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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水 记
赵永高

（接上期）

灵水八景古人留

世间美景天造就，地方八景人命名。是的，这“八
景”那“八景”，都是文人留下的作品。可话又说回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是无景，也是很难命名的。因
此，有景在先，命名在后，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灵水这个小山村中，居然也有
“八景”之说，可谓少之又少。请看上世纪五十年代文
物普查资料，当时灵水村玄帝观墙上有灵水八景题记：

东岭石人，西山叠翠，
南庵远眺，北塔凌云，
龙泉戏水，古柏参天，
文星高照，柏挺榆儿。
说到这“八景”话题，可话又长了起来。在此灵水

八景之前，斋堂川里就有八景之说，那叫“齐家司八
景”。“齐家司”者，齐家庄巡检司之省略语也。就是宛
平县下设置的一个治安管理机构，包括了现今的清水
斋堂两镇（沿河城除外）和金鸡台、史家营一带的不少
村庄。简单说来，齐家司八景就在这清水河流域之中，
其名曰：

杏花春秋，灵桂秋波，
白铁晚晴，百花晓日，

西峰积雪，南涧伏冰，
古寺钟声，板桥霜信。
需要说明的是，那“灵水八景”不知何人题墙；而

这“齐家司八景”却是清末举人东北山人王金度记录
于《齐家司志略》中的。谈到这“八景”话题，应该说这
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就有了

“八景”之说呢？看了几份资料，有人说起于“八景吟
咏”之句，比较靠谱。也就是说，吟咏“八景”之风始于
宋代的画家宋迪。史经金元明清，出现了“十室之邑，
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诗
矣。”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这灵水八景，尽管我们在
2001年编写《灵水》一书时，根据历史的变化，对八景
做过一些调整，增加过“举人宅院”“灵泉银杏”“飘雨山
庄”等处，看来还是尊重历史为好，“灵水八景”仍为50
年代所题为准。灵水八景古人留，何必为此费思量！

斋堂“八德”今人题
“斋堂八德”就是“灵水八德”；或者说“斋堂八德”

是从“灵水八德”引申而来的。那么“灵水八德”又是怎
么一回事呢？这得从近年来中央提出倡导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说起。

在帮助灵水村策划2011年秋粥节时，我们将灵水

村里的故事进行了梳理，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归纳为8条，每条用四字表述，遂成“灵水八德”。又经
多次修改，以翟堂仁之名正式发表在《百花山》总第62
期，即2012年第二期之上。现将原文录后：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灵水，俗称京西举人村。传统
公德，教人行善；简而言之，是为八德。

一、桃核晚打
核桃不熟仁不满，买卖双方两枉然。
忠厚传家讲实际，核桃晚打不欺瞒。
二、猪鸡圈养
农家种地养生灵，公私常处矛盾中。
猪鸡圈养办法好，既增收入又卫生。
三、君子不争
甲午举人刘增广，“君子不争”题碾房。
细想世间纷争事，千办万法在一“让”。
四、龙池“三禁”
八角龙池净水源，“三禁”碑刻立旁边。
灵水祥瑞禁污秽，环保意识代代传。
五、共喝秋粥
你出米来他拿豆，共喝秋粥庆丰收。
邻里难免有磕碰，开心之语泯恩仇。
六、爱心捐助
汾州知府刘懋恒，捐粮赈灾留美名。

人人都把爱心献，何愁中华不振兴！
七、诗书继世
科举取士隋唐开，诗书继世传下来。
灵水村里多名士，为有国学育人才。
八、生财有道
八大商号京津开，灵水儒商名中外。
发展经济增实力，生财有道诚信来。
同年12月，永定河文化研究会的侯秀丽以“灵

水的‘粥香’能飘多远？——斋堂灵水秋粥节访谈
录”为题，发表在《永定河》2012年第 4期之上。其
中，有关“灵水八德”的内容，就是访谈我们的实录
整理。

随着这“灵水八德”的不断传播，2015年北京电视
台《大西山》节目组编导朱晓梅与我说：“赵老师，这‘灵
水八德’改称‘斋堂八德’多好啊！”就这样，“斋堂八德”
流传了开来。

