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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丨李白、杜甫，两颗最亮的星，闪耀在诗歌殿

堂。他们各自存在着，又相互成全着，在盛唐的最后一段时

光，在东都的里坊之间，两人见面，开启一段旅行，开始一份深

情。两个最伟大的诗人，在友情的见证下，最终走向不朽。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句诗当然也是李

杜交游的最佳注脚。它的作者高适，也是李杜交游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从洛阳出发，在开封停留，到商丘驻足，三人饮

酒醉歌，三人裘马轻狂。在中原诗歌走廊上，一走就走出了

传奇。

□总策划 董 林
策 划 杨 青

许笑雨
统 筹 姚 伟

“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医疗
技术，是花园口腔医护人员的
责任和义务。”张院长告诉记
者，“花园口腔品牌的核心理
念是对客户医疗体验的极致
追求，我们称之为人性化医疗
服务。”一个看似简单的洗牙
项目，为了让顾客就诊更舒

服，花园口腔整整改进过13
次，并且这种改进仍在继续。
顾客的一句“在花园口腔，看
牙是一种享受”，道尽了花园
口腔对人性化服务的极致追
求；而张院长一句“医护人员
不仅是技术工种，更应该是服
务工种”，则让人豁然开朗。

花园口腔盛装起航 开业三天钜惠全城

庆开业！种牙3390元！洗牙9.9元！只三天，不延期！
种植牙消费3000直补1300，以此类推不封顶！大河种牙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丨今天，专业种植牙机构——花园口腔正式开
业！花园口腔联合本报推出优惠活动，牙齿有问题，不妨来
看看：①韩国种植牙3390元，种植牙消费3000直补
1300上不封顶；②特价洗牙9.9元，开业三天每天限100
名；③预约种牙，即可获赠价值1000元爱牙基金；④5项检
查全免，德国CT免费拍！种牙，就选专业种植牙机构！活
动只有三天，不延期！预约热线：0371-65796286

□记者 魏浩

走进花园口腔门诊大厅，简
洁明快的装修风格，让人倍感心
旷神怡。三楼前台，导医姑娘正
面带微笑，帮顾客填写就诊登记

表。候诊区，很多顾客坐在沙发
上看电视。“花园口腔的设计很注
重顾客的视觉享受，既整洁宁静
又不失高贵典雅。候诊区设有网

吧、书吧，顾客可以上上网、看看
书、听听音乐，放松身心，顾客虽
在等候就诊，也能感受到居家的舒
适温馨。”花园口腔张院长介绍。

打个盹儿的功夫，牙就种好
了！提起在花园口腔种牙的经
历，张先生津津乐道。

原来，花园口腔种植中心的
李院长，使用的是从欧洲引进的

微创无痛种植牙技术，只需在精
准的种牙位置，进行一次几乎无
切口、不翻瓣、无缝合的微创手
术，就能轻松植入单颗、多颗甚至
全口缺失牙，种植过程中计算机

全程导航，术中实时监测，大大提
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及舒适性。因
此，很多顾客种牙后，成了花园口
腔的“义务宣传员”。

能看书、上网、听音乐，这家种植牙机构不一般

花园口腔微创舒适种植牙，打个盹儿牙种好了

顾客赞叹：在花园口腔，看牙是种享受

历史是最好的编剧，在这次东游途中，
两人游的队伍里，又加入了著名的边塞诗人
高适。其实早在几年前游历齐赵时，杜甫就
在汶上结识了高适。高适虽然是唐朝渤海
郡（今河北景县）人，但却常年生活在宋地
（今商丘），耕田渔樵，日子清苦。今天看来，
他算是半个河南人了。

就是在今天的商丘，高适写下了那篇知
名的《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
犹歌舞”，对比之下，触目惊心。“君不见沙场
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里已没有了盛
唐时期甘心为国效力、视死如归的那种自信
力。后来还是在商丘，他留下了那篇更著名
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
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同时代的三位大诗人，邂逅相逢，相识
相知。三人的梁宋游，主要是今开封、商丘
和山东西部一带。这次旅游从洛阳出发，沿
着黄河抵达开封，又从开封东下商丘，再从
商丘到山东单县。

这条东西向的线路，与如今的黄河平
行，与连霍高速时而平行、时而交叉。三人
赏玩一路，感慨一路，作诗一路。他们咏怀
古迹，他们对景抒情。虽然斯人已逝，但这
条线路上，还残留着零星的遗迹，在讲述着
那段往昔。

三人同游之处，今何在？记者沿着开封
火车站东行，穿过都市的喧嚣，踏入郊区的
安宁，禹王台公园在望。这里，是古吹台之
所在，虽然其一草一木，早不复古时模样，但
三人的雕像和图画，被安置在室内，被图画
在墙上。

根据考证，三人一路东行，来到古吹台，
醉酒而吟诗。当时的大梁城，还流传着战国
信陵君的传说，还保留着西汉梁孝王的遗
迹。他们三人吊信陵、登吹台，追怀一千多
年前的侠客时代。

