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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下司白、下司黑

主子、哈博他们，无法听得懂我这个特别翻译，为他们讲
述那次反特会议的内容。我看到无奈的主子，她只好拿出第
三封信，看信封上的内容。主子说，信的落款仍然是蝶兰。不
同的是，文字不再是英文，而是中文。而这封信不再是写给天
堂鸟的，而是写给另一只鸟的，这只鸟叫自由鸟。信的封底的
内容提要是：下司白·下司黑。

这样一段文字，只能让主子、哈博和宵童他们知道下司白
与另一条下司黑狗的故事，至于其中的细节，只得去漫无边际
地想象。但对我下司电笔，一点也不虚幻，我可以一口气把信

的内容说下去，一字不漏。遗憾的是，没有人听得懂，除了下
司玉洁。

蝶兰这封信，不是写给天堂鸟唐·汉斯的。蝶兰为什么
要写信给自由鸟，也许是因为天堂鸟不喜欢下司白。只有
自由鸟，才喜欢下司白。蝶兰想告诉自由鸟，他所熟悉和喜
欢的下司白，已经当妈妈了。这封信一共三页信纸，第一页
信纸的内容，是告诉自由鸟，下司白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
下司黑——

下司白到了星宿湾，找到了蝶兰，遇到了她曾经相识的黑
色俊哥，尤其是在下司白与那头棕色野猪鏖战，被野猪旋得昏
天黑地，身子快要飞出去时，是黑色下司犬闻讯前来驱走野
猪，才脱离危险。之后，下司白与黑色下司犬形影不分，天天
游山玩水，忘我游荡。

终于有一天，下司白在小竹屋蝶兰的床头，在蝶兰为她铺
上厚厚毯子的地方，生下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下司白摇头摇
尾，邀请蝶兰参观自己的宝宝。蝶兰欣然应允，抱起这团黑肉
球，想找到一点与黑色异样的色彩。结果，蝶兰如愿以偿，找
到了两个白点，找到了她希望看到的，那是她恩人的相貌标
志。蝶兰说：

“下司白，我的好妹妹，好样的。你的儿子，也戴着眼镜，
好文明好威武，好像她爹哦。”

下司白得到蝶兰的夸奖，好欢心，前后脚玩起了狗刨式舞
蹈，好像在水中一般轻盈、飘逸。下司白接着，对着蝶兰汪汪
几声，然后眼睛盯住主子，等待回答。

蝶兰说：“取名啊？可以。名字嘛，就，就叫下司黑，好
吗？”

“下司黑，好好好！”下司白听后，不停摇尾，回应叫好。
“小宝宝，你的名字，就叫下司黑，记住喽！”蝶兰对下司黑

说，“也许，将来的一天，你也会成为我的恩人！”
听了蝶兰这句话，下司白用一种不解的眼光，盯着蝶兰。
信的后面两页，是这样写的——
自由鸟，下司黑出生了，毫无疑问，下司黑是狗娘下司白

生的。我与下司白是朋友，是姐妹，也似乎当了狗娘，下司黑
是我的另类儿子。

我抱住下司黑，察看他的耳背后的毛理。就像人母生下
孩子之后，要看孩子头顶的头发的走向，看旋涡是逆时针，还

是顺时针，是一个旋，还是两个旋，由此来判断孩子的天性。
我看到，下司黑的耳背毛的蜷曲方向，是左旋的，是顺时针
的。说明这条狗循规蹈矩，是条看家护院，忠于主子的侍卫
犬。我接着要观察的，是下司黑的迈腿动作，是先出右脚，还
是先出左腿，由此判定他是右撇子或是左撇子。结果我看到
下司黑每次出腿，都是先出右脚，后出左脚，下司黑是右撇
子。右撇子没有左撇子有创意，但遵章守法，对主子忠诚不
二。智商不低，对各种声音、气味和形体的反应敏锐，适合给
盲人当导盲犬。

接下来我目睹了下司白，是如何履行生母的职责，独自承
担对下司黑的抚育、教养义务的。她的一系列亲子教子行为，
深深打动了我。要不是我当初得过自闭症，让我的思维曾经
与动物相似，我就不会懂得下司白，也就不会理解下司白在生
活中为母、为师所做的一切……其他暂且不说，从下司白如何
教子为狗，教子学艺就可见一斑。

