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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仙塔是一座密檐式砖塔，塔内

奉祀的是佛牙舍利。该塔 800 余年间

并不为人知，亦不知为何人所建，直

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因塔毁，

佛牙舍利方被发现，同时所出的还有

一件塔顶石露盘。

招仙塔在清光绪二十六年遭八

国联军炮轰焚毁，一片瓦砾，几成平

地。灵光寺主持海山立志重修，“乃

托付于承恩寺僧圣安长老”。《重修

灵光寺碑记》云：“于壬寅仲春出所

积蓄 , 先构大殿三楹 , 塑佛供养。”

壬寅为光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年 ), 圣

安是已于光

绪二十七年

（1901 年）来到灵光寺主持重

修大局 , 这时的佛牙舍利石函

及石露盘均已在圣安的精心保

管下 , 佛牙作为佛教圣宝 , 密

不示人 , 而露盘则被圣安视为

镇寺之宝 , 故每每取出示于

人。圣安是京西石景山雍王府

村人，杨姓。

塔毁翌年， 僧人们在招仙塔的瓦砾中发现了石露

盘与佛牙舍利石函各一具，这是两件有关佛牙信息的

重要物证。塔顶的石露盘上部刻有梵文，不可辨识，

下部竖刻三行楷书：“大 （辽）国公尚父令公承（丞）

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

石函中沉香木盒上有墨书题记为（北汉）天会七

年（963 年），而石露盘上题刻纪年为“（辽）咸雍七

年（1071 年），这两者之间相差有百余年，何以能在

百年后相聚 , 其间，必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而这两

件重要的佛教至宝，都是围绕着佛牙展开的，其文物

价值不言而喻。

近人马小进有一个题跋，提到了端方欲购石露盘

的一件往事，题跋曰：“此碑为

重兴寺僧圣安所藏，寺在翠微

山阳虎头峰下，去京西约三十

里，唐大历年间创建，旧名龙

泉，……清光绪庚子，拳匪肇

乱，曾集众於寺设坛祭神，后

联军到此，拳匪尽逃，联军因

迁怒是寺，遂焚毁之，寺中栋

宇除放鹤亭外皆荡然无存矣，

乱后，圣安重修主持所寺，易

名重兴，盖记实也，当大兴土

木收拾瓦砾时，在佛塔下掘得

此碑。宣统已酉，端方罢官，

筑归来庵于寺中池北，庵左小麓，即佛塔□□也，端

见此碑，欲以三千金易之，圣安不肯，留镇山门。中

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即乙卯四月初五日，小进避暑西

山闲住此台，下榻归来庵中，圣安见示原碑，并以捐

本相赠。予喜甚，上有范文，而汉字亦极韶秀，故珍

藏之，至若此碑源流，子素昧于金石考据之学，实不

敢赞一词也。台山马小进识于西城灵清宫内。”

