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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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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为云阳写下第一首诗

据《郡县释名》记载：“以地两山夹江，四时
多云，而邑当山水之阳，故名云阳。”

“从中不难看出，古时的云阳云雾翻腾，风
景迷人；县城位于长江北岸，谓之阳，交通便
利。”在胡亚星看来，这正是杜甫、苏轼、苏辙、
黄庭坚等大家云集云阳的原因。

那么，谁为云阳写下第一首诗？
“我认为是杜甫。”说这话的正是云阳县文

联副主席张锋。
据张锋考证，在《民国志》诗集中，第一首

诗便是杜甫的《拔闷》：“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
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消愁定几
巡……”寥寥几句表达出杜甫心中的惆怅，虽
贫病交加，但忧国忧民之心不减。

杜甫，字子美，被称为诗圣，其诗歌创作达
到了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巅峰。

杜甫为何会来到云阳？
张锋介绍，唐永泰元年秋，蜀中大乱，人事

更迭，仍想回京为事的杜甫自忠州（今忠县）携
家属乘船东下，因严重肺痨疾病复发滞留云
阳，客居于县令严君在城东的水阁养病，这一
待就是大半年，留下了诗作30多首。《拔闷》就
是他在此写下的第一首诗歌。

杜甫之前有没有文人墨客为云阳作诗？
“应该有，但相关史志资料却因社会动荡

而散佚。”张锋说，唐代以后，云阳诗歌进入蓬
勃发展时期，且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因为云阳进一步繁荣，社会安定；
另一方面是明清以来皆有古诗撰辑，如《杜甫

留居云阳诗》《历代名人云阳留题诗选》等，极
大地丰富了云阳的文化内涵。

张飞庙与杜甫有不解之缘

说到云阳，就离不开一座庙，那就是张飞
庙。

站在张飞庙前，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苍
劲有力的四个大字——江上风清。整座庙宇
依山取势，层层叠起，在晨曦的辉映下显得幽
深和肃穆。

张飞庙，又名张恒侯庙，始建于蜀汉末年，
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蜀汉猛将张飞而修建
的一座祠庙，据说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

相传三国时期，住在云阳县铜锣渡口边的
一位老渔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满身是血
的将军自称是蜀国大将张飞，被部将范疆、张
达在阆中所杀，二人割其头颅投奔东吴，途中
听闻吴蜀讲和，他们便将其头颅抛入长江中。
这位将军拜托老翁将自己的头颅打捞上来。

渔翁梦醒后到长江边撒了一网，果然捞起
了张飞的头颅。后来，老百姓就在捞起张飞头
颅的地方修建了张飞庙。

“这是张飞身葬阆中、头葬云阳的民间传
说。”张锋说，张飞庙究竟建于何时，为何建在
云阳，却找不到史志记载。

张飞庙素有“巴蜀一胜景，文藻一胜地”的
美誉，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来此吟咏。

看着古木苍苍的张飞庙，明代进士陈文烛
赞叹道：“云安县有桓侯庙，古木悬崖共暮烟。”
并生出几分感慨：“传说头颅曾此葬，可知肝胆
更谁怜。”

清代大学士张鹏翮在游览时抒怀：“先生
正气足千秋，江山祠堂剑佩留。”

在张飞庙中，还有一座杜鹃亭，它以24根
朱红圆柱为支撑，古朴苍劲，是为纪念杜甫而
修建。

杜甫与张飞庙有何渊源？
“杜甫客居云阳时居住的水阁正是位于张

飞庙旁。”胡亚星说，在这里，杜甫写下《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
有杜鹃……”

相传杜鹃为古蜀王杜宇的化身，杜甫在云
阳有感于藩镇不臣、拥兵自重的现实，以杜鹃
设喻，悲愤地写下了这首诗。

为了纪念他，在唐末宋初时，云阳民众在
城南三十步子规石旁修建了一座杜鹃亭。到
了清代，杜鹃亭迁入张飞庙。

张飞庙是三峡旅游线上的主要景点之一。
2003年，因三峡库区建设，张飞庙整体搬迁至与
新县城隔江相望的盘石镇。目前，张飞庙正在
建设民俗风情街，按照“消费+记忆”的模式，将
打造集游玩、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景
点，提升张飞庙的文化氛围和商业价值。

苏轼曾为下岩寺留题

翻阅《历代名人云阳留题诗选》等书籍，不
难发现，古代文人们描写下岩寺的诗作是最
多的。

作为一座寺庙，原位于云阳双江镇唐坊村
长江边的下岩寺究竟有啥独特的魅力？

“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位于一个天然的岩
穴内。”张锋说，唐末，定州（今河北）无极县人

