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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南部县志》记载：“宋元符三年
（公元1100年），阆中尹唐庚在《颜鲁公
祠记》中写道：唐上元中，颜鲁公任蓬州
长史，过新政作《离堆记》四百余言，书
而刻之石壁上，字径三寸，虽崩坏剥裂
之余，而典型俱在，使人见之凛然也。”

那么，颜真卿是怎样来到离堆
的？又为何要写《鲜于氏离堆记》呢？

史载，颜真卿（709-785年）为开元
年间的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
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
属山东）任太守。天宝十四年（755年），
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
叛乱，颜真卿联络从兄颜杲卿起兵抵抗，
附近十七郡相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
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后官至吏
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
公”。德宗兴元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
叛乱，奸相卢杞趁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
颜真卿，派其前往劝谕，被李希烈缢死。

又史载，鲜于士简任隆州（南部）
刺史，举家定居新政，至此，新政鲜于
氏一脉，三世尹京，二子专城，堪称巴
蜀望族。长子鲜于仲通二十余岁方治
学，在离堆凿石构宅，励精为学，读书
欲睡，以针钩膝，血流至足，曰：“安有
勤奋苦读而不能破万卷书。”于开元二
十年进士及第，历官益州新都尉，剑南
采访支使，后拜司农卿，太子少保，拜
中散大夫京兆尹。因忏杨国忠，贬为
邵阳郡司马，后迁汉阳郡太守，改任天
水郡太守，死于任上。其北鲜于叔明，
出任商州刺史。其子鲜于炅为万州刺
史，政迹优虹，改任巴州刺史。

鲜于氏家庭素与杜甫友善，因安史
之乱流亡至川的杜甫曾写有《奉赠鲜于京
兆二十韵》《送鲜于万州迁巴州》相赠。

大书法家颜真卿任刑部侍郎，后被
贬为蓬州长史。入蜀取道嘉陵江，途经
新政，与鲜于仲通之子鲜于昊相遇，同
游欢叙，当晚留居鲜于氏旧宅。颜真卿
与鲜于仲通、鲜于叔明两兄弟在京城相
识已久，情谊甚笃，当夜回首往事，心潮
起伏，感慨万千，乃欣然写下了一篇七
百九十言的《鲜于氏离堆记》：

阆中之东百余里有县曰新政，新政
之南数千步，有山曰离堆，斗入嘉陵江，
直上数百尺，形胜缩矗，欹壁峻肃，上峥
嵘而下洄伏，不与众山相连属，是谓之
离堆。东面有石堂焉，即故京兆尹鲜于
君之所开凿也。堂有室，广轮袤丈，萧
豁洞敝，虚闻江声，彻见人群，象人村川
坝若指诸掌。堂北盘石之上，有九曲流
杯池焉，悬源离犹，蹙喷鹤口朱，酉丽渠
股引，列坐环溜，若有良朋以倾醇酌。
堂南有茅斋焉，游于斯息于斯，聚宾友

于斯，虚而来者实而归。其斋壁间有诗
焉，皆君舅著作郎严从君甥殿中待御史
严侁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其右有
小石庐焉，亦可荫而踆据矣。其松竹桂
柏冬青杂树，皆徙他山而栽莳焉。其上
方有男宫观马，署之曰“景福”。君弟京
兆尹叔明，至德元十月，曾在尚书司勋
员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讳向，字仲通，
以字行，渔阳人，卓尔坚忮。毅然抗置，
易有之曰，笃实辉光，书不云乎，沉潜刚
克。君自高已降，世以才雄招来贤豪，
施舍不倦，至君继序其流，益光弱冠以
任侠自喜，尚未知名，乃感慨发愤于焉，
卜筑养蒙学文，忘寝与事，不四三载，以
益州大都督府长吏兼御史中丞，持节剑
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剑南、山南
西道采访处置使，入为司农少卿，遂做
京兆尹。以忏杨国忠，贬邵阳郡司马，
十有二载秋八月，除汉阳郡太守，冬十
月一月终于任所官舍。悲夫，雄图未
展，志业已空。葬于县北表，附先茔礼
也，君之薨也冢子光禄寺丞昱匍匐迎
丧，星言泣血，自沔沂峡，满险万重，肩
槁足跼，板笭引舳，凡今年几年，皲瘃彰
目，因心则至，岂无僮仆臬昱之季，曰：
尚书都官员外郎昱克笃前烈，永言孝
思，恳承先志。乃葬于兹，行道之人孰
不跋，而真卿犹子曰纮，从父兄故偃师
丞春卿之子也，尝尉阆中，君故旧不遗，
与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昱、炅亦笃世
亲之欢，真卿因之又忝宪司之僚，亟与
济南蹙昂奉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君
史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藏，以
三院御史偕与叔明首末联事，我是用饱
君之故。乾元改号上元之岁，秋八月哉
生魄，猥自刑部待郎以言事忏旨，圣恩
今宥，贬贰于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
适会昱以成都兵曹取急归觐，遭我乎贵
州之朝，留游缔欢，住宿陉岘，感今怀
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时刺商州，炅
又申掾京兆，不同跻陟，有恨何如。

