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 10月

第 13卷第 5期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 fX ia'n U niversity o fA rts and Sc ience ( Soc ia l Sciences Ed it ion)

Oct. 2010

Vo.l 13 No. 5

收稿日期: 2010- 05- 23

作者简介: 刘 红 ( 1960 ), 女,山东新泰人, 西北大学图书馆馆员。

论沈括  梦溪笔谈 !对中国文化遗产传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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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政治家,其所著 梦溪笔谈!是一部记载自然科学和社会文化成就的重要著

作。书中以丰富的内容, 求真、求是的精神, 使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学历史事迹, 热情歌颂

了古代劳动人民在科技人文方面的创造,这对祖国社会文化的光大传承有着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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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 ( 1031 - 1095) , 字存中, 钱塘 (今浙江杭

州 )人, 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 ∀博学
善文, 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 无所不

通 #。[ 1] ( P8537 )  梦溪笔谈 !是他晚年所写的一部包罗

万象的回忆录。
∃
在这部名著中, 共分 26卷, 所涵盖

的知识范围很广。他用笔记文学的体裁记载了北宋

以前及北宋时期在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医

学、天文、水利、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诸多创

见和成就,还概括地涉及到他对文学、历史、方志、考

古、艺术等人文科学的广博见闻和深刻见解。反映

了古代劳动人民勤奋艰苦的创造和勇敢地与自然斗

争的光辉业绩,为后人发扬光大民族敬业精神提供

了一笔记述传承祖国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

一、正确的唯物自然观与科学实践的典范

宋代科学家沈括的科学实践经验使其看待事物

观察问题比较求是客观。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

 笔谈!中不仅总结宣传了许多科学家的发明创见,

也真实地记录了他自己的卓越认识和研究, 表现了

他的渊博知识和不懈追求。如沈括在任延州知府兼

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期间,在延州 (今延安地区 )永宁

关他看到大河岸崩塌后的现象时说: ∀入地数十尺,
土下得竹筍一林, 凡数百茎, 根干相连, 悉为化石 #

(  笔谈 !第 373条 )。沈括以自身的阅历知识熟悉

竹子系多年生禾木科植物, 主要生长于长江流域或

南方多雨湿润地区。而延州地处黄土高原, 少雨干

燥, ∀素无竹 #。所见这些深埋土中的竹子变为化
石, 应是经过自然界的作用和环境气候的变迁所致。

并推测这一带 ∀旷古以前, 地卑气湿而宜竹耶 #。这

充分表现了他以锐敏的思维方法对一些地理、地质

现象和化石形成的正确认识。

必须说明的是, 沈括认为古代的竹子在土中化

为石头的观点,是否为竹,尚有问题。当代许多科学

家已先后表示, ∀像是竹子的化石可能是古代叫作

新芦木 ( Neocalm ites)的蕨类植物#。由此看来沈括

对竹化石的认识是需要校正的。
[ 2]
但他认定这是一

种绝迹的古生物,则是可信的;并且由此来推测黄土

高原的古气候,也是很合理的。

有一次,沈括在鄜、延 (今陕西鄜县、延安县 )境

内, 见有人用地下溢出的所谓 ∀脂水#作燃料, 烟雾

甚浓,所沾帷幕皆黑。他根据 ∀脂水#出土的地质情

况、燃烧过程和用途, 判定这种又名 ∀延川石液 #的

自然水就是石油。 ∀盖石油至多, 生于地中无穷。#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 (  笔谈 !第 421条 )。在近千

∃ 这是沈括晚年闲居润州 (今江苏镇江 )梦溪园时所

写的记述体回忆录。本文采用的是新校正 梦溪笔谈!, 上

海中华书局, 195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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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沈括能如此科学地首次用 ∀石油 #这一现代科

学术语来给地下自然流出的油苗即比较黏稠可燃的

黑色油脂矿物质命名,可谓超人的见解,是人世间智

慧的首创,也可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陕北石油在自

然科学领域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唯物的科学实践

思想作指导,要想得出如此惊人的至理名言是难以

想象的。可以说沈括是我国古代石油事业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要人物。
[ 3]