端方（1861 ～ 1911），字午桥，号 斋，满洲正

白旗人氏，光绪三十年（1904 年）奉诏赴东西各国考

察，回国后呈上《欧美政治要义》一书，中国立宪政

治自此而始。端方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金石学家，他

以自藏秦汉以下金石、六朝以来造像，著有《 斋吉

金录》八卷、增补《 斋吉金续录》两卷。端方是在

宣统元年（1909）因为慈禧照相之事而贬官后，来到

了八大处灵光寺，在旁筑归来庵，端方本是个金石大

家，时见到石露盘，自然是爱不释手，就想用三千金

购得，但圣安和尚却不肯相让，要留下镇山门。

民国五年（1916 年）马小进来八大处避暑，下榻

归来庵时，圣安曾拿出石露盘给他看，还赠送给他露

盘的拓片，马小进得到拓片之后激动不已，故写下了

此题跋。

马小进，广东台山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民国

北京政府在 1913 年成立国会时，任众议院议员。

                                                             （陈   康）

北京古建筑众多，其建筑平面有

方形、六边形、八边形、圆形、十字

形和曲线形等，造型丰富多样，其中

方圆结合型这一类型较为少见，且在

前辈、同仁著述中较少有涉及者。笔

者在古建筑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现

存的方圆结合型建筑共有7处（10座）

之多，在此概述如下。

一、方圆结合型古建筑的源流

方圆结合型古建筑的起源很可能

与明堂有关。明堂是上古至唐代国家

礼制建筑的核心建筑物。其建筑形式

就是上圆下方。东汉桓谭《新论》称 ：“天称明，故

命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

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

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而这个理论

在北京大高玄殿乾坤亭中也得到了印证和体现，其上

层匾额书“乾元阁”，下层匾额书“坤贞宇”，乾坤恰

是天地的代称。唐代以后，明堂在国家礼制建筑中消

失。但这种上圆下方的建筑形式，则一直流传至明清。

二、北京地区现存方圆结合型古建筑概况

北京现存方圆结合型古建筑分别是故宫乾清宫前

的江山社稷铜亭、故宫御花园的万春亭和千秋亭、大

高悬殿后部的乾坤亭（或称乾元阁）、碧云寺金刚宝

座塔前的御碑亭、北海琼岛上的善因殿、觉生寺（大

钟寺）钟楼以及潭柘寺的楞严坛。

江山社稷铜亭位于故宫乾清宫丹陛两侧，东西各

一座，推断为明代永乐时期（1403—1424）铸造。亭

为铜质，上层为圆攒尖宝顶，下层为方形。铜亭安放

在石质基座上，座身雕刻海水江崖

图案。

万春亭和千秋亭位于故宫御花

园东西两侧，相对而建，建于明嘉

靖十五年 (1536 年），造型、构造均

相同，两座亭子在明清时期作为佛

殿供奉佛像，万春亭至咸丰年间重

建后改为供奉关帝像。亭为木构建

筑，上层圆攒尖宝顶，下层是由一

座方亭各面出抱厦形成。

大高玄殿乾坤亭，始建于明嘉

靖二十一年（1542 年），名无上阁，

清代乾隆朝改名乾元阁。明代时供

奉嘉靖皇帝玄修像（称象一帝君）。

此亭为木构建筑，上层为圆攒尖宝

顶，下层为方形，上下层之间有一

层圆形平座层。

碧云寺御碑亭位于金刚宝座塔

前，左右各一座，形制相同，建于

乾隆十五年（1750 年）。亭内竖立

乾隆御制碑。亭为砖石质，上层为

圆攒尖宝顶，下层为六角形。北海

善因殿位于琼岛的白塔南侧，建于

乾隆十六年 (1751 年 )，内供奉藏

传佛教护法神大威德金刚。殿为琉

璃材质，上层为圆攒尖宝顶，下层为方形，下层周匝

饰琉璃小佛像。觉生寺钟楼位于寺院轴线最北端，建

于乾隆年间。钟楼为木构建筑，上层屋身为圆形，屋

面出八条垂脊、宝顶，下层为方形，悬挂匾额“华严

觉海”，内部悬挂永乐大钟。潭柘寺楞严坛（20 世纪

50 年代拆除后构建封存）位于潭柘寺西路，建于明代。

殿为木构建筑，上层为圆攒尖宝顶，下层为六角形，

台基为六角形石质坛台。

三、方圆结合型古建筑时代、用途和特征。

这些方圆亭的建造年代，从明代前期至清代中

期，尤其以明代嘉靖年间和清代乾隆年间建造的最多。

这种建筑类型使用在了宫殿、园林和宗教（佛教和道

教）建筑中，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其使用功能上，故

宫的江山社稷铜亭是作为供奉江山社稷之神，具有象

征性和礼仪性。故宫御花园的万春亭和千秋亭是两座

园林对景的建筑，具有欣赏功能，同时兼有佛殿功能。

大高玄殿乾坤亭、北海善因殿则是作为供奉塑像的宗

教殿宇使用。其中，北海善因殿兼有欣赏性建筑的功

能。而觉生寺钟楼则是作为悬挂永乐大钟之用。可以

说，这种形式的建筑使用功能也比较

广泛。材质上，江山社稷铜亭为铜质，

北海善因殿为琉璃质地，碧云寺御碑

亭为砖石，其余均为木构建筑。其材

质也是包罗了中国古建筑几乎所有材

质。值得注意的是，明堂是唐代以前

儒家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礼制性建筑，

如武则天时期就建造了恢弘的明堂建

筑——万象神宫。唐代以后这种形式

的神圣性慢慢弱化，而明清时期将这

种形式使用到了多组建筑中，有的甚

至是较低等级的建筑（如碑亭）之上，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建筑形式的

普及化。但是，这种形式还是仅仅使用在了皇家建筑

中，仍然具有较高的神圣性。

                                  （李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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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方圆结合型古建筑漫谈

在市委第二巡回督导组第二小组指导下，北京市

文物局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

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重点对照《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于 2017 年 1 月 22 日下午召开了 2016

年度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由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同志主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伟同志、