下司白教育下司黑的第一课，是与主人亲近。下司白
先是教下司黑学会与主子，也就是与我们母子亲近，搞好主
仆关系，不怕人捉弄，不要乱叫乱动，更不能张口龇牙咬
人。并以自己的行动，处理好与我们母子的关系，让下司黑
耳濡目染，受到教化。此外，还教下司黑，如何处理好与不
同家畜的关系。比如对猫，处理不好，被它弄了一个猫洗
脸，抓了一把然后上了树，流着血还得干瞪眼。比如对猪，
那是家养的，不能当野猪攻击，否则主子要拿你问罪。又如
鸡，你不能玩狗跳鸡飞的游戏，要不主子也会倒毛，他们的
棍子会咬肉。

下司白给下司黑上的第二课，是听从召唤，随叫随到。下
司白训练下司黑，首先是服从狗娘的命令，随叫随到。然后是
服从主子的命令，听我们母子的话，呼之即来。开始，我是用
骨头，用肉汤泡饭，来诱惑下司黑听话的。随后我观察到，即
便不用食物引诱，下司黑在下司白的教导下，对我的召唤也能
做到随叫随到。有一次，我叫唤下司黑，下司黑装昏不搭理，
下司白见状，瞪了儿子一眼，下司黑就摇着尾，乖乖来到我身
边。

第三课是学会游泳，学习狗刨式。这是我亲自执教的，先
是在盆里放温水，为下司黑洗澡，然后将水位增高，淹过下司
黑，让他学游泳。下司白对我的教导并不满意，一天她带着下

司黑走向龙瀑潭，我尾随其后，猜想下司白可能要教儿子学洗
澡。果然，下司白将下司黑带到水边，先是在浅水里，教下司
黑游泳，然后往较深的地方游。下司白教下司黑游的招式，是
有名的泳式——狗刨式。把头露出水面，四只脚不停刨动，往
前推进。也许一半是教导，一半是遗传，下司黑很快就学会这
种泳姿，这不足为怪。

奇怪的是上岸后，我看到他们母子身上湿漉漉的不断滴
水，这样容易着凉感冒，于是下司白教儿子甩水。下司白的甩
水动作，看去是一种优美的风景，其实是一种高难动作，难度
系数很大。只见她甩出的水，水珠四溅，身上同时发出笃笃的
声音，这是身子迅速摇晃旋转发出的。我看到下司白身子急
速摇晃、旋转的幅度，达到一百八十度，这样，才能将水甩出。
下司黑对这一高难动作，最初是傻眼，后来是笨拙模仿，速度
跟不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下司白带着儿子再次下水，湿
身，上岸，继续甩水……

我先离开龙瀑潭，回到家里，做自己要做的家务事。
下晚，我听到下司黑的叫声，那是在呼唤妈妈，要奶吃的

声音。我从这个声音中，听出了某种不妙。我走出屋子，看到
的只有下司黑，却没有他妈妈的身影。我问：

“下司黑，你妈妈呢，你妈妈下司白呢？她到哪里去了？”
“汪汪，汪汪汪……”下司黑在哭泣，我看到了他的眼水，

那绝对不是龙瀑潭的水珠。我一把抱起下司黑，到龙瀑潭，到
野外去寻找，去呼喊下司白：

“下司白，下司白，你在哪里？你在哪——”这是我的呼唤。
“汪汪汪，汪汪——”这是下司黑的叫唤。
我们叫累了，找倦了，我把下司黑放在地上，在一条田坎

上歇气。突然，一阵尖厉、悲切、寒冷的声音响起，呜呜，呜呜
呜……我的后背立刻发凉，这是狼嚎声……

这狼嚎之声，就在我身边，我回身一看居然不是狼，而是
下司黑发出的。他后腿蹲在地上，前腿直立，伸长脖子在悲号
着，透过泪水，我看到他眼里闪着冷冷的光……这使我想起狗
的祖先，是狼。

