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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县民主政府的建立
袁树森

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北京地区第一
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同时也是平
西抗日根据地成立的一个标志。宛平县民
主政府成立后，领导平西人民组织各种群
众团体，交公粮、做军鞋、出民夫、抬担架、
动员参军、发展教育，做好八路军的后勤工
作，积极支援前线作战，在建立和巩固平西
抗日根据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

始了全面的
侵华战争，国
民党军队步
步后撤，华北
逐 步 沦 陷 。
8月中旬至9
月中旬，国民
党卫立煌部
抗击日寇的

“ 髽 髻 山 战
役”结束后，
在西撤时，委
任原宛平县
八区区长谭
天 元（谭 体
仁）为宛平县
县长。谭天
元在“内除共
匪 ，外 抗 强
权 ”的 口 号

下，搜集国民党军队所丢弃的枪支弹药和
民间各种火器，成立了保卫团。同时，各种
名目的抗日游击队也先后组建并活跃在永
定河两岸及灵山、百花山、长安岭一带。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建立民族
统一战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张，并
派遣大批的干部到平西山区开展工作，为
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8年3月初，邓华奉命率领八路军六

支队挺进平西斋堂川，开辟平西抗日根据
地。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始着手建立抗
日民主政权。当时的民运科长焦若愚同志
反复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原打算在斋
堂建立平西专署，由原宛平县县长谭天元担
任副专员、宛平县县长，建立统一战线的政
权机构。经过反复做工作，谭天元在谈判中
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拒不接受并积极反对八
路军，破坏抗日工作，因此，我方采取了强硬
手段，将谭天元扣押，改编了他的地方武
装。1938年3月25日，在东斋堂“万源裕”
商号大院，成立了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由
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宛平县民主政
府，魏国元任县长；师广博任秘书；贾全壁任
总务科长；石明辉任财政科长；傅万秋任宣
传科长；谭天印任教育科长；石明金任军用
代办所所长。同年5月建立司法科，郭玉田
任科长，完善了县政府机构。县政府下辖两
个区，八区区长高明允；七区区长李少舟。
抗日救国会筹委会主任是杜存训，后来谭惠
民任主任。不久又建立了人民武装总队，队
长傅万睦、指导员史梦兰。

民主政府建立后，抗日救亡的各项工
作很快就在宛平西部开展了起来。平西根
据地由斋堂地区向周边地区蔓延发展。同
年5月，宋(时轮)支队由雁北经蔚县桃花堡
进入斋堂川，与邓支队会合，组建了八路军
第四纵队，斋堂川成为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的中心。

1938年6月，我八路军主力奉命挺
进冀东，平西由五支队接防，主力部队撤
走时，将所派出的地方工作干部带走了，
并吸收地方工作人员参加了部队，把县
游击大队也都带走了。党政负责同志一
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工作，一部分转入
地下，斗争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

1938年10月下旬，八路军主力由冀
东回到平西，驻在上、下清水村，很快地恢
复了平西根据地的版图，并有所扩大。党
与群众工作也都恢复和开展了起来，组织
起了一个临时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班
子。临时县委的书记张克宇，县长蔡维
新，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康纪元。约在
12月初，随五支队撤出的地方工作干部
由军区返回，县委书记郭永明，县长焦若
愚，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傅万睦。

主力部队回到平西之后，主要的方
针任务是向斋堂以南、以西地区扩展根据
地，使平西根据地与边区连成一片，以巩固
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打开了三坡区，消灭
了顽固的地主武装，打击了野蛮的房山九
区地主武装，开辟了房山九区，收复了房山
五区。各种工作也随着恢复和开展了起
来。在斗争中，宛平县军民提高了持久战
的积极性，发展了群众组织，各区村农会大
部分在这个时期建立了起来。动员武装工
作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不仅建立了
1200多人的游击队，还为主力部队输送了

3000多名战士。地方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
发展，党员发展到500人左右，在70户以上
的大村中，大都建立了党支部。

