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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我区“六大文化”的那些事（之二）
袁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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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和古道是我区两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古村落
古村落是人类长期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条件的见

证，承载着人们生产生活、民间文化的历史，蕴含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
馆”、乡村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我区是北京市古村落数量最
多，保存最完好，蕴含的传统文化最丰富，研究价值最
高的地方，现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三个：爨底下、灵
水、琉璃渠。中国传统村落12个：爨底下、灵水、琉璃
渠、三家店、黄岭西、苇子水、马栏、千军台、碣石、沿河
城、西胡林和东石古岩。

我区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众多的古村落呢？这是自
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所致。我区位于大
西山的腹部，山区面积占全区面积的98.5%，是北京市
唯一的纯山区。永定河及其支流清水河穿流其间，在
山间形成了一处处的沟谷，我区的村落绝大部分都建
在沟谷之中。这里有水源，可供人畜饮用；有土地可供
耕种（主要是山间梯田）；山上适宜种植果树和放牧；有
古道相通以方便出行。这些自然条件具备了人们生活
的各种因素，形成村落是自然的。

我区的古村落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形成，根据形成
原因可以分成许多类型。

1.军户村。明代在京西修建了内长城，作为保卫
京师一道重要的防线。当时实行南兵北戍，家属随军，
落户在边关附近，垦荒种地，自筹军粮。经过多年繁衍
生息，形成村庄，称为“军户村”。

2.坟户村。我区山清水秀，自然风光秀美，许多王
公贵族把墓地建在了这里，派驻一些属下看护坟墓，在
墓地附近耕种，作为生活来源。由看坟户繁衍生息，发
展而成的村落，称为“坟户村”。

3.庙户村。“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区寺庙众多，许
多大型的寺庙都有丰厚的庙产，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
并为寺庙服劳役。这样所形成的村子称为“庙户村”。

4.窑户村。我区盛产煤炭，从业的矿工为了方便，
就在煤炭产地附近定居，逐渐形成村庄，这样的村子称
为“窑户村”。

5.农户村。以农业耕种为主业的村子，称为“农户
村”，主要集中在山前区和平原地区。

6.匠户村。因某种行业匠人聚集而形成的村庄，
称为“匠户村”。

我区历史悠久，这里发现有距今11万年前的“前
桑峪人”骨化石。早在1万年前的农业文化萌芽时期，
就有“东胡林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东胡林人”遗址考

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证明当时在这里已经
形成了居民点。新石器晚期到汉代的人类生活遗址遍
布全区，呈现出古人类遗址数量多、分布广、年代久、具
有历史连续性等特点。

早在汉代，我区境内就已经出现了村庄，隋唐时
期，村庄出现得更多了。明代时史书和碑文中记载门
头沟地区的村庄已有137个，到了清代发展到188个，
到本世纪初，由于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差的村庄搬迁，古
老的村庄还有112个。现在基本保持着原始风貌的村
子有54个。由于地处山区，受现代化建设的冲击比较
小，从而使得一批原始风貌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得以保
留了下来，这是我区一笔特殊的财富。

古村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产生出了璀璨的
民间文化，保存着珍贵的历史文物，我区现在有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国家级非遗项目4个。

二、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道
“古道”，顾名思义就是古代的道路。著名考古学

家贾兰坡先生认为，在原始社会，永定河谷是中国猿人
迁徙的一条通道，把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与北京地区
连接了起来。

古代道路最早是自然形成的，伴随着人类的发展，
人们为了出行更方便一些，而开始修筑道路。在公元
前20世纪的新石器晚期，中国就有记载使役牛、马为
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了。汉代司马迁《史记》中
说，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战败炎帝、蚩尤，实现部落统
一后，有“披山通道”之举。

京西古道如一张大网横纵门头沟全境，道路多而
且长，这些古道按照类别有：商旅道、军用道、进香道
等。远古烽烟、民族交往、宗教活动、商业运输、筑城戍
边等数不清的神奇故事，留存在古道两侧，是那个时代
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活动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深刻
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足音。

京西古道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所蕴涵厚重的文
化底蕴和灿烂的永定河文化叠聚成辉。元、明以来，

“京城百万人家，皆以石炭为薪”。加之这里出产石材，
琉璃的烧制，更是闻名京城，于是，拉煤运货的骡马成
群结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山路石道上往返，久
而久之便形成了从京城到西部山区，远达内蒙古、山西
的商旅道路。

