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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北美之乾隆朝宫廷绢本立轴《岳武穆之像》（乾隆诗见右上角）

清 代 乾 隆 皇 帝 在 位 六 十 年
（1736-1795），曾多次下江南。他
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南巡
至浙江省杭州，拜谒岳飞墓，赋诗一
首，其碑刻《御笔题诗碑》和《岳武
穆遗像碑》一起，保存在杭州岳王
庙。

笔者近日在美国丹佛的一位收
藏家的藏品中，发现上述乾隆同一首
诗、配以精绘的同一岳武穆遗像的原
件。此水墨彩绘绢本立轴画像，与现
存杭州岳王庙的《岳武穆遗像碑》一
模一样，由乾隆朝著名宫廷画师署
名，无疑就是乾隆二十二年刻碑时依
照的底稿原件。

这次惊喜发现，不由使人联想到
康乾盛世时代，宫廷中的西洋画师如
郎世宁等的逸闻旧事。如今流传到海
外的珍贵文物，有许多就是由他们的
后人保存下来的。笔者承诺美国收藏
家的要求，绝对尊重其家族的文物收
藏渊源的隐私权，仅从诗画本身的文
化历史层面进行讨论。

乾隆皇帝雅好书画诗文。这首七
言律诗的四联八句，总结了岳飞一生
的功名和遭遇，言简意赅。笔者不禁
引笔铺纸，想与读者一起欣赏和解读
这首诗的历史意义。

乾隆诗云：
阵战曾轻兵法常，绍兴亦委设施

方。
操戈不谓兴张俊，纳币终成去李

光。

何事书生叩马首，遂教名将饮鱼
肠。

至今人恨分尸桧，宰树余杭万古
芳。

这首律诗的首联第一句开头的
“阵战”，指岳飞与宗泽讨论《阵
图》时，提出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
因而岳飞所率岳家军，能够打破兵法
常规，以少胜多，屡建奇功。第二句
开头“绍兴”指南宋绍兴年间，岳飞
被宋高宗委以重任，驻防江上，皇帝
赐札：‘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
遥度。’ 

颔联的第三、四句诗云，不料岳
飞的赫赫战功，反而使朝中的坏人得
势，好人遭殃。诗中提到两个人，张
俊和李光。朝中主战大臣李光遭到罢
职远谪，而协助秦桧和金人搞和议、
向金人进贡国库财富的权臣张俊，反
而享尽荣华富贵。

颈联第五、六句接着说，等到
岳飞直捣中原、汴京指日可下的关键
时刻，却有太学生出来提醒金兀术不
必撤军，不知其用心何在。原来朝中
奸臣与金人搞和议时，已经达成幕后
交易，即以岳家军撤兵和岳飞问斩为
先决条件。诗中的“鱼肠”，是古剑
名。原来宋高宗心中有小算盘，担心
一旦岳飞收复汴京、金人释放被俘的
徽宗皇帝后，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皇位
的持续与稳固。

最后尾联第七、八句，慨叹岳
飞终于落入秦桧一伙的罗网，遇害而

亡，真乃千古奇冤！诗中之 “宰树”
指精忠柏。诗云人们至今悲愤难平，
仍移恨于岳飞陵墓前的一株象征秦桧
人品的、被剖开树干的“分尸桧”，
每个前来瞻仰岳墓的游人，都要用斧
头砍几下这株桧树，以泄公愤；只有
伴随岳飞墓园的精忠柏树，满天苍
翠，万古流芳。

杭州岳墓亦称忠烈墓，每年清明
时节，墓前游人穿梭，往来不绝，沉
浸在满腔追思情怀之中。杜甫《可叹
诗》云：“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
变如苍狗。”千百年来，人们感慨世
事无常，风云变幻，不变的是忠孝仁
义的伟大与感召。

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氏，是女真族
金人的后代，然而对岳飞的礼赞却毫
不含糊，崇敬有加，视其为整个国家
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楷模。作为少数民
族统治者的这种决策，无疑需要摒弃
浮狡小智、怀抱含弘大德的气量。可
见史学界有人持论，认为若肯定岳飞
为民族英雄、则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说
法，还不如乾隆皇帝胸襟博大，见识
高远。

平心而论，清王朝问鼎中原之
后的康乾盛世一百余年，不但为中国
开辟了广袤的疆土，恢复了经济的繁
荣昌盛，而且以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
道德观念来凝聚汉族知识群体的向心
力，因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汉文
景之治、唐太宗贞观之治之后的第三
个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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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间的清宫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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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江湖的那次华山论剑