1939年初，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
组建的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斋堂川正式成
立，平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和统一。以斋堂川为中心的宛平根据地进
一步扩大，中共宛平县所辖地域除旧宛平
县的七、八区之外，还包括昌平、怀来、海淀
等部分地区。为便于开展工作，宛平县建
制撤销，改建“昌宛联合县”建制。

大观园这种地方真是适合小姐、丫鬟裙钗们
玩耍的地方。春天，是女孩子们怀春的季节，民
间也有一个风俗，芒种这一天，要摆设各种礼品
祭饯花神。这些生活在大观园里心灵手巧的女
孩子们，就用花瓣和柳枝编成大马，或用绫罗绸
缎的下脚料叠成祭神的彩旗，再用彩线系在园中
的树上、花枝上。大观园内，花枝立马招展，彩旗
随风飘飘，裙钗们就开始打扮得像桃杏一样羞答
答的娇嫩，像春天的小燕子和莺儿一样忙碌穿
梭，这情景比元春省亲还热闹。

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巧姐、大
姐、香菱等姐妹们都在园中玩得很嗨，唯独不见
黛玉这个大小姐。迎春就说，怎么没见到林妹
妹，是不是这个懒丫头又在闺房睡懒觉？宝姐姐
是个热心肠，听迎春小姐这么一说，就决定去潇
湘馆找林妹妹去。路上，宝姐姐遇见文官等十二
个女孩子也凑来了，大观园今天好不欢闹。

宝钗去潇湘馆路上，突然瞧见宝玉也去潇湘
馆找林妹妹去了。心里就想：宝玉与黛玉从小青
梅竹马地在一起玩得很亲密，黛玉又是个小性子
的人，此时要是与宝哥哥一起去潇湘馆找黛玉，
黛玉必然起疑心，对宝玉也不方便，倒不如回避
一下好。这样一想，宝姑娘就抽身转了回来，想
要去寻找其他姐妹去。

就在这时，一对玉色的大蝴蝶
迎面飞来，飘飘然然，忽起忽落。
宝钗拿着团扇，蹑手蹑脚去扑那两
只蝴蝶。蝴蝶忽远忽近，忽高忽
低，宝钗追着蝴蝶的影子，追到池
边的滴翠亭的时候，那双蝴蝶穿越
花丛，飞过弯腰的垂柳树，就要飞
到河的对岸。宝钗累得满头香汗，
她就站在那里气喘吁吁想歇一会
儿。这时她突然听到滴翠亭有两
个人窃窃私语，她无意中听到别人
的一段隐私。

一般读《红楼梦》，读到这里就
会知道这是曹雪芹写的“宝钗扑蝶”
的故事。实际上，《红楼梦》原著里
描写“宝钗扑蝶”的文字非常少，都
说曹雪芹惜墨如金，但他写薛宝钗
也不会这么吝啬文字。曹公写《红
楼梦》，如一个成熟的画家，浓淡远
近及各种人物关系都掌握得恰如其
分。他运用障眼法、伏线法、由近渐
远法、将繁改简法、重作轻抹法、虚
敲实应法等等，种种诸法，总是让人
感到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没

有一丝牵强，总是“信手拈来无不是”的神来之
笔。无论是写宝钗，还是写黛玉，都是横云截岭，
千里伏线之妙法。

脂砚斋评论说：“池边戏蝶，偶尔适兴；亭外
金蝉，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女夫
子。”曹公写宝钗池边扑蝶，也是写宝卿在春意盎
然的春季的偶然心动，看到翩翩起舞的彩蝶双双
结对在大自然自由自在地飞舞，那不就是她羡慕
的生活吗？想想整天闷在大观园里的死板生活，
她多么向往与宝玉像这对玉蝶一样，在湖边旷野
自由漫游呢。就在她梦幻和憧憬自己将来自由
生活美景的时候，她意外地听到滴翠亭红玉和坠
儿在偷语手帕传情的一段私情，宝钗担心她突然
出现会让红玉、坠儿心里吃惊，自己的隐私被别
人知道，会害羞想不开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宝钗
才急中生智，想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假装追找黛
玉，边走边喊黛玉的名字，宝卿是个不拘小节又
心善的女子。