市委第二巡回督导组副组长王伟同志、市委宣传部秘

书长张爱军同志、市委组织部宣教政法干部处处长冷

强田同志、市委宣传部基层处处长张卫军同志、市委

宣传部干部处处长计功成同志、市委第二巡回督导组

组员韦焕翔同志出席会议，局党组成员以及其他局级

干部共 7 人参加会议，局机关相关处室负责人及工作

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紧紧围绕主题，认真贯彻整风精神，拿起批

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党

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同志首先通报了 2015 年度局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 2016 年度民主生

活会征求意见情况，代表市文物局领导班子作对照检

查发言，全面查摆了班子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表现，深入分析了产生问题的

原因，明确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并带

头作了个人对照检查发言。随后，其他班子成员依次

对舒小峰同志提出批评意见。按照相同方式，其他 3

位党组成员也分别作了个人对照检查，班子成员开展

了相互批评。自我批评时，领导班子成员敢于解剖自

己，能够以党章和《准则》《条例》为准绳，突出政治

纪律、政治规矩，联系思想、工作、生活和作风实际，

联系个人成长进步经历，联系上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把自己存在的问题及根源亮明讲透。

相互批评能够做到坦诚相见，批评意见开门见山、直

奔主题，有的放矢、切中要害，重点围绕找准摆清问题，

指出对方不足，帮助分析原因，提出改正建议，做到

点准穴位、见筋见骨。班子成员间相互提出批评意见

25 条，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市委第二巡回督导组副组长王伟同志对局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王伟同志指出，按照中央

要求和市委部署，市委第二巡回督导组第二小组参加

市文物局领导班子 2016 年度民主生活会，很受教育

也很受启发。这次民主生活会氛围和效果是好的，符

合中央、市委要求，表现在：一是准备工作扎实充分，

为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体现

在深化了学习研讨成果、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谈心谈

话以及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二是严肃认真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具体体现在

自我批评坦荡诚恳、相互批评真诚坦诚、原因剖析深

刻透彻以及整改措施具体可行。三是要以此次民主生

活会为契机，持续用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改，切实落实

从严治党责任。具体要求是持续深入抓好整改落实、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以首善标准推进各项

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伟同

志作了重要讲话。李伟同志指出，今年的民主生活会

是《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

干规定》下发后的第一个民主生活会，也是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民主生活会。中央政治局带头

做榜样，市委常委会为全市立标杆，体现出高度的规

矩意识和责任担当。李伟同志充分肯定了市文物局领

导班子 2016 年度民主生活会的组织筹备和会议成果，

指出，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是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和

市委部署召开的，班子成员查摆到位，体会真切，意

见坦诚，交流充分，是一次严肃认真的民主生活会，

也是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洗礼。对这次民主生活会，

李伟同志强调了四个方面：一要增强“四个意识”，坚

决维护中央权威。市文物局主业是文物工作，越是这

样专业性强的单位、专业性强的工作，越要增强党员

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要坚定不移地做到这一

点。二要严守纪律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市

文物局下属 30 个单位，其中很多是展出单位，还有一

些文保单位，接待游览、面向公众，经常举办一些研

究性的报告会和讲座论坛，都有可能存在意识形态风

险。在宣传思想文化这条战线上工作，都要有非常强

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三要锻造担当品质，传承保护

好历史文化遗产。文物局修缮保护的任务很重，要担

起责任，不要怕得罪人。四要强化廉洁自律，清白做

人干净做事。文物部门项目多、资金量大，要把廉洁

自律的制度和要求贯穿融入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李伟同志就加强全局工作宣传、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促进小型博物馆发展、加强主题性修缮统筹四个

方面，提出市文物局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和思路。

                                               （市文物局组宣处）

北京市文物局召开 2016 年度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2 月 6 日 ，

2017 年全市文化

工作会议召开。这

是本市首次召集

文化局、市文资

办、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市文物局及

16 个区一起，对

各领域文化工作同

步总结、同步安排、

同步布置，力求将文化工作拼合起来

形成“拳头”。副市长王宁出席会议并

讲话。

与会政府各文化主管部门，总结

了 2016 年北京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

总体来说，北京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

新进展，已有五个区获

得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示

范区的创建资格、首都

市民系

列文化

活动开

展得如

火 如

荼；精品创作生产有新提升，评剧

《母亲》获国家文华大奖、16 部作品

摘华表奖、《少年科学画报》入选全

国优秀少儿报刊，《十月》入选文学

期刊全国四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

新局面，非遗活态保护成效显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有新理念，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等颇具亮点；文