《鲜于氏离堆记》历尽人间沧桑，字
迹几近泯灭。我辈是无缘见到七百九十
言《鲜于氏离堆记》真容了。何况我辈，
千年后，《碑贴叙录》记载：“《离堆记》，唐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刻，颜真卿也。石
已残缺，清嘉庆间（公元1796—1820年）
发现，已存残石五块共存四十七字。旋
又失去一块，只存四石，存十三字。”

我知足了，站在湿润的草丛中，我长
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终于看到你了。”

时光老人在世间行走了1236年之
后，给仪陇留下了这件稀世瑰宝。可
以肯定的是，在古城新政，这样的珍宝
不会有第二件了。

好好珍惜吧，古老而年轻的新政。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朝名
臣、书法家，秘书监颜师古五世从孙、司徒颜杲卿从弟。

开元二十二年（734），颜真卿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因得罪权臣杨
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颜真卿率义军对抗叛军。后至凤翔，
被授为宪部尚书。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
（784），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他遇害后，嗣曹王李皋及三军将士皆
为之痛哭。追赠司徒，谥号“文忠”。

颜真卿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其正楷
端庄雄伟，行书气势遒劲，创“颜体”楷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赵孟頫、柳公权、欧
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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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新政的那条嘉陵
江，我就止不住要去离堆看一
看，这离堆乃四川四大离堆之
一，其余三个分别是都江堰离
堆、乐山乌尤山离堆和雅安洪
雅离堆。而新政的离堆因有
唐时颜真卿撰文并书写的《鲜
于氏离堆记》而最为有名。

试想，我们今天存活土
地上，唐代的文物又有几许？

由于仪陇县城迁址新
政，这些年大兴土木，我原来
记忆中的老新政几乎看不到
了，当然，那个我心向往之的
离堆也就不知东西南北了。

令人奇怪的是，向住在
县城里的人打听，只知道有
个离堆，却不知颜真卿和他
的《鲜于氏离堆记》在何处。
我的另一位表弟也称“没有
去过”。于是，驱车向离堆的
方向寻找。

此时的离堆已是树木成
林，十分茂密，加之雨后初霁，
我们在没有路的湿泥的丛林
里探行。从上至下，沿着离堆
的高檐四处打望，未果。

我不甘心，20 年前明明
来此看过，还有一座牌坊。
于是，我睁大眼睛在满绿的
树丛中搜索牌坊的所在，终
于，透过薄薄的雾气，四角上
翘的建筑渐渐清晰了起来。
我很兴奋地指着上面的丛林
叫了起来：“我看见了。我看
见了。”

“住在这块土地上，不弄
清楚这块宝物很遗憾”的表
弟也兴奋地赶过来，离堆地
势陡峭，没有路可以下去。
我一阵茫然，急中生智：“从
下面的码头绕过去！”

复来到先前侦察过的码
头，是时，一位在河边打鱼送
饭的小伙子给我们指路：“从
这里绕过去，50米就是。”那条
没有路的路实在太滑，我让同
行人不要过去，我借着离堆上
的草丛攀了上去，慢慢地经过
一阵一人多高的草丛，四周无
人，脚下是湿漉漉的沼泽地，
我心里有些虚，高一脚低一脚
地前行，脚下的皮鞋已经成水
靴了。