延州一带是我国最早发现石油的地区。  汉书

%地理志 !上郡记载: ∀高奴县有洧水, 可燃。#高奴
县治在今延安东北延河北岸,辖区相当今天的延长、

延安、安塞一带; 洧水即今天的延河, 或指延河支流

南河而言。汉时水上有肥 (油脂 )浮出,取之可以燃

烧。其后历代史籍对陕北的石油状况屡有叙述,到

了北宋时期沈括亲自考察了陕北石油产地, 对此谈

及最为具体详尽。到了元代初期, 延川的石油开发

利用进入了新阶段。清光绪三十年 ( 1903), 延长石

油官矿局成立,着手安装钻井机器进行开采,但收获

不大。光绪三十三年 ( 1906) , ∀延一井 #见油, 这是

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
[ 4] ( P192- 193)

也是中国石油工业

发展史上的开创之作。

令人赞叹的是, 两千多年前西汉上郡高奴县劳

动人民发现洧水上有油脂浮出可燃的记录, 亦即

 笔谈!中所说鄜、延境地下溢出的 ∀脂水 #燃料。这

片深埋在地下的石油矿藏而今继续生辉, 造福社会

百姓。这更进一步地证明了沈括所说 ∀此物后必大

行于世 #的论断的科学性、正确性。

时至今日,陕北一带属新中国长庆油田辖区,仍

是国家产油重点区之一。延长油矿管理局在此树立

了标志纪念碑,作为地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沈括的地理地质学知识非常丰富。有一次,他

奉使河北,遵太行山而北,见因洪水冲蚀的断崖间,

含有许多化石般螺蚌壳和卵石呈带状横互在石壁

上。他根据这种沉积的形态推断说: ∀此乃昔之海

滨, 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 皆浊泥所湮

耳。#而华北大平原,乃黄河、漳水、滹沱河、涿水、桑

干河诸水浊流中所带上游淤泥沉积而成 (  笔谈 !第

430条 )。沈括在此认识到高山原是低处升高的结

果,海陆的位置不是处于永恒状态, 而是有变化的,

从而深刻地判定地壳表面沧海桑田的变迁和形成过

程。这也显示了沈括进化论的唯物科学观。对华北

平原成因的解释,已基本上与现代地理、地质学的原

理相吻合,已得到当今科学家的普遍认同。

海陆的变迁怎样发生? 这就联系到地质作用,

对其变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若用风化、侵蚀等作

用而形成水陆河山的现象来论, 沈括的目睹实例最

为真切。他说: ∀予观雁荡诸峰, 皆峭拔险怪, 上耸

千尺。穹崖巨谷, 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

望之, 都无多见; 至谷中则森然千霄。原其理, 当是

为谷中大水冲激, 沙土尽去, 唯巨石岿然挺立耳。#

他明确主张地面被流水冲蚀,挖切成为山岭,以此来

类比西北黄土区域的地形。所以他接着说: ∀今成
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

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 (  笔谈 !第 433条 )他更

进一层地说: ∀今关、陕以西, 水行地中, 不减百余
尺, 其泥岁东流, 皆为大陆之土, 此理必然。# (  笔

谈!第 430条 )他已知道上游侵蚀下来的物质, 经过

搬运,而在下游沉积成陆地。可知沈括对侵蚀作用

的理论,是很具体的描写和更合理的阐明。这比西

欧地质学界的认识早了六百多年。
[ 5]

二、对宋代冶铁技术的探索利用

中国是最早冶炼铸铁的国家。春秋战国时, 由

于金属制造工具的改进和冶铁鼓风炉的使用, 冶铁

技术已相当进步, 使得铁制生产工具逐渐应用于农

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可以说,中国又是最早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的国家。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又一

时期,也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在众

多科学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了像沈括、苏颂

等一批伟大的科学家。特别指出的是,沈括还是一

个思想进步的政治家、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

与者。正如变法失败后, 守旧派有些人攻击他说:

∀朝廷新政规画, 巨细括莫不预。# [ 6] ∀宋神宗熙宁十年七月 #

这条反证沈括对新政的制定推行是有功绩的。就拿

冶铁、军工来说,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达到两宋时期发

展的高峰。

当时,中国北方、西方的契丹、西夏上层贵族为

了南下掠夺财富,常常进行军事干扰,战事频繁。为

了巩固国防,乃实施军事改革。沈括在 1074年兼管

军器监,为制备精锐的兵器和坚甲尽其所能大有作

为。在他受命到全国各地视察新政实施后的效果

时, 沿途做了大量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科学考察和研

究工作。他到河北磁州时, 就专门访问当地的冶锻

作坊,观察炼铁工业, 研究了当地冶炼钢铁的方法。

详细记载了工人冶锻的实践经验, 还特别对钢与熟

铁进行了辨识,即对 ∀灌钢# (又称 ∀团钢 # )和 ∀百炼

钢#的区别作了探究。他说: ∀灌钢#的操作方法, 主
要是将熟铁条屈绕成盘状, 把生铁块嵌在熟铁条中

间, 用泥密封起来, 入炉烧炼,练成后取出锻锤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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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碳钢,沈括认为 ∀此乃伪钢耳#。并指出真钢