我们的故事，从公元800年前后开始。当
时唐诗江湖上的几位绝顶高手——王维、李
白、杜甫，都已经先后过世了。至于更上一
辈的高手，张九龄、贺知章、孟浩然，更是
早已作古。

打个比方，就好像武林中，东邪西毒南
帝北丐都已经挂掉了。江湖会不会就此萧
条？唐诗是不是后继无人了？

事实是你多虑了。新一代的高手纷纷涌
现，各自开宗立派，称霸一方，还掀起了几
场大的论剑。

【一】
这一年，有一位姓刘的英雄，在江湖上

崛起了。他乃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刘胜
之后，生得仪表堂堂，双耳垂肩，两手过
膝……

写到这里，你大概以为我搞错了：怎么
越写越像三国演义了？连刘备都跑出来了？
我没有搞错。他不是刘备，而是同样大名鼎
鼎的刘禹锡。没错，就是“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的那位。刘禹锡也是中山靖王刘胜之
后，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此人才高八
斗，尤其擅长三大诗歌独门绝技——乐府、
民歌、怀古，纵横江湖，出道以来未逢敌
手。

当时，江湖上和他齐名的是另一位河东
大侠——柳宗元，俩人并称为“刘柳”。两
人同一年“高考”，同一届上“大学”，都
是当时学霸级别的人物。但是渐渐地，柳宗
元的主要精力没用在写诗上，而跑去搞散
文、搞哲学，写诗的成就也就慢慢不如刘禹
锡。连柳宗元都抵挡不住，何况别人？一时
间，江湖上无人敢撄老刘的锋芒，人送外
号：诗豪。

然而别忘了，这可是牛人辈出的唐朝，
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过去的
李白不行，杜甫不行，今天的刘禹锡也不
行。老刘这么牛，有人看不下去了。

当时江湖上的四大高手白居易、刘禹
锡、元稹、韦楚客，他们齐聚一堂，相约写
诗论剑。主要战斗的双方，是白居易和刘禹
锡，相当于叶孤城与西门吹雪；元稹和韦楚
客则有点像是掠阵的，相当于在场的陆小凤
和花满楼。

他们论剑的题目是：写一首诗，缅怀
500多年前三国时代终结的故事。

很多朋友都知道三国是怎么开始的——
三哥俩桃园结义打天下，却不太清楚三国是
怎么结束的——王濬水师下金陵灭东吴。当
时蜀国已经被灭掉了，刘禅早已当了俘虏乐
不思蜀。北方的大将王濬统帅强大水军，顺
江而下讨伐吴国，直奔首都金陵。末代吴主
孙皓投降。轰轰烈烈的三国时代从此结束。

这个题目，很宏大，很沧桑，看似好
写，但不容易成经典。

拿到题目，白居易、元稹、韦楚客都开
始认真思索。刘禹锡却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慢饮起来。

你看了《三国》就知道，一旦武将出阵
砍人前先倒了杯酒喝，就说明人家心里有底
了。文豪也是一样。没把诗想好，他是没心
思喝酒的。果然，刘禹锡饮尽此杯，饱蘸浓
墨，一挥而就：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它就是唐诗中的不朽名作《西塞山怀

古》。五十六个字，一百三十二个字节，道
尽了历史烽烟、光阴流转、人世沉浮、山河
更替。

白居易、元稹、韦楚客彻底服气了。白
居易放下笔，看着刘禹锡：“你是我哥，成
不？”

这传说中的一战，成为唐诗论剑史上
的经典之战。就像一个多世纪前的“彩楼
之战”，宋之问胜了沈佺期；半个多世纪前
的“大雁塔之战”，杜甫胜了岑参、高适。
而这一战的胜利者，是刘禹锡。

【五】
白居易会就这么认栽了？当然不会。这

一年，刘禹锡又有一篇新作问世了，
叫做《泰娘歌》。所谓泰娘，不是泰
国的新娘，而是一个叫泰娘的妓女。
泰娘很会弹琵琶，过去跟着主人住在
繁华的洛阳，生活很优渥。后来主人
死了，姑娘没了依靠，孤苦伶仃，一
个人流落边地，天天抱着琵琶哭。刘
禹锡是很多情的。他遇到泰娘，听到
她的琵琶，十分感动，为她写下了这
首266个字的长诗，描绘了她的坎坷
命运。这首诗的名气很大，一时间成
为中唐叙事长诗的代表。后来杜牧等
人的很多诗都受到了《泰娘歌》的影
响。

