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3■ 本版编辑/贺京梅 ■ 美编/郭其瑞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文化
细数我区“六大文化”的那些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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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历史文化

门头沟是北京最早接受到马列主义影
响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
的地区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平西抗日
根据地的中心，门头沟人民书写了可歌可
泣的革命斗争史，红色历史文化是门头沟
的一项宝贵财富。

一、早期接受马列主义传播
门头沟盛产煤炭，是北京地区产业工

人聚集地之一。“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的发展结合了起来。
1920年2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办了“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仅面向社会宣传马克
思主义，而且派专人到工人群众中去宣
传。派往门头沟矿区的是研究会成员，北
京大学的学生王复生。来到门头沟矿区，
深入到矿工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引导工
人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矿区党组织
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此后，一批有共产主
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门头沟矿山，宣传
马克思主义，使工人群众思想觉悟逐步提
高。

1926年夏，北平地委加强对门头沟工
人运动的领导，专门成立了门头沟特别党
支部，这是门头沟区最早的党支部。

1930年5月，中共顺直省委给北平市
委发出指示，强调：“北平有重工业，门头沟
矿区有2万余人，你们要进一步的切实布置
产业工人的工作。”1932年5月，李葆华同
志接手门头沟特支的工作后，到夏季，先后
发展了2、3个党支部，此后各大矿都陆续
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1928年初，中共北平西郊区委派在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的石德山，和
北京大学学生党员唐振庄、刘品三（洪君
涛），到门头沟三家店村活动。他们以开办

“三义兴”杂货店为掩护，
秘密开展工作。建立了

“穷人联合会”，开展了反
对奉系军阀毓麟霸占民间
水利设施兴隆坝渠的斗
争，先后发展了8名党员，
并秘密地成立了三家店党
支部，这是门头沟区第一
个农村党支部。

与此同时，西部山区
也点燃了革命火种。1922到1924年之间，
门头沟田庄村青年崔显芳在上海求学期间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门头沟籍的第一
个中共党员。回到家乡之后，于1926年创
办田庄高小，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到1931
年发展党员30-40人，并在1932年建立了
西部山区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田庄高
小党支部，培养了中共宛平县第一任县长
魏国元，建立了京西第一支红色武装，为建
立平西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奠
定了基础。

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七七事变”后，平西党组织组建了一

支百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开始进行抗日武
装斗争。1938年3月，八路军115师邓华
部（邓支队）挺进斋堂川，开创平西抗日根
据地，成立了北平地区第一个由共产党领
导的政权——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随
后，120师宋时轮部（宋支队）到达斋堂川。
两支队伍会师后，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

1938年9月，中央军委根据六中会会
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和华北华中的形势，决定由萧克将军负责，
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组建冀热察挺
进军，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冀东地区的抗

日游击战争。1939年1月，冀热察挺进军
和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在斋堂川的清水村成
立，制定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
热察游击战争”的方针和任务。遵照中央
指示精神，挺进军确立了三大任务：“巩固
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到1940年，
挺进军完成了部队整编、粉碎了日军对平
西根据地的数次围攻“扫荡”，以斋堂川为
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并有了
很大发展。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保卫矿山工作
1945 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

后，中共宛平县委调集人员，成立了80人
的“工人大队”，进行保卫矿山。中共宛平
县党政机关进行支前和安抚救济工作，并
成立了门头沟解放委员会，为部队筹集军
粮和其他军需物资。9月，中共北平临时市
委在门头沟圈门里成立“中共门头沟工作
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负责矿区党组织的建
设与发展，组织领导矿区的工人斗争。

1948 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
年。为了配合全国解放战争飞速发展的形
势，中共宛平县委向各级党政军干部作了
动员，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奋勇杀敌，尽快
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8年11月25日，平津战役打响，2
月17日，毛泽东向作战部队发出指示，保
护好门头沟等重工业区。中共宛平县委向
所属各区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密切注意国
民党军的动向，敌人一旦逃跑，马上进驻门
城地区，保护矿山，严防国民党趁机破坏。
12月13日午夜，中共宛平县七区委接到国
民党军撤退逃跑的消息后，立即分兵两路，
向门城镇进发，与地方干部接上了关系，至
此，门城镇国民党军基本除尽，门头沟城区
门城镇获得解放。

