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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我们已详细报道王、（铁改）余、萧、潘、
傅、刘、孔、廖、邓、李、易、冯、白、罗、贺、谢、滕、方、吴、
汪、杨、郑、唐、周、曾、巫、蒋、岳、张、徐、文、颜、许、赵、
秦、黄、彭、蒲、梁、向、陈、万、牟、先、袁、高姓等，正在
报道贾姓。

读者如想查看此前的报道，可订阅微信公众号
“四川百家姓”（scbaijiaxing）。因报纸版面容量有限，
微信上推送的文章更详尽、
更丰富。读者要想获取某个
姓氏的文章，只需发送姓氏
即可。如想查看“王姓”的相
关文章，只需向公众号发送

“王”（不含引号）即可。

/读者互动/

欲知您的姓氏 请关注公众号

当然很坏。
所以，当朝权贵想出一个办法：授予贾岛长江县

主簿（从九品）的职务，让没有中过进士的贾岛享受破
格提拔为进士及第的待遇，同时让他离开京城，不要
再呼朋唤友，惹是生非。

此时的贾岛，已经59岁了。受到如此“恩典”，贾
岛自然无话可说，哑巴吃黄连，个中苦味只有自己清
楚。旁人也不知内情，还在为贾岛高兴呢。

特别致谢：
本期贾姓稿

件的采访和资料，
得到四川贾姓研
究者贾载明先生
的大力支持。

安史之乱，贾姓人进入四川
唐玄宗天宝年间，爆发了安史之

乱，贾一俊一家五兄弟避乱进入四
川，分布在剑阁、南部、梓潼、西充等
地，其中以在西充的兄弟发展得最
好。

贾一俊五兄弟，是目前有史可查
的最早入川的贾姓平民。

另据清道光 25 年（1845）编修的
梓潼县文昌镇龙口村贾氏族谱记载，
天宝 14 年（755），一支贾姓跟随唐玄
宗避乱入川，来到梓潼县七曲山，见
七曲山山势奇特，又有道教文神文昌
帝君的祖庙，就把家安在这里。

这支贾姓人传到南宋时，出了一
对父子进士贾祺祖与贾仲辛。从元
朝到明朝，这支贾姓家族人才辈出，
是当地有名的诗书门第。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不已，这支
贾姓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贾应琦，
逃到了陕西。清朝定鼎中国后，贾应
琦返回老家，再次繁衍出一大家人。

族谱中还说，龙口当地以前叫车
盘沟，贾姓家族有八大房十二小房的
说法，前后左右四五十里的古墓，都
是贾姓先祖的坟茔，土地也都是贾姓
家族的，可见其昌盛程度。

而且，贾姓族人还以此为中心，
四散迁徙到附近，如迁到剑阁、青川
等地。

除了四川，这一时期南迁的贾姓
人还进入了福建、广东、湖北等地。

诗人贾岛，因推敲结交韩愈
贾岛，字浪（阆）仙，人称诗奴，又

名瘦岛，幽州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市）
人。

贾岛早年家境贫寒，生计无落，
出家为僧，法号无本，自号碣石山人。

19 岁那年，贾岛云游到京城长

安，结识了著名诗人孟郊等。
据说，有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

外拜访朋友李凝。到了晚上，才找到
李凝的家，结果李凝不在。

贾岛在李凝的门上写了一首诗
《题李凝幽居》，其中有一句是：“鸟宿
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第二天，贾岛骑着毛驴回家。
路上，他想起昨晚写的那首诗，

觉得“僧推月下门”中的“推”字用得
不好，可能用“敲”字更妥帖一些。

他一边吟哦，一边做着敲门、推
门的动作，进了京城。

这时，著名诗人韩愈的官轿迎面
而来，贾岛避让不及，闯进了韩愈的
仪仗队中。

韩愈停轿，问贾岛为何如此。贾
岛也不胆怯，把那首诗念给韩愈听，
并说了自己的烦恼。

韩愈听后，想了一会儿，对贾岛
说：“还是用‘敲’字好些。敲门表示
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而且，用‘敲’
字，使深夜时分多了几分声响，静中
有动，岂不更好？”

贾岛觉得韩愈说得很有道理，连
连点头。从此，他和韩愈交上了朋
友。

贾岛的这个故事，诞生了“推敲”
这个词语，用来比喻写文章或做事
时，要反复琢磨、斟酌，精益求精，才
能得到最佳效果。

在韩愈的劝说下，贾岛还俗，参
加科举考试。遗憾的是，贾岛多次不
中。

更让贾岛伤感的是，孟郊在元和
9 年（814）去世。10 年后的长庆 4 年
（824），韩愈又病逝了。

遭遇飞谤，贾岛离京到四川
有学者考证后认为，贾岛骑驴冲

撞的不是韩愈，贾岛还俗是在孟郊去

世后。不管怎样，贾岛的日子过得还
是很苦。

更让他的人生遭遇一大转折的
是，他又摊上事儿了，被“飞谤”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正史记录疏略，野史记载又
离奇，贾岛遭遇“飞谤”一事的说法不
一，真伪难辨。

