/缪晓阳

焦山访古

国之瑰宝《禹迹图》（下）
文/张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