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京西人
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斋堂川地
区各村优秀青年积极报名参军，上前线杀
敌，每一个村子都有人牺牲在抗日战场
上。妇女和儿童撑起了敌后抗战的一片
天，奉献和牺牲的老区精神是平西革命传
统的根和魂。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取得了
很大胜利，但平西主力部队也受到了一定
损失。为了补充兵源，迎接新的战斗，京西
优秀儿女纷纷报名参军，“母亲叫儿打东
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到处可
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昌宛联合县

就组建起了有 1100 多人参加的子弟兵
团。妇女做军鞋，送军粮，儿童团站岗放
哨，根据地人民都行动了起来，为取得最后
的胜利贡献力量。

宛平县人民八年抗战为国牺牲烈士纪
念碑于1946年 7月7日落成，碑文上写：

“我宛平党政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贡献了莫
大的力量，粉碎了日寇无数的进攻扫荡蚕
食清剿，反复的袭击敌人，消灭敌人，保卫
了宛平根据地，日益扩大与巩固。尤其是
脱离家乡的英雄们、优秀的革命工作者们，
他们为了保卫祖国家乡曾牺牲了无数头
颅，流了无数鲜血，卒以战胜日寇，驱逐日
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我宛平人民为庆祝抗战胜利，为纪
念为国牺牲烈士，特建此碑，以表扬烈士们
英勇杀敌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保卫祖国保
卫家乡的伟大功绩，歌颂英雄们民族气节
与英勇事迹永垂后世，以兹纪念。”

碑阳为“宛平县人民八年抗战为国牺
牲烈士纪念碑”，其余三面为牺牲烈士姓名
及出生地点，共记载了98村，472位烈士。

在解放战争期间，京西的两千多名干
部、战士随军南下，奔赴解放的战场，此后
定居在全国各地。

“民俗”泛指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所形成的通行做法、礼仪、规矩、习惯和禁忌等，其
中包含有生产经验、生活经验、民间文化、宗教信
仰等，反应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
况、人们的思想感情、世界观、对于自然界的认识、
文化情趣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社会文明状态的
一种标志。民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社会风气、社会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

一、门头沟民俗文化的特点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多种因素，造成了门头沟

居民来源构成的多样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
面貌。

以斋堂镇灵水村为例。灵水村自古以来就注
重文化教育，因而文风昌盛，村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比较高。在明清两代，许多人科考中举，故有“京
西举人村”之称。因为村民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从
而传承下来了一些良好的民俗民风。有的是灵水
村前人首倡的，有些则是灵水村所独有的，流传了
数百年，时今仍被村民所遵循着，在历史上曾为促
进生产、和谐邻里、保护环境等诸多方面发挥了良
好的作用。其精神的核心就是“构建和谐”，至今
仍有进步意义 。

灵水村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民俗主要有：“君
子不争、猪鸡圈养、水池三禁、核桃晚打、煤炭限
采、共喝秋粥”等。每一项民俗所包含的内容和产
生的意义都是十分深厚的。

二、门头沟民俗的文化价值
门头沟民俗保留下来的基本是明清以来的传

统民俗，其中传承着古代的民俗遗存，又蕴含着各
种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的丰富营养。

千军台、庄户两村的古幡会闻名于世，在每年
农历正月十五、十六两天，两村幡会举行互访活
动，十五日，庄户村到千军台村去走会；十六日，千
军台村到庄户村去走会。主会在村口迎接来访的
一方，两支队伍合并成一路，共同进行走会表演。
村民中在外边工作的年轻人，春节可以不回家，但
是走会的时候必须要回来，参加走会活动。在活
动中，音乐班、吵子会、大鼓会等演奏的“古幡乐”
源自于古代军队的“军容执”，保留有许多古曲，记
录为“工尺谱”，被称为是“民间音乐的活化石”。