约10分钟，眼前的牌坊
越来越完整，“鲁公坊”三个褪
色的字嵌在牌坊的正中高处。

越往前行，牌坊的破败就越
发瞠目。距牌坊三米远立有一
块已经长满青苔的石碑，我努力
辨认，看到这样一些文字——

“南充市文物保护单位”；
“离堆石刻”；“1994年立”。

再往前挪动，依稀可见坊下
有些斑驳的香火，还放有一些饼
干。我知道，在“有庙必拜，有神
必求”的土地上，这是老百姓对

“鲁公坊”的一种礼节。
从长满草的周围我可以断

言，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
的气息了。

坊已经是有些破了，其中的
一角有些脱落。栏杆上用不标
准的篆字刻着一副对联。联云：

“真卿翰墨流芳，嘉陵闻堆连
云”。

最里面放着一块已经有些
年头的石碑，由于光线不好，我
靠近栏杆，看到上刻“唐颜鲁公
真卿摩……（后面的字已经朽
蚀）”，再一看吓我一跳，落款是

“宣统纪元夏六月”，这块石碑也
是十足的文物了。

我惊叹，这样的文物稳稳当
当地摆在那儿，居然没有文物贩
子看中它。

我为颜真卿的《鲜于氏离堆
记》而来，却没能看到其真容，凭
着20年前看到的经验，我再往两
角注目，终于一睹真容。

我看到了“处、置、使、入、
忠、贬、邵、阳、太、守、十”，我还
看到了“德、也、然、克、舍、不、
倦、尚、未、知、寝、与、食、荐、无、
何、州、大、都、度、副、大”。

虽然它们都是一些零零碎
碎，只言片语的文字，但看着那
雄健浑厚，苍劲典雅，古朴俊逸，
神韵盎然，遒劲舒展的笔力，我
热血上涌，心潮起伏。

《鲜于氏离堆记》为颜真卿
五十四岁所书，这个年龄正是一
个人年富力强之际。从起笔到
落笔，在运笔过程中都满蕴笔
力，这是“颜体”体相更加成熟的
表现。竖法逆锋而下垂，间无阻
挡，有斩钉截铁之势。“颜体”出
现于唐代，成为一面楷书书法艺
术的旗帜，他的影响之广甚至超
过了王羲之，因为“颜体”更能被
广大民众所接受，初写颜字的人
要比写王字的多。历代许多著
名的书法家都受到颜书的影响，
唐代晚期的柳公权得“颜体”精
髓，而使唐代楷书书法艺术达到
另一高度。宋代四大书家的苏
轼、黄庭坚、蔡襄、米芾都深受颜
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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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的石刻。

颜真卿。

湮没于大树荒草中的鲁公坊。

因表弟大婚，几年前的
国庆大假有机会川北之
行。其间，想顺道谒拜嘉陵
江边重镇——仪陇新政的
离堆，因其上刻有唐代大书
法家颜真卿的《鲜于氏离堆
记》。此崖刻在20年前我
曾一睹真容，20年过去了，
每每造访这方水土，心里就
不由得涌起再去瞻仰的强
烈愿望。这不仅因为我在8
年书法的练习中，一直对
“颜体”顶礼膜拜，更重要在
于颜真卿不屈的人品。真
可谓“书如其人”。

史载，背靠嘉陵江水的
新政始建于唐、五代、宋时
期，这里曾设新政县，是一
个标准的水码头。明清时
建有城墙和护城河，城依地
势而修，分有东西南北大小
八道门，依八卦方位立门。
20 年前年少之时我到新
政，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一
片有无数小吃的矮矮的老
街，和那临街而流的一汪江
水。

那些老城街道纵横呈
井字形，据说有正街、新街、
盐店街、米市街、布市街、铁
匠街、大小南街、大小西街、
五福街、问昌巷、油房街、外
东街，这些街与东西南北八
门相连通。

相比于传统种植牙的问题，智能牙科
“即刻用”则有更好的应对方式。据了解，
即刻用技术在种牙过程中不但能实现微
创无痛，且突破了时间限制，克服了此前
一系列的种植牙难题。智能牙科从术前、
术中、术后，都有一整套完整的标准流程
和保障体系，通过全息扫描技术对患者口
腔进行全方位扫描，智能系统就可以计算
模拟整个口腔力学和组织结构，更精确分
析出种植位置、种植角度和深度，避免传
统种植牙需要切开、翻瓣、缝线等环节，只

需将种植体沿着3D打印种植导板植入牙
槽骨，即可完成种植步骤。这一来，实现
平均3-5分钟种一颗牙的同时，保障了种
植牙的精准性和安全性，完成快速的半/
全口的牙齿种植，让缺牙患者在术后能够
当天种牙当天用，轻松解决日常的饮食问
题，受到了蓉城缺牙患者的青睐。

自2017年底，智能牙科进入成都，随着
第一批缺牙患者成功种牙后，在蓉城赢得口
碑，拨打热线028-86969233的市民数量
也渐渐增加，在解决缺牙患者种植牙的同