的冶炼方法是 ∀但取精铁, 锻之百余火, 每锻称之,

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 则纯钢也, 虽百炼不

耗矣# (  笔谈 !第 56条 )。可知这种 ∀百炼钢 #是用

渗碳法炼制的。这是沈括在炼铁炼钢技术发展史上

写下的不朽一页。又如, 他观察 ∀青堂羌 (吐蕃 )善

锻甲, 铁色青黑, 莹澈可鉴毛发,以麝皮为綇旅之,柔

薄而韧 #,并指出 ∀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 不用火,

冷锻之,比元 (原 )厚三分减二乃成# (  笔谈 !第 333

条 )。断言要制造 ∀柔薄而韧 #、强弩射之不能入的
铁甲, 冷锻比热锻则有其长处。青堂羌这种 ∀冷锻 #

法的发明,是早期铁甲机械处理上的一个杰出成就。

因为 ∀冷锻#不但可以除去热锻时表面上的斑点,使

铁甲表面变得非常光滑, 而且能够把铁甲打得薄一

些,并使它锋利程度变大。

沈括负责军器监,悉心研究兵器,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使宋代在坚甲、强弓、轻车的制造和质量上有

了显著的提高,军器的产量也成倍增长。

沈括在宋代军事上的建树, 不仅片断地见于

 笔谈!中, 而且对城防、阵法、兵器、战略战术的研

究成果,在其军事著作  修城法式条约![ 7]中更多地
保存下来。这是中华文明遗产的一份重要财富。

三、盛赞土木工程家的劳动创造

沈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广见博识,奥理深邃,广

为称颂。在农田水利、木构建筑等土木工程方面,他

对当时从事劳作的 ∀百工#、∀市井田野之人 #的许多

发明创造,都极尽赞扬之情。  笔谈 !中都做了详尽
的记述,使人读之对祖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有了

更真切的爱慕敬仰。兹举例言之:

其一,宋仁宗 ∀庆历中, 河决北都商胡, 久之未

塞 #。有水工高超, 在总结继承古人治水疏河之经
验基础上献议,提出三段分压作业法实行合龙,解决

了当时对黄河决口进行堵塞断流的关键性技术难

题。 笔谈!第 207条记载了高超之计的详尽施工

法,为后世治河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其二,中国的建筑系统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它

早期的主要特征是用木材做成构架以承托房屋上层

和屋顶的重量;所有的墙壁只有间隔的功能,不起负

重之责。中国各个时代的木构建筑, 都是千万匠师

们的努力和智慧成果。他们的名字除少数得留名于

史籍外,多数已难考稽。如 10世纪末叶众人口碑称

扬的宋代著名木作匠师喻浩,最长于建筑木塔及多

层楼房。他设计建造的河南开封的开宝寺塔,
[ 8]
据

记载是他曾根据开封的风向、地质和地势,非常精确

地计算出塔的高程、倾斜度和存在年限。惜塔今已

全部无存。可贵的是,喻浩还将木材建筑技术,写成

 木经!一书,沈括认为营舍之法,应从  木经 !开始,
并详言凡屋体有上、中、下三段之分,就其樑、楹、榱、

阶等的高差、长短作了说明。 ∀其书三卷,近岁土木

之工,益为严善。旧  木经 !多不用, 未有人重为之,

亦良工之一业也。# (  笔谈 !299条 )后来宋代李诫

所修之 营造法式!据说就是依据此书写成的。

像上述高超、喻浩这样的平民技术工人的劳动

创造,在 ∀正史#中是毫无记载的, 而沈括在科学上
却给予了充分肯定。今天我们能了解到他们的成就

和事迹还是依靠 笔谈!里的这些记述, 沈括对中国

文化遗产的传承贡献是值得永远追念的。

四、歌颂活字印刷术发明的首创精神

中国书籍的木刻雕版印刷术, 根据 20世纪初,

英法文物强盗斯坦因、伯希和掠走的甘肃敦煌莫高

窟唐代佛经等实物资料判断,大概始于唐代中后期。

中国的这一发明, 对世界文化的传播是一大贡献。

宋代是版本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版本学在经

历了漫长的萌芽充实时期后, 突然焕发了蓬勃的生

机, 其直接原因就是雕版印刷术在宋代的迅猛发展。

特别是宋仁宗庆历年间 ( 1041 - 1048)布衣毕昇发

明了泥活字版印刷术,这对书籍的生产是一大革新,

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可惜的是, 除了沈括  笔谈 !
的记载外,有关这位大发明家的事迹和用活字印书

