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写下悲怆千古的《同谷七歌》
成县飞龙峡，

杜甫草堂，又称
杜公祠，坐落于成县
县城东南 3.5 公里处
的飞龙峡口。是一组
纪念唐代伟大诗人杜
甫流寓同谷的祠堂式
建筑，也是国内现存
三十七处
“草堂”中历
史最久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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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8 月 31 日，记者在陇南市成县采
访，
“ 你看它像什么？”当地文友张平
良指着县城东南方向飞龙峡口的一
座山峰问我。
我举手及额，细细辨析那座和鸡
峰山脉夹峙的峰峦，它的峰顶像一个
仰卧的男人的头部，根根直立的短
发，智慧的额头，挺直的鼻梁之下是
一簇浓密的八字胡……
这不是大文豪鲁迅吗？张平良
说，这座“鲁迅山”还有一个名字，叫
凤凰台。
记者心中怦然一动，诗圣杜甫流
寓 同 谷 的 时 候 ，写 过 一 首 诗《凤 凰
台》，
描绘的正是此地的风光。
飞龙峡口相隔千年，一边是现代
文坛巨匠鲁迅，一边是古代诗圣杜
甫，隔峡谷而相邻，似乎在进行着一
段跨越时空的文坛对话，不能不说是
一处自然与历史的造化。
杜甫经秦陇流寓同谷，在飞龙峡
结草庐和家人逗留了月余，之后即取
道嘉陵江入蜀。
诗圣走后，当地百姓感念杜甫在
这里度过他人生最困苦的一段岁月，
却写下《凤凰台》、
《同谷七歌》不朽的
诗作，北宋时，当地秀才赵惟恭捐地，
县令郭慥主事创建祠堂。历代吏民
皆修葺，扩建，到如今形成了一座规
模宏大、古色古香的杜少陵祠，亦即
杜甫草堂，是游客饱览自然风光，缅
怀诗圣遗迹的必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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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州 心 飞 学 校

谢老师物理同步提高班

A14

西部地理

人心险过山川，诗圣同谷遭遇小人
眼前的新建门楼为清式彩绘牌坊，上方正
中“杜少陵祠”4 字匾额，是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
先生所题。抬级而上，便是草堂前院。
草堂一进两院，二级台阶，前院的南北两座
厢房，现在开辟为展室。沿阶再上，便是后院，
也是草堂大殿所在处。院内正中是杜甫汉白玉
全身雕像，诗人扶手伫立远眺，忧国忧民，形态
逼真。正西为大殿，供有诗人石雕坐像，诗人的
神情虽然困苦，但目光深邃，心中似乎正在酝酿
疾风劲雨的视觉。亭上的“气吞江海”横匾正是
诗人内心世界的绝妙写照。
在塑像周边，曾有 8 株参天古柏，一棵国槐
和一丛海棠，人称“八柏一槐一海棠”，相传为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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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飞龙峡子美草堂

杜甫衣食终无着落，迫不得已便在南山飞
龙峡口搭建草屋栖身。适逢大雪封山的隆冬季
节，杜甫一家饥寒交迫，杜甫于无奈中长歌当
哭，和着血泪写出了《乾元二年寓居同谷县作歌
七首》这组长诗。
这首七言组诗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诗人一
家困居同谷时艰苦卓绝的生活。描写了一家人
惨不忍睹的遭遇和骨肉分离的巨大哀痛。
诗人描写的生活是：其食不果腹，
“ 岁拾橡
栗随狙公，黄独无苗山雪盛”；其衣不蔽体，
“短
衣数挽不掩胫，手脚冻皴皮肉死”；其住荒凉破
败，
“ 荒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其貌
衰老不堪，
“ 白头乱发垂过耳”；其体态羸弱不
堪，
“ 身不成名身已老，三人各瘦何人强”；其情
绪悲观绝望，
“ 男呻女吟四壁静，西风为我从天
来”；
其行踪飘忽无定，
“三年饥走荒山道”
。
诗圣的悲惨遭遇让人不禁潸然泪下，然而