创产业发展有新增长，产业增加值比上一年同期增长

8.3%，游戏产业产值占全国三分之一……

王宁提出，新一年北京文化工作需着力抓好五个

问题，即注重增强文化

自信；注重把握首都身

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核心

功能；注重打基础、立

长远；注重各部门配合

形成文化发展合力；注

重加强对文化发展方向

的领导。

（市文物局办公室）

2017

年
全
市
文
化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北京市政府王宁副市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文物局舒小峰局长在会上发言

石露盘拓片图样

大高玄殿乾坤亭

碧云寺金刚宝座前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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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

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

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

刊物。每年发行六期，

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

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

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

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

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

建调查新发现，考古工

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

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

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

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

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

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

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

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

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

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

宜，图文并茂,并注明

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等。

◆ 投 稿 邮 箱 为 ：

bjwwb2005@126.com

特 别 说 明 ：2016

年 2 月，《北京文物》

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

订阅号“北京文物报”。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

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

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

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

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

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

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2005 年出土于先农坛的乾隆御制碑经过保护修

复后，于 2006 年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安置于

首都博物馆北广场东侧。该碑高 6.7 米，重约 57 吨，

分为碑身、碑帽、碑座三个部分，碑座为束腰须弥座，

刻有精美卷草花纹，保存比较完好。碑四面刻有乾隆

正楷满、汉文手书《皇都篇》《帝都篇》，生动具体地

表达了乾隆皇帝“在德不在险”和“居安思危”的治

国思想，是研究和展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至 2016 年乾隆御制碑已经矗立在首都博物馆十年了，