斋堂镇柏峪村特有的民间戏曲秧歌戏，是明
代驻守天津关的将士从河南老家带来的戏曲剧
种，与斋堂当地民间戏小曲、山歌、方言相结合发
展而成。这是一种舞台剧，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唱念做打舞，表演形式丰富，道白用斋堂方言，唱
腔有“九腔十八调”之说。

柏峪秧歌戏与元曲有一定的联系，山坡羊、鹧
鸪天、小令等元代曲牌，在秧歌戏中广泛使用。柏
峪秧歌戏被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的专家，称为是“戏
曲文化的活化石”，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2001年，门头沟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编写了

一本《京西民俗》，分为“生产习俗篇”“生活习俗篇”
“人生篇”“岁时节令篇”“庙会篇”“民间艺术篇”6
大部分，101个小项，概括性地介绍了门头沟的民
俗文化内容。

三家店龙王庙的祭祀活动，从清顺治年间开

始，一直到1949年建
国之前，历时 300 多
年，长盛不衰。祭祀的
主旨是“祈福纳祥”，表
达了一种祈盼风调雨
顺，河水安澜、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门头沟的采煤业，
发轫于辽，兴盛于明
清。京城百万军民爨
炊都依赖西山煤炭。
门头沟煤窖星罗棋布，
仅门城镇就有400余
座煤窑。上千年来，形
成了独特的煤业习
俗。祭祀窑神是煤业

民俗的集中体现，腊月十八是窑神爷生日，普天下
在这一天祭祀煤窑之神，只有门城镇是腊月十七
祭祀窑神。这一天是煤窑东伙的狂欢节，清晨各
窑口张贴窑神画像，供上猪头，整鸡，糕点，水果等
供品。窑主，经理，账房，窑工等依次叩拜，完毕之
后，主持人问还有进香的没有，没有人应声，众人
前拥，哄抢供品。将供桌掀翻，盘碗落地摔碎，众
口一词“岁岁平安”燃放鞭炮后，众人欢宴。同日，
窑业公会出资请戏班在窑神庙大戏楼唱大戏，各
村民间花会前来助兴，各种商贩在此摆摊设点，劳
累一年的工人们，看表演，置办年货。整个门头沟
万人空巷，欢快娱乐，一直持续到正月初五。

四、非遗项目多。
门头沟民俗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原始风貌保

存较完整，许多项目都被纳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截止到2016年底，门头沟区共有
非遗项目43个，其中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
4项，分别是京西太平鼓、妙峰山传统庙会、琉璃烧
造技艺、千军台和庄户村古幡会。市级非遗项目8
个、区级非遗项目31个。

太平鼓是一种以单面鼓为道具，以《太平年》
为演唱曲调，以祈求太平为理念，以欢乐为目的的
民间舞蹈艺术，广泛流行于北京、河北、东北等地
区。清康熙年间传到了门头沟，从此在门头沟扎
下了根，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在老百姓中广泛流
传。打太平鼓有固定的套路，在门头沟区门城镇
一带最流行的有十三套鼓，分别是：大搧艺、小搧
艺、圆鼓、追鼓、夹篱笆、拉抽屉、串胡同、斗公鸡、摇
头跪、四方斗、回香鼓、扑蝴蝶、走月牙，其中既有
对舞也有群舞。

妙峰山娘娘庙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举行
庙会，活动区域分娘娘庙和香道茶棚两部分，主要
活动在山顶的娘娘庙内。历史上妙峰山为华北地
区规模最大的民间庙会。清代香火最盛，香客数
十万。香会300余档。香会是民间的文化活动组
织，保留和传承了许多的民间艺术、体育竞技活
动，民间手工艺的原生态。香会活动是群众自娱
自乐的活动，具有凝聚力，充分体现了民众的自治
能力和祈福禳灾、公议助善、谦和互助的精神。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北京大学顾颉
刚等五位学者考察妙峰山庙会民俗活动，开启了
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新纪元，妙峰山也被誉为“中国
民俗学发祥地”，许多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都是以妙
峰山庙会为主题完成的。

元初，朝廷营建大都城，在琉璃渠村设立窑
厂，为皇家烧造琉璃砖瓦构件。清代乾隆年间，
城里的琉璃厂关闭，与琉璃渠窑厂合，琉璃渠窑
厂成为了唯一的官窑厂，长期承造皇家琉璃用
品。琉璃渠窑厂始终按照“营造法式”的规定烧
制官式琉璃，烧造一件琉璃制品要经过20多道
工序，耗时50天左右。