时，“即刻用”智能牙科团队也在不断的壮大。
因为有不少的市民想在春节前种上

一口好牙，所以在这几天都纷纷前来进
行牙齿的修复种植。智能牙科也掀起了
一波“种牙热”。蔡明河院长表示：“这一
年以来，有越来越多面临种牙难问题的
缺牙患者，高龄、牙槽骨薄、严重牙周炎、
半口全口牙缺失等高难度种植牙市民种
上了牙齿。而在新的一年，我们也继续
有信心挑战高难病例，也乐于接收高难
病例。”

焦点：蓉城缺牙市民聚集智能牙科只为能在佳节前夕种好牙

“即刻用”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一口好牙迎新春畅享年夜佳肴
拨打咨询热线028-86969233可获院长指导咨询和免检查费名额（每天10个），在此预约智能种牙方案还可优先约“即刻用”研发团队咨询名额

走向新春佳节的步伐越来越快，少不
了年夜饭和亲朋戚友的走访。一桌人能其
乐融融地围在一起，闲聊之间吃着美味佳
肴，喝着暖和的羊肉汤，莫过于是最大的乐
事。可是每到过年，我们在饭桌上都会发
现一个这样的问题，总会有一些长辈吃得
少，“喝”得多。这些长辈并不是有多爱饮
汤，而是因为牙齿缺失的原因，实在吃不
了。餐馆不像是家里下厨，没有平时特意
煮烂的肉和蔬菜，都是一些丰富的海鲜，这
让不少的长辈都“忘而兴叹”。一家族的聚
餐，看着自己的父母却因为缺牙而在无法
好好的吃饭，作为子女的自己也未免会感
到内疚。父母缺牙已久，自己却没有去很
好的关心他们，新春来临之际，为了让能够
解决父母的吃饭问题，许多的子女都希望
能够赶在春节来临之际，带着他们来到口
腔医院进行牙齿的修复。为了让缺牙患者
能避开种牙“高峰”，都能及时种上一口好
牙，欢喜过大年，吃好每一顿饭。现拨打
028-86969233，即可优先进行种牙预约，
获得德国3D种植牙方案设计，让你能够

“赶”上种牙的“过年潮”。

“缺牙问题不大”是很多缺牙者的固
有观念，不少患者平时能拖就拖，既不想
麻烦子女，也不想把钱浪费在这方面。
觉得自己一把老骨头，子女的经济工作
压力大，自己的积蓄不舍得用，希望必要
的时候能帮补一下他们。其实，作为父
母，作为一名老人，我们的身体好了，子
女才能够更加的安心放心。缺牙不单单
只是影响饮食，还会因平常的营养摄入

不均而导致出现身体上的健康问题。到
了冬季，人的能量消耗大，一不小心病倒
入院，给子女无异于是增加了精神上和
经济上的压力，可谓“得不偿失”。

智能牙科的蔡明河院长表示，当牙
齿出现了缺失的问题，老人更应该去进
行及时的修复，否则容易影响到身体的
健康问题，而种植牙则是目前最好的修
复技术之一。然而，种植牙手术虽是小

手术，但传统种植牙对患者的身体条件
却有许多的要求。由于患者缺牙时间较
长，往往会出现牙槽骨严重萎缩的问题，
因此并不符合传统种植牙的条件。另一
方面，不少的缺牙市民较为年长，同时还
伴随着高血压、高血糖等问题，既不适合
也难以承受时间长、出血量大的手术。
然而，传统种植牙技术，一般需要3-6个
月手术和恢复，这样不仅时间长、复诊次

数多，特别是半口和全口修复费用高昂，
而且手术创伤大、患者痛苦多，经常在手
术室做上大半天，都还没有种完一口
牙。因此，不少满怀希望去种牙的患者，
有的因牙槽骨萎缩的问题不符合手术条
件，失望而归；有的则是在了解到了繁琐
的手术过程后，考虑到了自己的身体状
况，便打起了退堂鼓，放弃了自己牙齿的
修复。

种植牙专家：长期缺牙危害大，应尽早进行修复

新春前夕掀起种牙热！“即刻用”种牙不再等，微创无痛当天用
蔡明河院长最后提醒到，

由于临近春节，前来种牙的
缺牙患者出现了“扎堆”的情
况，为了能够让市民能够避
免长时间的排队，有需要的
缺 牙 患 者可以先拨打热线
028-86969233，另外，为了照
顾高龄、行动不便的缺牙老
人，智能牙科还提供免费的专
车接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