的史料,没有任何其他记录流传下来。经研究推知

活字版印刷术不同于雕版印刷, 它是预先用胶泥烧

成一个个反体单字,然后根据书稿拣排成一块块施

以松脂、蜡和纸灰等合成药物的铁制书版方框里,再

在上面敷墨布纸进行印刷。
[ 9]
其特点是较之雕版印

刷灵活迅速, 节省费用, 印书效率高。一书印完之

后, 版可拆散, 单字仍可再用来排其他的书版。沈括

在 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谈的很详细。其优点

∀若止印三二本, 未为简易; 若印数十百千本, 则极
为神速。常作二铁板, 一板印刷, 一板已自布字, 此

印者才毕, 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 瞬息可就 #

(  笔谈!第 307条 )。由于这一记载, 才使我们对祖

国这一在世界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发明有了比较详尽

的认识。

毕昇首创的活字印刷术这一新鲜事物,比欧人

相传德国谷腾堡的发明约早了四百年。
[ 10 ]
这项技术

是中国对世界人类文化的又一伟大贡献。不知何故

未能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有效的支持并把它

发扬光大。再加以泥活字本身的缺点, 易于破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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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耐久,难于使墨, 自然与写刻精良的雕版无法媲

美,始终未能取得印刷业的主导地位。其后,除活字

材料上有所变换外, 但其方法却被改进继承下来。

遗憾的是,毕昇死后继起无人, 沈括的侄子辈有幸得

到了这批宝贵的活字工具, 但只当作古董一样珍藏

起来, 并没有把他的技术优点加以发扬推广。

沈括以敏锐的政治见解,重视劳动人民的发明

创造,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对毕昇的发明

创造能忠实详尽地记录下来,为祖国历史文化留下

了一份珍贵遗产,同时对世界出版科技发展史也增

添了一缕夺目的光辉。

五、造诣精深的文物知识解读

建国以来, 研究评价沈括发明创造及其历史地

位的文章屡见不鲜。特别是上世纪 70年代以来,许

多报刊著文对沈括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和自然科学

成就作了肯定论述, 均是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服

务的。但对他在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成就却涉及较

少。通翻  梦溪笔谈 !, 读之使人顿感沈括强记博

闻、见多识广的人文科学知识, 古今通融, 熠熠生辉。

仅就文物考古方面而言,涉及的范围广漠无垠,除城

址、陵墓、寺院、豪宅各类遗存外,凡属今日出土常见

的青铜彝器、兵器、铜镜、钱币、壁画、碑碣等, 在  笔

谈 !卷十九器用门和卷二十一异事门多有涉及。现

举几例言之。

其一,关于青铜器纹饰的认识, 描绘的细致真

切。

沈括说: ∀予遊关中, 得古铜黄彝&&其刻画甚
繁,大体似缪篆, 又如栏盾间所画回波曲水之文,中

间有二目,如大弹丸, 突起煌煌然&&髣髴有牙角口

吻之象。# (  笔谈 !319条 )又说: ∀予尝得一古铜罍,

环其腹皆有画,正如人间屋梁所画曲水,细观之乃是

云、雷相间为饰。# (  笔谈 !320条 )据此所言判断:

前者应是习称的饕餮纹, 或称兽面纹。其形状有鼻

有目, 裂口巨眉; 有的两眉曲卷,有首无身;有的身如

尾下卷, 口旁有足;可谓大同小异,变化万千。后者

即云雷纹,是以连续的螺旋形纹饰所组成。这些螺

旋形纹,有的是圆的, 俗称云纹;有的呈方形,则称雷

纹。饕餮纹和云雷纹, 都是商周青铜器上习见的主

要纹饰,其变化颇为丰富。有时单独构成画面,有时

二者综合间用,相互配饰。古人为何以此为饰,当有

别说。
[ 11 ] ( P103、104 )

其二,对古代透光镜原理的解说科学合理。

汉代有一种铜镜, 镜面微凸, 背有纹饰或铭文。

在其光亮镜面承受日光或聚光灯光时, 墙上就清楚

地反映出与镜背相对应的图像。这种铜镜, 古人称

为透光镜。

此类铜镜的制造方法,长期令人怀疑。隋唐之

际王度的  古镜记 !就有记载。沈括在谈到透光

(镜 )原理时说: ∀以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

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 而鉴面隐然有迹, 所以于

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继而又说: ∀然予家有
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其他鉴虽至薄者

