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禹锡《陋室铭》中有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我们要寻访的天柱山，就是属于有“仙”的一座。
清光绪三十年《峄县志》“艺文志”，载有明万历年

间贾三近撰文的“重修佛母塔记”。起句就是：“峄东南
十里许有天柱，一名桂子山，一名葛绎山，盖县所由名
处也。”

贾三近与其父贾梦龙同为明万历朝饱学之士，素
有文名，近年有“金学”研究者考证，贾三近有可能就
是《金瓶梅》作者。纵览他的这篇“重修佛母塔记”，虽
为塔记，却对山更情有独钟，因此文中屡次重提天柱
山，且在对山的描述中，想象奇绝，文采横溢，多有溢
美之词。

为了一睹天柱山真容，今年初夏，我们驱车驶入
民居错落的天柱山村，在村中一座古建筑院落前停下
来,与在此等候的当地乡贤孙先生会面。这里现在是天
柱山村委会，过去是黄家大院。

黄家大院门前是一个村民广场。大院门口立着一
块重点文物保护的标志碑。进了院门，是一条笔直的
甬道，树荫蔽日，甬道上长满了在北方地区不多见的
青苔。在甬道的右手墙边，立着两通文字内容一样的
碑。一通是新刻的，一通是老碑。碑文就是贾三近的那
篇“重修佛母塔记”。孙先生告诉我们，佛母塔在天柱
山上大佛寺里，原址经风雨世事沧桑早已损毁，此碑
也已残毁，几年前，村里的几位乡贤把残毁的老碑收
拢修复，移于村委大院保护起来，并依《峄县志》记载
复刻新碑于侧。

黄家大院最初由孔姓望族建筑于明中期，占地
120亩。历经一百余年，转于刘姓家族。再辗转至清
中，为黄家所购住。1948年成为军队野战医院。新中国
成立后先后作为劳教所、学校、福利院等，“文革”期
间黄家大院大部分建筑被拆除，改建普通民居，现存
的后堂楼为砖木结构两层精致青砖楼，看了这硕果
仅存的建筑，足以想象得到当年黄家大院曾经的辉
煌。

这时，我想起一则与文艺有关的传说，就单独小
声问过孙先生，他笑笑，似有意还无意地告诉我们：

“天柱山村，就是著名诗人、歌剧《白毛女》作者贺敬之
的姥姥家。他小的时候每年都在姥姥家生活很长时
间。”

离开黄家大院，在去往天柱山的途中，我们来到
村内不远处的贞修庵。关于贞修庵，既有《峄县志》正
史记载，又有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传说，并且仿佛
是传说更接近于真相。

清乾隆二十六年重修的《峄县志》“艺文志”中，有
明末峄县名士黄图昌于崇祯六年所撰的《创建贞修庵
记》，详细描述了天柱山贞修庵的创建过程：黄图昌所
生活的明万历、天启年间，天柱山村中有孔善人，乐善
好施。孔善人有一女，天姿聪慧，“茹素好佛”。到了该
出嫁的年龄，孔善人为其择偶，但孔女矢志不嫁，决意
出家为尼，法号“性训”。就在天柱山下，“构茅庵以居，
自焚修梵呗，外督农课耕，蚤夜力作，以所积赢余为诸
木石瓦墁之费”。经年累月，先后建成大殿三楹、配殿、
千佛阁、门楼、鼓楼、钟楼等，“居然名刹矣”。不过在黄
图昌的这个正史版本之外，当地百姓也附会了许多接
近传奇的事迹，叫人不得不深深佩服，当年的柔弱女
子以一己之力，去匪助贫，在百姓中留下生生不息的
口碑。

在民间传说的版本中，围绕着贞修庵的是一段凄
凉的故事。传说中的主人公出身于曲阜孔圣人家，德
才出众，是衍圣公的掌上明珠。到了适婚年龄，衍圣公
为其订了婚事，要嫁于一位驻兵台儿庄的四品将官之
子。当送嫁的队伍途经天柱山脚下之时，前方传来噩
耗——— 台儿庄将官之子暴病身亡。孔小姐伤心之余，
认定这就是天命，立誓终身不嫁，即进入贞修庵出家
为尼，取法号“修心”。作为衍圣公最疼爱的女儿居留
修心之地，孔府决定出资将贞修庵升级改造，并且此
决定得到了当时皇帝的支持，为她建了一座高规格的
庵院。