《红楼梦》是章回小说，每章都有一个题
目，这个章回的题目是：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
香冢飞燕泣残红。前半部分写宝钗戏蝶，实际
是伏线法，重点写红玉；后半部分写黛玉泣红
葬花辞。题目没有写扑蝶，而是戏蝶。一个

“扑”，一个“戏”，意义完全不一样。前者只是

一个动作，后者写的是一个情趣，或是春趣。另
外，题目并没有写薛宝钗戏蝶，而是写杨妃戏彩
蝶。刚开始看题目，我还以为不是写薛宝钗，而
是写杨贵妃与蝴蝶的故事。后来看内容，确实是
写宝钗戏蝶。那么，为什么非要写成杨妃呢？

原来有一次宝玉与宝钗闲聊，宝玉问宝钗
为啥不去看戏？宝钗说，怕热。宝玉就嬉皮笑
脸地说，怪不得都把宝姐姐比作杨贵妃，宝姐姐
也是体胖怕热呀！宝钗一听说自己胖，脸立刻
就冷了下来，冷笑地对宝玉说，我是胖点，像杨
贵妃，只可惜没有一个像杨国忠那样的好哥
哥！宝钗的嘴就是厉害，得理不让人，把宝玉给
噎了回去。实际上，作者在书中把宝钗比作杨
妃并非贬义，宝钗在作者心目中是完美的女性
形象，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杨贵妃的化身，书中
把宝钗比作裙钗之冠的牡丹花，也暗喻如杨妃
一样的国色天香。

有一次宝玉见宝钗手腕上戴红麝串子，就好
奇地要宝姐姐摘下来仔细瞧瞧。宝钗便想把串
子摘下来让宝兄弟看看，但因她长得肌肤丰满，
不容易把红麝串子褪下来。这时宝玉就低头瞧
见宝姐姐白嫩的胳膊，看宝姐姐的脸蛋也长得如
银盆一样干净，眼睛似水杏含情脉脉，嘴唇自然
红润，根本不用涂口红，眉毛不用化妆，自然墨
翠。宝玉心想：宝姐姐比黛玉长得还妩媚风韵，
若是黛玉，或者还能亲近摸一摸，但长在宝钗身
上，又有“金玉良缘”之说，宝钗总是远远躲着他，
这清水出芙蓉一样的冷美人，碰一碰她的福气也
没有，真是遗憾死了。这是作者真实的描写，也
是作者对宝钗的爱慕之心。

有的红学研究者撰写文章，大肆渲染宝钗
在滴翠亭金蝉脱壳的善意谎言是嫁祸于林黛
玉，如情敌一样阴险、狠毒。实际从书中文字描
写，宝钗并没有把黛玉视为情敌，处处大度地理
解、体谅和关心黛玉。歪批红楼不怕，就怕读者
用自己的臆想去揣摩作者或歪曲作者，以丑妇
之心度美人之腹。从宝钗戏蝶的背后，我们看
到了宝钗的善良、机智、聪明。虽如杨妃一样倾
国倾城，但命运惠顾她的却是无情的冷酷，最后
亦如杨妃一样的悲剧人生，这是我读后十分惋
惜和无法释放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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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刹潭柘寺在历史上曾几易其名，其中，既有皇帝
御赐的官方名称，也有高僧大德命名的称谓，更有人们
约定俗成的民间传说。