然而，看到这首诗，作为刘禹锡
一生敌手的白居易却没有出声。

转眼几年过去。到了元和十一
年，一个萧瑟的秋天，在江西北部的
浔阳江头。白居易也遇到了一个妓

女，一样的身世坎坷，一样的会弹琵琶。于
是，同样多情的白居易也流着眼泪，拿起了
笔，准备写诗。动笔的一刻，他心里大概已
知道，《泰娘歌》要被灭掉了。他写了一首
616个字的超级长诗。这就是唐诗中一座难
以逾越的丰碑——《琵琶行》。

千百年来，只要上过一点学、略识一点
字的华人，都知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
何必曾相识”。而《泰娘歌》呢？对不起，
只能退居其后了。

至此，白居易和刘禹锡算是打了个平
手。在金陵怀古一战里，刘灭掉了白；在琵
琶歌女一战里，白又完爆了刘。

没有不可战胜的伟大诗人，只有不可逾
越的伟大作品——这就是牛叉的唐朝。

【六】
光阴似箭，在一次次的较量中，刘禹锡

和白居易慢慢都老了。他们同一年出生，但
终究不能同一年去世。先走的那个人是刘禹
锡。公元842年，一代诗豪刘禹锡病逝。

让我们猜猜，白居易知道消息后会说些
什么？“啊哈，你个彭城鬼子，和老子掐了
一辈子，你也有今天”？

不是的，白居易哭了。已是古稀之年的
他饱含着泪水，写下了送给刘禹锡的诗。这
首诗很好懂。让我原文一字不差地抄下来
吧：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
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什么？觉得这首诗还是太文言？太难

懂？那我翻译一下，换成人人都懂的黄家驹
的歌词吧：

前面是那方，谁伴我闯荡。
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
沉默去迎失望，几多心中创伤。
谁愿夜探访，留在我身旁。
现在，你懂了白居易的心么？

（本文摘载自“六神磊磊读金庸”，图片摘
自网络。）

【二】
这一天，一封战书在江湖上

开始流传，正是送给刘禹锡的。
这封战书不长，却写得气势磅
礴，我贴一段在此：“彭城刘梦
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
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

语气看着挺谦逊，说自己是
不自量力，但其实意思是：“刘
禹锡，你牛啥？咱俩来练练！”

下战书的又是谁呢？此人也
是江湖上一位传奇高手。话说他
少年时游历首都长安，找当时的
文坛“大V”顾况投稿，请顾况
鉴赏。

顾况看他年轻，揶揄说：“帝
都的房子这么贵，你一个小孩子
家，跑来当北漂，有意思么？”
说着，老顾拿起少年的稿子，才
读了四句，便大吃一惊，五雷轰
顶，惊为天人。这四句诗是：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老

顾紧紧握住了少年的手：“来吧！帝都欢迎
你！”

这位大高手，叫做白居易。白居易和刘
禹锡是同一年生人，都生在772年，属鼠，年
龄相同，功力相当，堪称敌手。

你刘禹锡不是有几大绝招吗？白居易却
偏偏不怵——你擅长搞乐府，我正好有新乐
府；你能写民歌，我比你更接地气，我的诗
老太太都能读懂！

刘白之战震动江湖。两人交手的方式叫
做“唱和”，你发一首诗来，我必须回一首
诗去，谁要接不住就算输了，卸一条胳膊。
（我夸张的，未必真卸胳膊。）

【三】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白居易。他向刘禹锡

一次性咣咣砸去了一捆诗，简直像是集束手
榴弹。共砸了多少首呢？吓死你：一百首！
有证据吗？有的。因为刘禹锡对这一轮攻势
的回应，就叫做《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
一百篇……》。

从此，大唐诗歌江湖上火星四溅，二位
大侠你一首来，我一首去，难分高下。他们
一共战斗了多少个回合呢？可考证的数据
是：一百三十八回合！战况又如何呢？白居
易有记载：“交争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
能！”

这些战斗，大多是隔空对战，用小股兵
力试探，打来打去总是难分高下。刘禹锡于
是决定改变策略，他要诱出白居易的主力，
一举全歼！

前文说了，对于刘禹锡的三大绝招：乐
府、民歌和怀古，白居易前两招都不怕。刘
禹锡为了一战定乾坤，决定投入自己的终极
第三招：怀古诗。这一战，就是著名的“金
陵怀古会战”。

【四】
这一天，金风送爽，万里无云。（我猜

的，我没考证。）

作 者 ： 六 神 磊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