最常见的野史说法是，一天，贾
岛与几个诗友相约到青龙寺游玩。

等来等去，那几个诗友都还没
来，贾岛就把随身携带的诗稿拿出来
继续推敲、修改。

贾岛累了，和衣躺在案上打瞌
睡。忽然，他感觉到有人把他的诗稿
从衫袖底下抽走了。

贾岛醒来，从那人手里夺回诗稿
说：“看你的衣服穿得这样鲜亮，长得
又肥头大耳，就不是一块懂诗的料！”

那人没说什么，冷冷地看了贾岛
一眼，走了。

贾岛后来才知，那人居然是微服
出行的当朝宣宗皇帝李忱。

贾岛吓得跑到宫中去叩头谢罪，
但仍无济于事，被贬谪到遂州长江县
（县治在今四川大英县回马镇长江
坝）担任主簿。

据学者考证，贾岛遭贬谪是在开
成2年（837），当时的皇帝是唐文宗，
不是唐宣宗。

贾岛是“无官授黜”，这是唐朝权
贵打击正统文人的一种常用手段。

贾岛虽是一个落魄文人，但经常
出入达官显贵门第，在长安文人圈内
算得上是一个名人，也是一个阶层或
群体的代表人物。

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有影响力
的文人，形成规模和声势都浩大的贾
岛诗派。

文人聚在一起，势必会对当时的
时事发表意见和牢骚，长久下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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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交替及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中国进入动乱年代，北方和中原一带的百姓，
为躲避战乱不得不迁离故土，寻找新的家园。向南，是当时各大姓氏的迁徙主要
方向。贾姓人也不例外，四川迎来了贾姓人的身影。

同时，贾姓人延续汉晋以来的文脉仕运，高官层出，文人不穷，地位显赫一时，
贾姓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在文学艺术领域，唐朝最著名的是诗人贾岛，他和
四川有着密切的关系。贾岛和贾谊，被认为是贾姓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两个人。

著名诗人贾岛在四川
度过人生的最后六年

贾岛离开了京城，离开了政治中心
和亲朋诗友，在四川度过了人生最后的6
年。

贾岛在长江县主簿任上，工作还是
很认真努力的。

不过，贾岛耿直的性格，让他在诗歌
中发了不少牢骚，一再称自己是“逐客”、

“迁人”。“三年在任，卷不释手。”
长江县城附近的明月山上有座玩月

亭，贾岛常到亭中读书，或登眺吟咏，也
结识了不少诗友。慢慢地，他的心境平
和了，日子也过得平静多了。

贾岛对长江县充满了深深的感谢、
怀念和眷恋之情，把一生用心血吟成的
诗歌命名为《长江集》，后世也称他为贾
长江。

据《贾岛年谱》记载，贾岛在任长江
县主簿时，写了18首诗歌。但可以肯定
的是，他不止作诗18首。

开成 5 年（840），贾岛任期满后，升
任普州（今安岳县）司仓参军（掌管财政
税收的官职），官阶也由从九品升为正八
品下。

贾岛到任后，曾经组织过讲学。政
务之余，他常去南门外的南楼读书作诗，
曾写过《夏夜登南楼》等诗。

会昌 3 年（843），贾岛再次期满，升
任普州司户参军。遗憾的是，他还没来
得及赴任就去世了，享年64岁。

贾岛没有子嗣。他去世后，夫人刘
氏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安岳县城
南安泉山麓，他的朋友苏绛给他写了《贾
司仓墓志铭》。

贾岛除了在安岳县的墓外，在北京
房山区、河南洛阳市、四川大英县等地还
有衣冠墓和祠堂。

大英县回马镇长江坝有贾公祠（贾
岛祠），1960年代被拆毁，如今仅存遗址。

北京房山区的贾公祠也在 1960 年
代被拆毁，现存清朝两块《重修贾公祠碑
记》石碑。

安岳的贾公祠，在清朝被改建为瘦
诗亭，至今尚存。

贾岛一生不喜欢与常人往来，“所交
悉尘外之士。”他喜欢作诗苦吟，在字句
上狠下工夫，被称为苦吟诗人，与孟郊并
称为“郊寒岛瘦”。

贾岛诗在晚唐形成流派，影响颇大，
后世尊崇者众多，著有 10 卷《长江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在川六年，贾岛在安岳去世

贾岛画像。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07 2017年9月23日星期六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四川百家姓弘扬传统姓氏文化
品读四川悠久历史

四川省流行病学统计数据显
示，目前我省的视力残疾患者约
有102万人，盲人有40多万，而
在致盲因素中，46%是白内障，其
他有青光眼、眼底病、角膜病等。
随着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白内
障致盲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尽管
此前的人工晶体能够满足白内障
患者“复明”的基本需求，但在日
益追求生活品质化的现在，病患
群体已经不止满足那一点“看得
见”的基本需求而是逐渐向“看得
清和看的好”转变，对高品质视觉
质量从而改善生活质量的渴求能
够尽可能让他们恢复像年轻时那