刘道禅师云游至岩穴内，恋其景异而长住不
去。刘道禅师于崖壁凿石龛，大规模开岩造
像，建起了下岩寺。后来，下岩寺逐渐演变成
长江沿岸著名的文荟禅院，王维、苏轼、苏辙、
黄庭坚等大家都慕名前往。

据史料记载，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曾途经此
地，见下岩寺风景幽奇，石色苍翠，瀑泻如珠，
忍不住赋诗咏赞：“山中燕子龛，路剧羊肠恶。
裂地竞盘屈，插天多峭崿。瀑泉吼而喷，怪石
看欲落……”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 年）元月，苏轼、苏
辙兄弟与黄庭坚于此不期而遇，苏轼游兴大
增，提笔写下《下岩留题》：“子瞻、子由与侃师
至此，院僧以路恶见止。不知仆之所历，有百
倍于此者矣。”

黄庭坚也被下岩寺的风景所迷醉，感叹
道：“空岩静发钟磬响，古木倒挂藤萝昏。”诗句
的意思是：下岩寺古树繁茂、青藤盘绕，宛如仙
境一般。

连陆游途经云阳也情不自禁赋诗道：“一
匹宁无好东绢，凭谁画此碧玲珑？”在他看来，
谁也画不出下岩寺的玲珑美景。

正因如此，下岩寺也成为明清时期的“云
阳八景”之一——“云岩水帘”。清代熊宇栋
在《云岩水帘》中，这样描写下岩寺美景：“峭
壁欲摩天，尺雪直挂颠。冷筛千嶂月，寒喷一
溪烟……”

2008年，下岩寺因三峡工程蓄水没入江
底。2010年，云阳县在龙脊岭公园内重建下岩
寺。如今的下岩寺掩映在苍松翠拍之间，浓郁
的庙堂气息扑面而来，山门殿居中耸立，钟楼、
鼓楼雄峙两侧，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让人仿
佛能看到过往的繁华。

提到重庆的古代水文遗产，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就是白鹤梁。

可你知道吗？在云阳，也有一块神秘的石
头，其水文价值与白鹤梁不相上下，文学价值
甚至超过白鹤梁。

那就是龙脊石，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形如游龙 成就“云阳八景”之一

老一辈的云阳人都知道云阳有八景，八景
之一就是“龙脊夜涛”。

“龙脊指的就是龙脊石。”云阳学者张曙光
说，龙脊石其实是位于云阳老县城南长江中的
一处砂岩石梁，随着江水的涨落，它就像一条

巨龙在江水中蜿蜒游动，时隐时露，于是人们
把它叫做龙脊石。

关于龙脊石的来历，民间有一个传说：古
时候有一条龙违犯了龙宫的规矩被罚下人间，
但它依旧恶心不改，玉皇大帝就派大禹用金斧
子惩罚它。巨龙不服气，把江水揽得上下翻
腾，洪水泛滥成灾。于是大禹就用一颗神针钉
住了巨龙，这才风平浪静了， 巨龙也化成一
处石梁。

既是一处石梁，为何会入选“云阳八景”？
“这便是大自然的神奇。” 张曙光说，清

代大诗人李应发在夜游龙脊石后，惊叹万分：
“巨石横江山，夜夜起涛声。”意思是说，龙脊石
像巨龙卧于江中，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浪拍礁
石，发出撼人心魄的长吟。

“可以想象，在月色皎洁之夜，江波翻腾闪
烁，江涛呼啸长吟，情景奇特，古人称之为‘龙
脊夜涛’。”云阳县文联副主席张锋也有感而
发。

在明代关于“云阳八景”的题咏中，举人杨
世望这样赞叹“龙脊夜涛”：“凤山山下有龙川，
滚滚江声接浪颠。听彻夜声雷鼓壮，却疑身化
禹门边。”

引众多文人学士刻诗于石

据《蜀中名胜记》记载：“江中又有龙脊滩，
形如游龙。岁人日（农历正月初七），邑人游于
上，以鸡子卜岁丰凶。”

这说明唐代以前云阳便形成了农历正月
初七游龙脊石的风俗。每逢这天，云阳人便纷
纷登上龙脊石，唱戏说书，饮酒赋诗，或用公鸡
占卜岁月的丰吉。

比如宋人杨济就形容道：“洞庭老龙时出
没，万斛舟航俱辟易。此龙脊背已铁石，肯逐
时好作人日。”

明人杨鸾也赋诗道：“人云龙脊景，登临始
见之。浪涌平羌水，港连飞凤肢。”