我区保留下来的古道甚多，现在只介绍其中主要
的几条。

1．西山大路
古西山大路是京西古道中的一条主道，东起三家

店，西行到王平口，与玉河古道汇合后继续西延，翻过
大寒岭，进入斋堂川，向西到达怀来盆地。

在元代国家大一统之前，金朝与南宋南北对峙，金
中都设在北京，在当时南方的粮食不能通过大运河运

送到北京来，金中都百万军民的粮食供应主要来自怀
来盆地和山东，古西山大路就成为了当时一条重要的
运输线，供应金中都的粮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通过古
西山大路运送到北京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西山
大路是金中都一条重要的“动脉血管”。

门头沟北接上谷郡，南通涿、易，西望代地（山西），
东连北京城，连绵的大西山是北京城西部的天然屏障，
因而古有“神京右臂”之美誉。这里的物产十分丰富，
盛产煤炭、琉璃、石灰、石料、木材，还有各种山货。西
山大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运输道路之一。这条道路也
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条古道，一直到1974年下清公路
（下苇甸——清水涧）修通之后才废弃。

玉河古道与西山大路同等重要。唐乾宁三年
（896），割据幽州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撤矾山县、幽都
县，设置玉河县，现在的我区几乎全部都属于玉河县。
刘仁恭修建玉河古道，用于军事和商业运输。明清时
期，玉河古道是一条运输煤炭的重要道路，也是联通京

西山区的重要通道，蕴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玉河古
道自石景山区麻峪村起，跨过浑河（永定河）进入我区
境，至王平口。与西山大路汇合，全长约55华里。

妙峰山南香道是区境北部一条重要的古道。妙峰
山娘娘庙的庙会在明清及民国时期，是华北地区最盛
大的民间庙会，香客数以十万计。为了朝顶进香的需
要，民间信奉者在原有山道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修，形成
了进香道，主要有6条，海淀区境内3条、老北道、中北
道、中道：我区境内3条，中南道、南道、岭西道。南道是
妙峰山香道中最主要的一条，称为“妙峰山正道”。以
三家店为起点，到妙峰金顶，全长23公里，串联起了我
区北部山区。

京西古道像一条条彩带，把门头沟的名山秀水、
文物古迹、军事关隘、古村落串联了起来、京西古道
记载着政治、经济、历史、军事、交通、建筑、宗教、民
俗等各种文化，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历史教科书，供人
们研读。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
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
是，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
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这一神秘
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
活动。

寺庙是宗教活动场所，祭祀神佛的建筑。蕴
含有政治、经济、信仰、建筑、美术、民俗、文化等多
方面的内容。

“天下名山僧占多”，门头沟山清水秀，故而寺
庙众多，凡是古村落都建有寺庙，小村一两座，大
村多达十几座。灵水村的寺庙多达19座。既有
潭柘寺这样殿堂九百余间，寺内占地2.5公顷，寺
外占地11.2公顷，再加上周围由潭柘寺所管辖的
森林和山场，总面积达121公顷以上宏刹巨寺，也
有只有一间殿堂的民间小庙。

门头沟是五方杂居之地，山里的许多村子
都是明代南兵北戍的南方人，采煤业的矿工来
自于全国各地。门头沟人从不排外，大家和睦
相处，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这种精神
也影响到了宗教，各种宗教在门头沟和平相处，
不仅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的宗
教，也有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民间信仰，其中
最兴盛的是佛教。

门头沟是北京地区最早传入佛教的地区，潭
柘寺始建于西晋，“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是北
京地区妇孺皆知的一句民谚。戒台寺建于隋代，
唐代建有灵岳寺、灵严寺、柏山寺、西峰寺、三家店
白衣观音庵、大峪村古佛堂等，到了明代，佛教寺
庙已经遍布全区。

一、各种宗教齐聚
门头沟佛教寺庙宗派众多，有律宗、禅宗、华

严宗、密宗。其中禅宗又分为“五宗七派”，在门头
沟有曹洞宗、临济宗、沩仰宗，还有一个小的宗派，
成立于清代的贾菩萨派。其中以禅宗和律宗最为
兴盛。

潭柘寺在唐代属于华严宗，到了五代后唐时
期改为禅宗，金代时是禅宗中的临济宗，清代时改
为律宗。但是庙内却有许多密宗的东西，例如毗

卢阁底层供奉的五方佛，上层供奉的三身佛等。
戒台寺虽然一直属于律宗，但是寺内也有密

宗的东西，例如戒坛大殿的建筑形式，释迦牟尼佛
背后供奉的佛母象、明王殿里的两大金刚等。

道教在门头沟最早出现于金代，到了元明两
代，道教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区的道观大部分建于
此时。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支，早在元代就已经传
入了我区，建立最早的是后桑峪天主教堂。基督
教另一支耶稣教在清代也传入了门头沟。直到改
革开放之后才建立了教堂。