千军台、庄户两村的古幡会，原名"天人吉祥
盛会" ，是山村古代庙会的产物，以颂神、祭神为
主要内容，表演项目一是幡、二是乐，泛起之间，
夹杂着各种民间花会表演，队伍浩浩荡荡，绵延
数里，气势磅礴。队列中旗幡招展、秧歌扭动、
古幡乐声音嘹亮，十分壮观。

生态山水文化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

仁者寿。”门头沟高山绵亘，大河穿流，山水相依，植被丰茂，
环境优雅，风景优美，空气新鲜。良好的自然生态是门头沟
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人们在与自然山水相处
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与经验，形成了“天人一体”
和谐相处的氛围。

一、大河穿流
永定河全长747公里，流经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

和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共43个县市。流域面积4.7万平
方公里。在门头沟区境内流长100.5公里，沿途有17条较
大的支流汇入永定河。流域面积1368.03平方公里，其中山
峡段在区境内流长90公里。其长度，落差、深度超过北京郊
区所有的峡谷，也是世界上各国首都罕见的大峡谷。

由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使得永定河在历史上成
为了一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十年九灾，为此，人们一直努力
去锁住这条蛟龙，希望能够变害为利。经过两千年的努力，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永定河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官厅水库建
成后，人们的愿望才终于实现了。

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
第一座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库，水库
控制永定河流域面积4.34万平方公里，占上游流域面积的
92.8％。从此之后，“大坝锁蛟龙，高峡出平湖”，大河安澜。
自水库建成后，永定河发生过多次洪水，入库洪峰流量大于
1000立方米每秒的有7次，但全部被官厅水库拦蓄了，没有
给中下游地区造成大的灾害。此后，国家又在门头沟区永
定河段修建了珠窝水库、落坡岭水库、三家店水闸，在区境
内永定河最大支流清水河上修建了斋堂水库，彻底制服了
永定河，变害为利。

解放初期，为了加快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满足城市用
水需求的日益增长，市政府决定修建永定河引水渠通往城
区。以三家店为渠首枢纽，设拦河闸一道座。引水渠工程
于1956年1月16日开工，土方工程主要依靠人工开挖，先
后有11.3万人次和50余部车辆参加施工。当年6月底，引
水渠竣工。

三家店水闸和永定河引水渠自1956年底全部竣工以
后，取得了重大的效益，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
用。到1995年，累计为用户供、配水达300余亿立方米，主
要用户为首都钢铁公司、市第一轧钢厂、北京钢厂、高井电
厂、石景山电厂、第一和第二热电厂、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等
大型企业。引水渠还为门头沟、石景山、大兴、海淀、朝阳、
通县、丰台等七个区县的农田提供了灌溉用水91亿立方米，
灌溉面积达92万亩。另外，水闸还为城子水厂和田村水厂
供水2亿立方米。引水渠还为城市、河湖进行补水、换水总
计达1亿立方米，并结合防洪回灌地下水2.27亿立方米。

2010年，北京市启动了“四湖一线”工程，建成了以水串
景、水绿相间的绿色生态走廊。门城湖位于门头沟区东部
和石景山西部的河道上，门头沟区段北起三家店，南至电灰
管桥上游，东至永定河左堤岸巡护路，西至永定河右堤岸巡
护路。全长5.24公里，平均宽170米，平均深1.5米，水面67
公顷。为门头沟城区最大的开放式公园，形成了“一城山色
半城湖”的美景，打造出了蓝天如洗、水清岸绿、鸟语花香的
美景，呈现出了视野开阔、清新宁静的原生态风貌，在湖边
漫步眺望，远山近水似一幅绿水青山的壮美画卷。

二、群峰竞秀
门头沟区98.5%的面积是山区，境内山脉纵横，山体高

大，重峦叠嶂，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峰160余座。有的气
势雄伟，有的清雅秀丽，其中的一些名山享誉全国。