样拥有全程优视力。
据眼科专家巫雷介绍：“三焦

点人工晶体不仅仅适用于白内障
患者，老花眼人群同样适合。”现
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80%都是
老花，目前通过晶体来矫正白内
障及老花已成为全球眼科治疗
发展的新趋势。三焦点人工晶
体在进入中国以前已经在欧洲
应用近5年，如今进入中国也已
有近两年，临床实践经验非常丰
富。如今又来到了四川地区，为
川内及西南地区的患者带来光
明的希望，感受更加清晰舒适的
人工晶体。

三焦点人工晶体技术在我省开始普及
老花眼白内障可一体化解决

资 料 显

示，我国 40 岁

以上人口中未

经矫正的“老花”人数

约为3.71亿人，而中老

年人中普遍存在未经

矫正的老视眼；同时我

国60至89岁人群白内

障发病率约为80%。

未来 5 年，中国老

花眼患者人数将达到5

亿，同时，未来5年也是

上世纪 60 年代人口爆

发期出生的新一代中

老年人老花、白内障的

高发期。

9 月 2 日，“全程视

界 无镜精彩市民健康

大讲堂”在蓉成功举

办，四川省人民医院眼

科主任吴峥峥教授、浙

江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眼科医院许叶圣博士

以及樊映川、陈茂盛、

周进、巫雷等爱尔眼科

的专家教授们齐聚一

堂，聚焦高端功能性人

工晶体在屈光白内障

及老视矫正手术中的

临床应用，共话眼科技

术的新未来。

“全程视界 无镜精彩
市民健康大讲堂”活动选在
爱尔眼科，一方面是因为该
院实力较雄厚。同时，爱尔
眼科医院也一直致力于成
为全球眼科医院的翘楚，今
年9月 1日，爱尔眼科刚刚
完成了对欧洲巴伐利亚眼
科的收购，这是中国现代医
疗服务首次输出到欧洲市
场，在进入欧洲眼科医疗市
场的同时，爱尔眼科还将国
际化的医疗团队与技术引
入国内。此次成立的两大

“三焦点”中心也是其正式
引入全球领先眼科技术的
有力证明。

同时，该院也是我省
较早引入“三焦点人工晶
体技术”的医疗机构。据
介绍，该院 2016 年底便成
功引入了“三焦点人工晶
体技术”，不仅率先开展使
用该技术，还计划大力推
广三焦点老视矫正及高端
屈光白内障手术，在高端
晶体手术业务上迈出战略
性的一大步。

在此次健康大讲堂上，对于
“三焦点人工晶体技术”，眼科专
家周进非常自豪的分享了她为自
己的婆婆亲自植入三焦点人工晶
体技术的感受。

周进的婆婆也是白内障患
者，虽然老人家已经79岁高龄在
患白内障之前与很多老年朋友
一样，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她经
常喜欢打乒乓球，用平板电脑玩
游戏、看新闻、甚至平时还会为
儿女一针一线的做布拖鞋。可
是在不久前婆婆说她的眼睛开
始有所模糊，必须要老花镜辅
助，基于多年看诊经验，她断定
婆婆患上了老年人最常见的眼
疾——白内障。因此，周进决定
为老人家进行白内障手术，让老
人晚年可以幸福快乐一点不受
眼疾的困扰。周进思虑再三决
定为老人家采用世界上先进的
一体化治疗白内障和老花眼的
高端技术，三焦点人工晶体，老
人家辛苦了一辈子应该给她最

好的。手术之后，老人家当日即
可自由活动，看远看近看中均不
受影响，老人家开心的不得了。

“我也非常骄傲为老人家选择了
三焦点，现在老人家还时常说生
活变得简单了许多，不用再戴眼
镜了”，周进补充道。

2015年三焦点人工晶体进
入中国上市，并逐步在眼科手术
中开始应用。来自安徽的一名
医生，在去年他为自己选择了三
焦晶体来矫正自己的老花眼和
白内障，术后他视觉感受非常清
晰。术后一个月他还亲自给自
己的母亲做了使用三焦点人工
晶体的白内障手术。

据与会专家介绍，目前在一
体化解决白内障和老花眼的屈光
白内障手术的技术领域，中国已
经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中国在该
项技术上的手术效果，以及团队
管理等等各方面，都积累了非常
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患者解决更
多的问题。

三焦点人工晶体造福西南地区眼科患者

三焦点人工晶体到底多强

白内障老花眼发病率居高不下
三焦点人工晶体一体化
解决方案已是全球趋势

屈光白内障及老视矫正手术临床应用研讨会活动现场

“全程视界 无镜精彩”白内障老花眼市民健康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