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  笔谈!第 330条 )沈

括虽然赞成上说, 但所见铜镜虽薄,并不是都透光,

古人制造透光镜当另有方法。

1974年, 上海博物馆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单位大力协作,对汉代透光镜作过一次模拟试

制, ∀说明古代劳动人民在铸造铜镜的实践过程中,
虽然不知道应力一词,却发现了由于应力所产生的

透光现象,并掌握了必要的磨制技术#。[ 12 ]从而证明

沈括对光学的物理性有一定的见识, 而且对透光镜

问题的推论也是科学的、正确的。只是对铜镜时代

未作具体解答。

其三,对古代镜鉴的科学论释。

古代照人用的青铜镜子,又称鉴。战国以后大

量流行,是我国文物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沈括从

光学和成像原理言之甚为精彩。他说: ∀古人铸鉴,

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漥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

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 收人面令小,

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覆量鉴的小大, 增损高

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 (  笔谈!第 327条 )在

此他把凹面镜、凸面镜与平面镜由于照人时所成像

的大小的特点都写出来了,并且非常清楚。
[ 13 ]

又如沈括谈到阳燧 (形如镜 )照物的关系时, 主

要谈到凹面镜造像时物与像的位置变换及顺立与倒

立现象, 还谈到凹面镜取火于日的焦点问题 (  笔
谈!第 44条 )。这一经过试验的真实记录, 表现了

他对光的知识根基是取决于亲身试验而来, 并且由

此看到中国古代制镜技术已相当先进了。

六、对中国书画文化的精辟见解

古代书画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重要的遗产之

一, 它包括书法和绘画两个内容, 世人喜爱收藏并视

为宝贵财富。特别是出自名家毫笔之手的真迹, 除

了后世大家贤士临摹、双钩者外, 历代有些牟利之

徒, 往往也辗转复制,以假充真,故世传不少赝品,珍

爱书画的人不得不知。细读  笔谈 !卷十七书画门,
使人深刻体会到他的慧眼见解,评说精辟。

沈括说,关于书画收藏, 不能只取空名。如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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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繇 )、王 (羲之 )、顾 (恺之 )、陆 (机 )之笔,他提出要

有实践经验去认识, 必须神会气韵, 始能知其 ∀奥理

冥造#, 才算真知。不能只凭 ∀耳鉴 #或 ∀揣骨听声 #
去评定真伪优劣。 (  笔谈 !第 277条 )。

中国汉字起源很早,仅从书体的变迁来说,大体

上经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几个阶段。
[ 14]
其发展

不外有两点,一是面向实用,二是面向艺术。到了晋

代在书法艺术技巧上, 隶书变为楷书, 草书变为行

书。在实用上,则行书、楷书同时并行。杰出的书法

家丛钟繇到王羲之父子一脉相承, 书法艺术的造诣

提到了空前的高度。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 号称

∀书圣 #。千余年来, 被视为书法艺术上的登峰造

极,如兰亭一帖, 历代各书法家无不痴醉于其中,誉

为至宝。据说唐王太宗就很爱王羲之的书法, 只以

未得兰亭为憾, 后以御史萧翼设巧计而取得。贞观

二十三年,太宗病危, 召太子李治 (高宗 )至病榻前,

遗嘱以兰亭殉葬。从此兰亭真迹遂不见人世。

沈括对古代神笔书法,识之深奥,颇多眷恋。他

说: ∀王羲之书, 旧传惟  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

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 惟  乐毅

论 !石本在。其后随太宗入昭陵, 朱梁时, 耀州节度
使温韬发昭陵得之, 复传人间。# (  笔谈 !第 295

条 )按稍早于沈括生世、成书于宋太祖开保五年间

( 972)的  旧五代史 %唐书!中  温韬传 !亦有如此记

载。相传,发现宫殿般的玄宫, 闲丽不异人间, 中为

正寝, 东西向列石床, 床上石函中为铁匣,匣中 ∀悉

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 #。韬悉取之,遂

传人间。值得注意的是, 沈括继而又云: ∀或曰, 公
主以伪本易之,元 (原 )不曾入圹。#这就成了一条争

讼难解的千古疑案, 由此予历代世人以很大的企求

奢望。时至今日,其风不减, 很多人把它的存亡,寄

托在将来对唐高宗乾陵的发掘上。可见沈括对我国

汉字文化遗产的涵养珍惜程度了。

七、对勘察保护大夏统万城提供类比借鉴

在陕西靖边县红墩界、无定河北岸上的统万城

遗址, 俗称 ∀白城子 #, 是东晋时五胡十六国之一

∀夏#的都城所在地。史载公元 407年,匈奴族首领

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雄居朔漠, 国号夏。公

元 413年驱使十万各族民众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

营筑都城,取名 ∀统万 #,寓有 ∀统一天下,君临万邦 #

之意。
[ 15 ] ( P166、2156 )