（完）

京西农村祈雨习俗
袁树森

京西山区面积广大，历史上经济以农
业为主体。区域内虽然有永定河流经，但
因多是山地，灌溉不利，水浇地不多，基本
上是“靠天吃饭”。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
经济没有力量兴修水利设施，以抵抗旱涝
灾害，只能凭借下雨的多少而获得收成。
雨水偏多的年份粮食丰收，温饱之外还可
略有节余，如果雨水偏少的年份就会蒙受
旱灾，粮食歉收甚至绝收，致使家庭生活
窘迫。先民们认为，万物皆有灵，每一种
自然现象都是由神灵所掌控的，主管降雨
的神灵是龙王爷。在人的愿望仅凭借自
身的力量难以得到满足时，就转而去祈求
神灵，希望能够求助神灵的力量来满足自
身的需求，祈雨活动也由此而产生。

旧时，北京地区除去保平安的关帝
庙，求子嗣的娘娘庙之外，数量最多的民
间神庙就是龙王庙了。较大的村庄一般
都建有龙王庙，小的村子一般是将多位神
灵同奉一庙中，但其中必有龙王。仅据
《门头沟文物志》的统计，京西门头沟区有
龙王庙37座，另有名为龙王观音寺、龙王
伏魔庙、龙王观音禅林、黑龙庙、龙泉寺、
龙泉庵的庙宇20多座，共计60座以上。
而诸如龙王堂、龙潭、龙泉等较小的供奉
龙王之处则并未统计在内。

龙王是民间奉祀最主要的神灵之一，
顾颉刚先生认为，这种奉祀活动“是他们
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绝不是可用迷信
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
他们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
织，神奇的想像，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
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妙峰山进香专号
引言》）。

一、多种形式的祈雨活动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京西民间的祈雨活动因地区的不同，而方
式也有所不同，每一种方式几乎都在其本
地区都流传了数百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
模式。祈雨一般形式为到龙王庙去焚香
叩拜，然后到附近的山泉、水潭之处取“神
水”，供奉在龙王像前。或抬上龙王像在
本村及邻村巡游，一路之上有本村的民间
花会载歌载舞，进行表演。最后在龙王像
前集体号佛（唱龙王的颂词），焚表以送达

神前，祈祷许愿，如“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唱大戏三天”等。

1.单村求雨
一般较大的村子，村中都建有龙王

庙，求雨活动仅在本村进行。柏峪、安家
庄、爨底下、下苇甸等村在历史上都是单
独求雨。祈雨形式大致相同。先在本村
龙王庙内，由村中长者带领各户户主，上
供焚香叩拜，然后把龙王木质雕像抬出庙
外去曝晒。若过了三天再不下雨，就集合
全村民众，一部分青年抬上龙王像，村中
各档民间花会妆扮整齐，紧跟其后，一路
之上载歌载舞，前往附近名为“龙潭”的山
泉水潭处，用小葫芦去取“神水”，全村老
少在村口迎接。把葫芦供奉在庙内龙王
像前，众人跪拜、号佛、焚表、许愿，仪式结
束。

2.偷龙王
大旱之年，没有龙王庙的村庄求雨时

采用“偷龙王”的方式，即把外村庙里的龙
王像“偷”来，在本村进行供奉，进行求雨
活动，之后再送回去。这种“偷”龙王的活
动是不会引起纠纷的，两村相邻，你来偷
龙王若下了雨，我村也受益，不会你村下
雨我村不下。另外龙王像送回来时最少
要漆上一遍金漆，还省了我村的钱了呢。

“偷”龙王的方式一般是这样的，在偷龙王
像的前几天，先派人到被偷之村去告知，
某日某时，将派人来盗取你村的龙王像。
到时，几名青壮年夜间按时来到被偷村的
龙王庙，焚香祷告之后，抬起龙王像返回
本村。此时被偷之村派出几人手持棍棒，
大声呼喊，假作追赶，一直追到来偷龙王
像之人村口才返回。