李白慷慨写下了《侠客行》。他心里的
侠士形象，武功高强，纵横千里，为人仗义，
并不留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
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他们来到宋州（今商丘），高适作为东
道，带领李白和杜甫游梁园、平台、清冷池等
遗迹。他们在宋地的旅游，最大的主题便是
梁孝王的梁园。梁孝王以睢阳为中心，依托
自然景色，修建了历史上知名的梁园。梁孝
王喜好招揽文人谋士，齐人邹阳、公孙诡、羊
胜，吴人枚乘、严忌，蜀人司马相如等都云集
梁园，成为座上客。

不过，当时的梁园，多数古迹都已无
存。高适在《宋中十首》里面，所描述的和记
者今日所看到的，几乎没有太多差别。“梁王
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
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梁孝王时
期的顶峰风景，早已是灰飞烟灭。所有的亭
台楼阁，只剩下了高台断壁。

但三人的情致仍然很高。他们有酒为
伴，有诗助兴。三人是一杯一杯又一杯，一
首一首又一首，留下了不少诗篇。

梁园之游，依稀在昨日；山东之会，已然在
眼前。第二年，在山东，杜甫再与李白相遇。两
人同游齐鲁，漫游任城，至曲阜，到兖州，赴东
蒙，访求隐逸名士，游览高山大川。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人好到了这
种程度，其游乐可想而知。只是再好的相遇，终
有一别。在行将告别时，杜甫写了一首绝句，为
自己的好友做了一幅“自画像”：“痛饮狂歌空度
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李白杜甫的那两次交游，已过去了一千两
百多年。李白、杜甫所留下的这段友情佳话，却
和他们的文章一样，“光焰万丈长”。对于李白、
杜甫的初次相会，和两人的交游，闻一多在其所
著的《唐诗杂论·杜甫》里，进行了诗意的阐释。
这篇文章闻一多并没有写完，而恰恰写完了李
白杜甫交游这部分，才遗憾终止。

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闻一多将其比喻
成太阳和月亮。而对于这次相遇，闻一多写道：

“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像，譬如说，青天里太阳
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
香桉，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
瑞。”

不少专家学者都将李、杜比喻成日月星
辰。1961年12月1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宣布杜甫
为1962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在1962
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之际，许多国家都举行了
相关纪念活动。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
郭沫若盛赞“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
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
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余秋雨也盛赞两人的友情。“李白与杜甫的
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
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
暂。”余秋雨认为，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
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
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
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李白、杜甫相遇相知，正值大唐盛世，而唐
诗又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巅峰。据此，河南省社
科院研究员葛景春认为，二人相见在唐代诗歌
史上意义非凡。他们在一起互相切磋了诗歌创
作方面的一些问题。二人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促进了唐诗创作的发展。

三人行，必有我诗焉
高适做东，李杜相约中原，成就我国诗歌史上的巅峰

商丘梁园区王楼乡境内，春天的三
陵台景区，却给人以荒凉落寞之感。

这里是西周宋国宋戴公等三公王
陵，三座墓葬的封土堆顶部并峙，仿佛三
座驼峰。西汉景帝时，梁孝王刘武大建
梁园，曾在三陵台修建了不少亭台楼榭，
当时，客居梁园的文人雅士常和梁孝王
一起在这里饮酒作诗。

三座王陵，早已是乱草纵横，时见放
羊的农人。在路旁不起眼的地方，一块
刻有“李白醉酒处”的石碑，被周围的植
物包围着。石碑没有更详尽的介绍，只
有这五个字，在证明着一千二百多年前
的那段文坛佳话。

号为谪仙人的李白，行经之处，便是
酒味诗味。此处有一处醉酒石碑，应在
常理之中。但李白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
的，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在此醉酒，和他同
行的还有哪些人呢？这满山满坡的荒
草，给不了答案；这疏于管理而显得空荡
荡的景区，给不了答案。

答案在李白所留存的诗句里，在他
的年谱之中，在他的名人传记里。李白
来游梁园这一年，刚刚喝过了一场诗歌
史上非常有名的酒。

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清风徐来，
月光如水。花园尚有露湿，芳香随风拂
荡，端起酒杯的李白，静听惟有风吹叶，
抬头只见月照人。这是一场孤单酒席，
无人可以对饮，亦无人伴舞助兴。他举
头望明月，自言自语着，和月对语着，一
杯一杯又一杯。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
明月，对影成三人。”他醉酒，他吟诗，他
写下《月下独酌》。在夜深人静之时，在
极度空虚之中，还能寻求到心灵之满足，

千古以来，恐怕也就只有一个李太白了。
这一年，他四十四岁。两年前，他纵

吟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
人”来到长安，来一展抱负。两年后，取
而代之的，是郁郁寡欢。两年的翰林侍
奉，不过是文学侍从，如何去伸展抱负？
更有那朝野上的飞短流长，含沙射影，谗
言不断，猜忌中伤。