新中国建立后, 考古单位曾多次调

查,就其遗址的城垣、隅墩、马面、碉堡、宫殿和官署

台基的结构、现状、布局、作用, 都进行了详细的探测

研究, 采集了部分早年的遗物。
[ 16]

1997年已被列为

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知统万城是由内、外两城组成,内城又分东城

和西城两部分,由东往西, 依次为外廓城、东城和西

城。外廓城不太方正, 平面略呈袋状, 周长 4 696

米。东、西城的四隅都有突出城外的平面呈正方或

长方形墩台, 高达 31. 62米。现在城垣高出地面约

1~ 10米。城址四面加筑马面,以西城为侧,西城马

面较密, 北垣 10座,南垣 8座, 东垣 10座, 西垣 10

座。城垣、隅墩、马面、台基都为苍白色土施夯板筑

而成,夯层清晰,规整致密,夯层一般厚 0. 15~ 0. 20

米。宫殿基址在西城东门内偏南,有专砌台阶。从

整个布局推测,王宫当在西城,宫殿衙署居东城。这

是沈括千年后今天所见统万城遗址保存在地面的现

状。

宋代沈括奉使在陕北时, 对延州故丰林县城进

行了全面实地的勘察描绘 (  笔谈 !第 191条 )。这

对后世研究赫连勃勃所建的统万城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

 晋书 %赫连勃勃载记 !还说,主持修筑统万城

的将作大匠叱干阿利 ∀性尤工巧, 然残忍刻暴, 乃蒸

土筑城,锥入一寸, 即杀作者而并筑之#。今考古调
查后,经化验鉴定, 城土的主要成分是石英、碳酸钙

和粘土。石英即砂粒,碳酸钙是石灰 (氧化钙 )吸收

二氧化碳而来的,二者和粘土加水混合便成三合土,

干后质地坚硬, 是优良的传统建筑材料。所谓 ∀蒸

土筑城 #, 或是指生石灰加水变为氢氧化钙 (熟石

灰 )时,释出大量热气时的情况而言。沈括所说的

丰林古城 ∀紧密如石, 劅之皆火出。&&马面长则

可反射城下攻者, 兼密则矢石相及, 敌人至城下, 则

四面矢石临之, 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 乃为良法 #。

通过今天对统万城遗址的考古调查, 得知这样的判

断应是可信的。今得知统万城马面长是因内设仓库

以储粮草的缘故。沈括强调故丰林城的形制特点和

军事上的作用价值,为今天对统万城文化遗产的保

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类比借鉴。可以说沈括是一位

我国早期关注考古文化遗产的实践家。

统万城是我国历史上匈奴族留在人类历史长河

中唯一的一座都城遗址,后来又是党项、羌等北方少

数民族的聚居区。这座故城遗址始为赫连勃勃夏国

都邑仅 15年, 而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确有 600多

年。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史、各民族关系史、

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城市建筑以及地理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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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都具有特殊的价值。

总之,  梦溪笔谈 !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部重要

著作。沈括以他广博的知识、独特的创见和丰富的

科学实践,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

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光辉成就, 记载了劳动人

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卓越精神。许多光彩夺目的创

造,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记述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著

作。他以鲜明的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立场和热情高昂

的 ∀求是 #精神,对祖国文明的传承光大作出了巨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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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ribution of Shen Kuo 's "M eng X i Bi Tan"

to Chinese CulturalH eritage

LIU H ong

(L ibrary of N orthw est University, X i 'an 710069, China )

Abstract: Shen Kuo w as a famous scientist and po litic ia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h is book, entitled "

M eng X i B iTan", w as an important literaryw orks, wh ich had recorded natura l science and socia l cultural phenom

ena. Th is book w as rich in content and full o f truths, and espec ially hav ing g iven a detailed account o f sc ientific a

ch ievements durig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esides, it had recorded the cre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by

ordinary peop le. H is book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oc 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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