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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4月 20日上午袁 四川彭山县岷

江大桥附近的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
地一派忙碌景象袁一个施工队在用挖掘机开
挖铺设管道的沟槽遥10时 30分左右袁一辆挖
掘机照例从河床 3米深处掘起一铲砂土袁可
是伴随这铲砂土落地的袁还有一截黑不溜秋
像朽木一样的东西遥这朽木从挖掘机斗子里
滚落到地面后袁眨眼间袁一枚枚乌黑发亮的
野铁砣砣冶撑破朽木的肚子滚了出来袁旁边的
一农民不禁惊叫院野银子浴 银子浴 冶 后经彭山
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袁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
锭为明代官银袁 河床中为何会有成批的银
锭钥这批银锭与明末清初纵横川陕的张献忠
又有什么关系呢钥

张献忠袁万历三十四年渊1606年冤出生于
延安卫柳树涧堡袁属于军籍袁担任过捕快尧军
吏袁后因犯法被除名遥崇祯三年渊1630年冤袁张
献忠在米脂追随府谷人王嘉胤起事袁自号八
大王袁王死后改投高迎祥遥 1635年张献忠参
与荥阳之会袁议决进取袁与高迎祥等共同攻
略东方遥 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袁张
献忠率部进攻长江流域袁李自成进攻黄河流
域遥

1637年袁遭明军左良玉部的进攻袁张献
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袁 张献忠本人也受
伤袁一年后袁被朝廷招安遥

1639年袁张献忠重举反明的大旗袁转战
四川境内遥 1643年据武昌袁称大西王遥 1644
年 8月 9日攻破成都袁 张献忠号称 60万大
军袁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州尧县遥8月 16日
登基成为大西皇帝袁改元大顺袁以成都为西
京遥

张献忠转战山西尧河南等地袁声势浩大袁
且喜欢野抢劫冶袁专抢巨室豪富袁达官贵人袁也
因此获得了巨额财富遥 从 1630 年起事到
1646年兵败而亡的 16年袁 张献忠凭借烧杀
掠夺据说已经富可敌国袁野天府之国冶的财富
可以说被他尽纳囊中袁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
只能算是野小户冶而已遥他曾经在皇城举办斗
宝大会袁 得意洋洋地炫耀他的富有袁24间房
子摆满奇珍异宝尧金锭银锭袁令人目不暇接袁
瞠目结舌遥

1646年袁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
陕南入川袁攻打张献忠遥同年十一月袁大西军
被清军包围遥 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袁被清将
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渊今四川南溪县北冤遥
张献忠的宝藏应该就在四川袁而就是在成都
平原西南部的彭山县袁流传着一首歌谣院野石
龙对石虎袁金银万万五袁谁人识得破袁买到成
都府冶遥歌谣不难解释袁在石龙与石虎相对的
地方袁有一笔大宝藏袁找到这笔宝藏的人袁连
成都城都可以尽数买下遥

与歌谣一同流传的还有这么一段故事院
相传大西军兵败成都时袁十几艘大船从新津
出发袁沿岷江顺流而下袁在彭山境内被清军
预先埋设的铁链拦住遥大西国押运船只的兵
将眼看敌不住清军的围攻袁 于是凿沉船只袁
登岸而逃遥清军早就知道张献忠有大量金银
想要从成都运走袁 以为截获了运宝船队袁欣
喜若狂袁 登上还未完全沉没的一些大船袁却
发现船中装载着的全是石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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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刘俊良 校对院赖长营

成都民间曾经流传过一则民
谣院野石牛对石鼓袁银子万万五遥 冶这
首民谣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之
谜遥传说明末张献忠起义袁推翻了明
朝在四川的统治袁 建立了自己的农
民政权野大西国冶遥后来清兵入关袁四
川境内发生连年混战袁 张献忠不得
不退出成都袁野大西国冶 被吴三桂所
灭遥 民谣说的就是张献忠兵败退出
成都时袁把野大西国冶的金银财宝秘
藏起来袁 谁发现了石牛尧 石鼓的记
号袁就有可能找到野大西国冶的神秘
宝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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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袁这是张献忠的障眼法遥 那么袁彭山
境内有没有沉银呢钥

张献忠的千船沉银史料中同样有沉银
的记载遥 叶蜀碧曳载院野渊张冤献忠闻渊杨冤展兵势
甚盛袁大惧袁率兵 10数万袁装金宝数千艘袁顺
流东下袁与展决战遥 冶相传 1646年袁张献忠的
部将刘进像吴三桂一样弃关袁把清兵引进了
四川袁张献忠见势不妙袁决定弃都袁野携历年
所抢冶 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 10万向川西突
围遥 但转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装杨展袁张献忠
的运宝船队被杂牌军杨展大败袁千船金银也
在争战中沉入江底袁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突
围成功遥

而令人倍感神秘的是袁江口镇石盘山的
石龙沟中袁真的有野石龙对石虎冶袁这与歌谣
完全吻合遥 清嘉庆叶彭山县志曳记载院野石龙袁
彭山县治东十五里遥 其形肖龙袁首仄蜿蜒袁髻
髭迸露袁鳞甲峥嵘袁有持雨拿云之势袁长三四
丈许袁若经鬼斧神工者然袁与石虎相对遥 冶在
石盘山上的山路尽头袁 石龙赫然立在岩壁
上袁石虎的虎身仍清晰可见袁只是部分头像
已经被破坏遥