自由鸟，你知道吗，这一夜，下司黑不吃不喝，不断发出狼的悲
啸，揪心扯肺。我的孩子也跟着下司黑哭个不停，我彻夜不眠。

我有一种不祥预感，我的好妹妹下司白，可能不在人世了。
（未完待续）

普安县青山镇，坐落在县城南面
45公里的坝子中间，居住着汉、回、苗、
彝、布依等民族。

青山是普安的经济重镇，也是黔
西南的历史文化名镇，其辉煌的历史
文化，成就了其长期的繁荣。

悠久的建置历史
据《普安县志》记载，青山镇有镇

级行政机构，始于1037年。
早在秦汉时期，夜郎先民就在坝

子上繁衍生息，西汉河平年间，属牂牁
郡漏江县，公元552—634年，为东爨乌
蛮领地，635—742 年，为唐朝盘州辖
区，743—1276 年，归乌蛮于矢部领地
中心，1277—1688 年，隶普安路总管
府、贵州南隆府普安州，1689—1911
年，划入贵州省普安县。

明朝以前，青山称“箐山”，洪武十
五年改名“青山”，清代，改为“忠顺
里”，辖今兴仁马家屯、姑屯、弥勒屯和
今普安县青山坝子六个屯（歹苏、阿
岗、水桥、蒿枝地、小屯、青山街），民国
元年复名青山。

夜郎文明的重要见证
截至 2006 年，贵州省考古研究所

专业人员八次到青山进行考古调查、
探测、发掘，在距青山街中心六公里半
径内，共发现11个“秦汉遗址”，占全省
同类遗址55%以上，这些遗址出土文物
的文化特征，有别于贵州周边的滇、
蜀、楚、越（两广）文化，专家认定为“夜
郎遗址”，其中铜鼓山是冶金、烧陶遗
址，大营山、大坡顶等为“邑聚遗址”，
遗址总占地面积七万多平方米。

铜鼓山遗址科学考古证实，这里
是夜郎人长达300多年冶炼青铜兵器
的作坊，当时的青山先民不但擅长冶
炼青铜，铸造青铜兵器，建造木房、纺
线织网，农耕渔猎，还会用骨、石、玉、
铜等加工首饰，其产品种类繁多，形态
各异，显现了夜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
彩。

经专家考证，铜鼓山制造的钺、
戈、斧、剑、刀、锄等青铜兵器及农具，
流传贵州各地，为确定夜郎疆域提供
了重要物证。铜鼓山出土文物及其文
化特色，不但在全省独一无二，在全国
也绝无仅有。从事过三十余年夜郎考
古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资深学者宋
世坤说：“就目前科学考古发现实物而
言，普安青山最具有资格悬挂夜郎牌
匾”。3013年3月，铜鼓山遗址被公布
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时期的军事重地
据《普安直隶厅志》记载，洪武十

四年，青山南面五公里的卡子山设“普
安卫左千户所”，次年迁至青龙山（今
盐行街），所属“跑马场”“校场坝”等明
军操练基地，即今青山小学、车站一
带。

街东南约八九公里的羊龙山（现
代地图名），设“安南守御千户所”（直
属云南都司）。厅志载“不帖杰，骁勇
多谋，常以计破贼，及筑安南所城于杨
那山，民资保障”。该所城历时 60 余
年，后于正统年迁至兴仁罗渭江（清末
称罗渭屯）。

离青山西南约二十公里的羊屯，
洪武十四年建“普安卫右千户所”，历
十年后，于洪武二十三年迁至兴义鲁
屯。

明初普安卫总共六个千户所，三

个遗址初建于青山，证明民间传说的
“明以前青山是乌蛮于矢部王城”极有
可能。青山瓦氏、常氏、徐氏、严氏等
姓氏族谱记载，其入黔始祖于“洪武十
七年”，落籍青山、歹苏、水桥等百户屯
附近，他们屯田、开渠、修路、造桥，发
展地方经济。官方史志与民间族谱相
互补充、印证了明代青山丰富的军屯
文化。