好未来教育高考数学

【签约保分，方法独透，精准补差，精准提分】
秒解近十年高考题，
高一高二同步提高，
高三一轮。

中考全日制保证班

一线资深老师任教，从教 15 年多年 高一同步提升班，高二同步提
把关中考，精、准掌握考点、难点，重 升班（每班限招 8 人），高三文理
在培养学生分析及解析问题的能力；一轮复习班，可一对一，对二。
讲方法、抓重点，培育优等生！按成 针对性极强，短期内提分快，在
绩分班教学，无进步可退免学费.
职教师授课。地址：皋兰路公
13893360826 桂老师（南关什字） 交车站 18993033063 韩老师

英语中差生
13669353380

宋老师数学

16 年在职教学经验,2013 北大 1 人；2014 复旦 1 人；2016 上交
1人；2017天大1人；限招初一至高三学习态度端正有进取精神
的学员，小班教学，学不会不能回家。另开设物理，化学，英语
地址：
静 宁 路 玉 佛 寺 旁 18119386676

中高考物理数学 金轮 高一先修
教学经验丰富，专注物理数学教育，设中考物理提高
班，高考物理一轮复习班，高一、高二物理数学提高 广场 高三一轮复习
班，小班及一对一辅导，名额有限，成绩提升有保证！
电话：18894029093 地址：西站什字邮局附近

13919913320孟老师英语17793199559李老师化学

甫亲手所栽，现在只剩下这几株古柏。它们苍
劲古老的树干和郁郁葱葱的枝叶，是杜甫草堂
千百年来衰败兴盛的见证。
亭边现在种植有一棵梅树，院后南北各有
一个月洞门，南门通往后山坡，直达子美崖。
院南北两侧都是碑廊，有杜甫同谷诗及历
代游人题词碑刻 24 方，诗圣《凤凰台》和《同谷
七歌》的诗篇被刻写在最醒目的位置。
诗圣当年流寓来同谷有其时代背景。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杜甫曾西奔凤翔
投靠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因为替打
了败仗的宰相房琯说情而得罪了唐肃宗。杜甫
被贬出京城，放任为华州司功参军。在赴任途
中，他目睹了战乱与苛政带给人民的苦难，为此
有感而发，写出了《三吏》、
《三别》等充满现实主
义色彩的诗篇，在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七月
辞官回乡。接着杜甫接受在秦州为官的侄儿杜
佐及好友赞公之邀，于当年九月之后携妻子西
行，
来到秦州，
在这一月期间，
杜甫写了百余首描
写陇右自然和社会文化的诗。
当年十月杜甫应同谷县令邀请，离开秦州，
赶赴成州之同谷（今成县）。谁知这个势利县令
却嫌弃杜甫已弃官且穷困潦倒避而不见，顿时
置饥困交加的杜甫一家人于绝境。

诗圣沉郁顿挫的诗风自此发端

成功创办 18 年，
采用
“讲、
练、
测”
精细化管理模式； 地址：
南关什字民安大厦 A 塔 9 楼 18993292561 8455219
1、初三中考精英班：1 班：周六 8：00-10：00；2 班：周日 14:00-16:00；
初三中考重点班：1 班：周六 13:00-16:00；2 班：周日 9:00-12：00；
3 班：周六 14:00-17:00；4 班：周日 9:00-12：00；
2、初二同步精英班：1 班：周六 10:20-12:20；2 班：周日 16:20-18:20；
3、高一同步精英班：1 班：周六：19:00-21:00；小班授课，只招收重点高中学生
初三全周末全科提分训练营热招中
4、VIP 一对一、一对二，5 人小班，个性化辅导针对性强、快速提高成绩。
13669342211
庆阳路国贸写字楼10层（时尚百盛对面）13919020588 微信8427066 8427498