根据老人回忆以及遗址考证，明末清初时的贞
修庵占地40余亩，庵院院墙由方砖砌成，高3米多。
门楼三间，二层，高9米，墙基为青石，墙体为青砖。
院内苍松翠柏，绿荫遮天。至今，在贞修庵的旧址，
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存的三根龙凤石柱和三根八棱
石柱。庵前还有一座两层的鼓楼，鼓楼前两个驮碑
的石龟，石龟背上带有“圣旨”二字的石碑却已荡
然无存。

前面说到传说版本更接近真相，就是基于贞修庵
里的龙凤石柱。在封建社会，龙凤石雕是帝王专用的
标志。因孔子世称“天下文官祖，累代帝王师”，唯有孔
家的庙堂才可以有龙凤石雕。贞修庵里为什么有龙凤
雕的石柱，是历史留下的谜，也表明了天柱山贞修庵
与其他尼姑庵的不同。

离开贞修庵，我们开始攀山，一路所见，山上古迹
正在修复，一直陪着我们的乡贤很是兴奋。他说自己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围绕天柱山历史做一些文
字史料收集工作。与正在考证的历史史实相比，残垣
断壁所映照出的传奇、凄婉的历史传说，一样具有生
命力，并被乡人赋予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寓意。

正如贾三近所说：“山以小者为尊”。枣庄天柱山
与周边金寺女娲宫、西暨伏里（伏羲故里）以及台儿庄
黄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一山一水，一草
一木，有风吹过，响起远古的回声。越来越多的证据，
证明了枣庄地区所拥有的7300年始祖文化，这里散布
着中华文明的众多遗珍。

凌道扬、凌达扬是同胞兄弟，出
生于广东的“蓝血凌家”。上世纪20年
代他们先后与青岛结缘，凌道扬曾任
胶澳首席林务官，是青岛林政建设、
林政教育的奠基人，同时还创办了

《青岛时报》；凌达扬则接连任私立青
岛大学、齐鲁大学、国立山东大学英
文教授，为山大的外文学科做出了积
极贡献。

欧洲人谈及贵族总离不开“蓝
血”二字。在广东布吉，有一个家族书
香门第、诗书传家，被誉为“蓝血凌
家”。该家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0年间家族四代人中，出现了几十位
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产生
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中国最早懂
西方经济管理的会计师、教过光绪皇
帝的国子监英文教师、毕业于耶鲁大
学的广九铁路工程师。

凌道扬（1887—1992），我国林学界
泰斗，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之
一。在凌道扬的人生驿站中，青岛是
他重要的一个站点。凌道扬在《自传》
中说：“青岛时期是我生命中的黄金
时代。”

1914年，凌道扬获耶鲁大学林学
硕士学位回国，他是中国获得该学位
的第一人。1920年凌道扬任北洋政府
山东省省长公署顾问。1922年12月,青
岛结束了25年德租日治的殖民统治，
被辟为胶澳商埠。凌道扬出任接收林
务主任委员，直接介入与日方的交
涉。在接收之前，他就先下手为强，因
为当时的日本浪人和日本侨民听说
要交还给胶澳政府，便到处破坏林
地，凌道扬在青岛组织了40多人的林
警队，天天抓破坏树木的日本浪人，
极大地保护了青岛的树木。

1923年，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命
凌道扬为农林事务所所长。为了扩大
造林面积，凌道扬恢复了李村苗圃，
栽种树木，每年植树节期间无偿分给
乡民种植。1923年春发放树苗137866
株，还扩大了路边的行道种植。他结
合青岛空气湿润、雨量适中的气候特

点，实施了山头
绿化；另外还重
新规划了青岛
的公园，将其划
分为第一到第
六公园，以及栈
桥前园、天后公
园、官舍公园、
海滨公园、观海
山公园等，并对
公园内的配置
和功能划分进
行了细化。比如
将第一公园（今
中山公园）分为
6个区域，开辟
了小西湖等，市
民有了更好的
休闲旅游去处。

1922年至
1928年，凌道扬
偕发妻陈英梅
及长子凌宏璋、
长女凌佩芬在
青岛工作和生
活了6年，其次
子、次女分别在
青岛降生，为这
个小家庭增添
了更多的欢乐。
凌家在青岛的
生活十分惬意，
陈英梅任青岛
私立文德女子
中学的体育教
师。凌家住在福
山支路8号一栋
庭院遍植嘉木