清代顺治年间，青山土司湾彝族
土目龙吉兆弟兄反清，在马乃营立都，
吴三桂接旨，派总兵马宝、赵良栋领兵
三万，驻扎青山北郊四公里的阿岗营
盘山（营盘占地200余亩），与贵州巡抚
卞三元、提督赵廷臣所领军队，两面夹
击龙氏。

这一切说明，青山在明清时期，曾
是一个军事要地，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四通八达的古驿道
史志载，征南将军“奉命治道”，左

路军指挥兰玉部下在洪武期间，就地
取当地青石、鸡肝石铺路，至今青山至
歹苏屯（百户屯），阿岗屯（百户屯）等
地的明代古道，尚存一座桥和约五六
百米长的石板路。

清朝康熙年间，库府拨银修复官
道，青山至厅城盘县的“厅城大道”，青
山至安龙（原名南隆）的“府城大道“，
相继修通，同时青山至普安、兴义、云
南窝沿厂、睛隆的县际石板道也陆续
修成。这些路宽的2米、窄的1.2米，有
的蜿蜒盘旋于崇山峻岭，有的笔直穿
梭于肥田沃野，纵横交错，密如蛛网，
虽历百年以上，尚有数千米在供人们
使用。靠着这些石板路，青山马帮北
出水城入川贩盐，西进云南卖骡马、买
滇盐，南驮山货药材下两广，东进安
顺、贵阳买百货，方便自如。

石板古道给青山营造商机，招来
天下商贾，形成青山在清朝中后期至
民国初年的商贸辉煌。它同时也方便
了交通、邮传，是有利农耕和军事调
动，维护社会治安的基础设施。

商贸兴旺甲盘八
清末民初，盘江八属商界，就有

“一青山、二者相、三龙广”的评说，周
边各族人民把青山视为理想的购物天
堂，大家认为青山没有买不到的货物，
也没有卖不完的东西，市场吞吐量大，
在贵州西部和滇东沿边各乡场中首屈
一指。

青山商人素有“宁可闯过虎口成
大器，不甘碌碌无为混一生”的商务胆
略。目前有志书记载的保云喜、张万
和、保国清、杨德方、保开麟、陈绍全等
6人，分别于清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十四
年，多次赶马闯彝方（缅甸），克服滇南
瘴疠、蟒蛇、痢疾等伤害，买回熊胆象
牙、鹿茸、鹿胶、虎骨等到贵阳、安顺销
售，获利颇丰。因出价高，郎岱、岩脚、
巴赖、永宁、紫云等地的好骡马，都往
青山送。

民国八年，青山商人杨品厚与晴
隆的马仲香，盘县的蒋伟山、高荣华，
兴仁的孙亮清合股，成立“德和号”商
号，做香港的生意。因老板是青山人，
会计出纳就近请陈国栋、张竹清、张直
清等人担任。“德和号”主要从香港买
洋纱、洋靛。通过水路走越南海防、顺
滇越铁路经昆明、沾益、盘县，由马帮
驮往盘江八属各县销售。有效推动了
盘八（木织机）织布业、印染业的发
展。因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洋

布曾一度脱销，土布业得到迅速发展，
青山在 1943 年木织机近千架，户有 6
架以上织机的近20家。每场土布要卖
三四千个。当年六枝、郎岱牛贩，卖了
牛马，都要买些“平缸青”“叶兰布”带
回去。

青山牛马市场活跃，带动了皮革
业发展，清朝晚期至民国初年，青山有
皮灶21眼，撒、保、张、马、王、杨、桂氏，
均为皮革世家，撒、保、桂三家硝熏黄
牛皮做皮带、皮鞋、皮包、刀枪壳、弹
夹，马、张两姓用水牛皮编织马笼头、
割皮筋、攀胸、肚皮，王氏擅长加工毛
皮褥子、毛皮衣、麂皮褂，杨姓兼在外
收购生皮，往外地销售皮革制品、染
料、辅助配件等，六天一场，青山云集
了云贵两省沿边的客商，皮货销售十
分红火。

青山市场的传统食品，也颇受外
来客商的青睐，榨子门张桂氏的银片
糕薄如纸、可扇风、落口酥，后街梁姓
的多料月饼、荞酥，还有糯米沙糕、玫
瑰汤圆、黄粑香棕、牛干巴等，百姓口
碑甚好，质量历百年不变。

