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功晶

提起 “租界”， 只会令人想起上
海、 天津、 武汉等大城市里那些旧
中国政府丧失了主权的特别区域 。
对峨眉山上还有一块这样的地方 ，
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 却鲜为人知。

打从清朝光绪初年， 一些西方
国家人士便成群结队来峨眉山旅游
度假。 他们开始多寄住于上山不远
而又有优质矿泉水的大峨寺。 日子
一久， “僧厌其扰， 拒其租佣”。 于
是， 纷纷移居新开寺。 新开寺坐落
在报国寺左约十五华里的一座尖峰
上， 环境清幽， 林木葱茏， 《峨眉
伽蓝记》 描写这里 “四望无碍， 远
则九顶凌云 (山)、 大渡 (河)、 青衣
(江)、 近则十里覆篷 (即二峨山)、 符
溪 、 罗目 。 江山如画 ， 浩荡万里 ，
盖远眺绝胜之地也！” 西方绅士们看
中了这块地方 ， 通过与寺庙谈判 ，
各自立约租借一片空地， 营建起各
式各样的洋房、 小楼。 租约最长者
达九十九年 。 如此重大 的 外 交 事
务 ， 按说本应由政府出面的 ， 只
因 当 时 满 清 王 朝 已 是 风 雨 飘 摇 、
自顾不暇 ， 更因鞭长莫及 ， 哪管
得了这许多。 以后的地方军阀和国
民党政府都怕得罪 “洋人”， 只好默
认这一既成事实。 那些避暑消夏的
外国人像候鸟一样， 每年夏天即从
大洋彼岸 “飞 ” 来 ， 秋天又 “飞 ”
回去。 居住时， 廉价雇请当地农民
作佣人； 人去楼空， 便请他们看守，
付给一定报酬。

短短数年之间， 这儿便发展成
了与峨眉山古朴、 清幽的自然环境
形成鲜明对比的山中闹市： 不仅拥
有数十幢作为住宅用的小洋房， 还
兴建了医院、 邮局、 银行、 消费合
作社、 公共浴室、 游泳池、 网球场
以及礼拜堂等， 真是 “五脏俱全”。

来此居住的西方人士， 每年多
达数百人， 鱼龙混杂。 上世纪五十
年代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并
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的加拿大
人文幼章先生， 也曾率家人在这儿
度过了十多个夏天， 与当地农民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5年， 蒋介石
在峨眉山报国寺创办 “峨山军官训
练团 ”， 偕行的宋美龄就住在这片
“租界” 上一个名叫柯培德的美国人
提供的房子里。 为此， 蒋介石也常
常坐着滑竿从报国寺来新开寺住宿
或休息。

如今， 新开寺庙宇及其 “租界”
建筑物的绝大多数皆已倾颓， 处处
断壁残垣。 唯两三幢因有农民居住，
注意维修， 尚存昔日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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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上的“租界”

■■走走访访古古城城

青岩古镇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郊，
它身跻贵州四大名镇之列， 明崇祯十
一年， 驴友始祖徐霞客路过青岩， 写
道： “青岩其城新建， 城中颇有瓦楼
街市， 是贵省南部要害。” 这个深藏于
西南腹地的低调古镇， 竟因一部 《寻
枪》 而荣登娱乐头条， 自此， 人们循
着姜文的身影， 踏上这方土地， 揭开
神秘的面纱， 那精湛原始的明清古建、
纵横四方的青石板路、 云贵第一状元
府第、 中西文化四教并存、 古之屯堡
军事要塞……一一展现在世人眼前。

山地兵城军事要塞

青岩 ， 乍听名字 ， 就刚猛得很 ，
它地处滇、 黔、 桂三省交界， 乃兵家
必争之地。 大明洪武十年， 朝廷为了
控制西南边陲、 防止苗人叛乱， 在双
狮峰下的驿道旁驻军建屯， 始称 “青
岩屯”。 洪武十四年， 朝廷派30万大军
远征滇黔， 军队进入黔中腹地驻下屯
田， 军民同驻， 遂演变为 “青岩堡”。
经多次修筑扩建， 土城垣改为石砌城
墙， 四周城墙全用方块毛石垒砌， 本
地遍布山野的青石片相结合， 远远望
去， 一派青灰苍黑， 显得尤为朴实粗
砺。 古城依山傍岭， 青灰色的岩石城
墙雄踞关隘， 全然一派山寨堡垒的架
势， 素有贵阳 “南大门” 之称。