在吟诗作赋之余，有些文人学士还挥毫泼
墨，刻诗于石，至今龙脊石还存有北宋元祐三
年（1088年）以来的历代石刻170余处，其形状
大字如床，小字如粟，篆隶楷草，颜柳欧苏，异
彩纷呈，堪称书法艺术家宝库和古诗长廊，被
誉为“水下碑林”。

更难得的是，龙脊石题刻也是世界上著名
的实测枯水位记录。“龙脊石由于长年没于水
下，保存完好，石上留下的水文题刻，反映了长
江各时代的水文变化。”云阳县文管所所长温
小华说，通过深入研究，他们获取了53个枯水
水文年份的历史资料。

龙脊石今何在

当记者一行站在长江边上，极目远眺，却
看不到任何龙脊石的踪迹。

“当然看不到了，2003年，因三峡库区蓄
水，龙脊石被永久地淹没在了水底。”温小华
说，但在蓄水前最后一次枯水季节里，龙脊石

“善解人意”地冒出水面约4米高，石刻全部现
身。

得知这一消息，很多市民纷纷乘舟登上龙
脊石，依依惜别。文物工作者则抓紧拓片，留
下珍贵的墨宝。

虽然龙脊石被淹没，但三峡文物园按照1：
1的比例，原样复制了龙脊石。

在位于云阳新县城磨盘寨的三峡文物
园里，记者看到，即使是在艳阳高照的 8
月，这里依然人流如织，他们一边观赏着复
制的龙脊石景观，一边惊叹于水下碑林的
壮观，“龙脊夜涛”中的长吟仿佛就在耳边
回响。

媲美白鹤梁的龙脊石引众多文人刻诗于石媲美白鹤梁的龙脊石引众多文人刻诗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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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诸多未解之谜吧。

——编者

龙脊夜涛龙脊夜涛
——（（清清））李应发李应发

巨石横江山巨石横江山，，

夜夜起涛声夜夜起涛声。。

问汝恨何中问汝恨何中，，

终古不能平终古不能平？？

峡里云安县 江楼翼瓦齐
——探寻古诗中的云阳探寻古诗中的云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珩李珩 杜鹃
（唐）杜甫

西川有杜鹃，

东川无杜鹃。

涪万无杜鹃，

云安有杜鹃。

我昔游锦城，

结庐锦水边。

有竹一顷余，

乔木上参天。

杜鹃暮春至，

哀哀叫其间。

我见常再拜，

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鸟巢，

百鸟不敢嗔。

仍为喂其子，

礼若奉至尊。

鸿雁及羔羊，

有礼太古前。

行飞与跪乳，

识序如知恩。

圣贤古法则，

付与后世传。

君看禽鸟情，

犹解事杜鹃。

今忽暮春间，

值我病经年。

身病不能拜，

泪下如迸泉。

云安龙脊滩
（宋）杨济

洞庭老龙时出没，

万斛舟航俱辟易。

此龙脊背已铁石，

肯逐时好作人日。

我呼帮人来踏迹，

恍然如见河图出。

大巫鸡卜占云吉，

小巫竹枝歌转激。

飘石扬沙障江色，

尘埃何处不相袭。

忆昔
（宋）陆游

忆昔浮江发剑南，

夕阴船尾每相衔。

楠阴暗处寻高寿，

荔枝红时宿下岩。

峡江烹猪赛龙庙，

沙头伐鼓挂风帆。

区区陈迹何由记？

惟有征尘尚满衫。

云阳古诗选萃

“ 峡 里 云
安 县 ，江 楼 翼 瓦
齐 ……”这是唐代
诗圣杜甫在永泰元年
（765年）客居云阳时所做
的诗歌《子规》。

“云安，指的就是云阳。”站
在云阳县滨江路上，云阳学者胡亚
星有些自豪，这两句诗写的正是杜
甫初到云阳时的印象：地处长江三
峡交通要道，县城依江而建，温婉动人。

事实上，云阳早在东周时就置县
朐 ，张飞庙更是让这里名声大振。

在云阳这片土地上，曾聚集多少文
人骚客吟诗作赋？这些诗歌背后又有
哪些故事？

为抢救发掘本土文化遗产，云阳县
政协于 2002 年组织专家，在广泛搜
集历代名人云阳留题诗稿的基础
上，选录了清末民初以前的 200
余首古诗编印成册，出版了《历
代名人云阳留题诗选》。近
日，记者来到云阳，试图从这
些名人雅士的传世佳句
中，品味其厚重的
历史文化。

月忍

云阳县三峡文物园里原样复制的龙脊石。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谢智强摄

张飞庙全景张飞庙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