的两层洋楼里，并与康有为比邻而
居。凌道扬与康有为是广东老乡，自
然多了一些交往。凌道扬经常会光顾
康有为的“天游园”，并为其布置林木
花卉，两人还会同游第一公园（今中
山公园）赏花赏木。福山支路5号康有
为故居“天游园”内的绿化,以及花草
树木的栽种，也是受到了凌道扬的影
响。

1923年7月24日，凌家的次女出生
于青岛，康有为先生为其取名“佩

馨”。鉴于两家的亲密关系，在凌佩馨
周岁生日这天，康有为还专程送来了
一枚戒指。凌佩馨周岁“抓周儿”礼，
抓到的就是这枚戒指。

凌道扬在青岛家庭美满，事业上
也是全面开花。凌道扬任林务局局长
还兼任私立青岛大学教授，他的收入
在当时的青岛应该不菲，此外还担任
基督教青岛青年会总干事，并与上海
滋美洋行青岛分行经理滋美满等人
发起成立了“万国体育会”。万国体育
总会位于青岛亚当斯大厦，下设网
球、高尔夫等七八家俱乐部，还从事
博彩性质的赛马。此外，凌道扬还在
青岛建有酒厂和一座名叫海滨大厦
的豪华旅馆。

而在私立青岛大学教书期间，凌
道扬有一位特殊的同事，那就是他的
胞弟凌达扬。

凌达扬（1894—1986），字廷显，他
的学历一点不比哥哥逊色。1915年至
1920年留学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和
哈佛大学研究欧洲史及文学，获哥伦
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24年经
哥哥引荐，凌达扬任私立青岛大学英
文教授。这样，凌家兄弟二人均受聘
该校，成为私立青大教职员中具有留
美经历教师的佼佼者。特别引人注目
的是，凌道扬学的是文学和林学，教
的却是逻辑学，足见凌道扬之博学多
才。

兄弟俩不仅在同一所大学教书，
还在同一家报纸共过事。

凌道扬在青岛期间，和朋友合资
买下了一份叫《青岛晨报》的英文报
纸，据此创办了《青岛时报》。该报最
初分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名叫

《青岛时报》；英文版名叫《青岛泰晤
士报》，由凌道扬的弟弟凌达扬任主
笔。

《青岛时报》于1924年9月1日创
刊，在当时青岛众多的报纸中，是比
较有代表地位的。报社地址最早在旧
青岛新泰路1号。1927年后迁至兰山路
17号。中文报纸由原来的两大张增为
三大张，报纸销量由每日两三千份增
至五六千份。除刊登新闻外，先后办
有副刊“时报俱乐部”、“青光”、“窝窝
头”等，同时还有“小朋友”、“医学周
刊”、“世代家庭”等专栏。

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
惨案”，5月10日，青岛举行了大规模的
反日示威游行，捣毁了日本驻青机
构，《青岛时报》对此作了报道和评
论，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日本人的威逼
压迫，让凌道扬一家不得不离开了青
岛。由于战乱，时局不稳，私立青岛大
学经费断绝，师生散去大半，学校不
得不被迫停办。弟弟凌达扬也离开了
青岛。

此后，哥哥凌道扬再少与青岛有
交集，而凌达扬与山东的缘分却并未
中断。

1935年，凌达扬应齐鲁大学校长
林济青邀请，任齐鲁大学外国语文系
教授兼主任。要知道，在凌达扬任职
前，齐鲁大学的系主任和教师均是由
传教士或他们的妻子兼职。

由于过去不重视英语，齐大一时
很难提高新生的英文程度，以致入学
新生的英文程度参差不齐，差距很
大。凌达扬上任后就根据入学考试英
语成绩的好坏，重新分班。程度好的
可以选修二、三年级的英文课，程度
差的则入不列级也没有学分的预备
班。当时英文系所授课程为普通英
文、英文作文、记叙文、泰西文学、英
文小说、戏剧、新闻学等多种课程。

1936年7月，凌达扬重回青岛。
当时的国立山东大学在学潮中

风雨飘摇，学者名流大多离去。这时
的凌达扬临危受命，被林济青聘任为
国立山大外国文学系教授，并担任第
三任系主任。凌达扬到校后，把中国
传统与西方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结
合，开设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英语
高级作文、现代文选等课程，每周十
一学时。授课之余，他还指导了外文
系第四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抗战全
面爆发之后，凌达扬随国立山大师生
南迁到四川万县，直到1938年3月才离
开国立山东大学。

兄弟二人，风雨一生，不变的却
是他们与青岛剪不断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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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达扬

凌道扬（左）与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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