门头沟早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但是一直
没有清真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
方便回民的生活和宗教活动，在政府的帮助下，才
建立了清真寺。

门头沟数量最多的是与民众生活生产息息相
关的民间信仰神庙，名目繁多的大小神庙数不胜
数。娘娘庙、龙王庙、山神庙、树神庙、马王庙、牛
王庙、五道庙、三圣庙、三义庙、关帝庙、杨令公庙、
娥皇庙、二郎庙、财神庙、窑神庙、药王庙、崔奶奶
庙等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二、佛教宗派中心寺院多
门头沟的佛教极为昌盛，一些大型佛寺在历

史上曾是佛教宗派的中心寺院。戒台寺始建于隋
代，辽道宗把自己亲手抄写的《大乘三律戒本》授
予了辽咸雍年间的戒台寺住持法均大师，这件戒
本是佛教界公认律宗领袖的信物，持有者就是律
宗的领袖，直到金代，戒本才流出了寺外。

金代临济宗以潭柘寺的广慧通理禅师开性为
代表，其后数代住持均是临济宗的佛学大师，其弟
子善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等高僧，均是著名
的临济宗大师。从而奠定了潭柘寺在佛教中临济
宗中心寺院的地位。

仰山栖隐寺是金元两代的皇家寺院，著名高
僧万松行秀是曹洞宗大师，曾任栖隐寺住持，被蒙
古汗廷奉为国师。万松行秀的弟子东林志隆，木
庵性英、乳峰德仁、雪庭福裕、复庵圆照、性中粹英
等，相继任少林寺住持，其中雪庭福裕被尊为少林
寺的“中兴之祖”。

白瀑寺位于雁翅镇淤白村附近的群山环抱之

中，鼎盛时期僧众有100人之多。辽寿昌年间
（1095－1100），华严宗大师圆正和尚云游至金城
山，卓锡于此。寂静山谷，唯圆正一人，野菜充斋，
泉水当茶。一月后，一樵夫过此，看有僧人打坐，
极为惊诧。当樵夫得知圆正打算恢复寺庙时，施
米两升而去。消息迅速传开，昌平、玉河、矾山、怀
来四县善男信女，不约而至，纷纷解襄相助。乾统
年间（1101－1110），白瀑寺建成，檀信朝拜，络绎
塞途。圆正法师成为了当时华严宗的大师，白瀑
寺也成为了华严宗的代表寺院。

三、著名的道观
门头沟的道观数量不多，主要有燕家台通仙

观、何各庄太清观、石厂村玄帝庙、木城涧玉皇庙、
龙门村真武庙、千军台村王老庵、沿河城真武庙、
琉璃渠村老君堂、灵水村玄帝庙等。除去通仙观、
太清观、玄真观之外，名气都不大。

燕家台通仙观是全真教创立者长春真人丘处
机的弟子清河大师尹志平等人，秉师遗命所建；何
各庄太清观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是大太
监王振为感谢四朝皇帝对自己的宠爱而修建；石
门营玄真观始建于清代晚期，由宫中二总管太监
刘多生所建，作为宫中年老太监出宫之后的安居
之所。俗称“老公庙”。这几座道观名气都很大。

四、独特的民间神庙
民间神庙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这些

庙宇一般都比较小，有的只有一小间房。有的神
庙实行多神供奉，多位神仙供奉在一座殿堂里，被
戏称为“合署办公。”例如斋堂镇西胡林村九圣庙，
供奉九神，主奉龙王，配祀山神、土地、药王、虫王、
苗王、马王、牛王、财神。像这样的情况在门头沟
不在少数。

圈门窑神庙是行业性庙宇，供奉煤窑业的保
护神窑神爷，这里被认为是窑神庙的祖庙，各地建
窑神庙都要到这里来请神。窑神爷不在道教神谱
之内，北京产煤区都供奉有窑神爷，但是所供奉的
窑神爷都不一样，据统计有7种形象。名字也不
同。祭祀窑神普遍都是腊月十八，唯有门城镇是
腊月十七，因为其所在的宛平县是京城首县，圈门
窑神庙是天下窑神庙的祖庙，地位崇高。