偷来龙王像后，供奉在预先准备好的
空屋子里，先请工匠对龙王像进行整新，
先塑一遍胎，然后油漆彩绘一番，意思是
怕别人认出来这尊龙王像是偷来的。然
后焚香叩拜，摆上各种供品，村中各档花
会在神前献艺，尽量讨龙王爷的欢心。全
村除怀孕妇女和病人之外，都要前来参加
祈雨活动。如果三五天内下了雨，全村人
就要敲锣打鼓地把龙王像送回去。

3.请龙王
请龙王就是民间传说某村的龙王最

灵验，自己村子如果遇到旱灾，就到那个
村去，把龙王请来，借用完了之后，再送回
去。

传说，下苇甸村龙王爷十分灵验，妙
峰山脚下的南庄村是下苇甸村龙王爷的
舅舅家，每年四月，下苇甸村龙王爷都要
到南庄村去住上几天，这时凡是有来请龙
王的就都到南庄村去请。有一年下苇甸
村龙王爷又去了舅舅家，恰逢下苇甸村大
旱，到了五月端午了还一滴雨都没下，大
田里一镐下去就是一股烟，连种子都种不
下去，靠从浑河里挑水浇地，根本解决不
了山坡地的旱。没办法，村里只好召集

“十三档会”的大鼓会、皮影戏等民间花会
到南庄村去把龙王爷接回来。抬着龙王
爷像到村北三公里的桑峪沟，把龙王供
上。村民们化上妆，到重兴庵等村中的各
处庙宇去参驾，然后族长带领大家祭祀龙
王，叩头行礼。按照“先生”的指点，村民
在龙王像脚下刨了一个小坑，小坑里一会
儿就渗出了水来。人们知道是龙王显灵
了，赶紧拿葫芦灌水，用一条丝带拴好斜
挂在龙王身上，把龙王像抬回了龙王庙
里，开始了三天的祈雨活动。求雨一开
始，族长带领全村人跪下，连过路的人此
时也都要跪下。主祭人双手展开大表，高
声朗读：“天旱无雨，求龙王拯救黎民百
姓”等等祈祷之词。第二天果然润雨如
酥，人们过上了一个好年头。

到了秋后，村民们杀羊上供，唱皮影
戏三天，举行祭祀活动，然后抬上龙王驾
到村北的桑峪沟去，将龙王像身上挎着的
葫芦灌满水，凡是去求雨的人，头上都柳
条编的帽子到茶棚去吃饭。从此，这一带
就留下了一句民谚“求下苇甸的龙王，不
出三天准下雨”。就连海淀区的北安河村
也经常到下苇甸来请龙王，请龙王到黑龙
潭去作法、祈雨。他们白天不来，全是黑
夜将龙王像偷偷地抬走，这叫“偷龙王”。
等到秋后将龙王像重新塑化一新，再送回
来，下苇甸村民敲锣打鼓地到村口去接。
直到解放后，这种活动才停止。

4．联村祈雨
如果久旱不雨，为了表示虔诚，相邻

的一些村子会联合起来，举行大规模的祈

雨活动。规模最大的当属斋堂川的“五十
八村龙王大会”，原来已经有人写过，此处
不再赘述。

5．特殊祈雨方式
京西山区有一种特殊祈雨方式，俗称

“扫天晴”，下清水、灵水等村均有这种风
俗。祈雨过程大致如下：由村中的十二名
寡妇，先到庙里叩拜龙王，然后每人手拿
一个柳条簸箕，一把新的炊帚，到村子附
近的水潭、泉边、河畔，用炊帚蘸水反复地
刷簸箕，希望龙王爷可怜寡妇人家过日子
不容易，给下点儿雨，使庄稼有个较好的
收成。

1963年春夏之交，久旱无雨，正是三
年困难时期，于是村中有人倡议，举行寡
妇求雨。按照惯例，应为12位寡妇集体
行动。另还要找10个童男童女随同。但
全村只联络到了8位寡妇。其中有三义
号杨家四奶奶，她的老伴于1949年病逝，
四奶奶还把自家的孙子叫上，以凑男童之
数。一行人到杨家村东沟的泉水窝子，围
着泉水而跪，前面的一个人用带来的簸
箕，一把笤帚，用笤帚沾上泉水朝簸箕反
复刷洗，一边洗，一边默祷：“黑龙头，白龙
尾，XX个寡妇来取水，龙王爷发慈悲。”还
有“一去道儿干，回来淌着湾。XX个寡妇
刷簸箕，龙女又把水来端。”寡妇们轮流上
前刷簸箕，念祷辞，轮完为止。祷告完了
才能再说话，不能东张西望。领着童男童
女（都戴着新编的柳条帽）径直回村，推举
XX位寡妇到村中龙王庙旧址再拜，至此，
祈雨仪式结束。