由于青山商人素有强烈的商品意
识、无畏的冒险精神、敏锐的市场调控
能力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各行业
商会又立有行规反对少尺短秤，反对
弄假坑人。故此，青山市场百年繁荣
不衰，出现了不少名商富贾，如榨子门
的张兴福，曾创造了连续两年建造三
层的豪华房舍、置田地千亩、林区5100
亩、盐粮仓库19间的辉煌家业，成为普
安民国中期的首富。青山盐行街，是
晚清至民国初年川盐、滇盐集散地，承
担了周边农村的盐巴供应，直至滇黔
公路通车，才逐渐丧失其优势地位。

清代建筑遗存多
商贸发展繁荣了地方经济，富裕

的百姓大兴土木，广建四合院。在青
山八条街上，至今尚保存着二三十幢
石木结构的四合院，总占地面积上万
平方米，在黔西南极为罕见。

最早的四合院，建于清康熙年间，
县档案局档案记载：“康熙五十二年
（1713），青山下街有源泉义学……”

修建四合院的人家多系前清官
宦、富贾，有的一家两三幢四合院，院
中青石板铺地，接缝严密，柱枋照面油
漆彩绘，门窗板壁精雕细刻。墙壁用
五面石安砌，齐头清缝，分层过印。有
的人家门楣刻有“福”字，有的人家屋
脊，用桐油石灰拌碎瓷，塑“二龙抢宝”

“龙凤呈祥”等吉祥图形。
青山的四合院群落，体现了清代

的审美追求和用料谨慎，为研究清代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水平和民居
建筑形式，提供了丰富、直观的实物资
料。

清初，青山有“一里三孔桥，一庙
九天井”的传说。现在三桥中的一桥，
倒塌重修，一桥塌掉一角，只有洪武年
间修的“上河石拱桥”基本完好。立于
新田寨子西南边汤家山顶的“三官
阁”，为清朝中期所建，有大小天井九
个，现存围墙高约两米，尚可依稀看出
九个天井的界线。

建于清末的“青山清真寺”，在贵
州较有影响，是民族教育基地，先后培
养出200余名阿訇（阿文教师），在省内
40多个清真寺当阿訇。由于当地政府
的关心和重视，其规模、寺容、节日活
动声势，目前仍为贵州全省清真寺之
最。

形制多样的古代墓葬
1965年，在小屯大路边，李姓村民

平整屋基，相继挖出青铜器和装骨灰的
土陶罐，据考证，属“夜郎民族墓葬”。

1976年，青山供销社修楼房，从地
下四米深的地层中，挖出“石板墓”，属
宋代墓。因无木棺，习俗与众不同。

据《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介绍，
1988 年，省、县文化部门联合，在青山
坝子进行了40天的考古调查，在离街
约九公里的干沟刘家窝子，发现六朝

“瓮棺葬”。在离街东南两公里的玉水
田南山、在下节河南山，发现东汉后期
块石砌成的“石室墓”（当地老百姓称
瑶人坟），在德依大寨发现明代的“岩
洞葬”。

在刘家树林，有彭氏自清乾隆至
民国中期的11座石墓，鸡肝色料石安
砌，浮雕工艺极为精细，墓志书法一
流，在贵州并不多见，这是清晋封直隶
大夫彭奉先上下几代人的墓群。下节
河的节孝张范氏墓，有内室、暗道、墓
碑前立有仿圣旨旌表的三门四柱五层

贞节牌坊，上有八幢神仙、24孝浮雕，
神态活灵活现，吼狮含宝、风吹作响。

不同形式的墓葬，是不同民族不
同时代的文化遗物，它们对研究青山
历史上分崩离合的“西南夷”各族文化
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雅俗共赏的匾额
晚清至民国年间，青山文化与时

俱进，出自名人手笔的44块匾额，悬挂
在当地有声望、有功名、有道德的人家
门楣。

清光绪六年，云南巡抚岑毓英题
赠下街范孙氏“圣旨旌表”“节孝双高”