“潭柘寺”“毯遮寺”“竹林寺”“潭竹寺”均是由民间
传说而得寺名的，但只有潭柘寺的寺名用的久远，并沿
用至今，而“毯遮寺”等其余寺名，几乎被人们所遗忘。

话说1500多年前，华严禅师斜披紫色袈裟，骑着
万年老龙，胯下坐着一块圆形拜毯，云游四方。老龙浮
游在漫漫的云烟雾海里，时而腾飞，时而落地。一日清
晨，红霞万里，祥云托日，飞龙载着华严禅师，自西向东
沿太行山脉风尘仆仆来到了幽州地界。眼前豁然开
朗，一幅人间仙境呈现在眼前。一山开，九峰列，千嶂
拱翠，层峦架月，柘满千岗，岩壑飞泉。那九峰如同九
条蛟龙翻滚于茫茫山林沃土之上，似勇搏鏖战，奔腾排
奡，气势壮观。九条龙的头对着一颗偌大的明珠，那明
珠光彩熠熠，照耀天下。虽然是初春时节，春寒料峭，
这里却显示出江南特有的温暖湿润的气候，溪水绕涧，
柘树满山，真是造化秀美，八卦俱全，是北方地区少有
的佛光之地。华严禅师随景而定，不再周游了，要借这
方宝地建一座禅林庙宇，聚集四海之僧，传播释门之
典，弘扬华严之法，使天下芸芸众生都能“嘉福”。正在
此时，山中突然冉冉升起了一条彩虹，仔细观看，原来

群山环抱之中的明珠是一泓水潭，一条黑龙正在戏水玩耍，忽而喷出一
股清水，化作龙舟争渡；忽而又喷出一口清水化作倾盆大雨，浇沐那些汗
流浃背的樵夫。再看山下几百个村庄，万顷良田龟裂，垄亩无禾，一片荒
芜，许多人畜饥渴致死，尸骨遍野。有求雨者向深潭而来，匍匐在地，跪
拜虔诚。不料，那黑龙对贫苦的农夫视而不见，还故意变作美女起舞翩
翩，裹狭信男善女，委实可恶。禅师目睹此情此景，不仅慈从心头起，悲
从胆边生，决心征服黑龙，施善于民。于是，禅师命老龙缓缓降下，他要
降服这妖法多变的黑龙，使之弃恶从善。禅师自天而降，早被狡猾的黑
龙窥见，它摇身一变，化作一位手持扶杖的老翁，在狭路处迎接。请问师
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禅师双手合十答道：“阿弥陀佛，寻地接庐，落脚居止，不知可否？”老
翁慢条斯理的答道：“此乃俺家祖地，外人不得居住。”禅师又道：“阿弥陀
佛，只借你方寸之地，筑一寺庙，绝不多占。”

黑龙心想：冻不死的葱，饿不死的僧。想要我的地盘，没门儿！便
说：“不行，不行，还是请你另择吉地吧。”稍停，顺口又默默地补了一句：

“真是穷人心贪，僧人胆大呀！”边说边走，此时禅师暗思，要想让黑龙臣
服，“只有胸中真本事”，才“能令顽劣拜先生。”

黑龙向前走着，一抬头见华严禅师早在他面前坐定，挡住了他的去
路；他掉头向另一方向走去，不料禅师不知何时，又在他前面打坐禅定
了。原来禅师见他轻狂无理，辱骂僧众，十分恼怒，决心要把这黑龙降服
不可。而黑龙一向傲慢，狂妄至极，目中无人，此时，见禅师并非凡人，就
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妙法的办法，戏弄说：“我也是积德行善的人，你要
是真需要一块地的话，我只能舍你一小块，让你这老朽盖座小庙。”禅师
问：“阿弥陀佛，请问舍我多大地方？”黑龙说：“我送你的地方，不大不小，
不宽不窄，就是你坐下拜毯那么大一块。”卧在禅师身边的老龙听罢此
言，怒火万丈，真想撕碎了老龙，出出这口恶气。禅师毕竟是大师，真法
在身，功德无量，对黑龙的回答早已料到，说：“只要你真给，我绝不嫌
小，”黑龙笑道：“君子无戏言，舍给你了。”华严禅师说：“阿弥陀佛，当
真？”黑龙说：“当真，当真。”