在门头沟的龙泉镇地区过去也有一
种特殊的祈雨方式，据说某村一位村民是
王八精转世，众村民在抬着龙王像去各村
巡游过程中，必须由此人背上一个大笸
箩，扮成王八的样子，紧跟在龙王轿之后，
沿途村民纷纷向他身上泼水，这样求雨才
灵验，往往巡游的队伍尚未回村，大雨就
下起来了。由于此人十分辛苦，每次求雨
之后，都要从集资中拿出一部分钱来，给
他当酒钱。由于有这笔收入，祈雨时他本
人也乐意效劳。

雁翅镇珠窝村的后台有座龙王庙，供
奉着白龙。龙王像的后身还有一尊女人

像。传说女人像是碣石村龙王庙黑龙的
老婆。白龙与黑龙耍钱（赌博），黑龙输
了，把老婆抵赌债给了白龙。珠窝村天旱
求雨时，就到碣石村把黑龙连同神龛一块
儿偷来，抬到白龙庙里。黑龙一见自己的
老婆，悔恨交加，大哭一场，于是，天降大
雨，村民大喜。再把黑龙送回碣石龙王
庙。

二、祈雨活动的特点
1．祈雨活动是一项集体性的农村民

间大型活动，带有很强的公益性特点。旱
天得雨，受益的是一个地区所有的农户，
故而求雨就是一个村庄以至一个地区民
众的共同关心的事情。大家都踊跃参加，
所需费用由民众公摊，所需人力积极奉
献。以公众之力而取得公众共享的利益，
是义务与利益的并存和平衡。

2．祈雨是农民实用主义哲学的突出
表现。祈雨要祈求龙王，仪式隆重，场面
盛大，循规蹈矩，一丝不茍。但农民平时
并不敬龙王，只要是不求雨，一年也不给
龙王去上一炷香，一般也没有固定的祭祀
日和祭祀活动。而到了求雨之时却要“临
时抱佛脚”，来求助于龙王，这种“用着朝
前，用不着朝后”的行为是典型的实用主
义，敬神虔诚与否在于是否需要。

3．神灵人性化。在农民的眼中，龙
王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
神圣，更不是一尊毫无感情的冷冰冰的泥
胎，而是与他们有关联甚至有亲情、有感
情、有七情六欲的，有人性的神仙。斋堂
地区传说，他们求雨时供奉的黑龙原来住
在房山区的黑龙潭，后来被外来的青龙赶
出了龙潭，而逃到了斋堂，化身为英俊青
年，投在东斋堂贾家财主门下做工。后来
娶了贾家小姐为妻，并在村民的帮助下，
打败了青龙，夺回了自己的龙潭。黑龙神
与东斋堂贾家有亲缘关系，故而每次斋堂
川五十八村联合村求雨时都是由东斋堂
贾家牵头，由贾姓青年抬着龙王彩轿前往
房山黑龙潭求雨，一路之上高声哭喊“姑
奶奶，姑爷爷，下点儿雨吧……”希望以这
种亲情关系来感动黑龙神，顺利降雨。

（未完待续）

门头沟的“沟”指哪条沟
张栓柱

“门头沟”作为地区名称，为众人所
熟知。那么，这个地名从何而来，门头沟
的“沟”指的又是哪条沟？

门头沟区山地面积占全区98.5%，奇
峰峻岭，沟壑纵横。史料记载，明清时期
不仅多条商旅、军旅、进香古道到达和经
过门头沟，从大峪到东辛房、圈门是玉河
古道中的一部分，而且门头沟还是京城
煤炭重要供应地。元熊梦祥著《析津志
辑佚》记载，元代时，大都（北京）“城中内
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
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于北辛安及城下
货卖，咸以驴马负荆筐入市。”说明那时
圈门里煤窑开采已经较为广泛，煤炭产
量也达到了一定规模。明沈榜编著《宛
署杂记》载：“石景山之右径十里曰大峪
村、曰后台村，又五里曰城子村。又五里
曰龙门村、曰中峪村，又四里曰东新（辛）