“凭依在德”等三匾，平街瓦氏获“文
魁”“有天爵者”“天寿平格”匾，后街刘
氏获“三雁凌云”匾（赞其兄弟三人同
科中举）。光绪七年，岑毓英题瓦光禄
举人“四维传家”匾。贵州提督学政授
盐行街晋封直隶大夫彭奉先“进士”
匾，张氏“圣旨旌表”“乡望在乎”“进
士”匾。清真寺挂有同治年间的“清真
古寺”匾和贵州省长刘显世民国八年
所题“宏阐教宗”匾。云南前清翰林院

庶吉士李坤为后街河边张子光夫妇80
大寿（民国三年）所题“弧帨双辉”“各
婺联辉”“鸿案皆春”三匾。民国二十
三年，前清进士、内阁中枢任可澄题青
山小学校训匾“笃实公勤”。民国二十
八年嘉平十日，金母梁太夫人80大寿，
白崇禧题“萱圃春融”匾贺寿（任可澄
书，并作序）。民国二十九年，蒋中正
题“礼仪廉耻”给青山小学作校训。民
国三十年，林森题“春堂永养”匾为杨
母张太夫人九十大寿贺寿。

古匾是一种集道义、文学、工艺美
术、雕刻、书法于一体的文物珍品，多
用楸木、樟木、楠木制成，具有较高的
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青山古匾，有的包含一个哲理，有
的浓缩一个故事，有的颂扬一种道义，
有的体现恭贺者温馨的祝福。有的寄
托题词人良善的心愿，匾中的每一个
字，都像是一朵根植于心灵的鲜花，每
一句祝词都喷射出文明的花絮，在文
化人心目中，它始终发散出岁月抹不
去的光彩，不时唤起人们对它的回忆、
思索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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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亮点：研究清末底层社会
的真实状况与传统士人在社会变迁
中的心理变迁的诗作集。

内容简介：该书是清同光后期
贵州诗人李绍莲的诗文集。作者经
历清王朝覆灭与中华民国成立之剧
变，生平及诗作以戊戌变法为界，分
为前后两部分。前期为读书与科举
时期，诗作主要表现对功名的追求
与失落。后期为乡居教书时期，诗
作主要表现为对时局世风的忧虑和
对民生的担忧。李绍莲的经历及思
想具有典型特征，其作品《小芳园诗
草》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保存了当时
底层社会真实的状况和个体在社会
变迁中的心理变化。

作者简介：李绍莲，名光联，字
璧辉，绍莲乃其号，贵州石阡人。于
光绪甲午科中举，曾参与公车上
书。变法失败后，返乡设馆教学。

著作有《小芳园诗草》《小芳园杂著》
《中医要览》等。

看点导读：
《小芳园诗草》是清末民初贵州

诗人李绍莲的诗集，也是其唯一存
世的作品，十分珍贵。诗中最有价
值和意义的地方，在于反映了在清
末民初那个动荡的时代之下的世事
变化，表现了诗人作为一个传统士
人在传统思想文化受到西方强烈冲
击之后，所生发的担忧、彷徨、无奈
之感。可以说，《小芳园诗草》是清
末时局动荡、社会变迁的一个见证，
是传统士人在清末乱局中心理活动
的真实写照。以下是从书中摘录出
的几首诗：

山馆闲吟
卜馆东山喜不禁，自携书剑入

烟林。眠云榻设迎丹嶂，步月亭开
扫绿阴。把卷浑忘春济济，焚香静

坐昼沉沉。良朋远到留佳话，野鸟
多情送好音。荒径草生皆适意，故
园花放总关心。几回消受东风里，
为爱餐霞倚槛吟。

思 乱
闯献当年屠伯起，攻城略地鬼

神号。扛尸裹布燃人炬，剜腹装刍
作马槽。马见人皆雄博噬，人随马
竟越波涛。劫运如今皆倍蓰，中原
扰动乱滔滔。

阅《宋史》慕范文正
秀才天下任，文正固千秋。彼

是无双品，谁非第一流。江湖卑李
杜，廊庙小伊周。濯足洞庭水，岳阳
独倚楼。

之二十 《小芳园诗稿》 〔清〕李绍莲 著 李 黎 点校

位于青山北面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铜鼓山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