华严禅师从座下抽出拜毯，向空中掷去。那圆圆的毯子腾空飞起，
老龙又在一旁助威，刹时，拜毯将红日遮住，投下来一大块荫影，荫影下
漆黑如夜，伸手不见五指。毯子飞得越高，遮荫面积越大。禅师见所要
地方已被罩住，便说：“谢了，谢了，够用啦。”说罢口诵真经，那毯子便稳
稳地停在了空中，纹丝不动。黑龙一看，这老僧法术超群，虽十分惧怕，
但又不甘心，便露出它本来面目，摇身一变，又成了一条凶悍的黑龙，恶
狠狠地向禅师扑来，禅师不慌不忙，略施佛法，忽见一道紫光闪过，光落
之处一座宝刹现于眼前，象九条巨龙托着一颗明珠。寺门上额，斗书三
个大字：“嘉福寺”。黑龙自知不敌，慌忙跪倒求饶：“乞望祖师恕罪，愿为
师父效犬马之劳。”此时，垫毯影罩住的附近三百六十五个庄子，万民聚
集，欢声雷动。禅师道：“苍山养我黎民，龙潭浇灌万顷良田，寺大僧多，
一日吃一村的施舍，一年轮一次。”黑龙见华严禅师佛法无边，又倍受万
民拥戴，深感愧疚，立时化作两只鸱吻卧于大雄宝殿屋脊两端，帮助镇妖
降魔，立功赎罪。传说，后来这黑龙久守大雄宝殿不耐烦了，想远走高
飞。一日趁风雨交加，雷声轰动，黑龙觉得时机已到，跃跃欲飞。恰巧被
前来寺中游幸的康熙皇帝看见，命人造了两条“吻带”将两个鸱吻牢牢地
锁住了。传说真实与否，无从考证，但是两条“镀金剑光鸱带”依然守护
着寺院，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从此，人们把华严禅师奉为潭柘寺开山祖师，“毯遮寺”的寺名随着
毯遮寺的传说亦流传了下来。

宝钗戏蝶为哪般
柴华林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四、“一筐土修北京城”之谜
我小时亲耳听那瞎老爷子讲过一个故事，那

就是“一筐土修成了北京城”。那时，我们小，谁
也没去过北京城；其实那瞎老爷子也是瞎说，他
也没去过北京城。可是，我们也在想：“这北京城
总比咱们村子大吧？一筐土，十筐土，一百筐土
也修不起来呀！”为什么好多人都这么说呢？大
概就是神仙用一筐土修的呗！

对于这“一筐土怎样修的北京城”，慢慢地也
就淡忘了，管它是真是假哩！后来，我们挖掘京
西的民间文化，大量阅读有关北京地区的历史资
料，在元代熊梦祥原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出版的《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中，看到了一处
记载，似与“一筐土修北京城”之谜有关，特转载
如下：“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
手排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

一畚，不日成之。”
注意，这段话是从《日下旧闻考》中看到

的，是引自《析津志》的。这里的“畚”，音
běng，就是畚箕，就是簸箕，俗称“筐”。看
来，这里说的“人止土一畚”，被人们传来传去
说成了“一筐土”。是呀，一筐土怎能修起北京
城呢？一人一筐土，几十万人就是几十万筐土
呀，当然就修起了北京城啦！这“一筐土修起
北京城”的谜团原来是这么传下来的，让我们
看到了几个道理：

一是从涿州到北京，人传土筐传递运土，让
我们想起了电视片中的“明代修长城运砖”的史
实。应该说，这样传递运土、运砖道理是一样的；
这种人员排定，接力运送，在当时来说是先进的
方法。

二是所谓先进，是相对的。过去运输靠人海

战术，在没有马路，没有车辆的情况下，靠人转手
确实先进。但是，这种先进是暂时的，是相对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就变成落后的了。因此，
千万莫笑古人蠢，将来你也成蠢人。

三是让我们看到了“众人捧柴火焰高，团队
力量大无比”的道理。一人一筐土，一人一块砖，
集沙成塔，集水成河，为了一个梦想，大家团结一
条心，那梦想就会变成现实。“只要众人一条心，
何愁中华不复兴！”团队精神，无坚不催。

（未完待续）

试解京西十谜团（四）
赵永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