沿着石阶走到定广门城楼下， 上
筑敌楼、 垛口、 炮台。 墙身上斑驳残
迹， 依稀能看到当年作为重兵要塞屯
集的雄姿。 明朝天顺年初， 高坡苗王
干巴珠常领兵袭击汉人移民之地， 威
胁朝廷的统治 ， 朝廷以青岩为据点 ，
发动著名的 “石门山战役”，生擒苗王，
送京师问斩。迄今石门寨二屯堡仍有摩
崖石刻 “永镇边夷”。 到了明朝天顺元
年， 格波禄率领苗民起义震动西南，青
岩又一次成为明军大本营，再次显示军
事战备地位。抗战期间，日寇践踏国土，
由于青岩古镇偏僻安全，八路军贵阳交
通站在青岩建立安宣点，将许多革命干
部家属 “接纳” 到这里来， 到了民国
后期， 又有红军及新中国的剿匪， 续
写着古镇与历史之间的传奇， 这是一
座应战而生的古镇。

青石青岩百年古建

贵阳境内喀斯特地貌， 军民就地
取材， 以石当瓦， 用石筑墙， 每家每
户都有青石筑就的围墙， 青石板铺就
的道路， 青石板垒筑的墙体， 青灰色

的石板、 石墙、 石柱、 石瓦……铺天
盖地的青灰扑面而来， 似乎走进了石
板铺砌的时空隧道， 青石是古镇的硬
度， 那苍然的青灰石构建起青岩那坚
强的骨架。 古镇并不大， 但镇上至今
仍完好地保留着600多年前 “楼阁画栋
雕梁， 飞角重檐相间” 的明清建筑格
局， 最具特色的莫过于一条唤作 “背
街” 的石巷， 那青石条铺就的路面经
过风雨的冲刷洗礼， 早已磨砺得如镜
面般光可鉴人， 泛着乌金般青黑的光
泽， 似乎飘飘摇摇穿梭了时光的隧道，
向世人喃喃低语着岁月深处的彷徨 ，
独具慧眼的导演看中了这个有着独特
时空感的老街， 倚着石墙留下了一个
个经典的镜头 ， 不经意间抬了下头 ，
可以看到青岩的老房都有两个屋檐 ，
一上一下的结构就像是人的眉毛和眼
睛 ， 贵州素有 “天无三日晴 ” 之说 ，
为了防雨防湿 ， 这种 “人体仿生学 ”
民居 “重檐悬山式” 应运而生。 牌坊
是青岩的标识， 古镇原有8座石牌坊，
现幸存3座， 一座贞节牌坊， 两座百岁
坊。 赵理伦百岁坊上有八只石狮， 清
一色尾朝上 、 头朝下 ， 人称 “下山
狮”， 这等造型连艺术大师刘海粟都忍
不住惊叹 “实属罕见而不可多得的艺
术精品”， 走近节孝牌坊， 却让我感到
一种无形的压抑和心头的沉重， 沧桑
厚重的石坊似乎欲说还休地私语， 它
们是活着的史册。

云贵第一状元府第

青岩人最引以为荣的当属坐落于
状元街1号的状元府第， 这里曾经走出
了云贵两省唯一的文科状元赵以炯 ，
状元府坐南朝北， 大院正门一幅 “琴

鹤谱志， 论语传家” 的对联真切地传
递了主人的雅量及对子孙后世的祈望，
这是一座歇山式一正两厢的两进四合
院， 现仅存朝门、 前殿、 正殿和两厢，
状元书房内供奉着科举排名、 御批状
元榜书， 在状元卧室内有幸近距离触
摸一套颇具云贵特色的清代家具。 庭
院里， 两口矩形石质水井引起大家浓
厚的兴趣， 两井仅相距二三米， 井水
清澈见底， 水平面却有高低。 导游说，
水平面高的是状元赵以炯亲自挖掘的，
水平面略低的是他的弟弟同榜进士赵
以煃挖的， 显然， 哥哥 “水平” 比弟
弟高， 故一举夺魁， 这大概就是 “行
家里手” 所谓的风水之说。 当地人还
经常带孩子 ， 打这口井里的水来喝 ，
沾沾状元公的才气。

我在状元府徜徉良久 ， 漫长的岁
月， 将尘世间许多人和事化为尘烟，唯
有那精神和文明的丝缕，仍在时光深处
流光四溢。 状元是青岩的标签，因状元
衍生出来的青岩卤猪脚也成了古镇“网
红”美食。 据说当年，赵以炯为考取功
名，经常秉烛夜读， 有一天深夜去北门
小吃摊上用夜宵 ， 点了两盘卤猪脚 ，
吃得赞不绝口， 赴京赶考时， 还 “打
包” 一锅卤猪脚当干粮在路上吃， 后
来金榜题名， 衣锦还乡， 卤猪脚也一
举成名， 便被誉为 “状元蹄”。

青岩，一座历经600年的军事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