田庄村的崔奶奶庙、妙峰山的傻哥哥殿、三仙
姑殿都是当地特有的民间神庙。

妙峰山娘娘庙是一座集佛道儒和民间信仰
于一体的庙宇，14座（现在是17座）殿堂供奉着
各种神仙，可以满足各阶层老百姓精神上的不同
需求，香客以京津冀为主，远达东三省、云贵川，
以及东南亚，是华北地区民间信仰的中心。每年
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举行庙会，来自全国各地数
十万善男信女、几百档民间花会汇聚妙峰山，朝
顶进香，献艺酬山，施粥舍茶。场面之壮观，信众
之虔诚实属罕见。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载：妙峰山“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
极盛。”“庙在万山中，孤峰矗立，盘旋而上，势如
绕螺。前者可践后者之顶，后可见前者之足，自
始途中，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奇观
哉！”“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之繁，灿如列
宿。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
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天下矣。”

京西煤业文化
我区地处北京西郊大西山的主体部分，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特

殊的物产，煤炭是门头沟代表性的矿产资源，改革开放以前，煤炭生产
一直是我区的支柱产业，对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一、在历史上门头沟是北京主要能源供应基地
“火”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恩格斯指

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
分开。”产生火的物质是燃料，在人们生活中，做饭烧水，冬季取暖御
寒，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锅炉都需要使用燃料，北京历史上所使用
的燃料早期是木材，后被燃烧值更高的煤炭所取代。门头沟是北京煤
炭的主产区，在历史上是北京城的能源主要供应基地。

门头沟生产煤炭发轫于辽代，已经有上千年的采煤历史。1975
年，北京市文物处在我区的龙泉务村辽瓷窑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了
大量的燃烧煤炭的残留物，证明当时龙泉务辽瓷窑烧制瓷器是以煤炭
为燃料的。

元代在北京建立了大都城，人口云集，商业繁荣。朝廷为了满足
城市的需要，在西山大力发展煤炭采煤业。《元史·百官志》卷五载：元
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山设立煤窑场，管理大峪
寺，马鞍山煤炭事宜……《元一统志》卷一记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
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硐；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硐
……”

到了明清时期，京西已经成为了北京主要的燃料供应基地。明成
祖朱棣建北京城时，用开挖金水河的泥土在紫禁城北侧堆起了一座小
山，取名“煤山”（即景山），可见对煤炭重视程度之高。明代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中说：“京城百万之家，皆以石炭为薪。”清康熙三十二
年（1693），康熙皇帝明确指出；“京师炊爨均赖西山之煤。”由此可见，
京西煤炭对北京的重要作用。

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门头沟地区共有煤窑447座，老百姓
冬季取暖，每天烧火做饭，都要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没有京西煤炭的充
足供应，明清两代皇帝是不会把北京作为首都的。每当煤炭市场波动
时，都会引起朝廷的恐慌，这在史书上屡有记载。

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洋务运动”引
进了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机器，开始进行机械化生产。在清末民初
时期，京西出现了机械化采煤的近代化煤矿。近代化煤矿的生产率显
著提高，使煤炭产量大增，基本上可以满足京津地区的需求。

清光绪五年（1879），门头沟天桥浮村的段益三看中了西辛房的一
块地方，开办了通※煤窑。矿区占地36.5亩。因是采用传统的土法采
煤，产量很小。几年后，段益三准备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煤炭产量。
但是因为资金不足，便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招请美国商人施穆与其
合作，共同投资，开办了中美合办通兴煤矿公司。通兴煤矿聘请英国
人宾士为技师，英国人德肥司为帮工，中国人王锦为司账，在王自惠的
地界里开凿斜井，以蒸汽为动力，使用机器提升煤炭和进行排水。当
时虽然规模不大，但这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中外合办的采矿企
业，同时也是北京历史上最早拥有机械动力的煤矿。

此后，门头沟又出现了中比合办裕懋煤矿，中日合办杨家坨煤矿，
中美合办门头沟煤矿等。中英门头沟煤矿先后吞并了通兴煤矿和裕
懋煤矿，成为了北京地区最大的近代化煤矿。

北京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京西煤矿是北京地区最早的现
代工业发祥地，它带动了运煤铁路、桥梁工业的发展，为电力、机械制
造、冶炼和石化等工业提供能源，京西煤业成为北京地区人数最多的
产业工人队伍。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条自行修建的铁路是京张铁路，
其实最早通车的是京张铁路支线，即为解决京西运煤问题，詹天佑修
建的京门铁路。北京第一座现代化桥梁三家店洋灰桥，也是为解决京
西的运煤问题，满足北京城的需要而修建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煤炭生产迅速发展，北京煤矿是全国“五
大无烟煤生产基地”之一，北京矿务局所属“八大煤矿”中，有五个在我
区。在历史上，民办煤窑是采煤业的主体，其采煤方式沿袭了千年，形
成了独特的煤业文化。

爨底下村 赵明利/摄

戒台寺 赵明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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