初中高分数学 高中数学

2018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责编 黄建强 编辑 刘小雷

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拘泥于自己的一
己悲欢，而是由家及国，揭露了当时朝堂上龙蛰
蛇游的反常政治现象，对于遭遇战乱、流离失所
的黎民百姓抱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意识。
《同谷七歌》七首诗之间，既独立成章又结
构相同，形成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完整艺术体
系，丰富了杜诗多样化的写作体裁。明代的王
嗣爽曾评价说：
“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伤
过之，读骚未必坠泪，而读此则不能终篇。”
杜甫在同谷无法正常生存，乃于当年十二
月经河池郡之栗亭（今徽县伏镇栗亭一带），向
南翻越了木皮岭到达徽县嘉陵镇的白沙渡，在
这里杜甫一家乘船沿嘉陵江顺流南下至成都。
杜甫“一岁四行役”的坎坷经历，满腹才华
而又不仕的特殊遭遇，促使其诗风“此去华适秦
为之一变”，形成了千古称颂的“沉郁顿挫”诗
风。
文/图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刘小雷

恒成教育 何老师数学

初中数学，中考数学，按成绩分班，经验丰富，免费试听，成绩提高快，无效退费。
8865286 8865294 13919984950

盛博 15 人中考复读班
师资雄厚、
签约就读、
随时欢迎试听
地址：
白银路甘肃日报社院内
电话：
0931—8401075 18119467294

武老师高中数学 高中英语名师辅导 高中物理辅导 兰大家教
辅导对象：
（高一、
高二、
高三）

18 年教龄，自编高考复习资料(资
1.目前成绩优秀，
有意愿突破
料珍贵)针对性强，提分有保障。140 分或报考英语专业。
2.目前成绩中等，
有意愿进入
常年开设高一高二同步精品小班、一流成绩行列。
诊断，
试听，
长期教育
高考复习班及VIP一对一辅导。 同步互动直播，精彩课堂搬回家！
铁路局 13639399715
18693297649 13359496298

张老师化学辅导班

独特数学

高一、
高二、
初三同步提高班，
高三第一轮复
习加强班。一对一及小班授课。重点中学
经过 20 多年教龄的我
在职老师，
二十三年教龄。免费试听。开课 无论小孩数学底子多么薄弱，
必能培养起浓厚的数学兴趣，否则退款！
时间：
2018 年 9 月 1 号 地址：
1.兰州市城关 精心辅导，
区。2.兰州市西固区 电话：
15339850131
初一、
初二、
初三 18919813179（广场南口）

一线资深教师，多年辅导高考经验，所带学
生成绩大都在班上前十，小班特色教学，
（10
人左右）现招收高一巩固提高班 高二巩固
提高班 高三一轮提高班 一对一VIP辅导
注意:只招收省属重点学校学生。
电话:13028701593 地址:兰大附中附近

免费试讲 13919137908

张老师中考化学

20 年教龄优秀教师，经验丰富。重点讲授基础理论
和概念、把握中考重难点和常考知识点，夯实基础，
专题突破，逐步提高，把成绩牢牢稳定在 95 分以上。
小班、一对一、一对二。邮电大楼 15101267602

中高考高分语文、数学 初中数学精品辅导

一 、语 文 30 个 专 题 直 击 命 题 意 图 ，学 练 完 毕 即 得 到 任教 15 年资深特教，
经验丰富，责任心强，注重培养
理 想高分，无一不成功。二、数学以解题思路为核心、
结合思维导图和逆推原理，掌握数学思想及方法，快速 学生学习方法，开拓思维，历年来所带学生成绩优
练就 高 超 的 数 学 思 维 能 力。其它各年级随到随学； 秀。现开设 7～9 年级先修、提高班，一对一辅导。
一中家属院 13321208561 18919830177
18198004157