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这年三月，
自知难为朝廷重用，李白终于上书还
山。唐玄宗予以诏许，并赐金遣之出
京。他离长安而去，目的地是山东任城，
那是他家的方向。就是在这次东行途
中，他路过洛阳，短暂留在洛阳，选择在
这里来一番游历。

生性放浪、喜好游逛的他，并未预见
到一段历史上的伟大友谊，已然等在前
方。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形
容厕身京都的李白，又何尝不是在说寄
身东都的自己？人生的前两次壮游，已
经早早结束了。回到洛阳的他，过得并
不快意。“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
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机心处处的人
和事，让他倍感心累。那些玩弄机巧的
人，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个中有谁能理解
饭都吃不饱的自己呢？

李白在他生命的出现，顿时消解了
这些烦恼。虽然两人相差一轮，却丝毫
不影响两个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互为
倾倒。随即，两人便约定好，在不久后的
将来，共同来一次梁宋游。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他们
两个都希望来一场“东游记”，有酒，有
诗，有文化，当然还有隐逸脱世的道士和
能够延年益寿的仙草。

游赏 |
高适是此次旅游的东道主
信陵君、梁孝王让他们思绪万千

相遇 |
两位诗人在洛阳城见面 相约一块儿求道采药

商丘市梁园区，今有清凉寺遗址。探访清凉
寺，旧址新建，焕然一新，香火袅袅升起，僧侣阿
弥陀佛。清凉寺坐落于原来的清泠台上，清泠台
前，曾有两个池塘，名为清泠池。如今，两个池塘
早已不见，而有关李白的资料，此处无只言片语。

但李白就是在这里，送走了《将进酒》中两大
主角之一的岑夫子。岑夫子是仙风道骨、游离世
外之人。李白是在一个雪天，在这里遇到的岑夫
子。那天梁园里积了三尺的雪，岑征要到嵩县鸣
皋山隐居，李白因而在此作诗送别之。

已经结束了三人梁宋游的李白，为何还在商
丘境内活动？这在他自己的诗句里有体现，“一
朝去京阙，十载客梁园”，说他在辞官之后，曾经
在梁园前后住了十年。在梁园为何要待这么长
时间？家室在这里。

这要从三人游梁园说起。曾经辉煌一时的梁
园，徒余断壁残垣，满目荒榛野草，睹之不胜悲
凉。情到深处，李白挥毫泼墨，即兴在梁园的墙壁
上写下了《梁园吟》。他在诗里表达着自己的感
慨，三个人登上平台，面对这曾经繁华的梁园，已
经是一片破败，他们把酒言欢，对着眼前的荒城古
月，和高梧古木，而思古伤今。

随后，三人分道扬镳。杜甫北渡黄河，赴王
屋山访道士华盖君，却发现斯人已逝，遂怅然而
归。李白后来去齐州（今济南市）紫极宫从道士
高如贵受道箓，成为正式的道教徒。而高适，则

南下游楚。
根据传说，三人游历梁园时，举杯畅饮，很是

快活。远处琴声悠扬，浮想联翩的李白，作诗的
灵感激荡，遂写下了《梁园吟》。三人离开后，那
位弹琴的姑娘带着丫鬟，来到李白饮酒作诗地
方，看到墙上的《梁园吟》，为之吸引。一位不解
风情的僧人，打算将这一面污了的墙壁擦净，被
这位小姐及时拦下。为了保护墙上的诗作，她情
愿出一千两银子把墙壁买下来。

这就是“千金买壁”的故事。而这位千金就
是李白的最后一任妻子——前宰相宗楚客的孙
女。传说虽未被证实，但早已成佳话，李白与宗
氏最终在宋州（今商丘一带）结为夫妻，并在梁园
安家。

李白一生不止一段婚姻，但通过现存诗歌分
析，他写给这位宗氏的诗在几位妻子中是最多
的。李白常出游，夫妻俩聚少离多，李白在外漂
泊时，多次通过写信来表达对这位宗氏的思念。

他曾写过《自代内赠》，模拟宗氏的口吻，来
写自己对宗氏的思念。他用比喻，表达自己的思
念——“宝刀截流水，无有断绝时。妾意逐君行，
缠绵亦如之”。用他自己的诗来解读，那就是“抽
刀断水水更流”一样的思愁了。“鸣凤始相得，雄
惊雌各飞。游云落何山？一往不见归。”两人劳
燕分飞，宗氏日日倚栏盼君归，但李白却如游云
难飞回。李白对宗氏的思念，由此可见一斑。

行踪 |
李白在商丘成了河南的女婿 他对这任妻子感情颇深

评价 |
诗坛日月、双子星的相遇 促使唐诗走向顶峰

【注：昨日本报A09版刊发的《诗圣杜甫 少年锦时》为“李杜行踪·太阳月亮碰了头系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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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三贤祠内杜甫、李白、高适三人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