东灵山海拔2303米，超过庐山、泰山、黄山等著名的山
峰，是北京市最高峰。登上灵山之巅可观云海、赏日出、闻花
香、听林涛，分外惬意，真可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东灵山是天然的动植物园，山里活跃着松鼠、狐狸、野
兔、山鸡，林中还有野山羊、狍子、野猪等动物。青海之舟
——牦牛也在此扎根繁衍，形成了独特景观。这里有700
多种动物和800多种植物可供欣赏，一年一届的“西藏风情
节”让人饱览藏族风情。

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21743.1公顷，植物
有140科485属1100余种。其中，特有植物有百花山花楸、
百花山柴胡、百花山葡萄、百花山鹅观草、百花山毛苔草等，
共5种；列入“国际濒临绝种动植物贸易公约附录”保护的兰
科植物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有紫椴、黄檗。药用植
物有200多种。陆栖野生脊椎动物有20目47科169种。
其中，兽类6目13科25种，鸟类11目27科131种，爬行类2
目3科7种，两栖类1目4科6种。另外，昆虫种类有10目
73科1000余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褐马鸡、黑
鹳、金雕、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斑羚、红隼、燕隼、雀
鹰、松雀鹰、勺鸡、雕鸮、红角鸮、领角鸮、普通鵟。有北京市
级保护动物50余种，是天然的野生动植物园。

妙峰山风景名胜区面积20平方公里，景区以“古刹、奇
松、怪石”而著称，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闻名京城，游人不
断。这里有创建于明末的“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庙”而著名，
是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民间信仰中心，妙峰山娘娘庙会是
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民间信仰宗教活动。1925年春，顾颉
刚等五位学者考察妙峰山庙会民俗活动，开启了民俗学新
纪元，使妙峰山赢得了“中国民俗学发祥地”之美誉。这里
还有我国品质最好的千亩玫瑰花。

黄草梁海拔1737米，因山梁上野草丛生，远看呈黄灰
色而得名。山顶上的大草甸平坦宽阔，花草葱茏，宛如地
毯，有“十里坪”之称。山上保留有千余米的明长城和七座
敌楼。敌楼施工细致，用料精实，虽经四百余年风雨剥蚀，
至今仍雄姿依旧。古道旁当年圈马的马圈、挡马墙、兵营、
摩崖石刻等保存完整。

髽鬏山海拔1524米，因主峰两个状似古代少女髽鬏发
型的山峰而得名。明《宛署杂记》上称其为“西山之祖”。抗
日战争期间，著名的“髽鬏山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马鞍山顶部呈马鞍状，故得名。著名的千年古刹戒台
寺坐落在山上。后山多石灰岩溶洞，明清时期建有十几座
石窟寺，原是戒台寺高僧静修的地方，现在已经被丰台区开
辟为千灵山风景旅游区。

九龙山一带出露古生界二叠系含煤地层，蕴含有丰富
的煤炭资源，是北京市煤炭的主产区，有着上千年的采煤历
史，国营门头沟煤矿、城子煤矿、王平村煤矿、大台煤矿、木
城涧煤矿，都建在九龙山麓。

门头沟地质类型齐全，1913年——1916年，国家地质
研究所重点调查了以现门头沟区为主体的北京西山的地
质，并于1920年编撰出版了《北京西山地质志》。中生代侏
罗纪地层在北京西山广泛分布，以这里的地名命名的地质

名词达数十个之多。典型的地质构造遗存在门头沟
区境内出露得特别多，堪称是“天然的大型地质公
园”，一直是高校地质、地理系师生的实习基地，野外
课堂。

《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质志，
也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研究著作，是
我国地质工作的里程碑，拉开了中国地质工作者研
究中国地质的序幕，改变了此前中国地质工作由外
国专家包办的局面。时至今日，《北京西山地质志》
依然是我国重要的地质著作。 （未完待续）

“六大文化”，即生态山水文化、红色历史
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古村古道文化、宗教寺庙
文化、京西煤业文化。

在区委十二届七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
我区提出了深入诠释“六大文化”内涵、讲好

“四个一”的门头沟故事。今天，笔者与大家一
起慢慢细数我区“六大文化”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