高考包分合约班
名师数理化英 西站数学英语 海归英语教授 中考、
中学、小学同步班
在职教师授课，十二年教学经验，2018年高考140分以上

1.高一高二、初一初二同步培优 2.高三、初三 9人，高考成绩再创辉煌，二本升学率创新高。招1.高考一轮
全科中高考冲刺 3.初一至高三全科一对一 班。2.高中各年级拔高班。3.各年级一对一班。长征剧院旁
免 费 试 听 。 18394287280 兰 大 数学 13321213871 英语 18919029818

全球百强名校深造、
权威总结命题规律
小初高精讲、
中高考冲刺、
考研留学点睛
直击核心提分快 1 对 1 精品班 13099267864

1、包分合约班：测评提升幅度，确定时间方案，签订包分合约。
2、同步强化班：构建考点题型体系，传授答卷策略，执行达标考核。
电话：152 9310 6639（会宁吴老师） 地址：兰州城关区静宁路口连铝大厦

英语国际音标 初高中数理化
中考数学
赫老师英语 初高中各科辅导 专教英语中差生 杨老师英语 会宁教育 中高考语文 英语提分王 10元现场课堂
1.高一高二、
初一初二同步培优班 2.初三
高三中高考冲刺班。精品小班，一对一
免费试听。18693105076 兰大

中高考数学 杨老师数学

精准、高效、经验丰富，其他年 26 年资深特教，经验丰
富，只招初中数学一对一
级同步。另化学初三、高三 （可 上 门），联 系 电 话:
13919203615金轮广场 17726977798

1.初高中各年级各科同步 6 人小班、
一对一 2.高
两步学英语，
轻松又
三各科一轮复习 6 人小班、
一对一 3.语文、
英语
资深教师亲自辅导，优生高 初中，高中数学，物理， 紧扣大纲，自编讲义。归纳总结答题方
一对一授课。
阅读、
写作专项训练 6 人小班、
一对一 4.物、
数、 简单，
分冲刺，中差生成绩大幅提 化学辅导。一对一辅导 法和出题模式，多年从事阅读、文言文和
18193144848
化、
地理、
政治知识强化班全面起授。免费试听，
无效退款！13309468622 双城门附近
（致电送资料，广场西口） 高。13919289078（城关）（先试听）13639393919 作文的专题讲座。18693078094

中高考语文 英语1—6人班

初/高三一轮复习
初/高中语法
资深教师精准辅导
十年口碑一中家属院 13609391770
广场/雁滩
18919830177

26 年 在 职 教 师 1 对 1 辅
导，价位较高，保证提分
安宁或城关 18919892756

一对一上门辅导，

为解决英语学习的第
一个障碍，普及 48 个 在 职 名 师 授 课 ，补
差、
拔高、
拔尖
音标，
2 小时包会。
18919903391
电话: 13195834685 杨：

初 ，中 考 数 学 精 品 班
60突破110 90突破130
庆阳路 13919376639

一线初中数学 师大精品化学 会宁状元教育中心
点睛物理 物理一对一、一对二 一线在职教师，
英语 喜讯：为答谢新老客户，今晨信息特推出“刊四赠一”
独特教学方法。
优秀教师一对一上门辅导初，
哪儿有问题讲哪儿 一对一专教，5-10人精品小班。
活动欢迎刊登！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皋兰路车站15293159376 红星巷地质宾馆，13993112451
高中数学。13038725133
初高中同步班，精品小
班 。一对一辅导。由
师大特级教师辅导。
保证成绩。
18919884839

注重方法、技巧，思维的提
高，高考班，高一高二同步
班 ，一 对 一（短 期 高 效 提
分），
中考（理化一对一）南关
13659421828 15343608469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兰州晨报分类信息小程序 官方唯一指定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足不出户 轻松办理各种广告

重点名校 40 年
退休在家辅导
13359405434

微信扫一扫 在线订制 在线支付
客服电话：4662740

8150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