叶蜀难纪行曳中对沉银有更多细节的记
载院野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袁由于银两太
多袁木船载不下袁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
许多木头的夹槽袁把银锭放在里面袁让其漂
流而下 遥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

打捞上来遥 但是后来张
献忠部队遭到了阻击袁
江船阻塞了江道袁 所以
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遥 冶
彭山县江口镇境内水域
到底有多少当年张献忠
的沉银钥 据叶蜀难纪实曳记载院野累亿万袁载盈
百艘冶袁 因为当时张献忠船队遇到阻击时袁
沉船堵塞了江道袁 使得大部分的银两都沉
没于此遥

老虎滩发掘出的银锭与史料有多处不
谋而合的相同点遥 这些银锭乌黑中泛着亮
光袁其边缘虽有些残损袁但清晰地刻有野崇祯
十年八月冶渊1637年冤的字样袁介于张献忠在
米脂起义渊崇祯三年袁即 1630 年冤与在四川
凤凰山中箭身亡的时间渊顺治三年袁即 1646
年冤之间遥 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袁无论从银锭
本身还是其外包装袁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遥

更为可贵的是袁文管人员在现场发现了
保存完好的盛放官银的木桶遥 这个木桶是将
树干掏空后袁 两块合二为一袁 直径约 25厘
米袁长约 130 厘米袁两头用铁箍箍上袁经比
照袁刚好可以 放进 10锭官银遥当地民间也一
直传说盛放官银的器具是树干挖空后袁合在
一起而成的遥 文管所一直没法证实这个传
说袁现在可以初步证实民间关于盛放官银器
具的传说是正确的 遥

成都一带流传着
野石牛和石鼓袁银子万
万五袁谁人识得破袁买
到成都府冶的民谣袁内
容和彭山的民谣相
似袁 只是标志物换成
了石牛和石鼓遥 历史
上也有人记载了另一

笔宝藏的下落 遥
吴伟业在叶鹿樵纪闻献忠屠蜀曳中说袁顺

治二年渊1645年冤袁张献忠野用法移锦江袁涸其
流袁穿数仞袁实以精金及其他珍宝累万万袁下
土石筑之袁然后决堤放水袁名曰耶锢金爷 遥 野彭
孙贻叶平寇志曳卷十二引查继佐的话袁也说张
献忠冶用法移锦江而涸其流袁下穿数仞袁实以
黄金宝玉累亿万袁杀人夫袁下土石填之袁然后
决堤放水袁名曰耶水藏爷冶遥 两书中袁一称野锢

金冶袁一称野水藏冶袁当属于传闻异辞遥 彭遵泗
叶蜀碧曳卷三也记有此事袁作野锢金冶袁但没有
提及窖藏的数量遥

除了私家著作外袁清朝官修叶明史曳的编
撰者也对这条史料持肯定态度遥 叶明史张献
忠传曳说院野又用法移锦江袁涸而阙之袁深数
丈袁埋金宝亿万计袁然后决堤放流袁名耶水
藏爷袁曰院耶无为后人有也爷遥 冶陈克家继他祖父
陈鹤完成的叶明纪曳袁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
条史料遥

可见袁 张献忠的确曾经出动大量人力袁
以治理水灾为名袁在锦江筑起高堤袁然后在
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袁
将无数金银财宝埋入坑中袁 再重新决堤放
水袁淹没埋藏珠宝的地方遥至于坑旁是否筑
起石牛和石鼓袁并以此为记号袁就不得而知
了遥

300多年来袁垂涎张献忠这笔巨
额财富的自然大有人在袁 连清朝政
府也费过一番脑筋遥 并且不止一次
地付诸行动遥 叶彭山县志曳记载院野乾
隆五十九年袁冬季袁渔者于江口河
中获刀鞘一具袁 转报总督孙士毅袁
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袁获银万两并
珠玉器等物冶遥 可见清政府这次组
织的大规模的打捞行动袁 确有所
得袁但宝物的数量袁却只是一小部
分而已遥 事实上袁 当时的人力尧财
力尧物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遥 所
以人们有理由怀疑仍有部分沉银

在江底袁静待发掘袁而就是这少量
挖掘出的宝物袁更是激起了人们的
探宝之心遥

叶清文宗实录曳卷八十九记载院
道光十八年渊1838 年冤袁清政府再次
派某道员到锦江实地勘察袁 因找不
到窖藏的确切地点而中止遥 咸丰三

年渊1853 年冤袁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
事重提袁由吏部尚书等代奏袁呈请寻
找这笔财宝遥 他说亲眼看到彭山尧眉
山居民捞到张献忠遗弃的银子袁野其
色黑暗冶袁听说野曾经查出归官袁尚存
藩库袁有案可核冶袁以此来证明张献
忠窖藏之事并非子虚乌有遥 当时正
值太平天国运动高潮袁 清政府财政
困难袁咸丰皇帝于是动了心袁命成都
将军裕瑞野按照所呈各情形袁悉心访
察袁是否能知其处袁设法捞掘袁博采
舆论袁酌量筹办冶遥 但也是枉费心机袁
一无所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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