房、曰西新（辛）房，又三里曰门头村、曰
岳家坡，又二里曰孙家桥，又三里曰梁家
桥、曰天桥……”依次注明了包括“门头
村”（门头口）在内的玉河古道上的每个
村落。令人称奇的是，清顺治元年（1644
年）十月二日，“立合同人高义、赵明因门
头沟地方下嘴窑一座，先年旧例，直开九
日，腾开九日，明、义各开五日……”这一
民间保存下来的合同里，首次使用了“门
头沟”名字。清康熙当年明确表示：“京
城百万军民炊爨，均赖西山之煤。”“西山
之煤”指的就是圈门地区煤窑产出的
煤。清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规定：

“宛平县属门头沟地方开采之煤窑，由县
设立印簿发与窑户，将雇工姓名、籍贯、
来去缘由报巡抚检查，并令西路同知就
近稽查，加强控制。”这是官文中第一次
提出门头沟与宛平县并存之隶属关系。

之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嘉庆六
年（1801年），清政府先后两次拨银数万
两，整修路旁泄水石沟。

当年，圈门过街楼的建造，主要用途
一是疏通山水和排泄煤窑污水，二是作
为收取煤商税收“窗口”。因此也就有了

“门头口”“门头村”“门头沟”之说。比如
清中叶以前，官方文书和煤窑契约上，普
遍把“门头口”以里称“宛平县西山门头
村”，将该地面称为“西山门头沟”。圈门
大戏楼往西到宽街定名为“门头口街”。
那时的“门头口街”被一条山水沟（门头
沟）分隔为南北两片街区，河沟上的过河
桥有的是青石板，有的为山石和大理石
砌建。真正意义上的“门头沟”，实际上
指的是圈门过街楼往西蜿蜒而上，贯穿
门头口、宽街、炉灰坡（龙凤坡）、东店、中
店、西店、孙桥、梁桥、横岭、天桥浮、拉拉

湖、匣石窑、官厅等十三个村子那条沟
谷。那时，沟谷两边不仅有数百个小煤
窑，还有数家商家铺面、酒家客栈。居住
在那里的百姓大多以煤窑采煤为生。雨
季山上的山水和煤窑里抽出的污水，顺
着沟谷流向下游圈门、城子、大峪沟、河
滩，最后流进永定河。

因为“门头口”位于河谷最东端的玉
河古道咽喉之处，明朝时便在“门头口”
修建起一座过街楼，以起到扼守和防御
之作用。过街楼上为神庙，下为关城。
为方便行人、骆驼骡马和车辆通行，过街
楼下方是 3个拱形劵门门洞（今仅存两
个），当地人称其“劵门”，后改写为“圈门”。

“门头沟”地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
中，是清末英、美、德几国地质专家考察
过门头沟煤田后，把煤田所在地称为“门
头沟”。1920年 7月，“中英门头沟煤矿

公司”建立时，“门头沟”被正式写入煤矿
名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宛平县
政府在这里成立了“门头沟镇”。1949
年，北平市人民政府将门头沟镇、城子镇
和圈门地区划定为“门头沟区”，由此，

“门头沟”作为区名延续下来。
那么，今天人们眼里的“门头沟”又

是哪条“沟”呢？首先，圈门以西那条河
谷为“门头沟”原始河沟，必须划归“门头
沟”之列。此外，圈门（门头口）以东经过
北涧沟、西辛房、东辛房、增产路、黑山、
河滩、永定楼、永定河入河口的十里河
沟，在今天不失为门头沟的主河道。原
因是它与圈门以西“门头沟”相连接，密
不可分。再有，这条十里河沟一侧宽展
舒畅的公路名为“门头沟路”，且纵贯门
头沟区最为繁华的核心区东西。因此，
这条“沟”完全有资格称为“门头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