由于保护罩东面钢化玻璃自爆碎裂，且因为玻璃罩的

阻隔一直未对石碑进行维护保

养，表面积尘严重，亟待保护。

因此，首都博物馆在 2016 年

开展了石碑保护工程。

经过前期的方案设计、

资金申请、招标、方案优化等，

乾隆御制碑保护工程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开始，12 月 8 日

结束，前后 38 天。工程内容

主要包括外围保护钢架加固、

破碎玻璃更换、石碑本体无

损检测、石碑表面沉积物采

样检测、石碑本体除尘清洗、

安装无线环境监测设施、南

侧开一扇玻璃门等。

拆除玻璃罩和钢骨架选择

在 11 月 7 日周一博物馆闭馆时进

行，因为闭馆时没有观众，广场上

人流较小，保证安全人员。拆除吊

装时风力较大，导致玻璃震动，出

现了碎裂的情况，幸亏在拆除前充

分考虑到了各种危险情况，设立施

工禁行区，在固定时采用紧密缠绕

的方式，保证各受力点均匀，确保

坍塌后不会散落地面，最终安全拆

除了玻璃罩和钢骨架。

拆除玻璃罩后，采

集了现场的灰尘样品

留待实验室检测。最

重要的是对文物的本

体进行了无损检测，

首先采用超声波检测仪检测石刻内部的

裂隙、空鼓、风化等；然后采用回弹仪、

色差仪等检测石刻表面的强度和病害情

况；最后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石碑整

体进行扫描，采集乾隆御制碑的立体数

字信息，为今后的保护研究提供依据。

经过检测，发现石碑表面风化较轻，内

部结构稳定，说明首都博物馆采用玻璃

罩保护乾隆御制碑是正确的。根据检测

结果，决定对石碑本体进行物理清洗，

不做其他保护处理。

由于是冬天，用水清洗容易结冰，对石碑会有损

害。经过实验，文物本体除尘清洗采用了吸尘器、软

毛刷和丙酮擦洗三个步骤的除尘清洗方法。吸尘器除

去表面的大部分灰尘，毛刷清除一些残留灰尘，最后

用蘸丙酮的纱布擦洗石碑表面，清

除石碑表面的顽固污渍，确保石碑

的干净整洁。

清洗后将石碑用保鲜膜包裹起

来，再在保鲜膜外层包一层纱布，

确保石碑保持干净且在施工过程中

不会被擦碰。

本次使用的玻璃是超白、无炫

光、双层夹胶钢化玻璃，并在玻璃

之间增加防紫外线膜，防止紫外线

对石碑的破坏。此玻璃的自爆率在

千分之一以下，每层厚度 15 毫米，

胶层厚度 1 毫米，每面玻璃厚度一

共为 31 毫米，质量可靠。

最后是安装无线环境监测系

统，可以监测石碑的温湿度、照度、紫外线强度等，

这是本次保护工程的一大亮点。此监测系统将记录玻

璃罩内的环境情况，为石碑的环境积累数据，可以判

断玻璃罩内的通风情况，同时为石碑的下一步保护提

供依据。

本次打开玻璃罩后，发现石碑表面附着大量灰

尘，说明灰尘积聚严重，应该定期进行除尘清洗。本

次保护工程的最大创新点就是在玻璃罩的南侧开了一

扇门，此门可以保证技术人员自由出入玻璃罩内，使

石碑的维护保养工作可以随时进行。

                                                             （何海平）

由于影视作品的渲染，即便

读书不多的人，对恭亲王奕 （鬼

子六）也不陌生。

奕 （1833 ～ 1898），号乐

道堂主人，道光皇帝第六子，封

和硕恭亲王，洋务派首领。先后

任内阁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大臣等要职。咸丰十年（1860 年），

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逃

往承德避暑山庄，命奕 为议和

大臣，留守北京，与英法联军谈

判。此后，奕 掌管了“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负责洋务外交。在

“辛酉政变”中，因帮助慈禧除掉

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使慈

禧得以垂帘听政，掌握了政权，

而被封为议政王，后任军机大臣。

慈禧地位稳固后，认为奕 权势

过重，对自己的独裁统治不利。

同治四年（1865 年），慈禧以种

种借口，罢去奕 议政王的职务。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又将其降

为郡王。光绪十年（1884 年），免

去奕 一切职务。奕 为躲避慈禧对自己的进一步迫

害，到京西戒台寺“养疴”。

奕 “养疴”期间，从光绪十一年（1885 年）

至十五年（1889 年），每年都到八大处秘魔崖游览，

每次游秘魔崖必有诗作。粗略统计，奕 写秘魔崖的

诗作有十五首之多，这里选其中四首，题目是《秘

魔崖口占四绝》：

松间荷笠一童子，桃李阴阴柳絮飞。

烟月苍苍风瑟瑟，黛眉轻蹙远山微。

僧舍清凉竹树新，渐来深处渐无尘。

一声寒磬空心晓，四面青山是四邻。

楼殿参差倚夕阳，隔帘微雨野松香。

人间回首山川小，西岭云霞色满堂。

浮云流水竟如何，苦志忘形自有魔。

惟有诗魔降未得，年年惆怅是春过。

这四首诗写于光绪十二年（1886 年）春夏之交，

也就是奕 被免职后的第二年。

第一首诗大意是说：光绪十二年春夏之交，诗

人到秘魔崖游览。

在距秘魔崖不远

的 地 方， 古 松

下站着一位小和

尚，头戴荷叶制

成的斗笠，迎接

来访的恭亲王。

时值春夏之交，

桃花和李花时隐

时现，柳絮纷飞，

似乎是在欢迎一

年一度来游的王

爷。夜幕降临，

朦胧的月色笼罩

着卢师山，王妃

似乎游兴未尽，

但山色蒙胧，不能纵情欣赏眼前的美景。晚风吹拂，

使她感到有些凉意，王妃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第二首诗大意是说：天刚麻麻亮，王爷、王妃

就起床了。走出僧舍，到院中散步，清风习习，十

分凉爽。翠竹长出了新枝，越发晶艳可爱。王爷、王

妃来到一处游人罕至的地方，远处传来悠扬而凄清

的磬声，越发显得寂静。四面青山，似乎像熟悉的

邻居一样向王爷、王妃招手呢！

第三首诗大意是说：秘魔崖所在的证果寺，楼

殿参差。夕阳西下，天空飘洒着微微细雨，隔帘望去，

野松散发着清香。微雨散去，彩霞满天，充满殿堂。

第四首诗大意是说：人生好像浮云流水，何必

自寻烦恼。春天即将过去，使人心情无比惆怅。

不知读者是否留意，这四首诗辑自唐代十四位

诗人的诗句。“松间荷笠一童子”，辑自马戴《秋日

送僧志幽归山寺》诗。“桃李阴阴柳絮飞”，辑自王

维《酬郭给事》诗。“烟月苍苍风瑟瑟”，辑自白居易《题

清头陀》诗。“黛眉轻蹙远山微”，辑自崔仲容《赠歌姬》

诗。“僧舍清凉竹树新”，辑自施肩吾《夏雨后题青

荷兰若》诗。“渐来深处渐无尘”，辑自朱湾《寻韦

山人于东溪草堂》诗。“一声寒磬空心晓”，辑自杨巨

源《题清凉寺》

诗。“四面青山

是四邻”，辑自

陆畅《题独孤

少府园林》诗。

“楼殿参差倚夕

阳”，辑自白居

易《西湖晚归

回望孤山寺》。

“隔帘微雨野松

香”，辑自李群

玉《峡山寺上

方》诗。“人间

回首山川小”，

辑自杜光庭《题

鹤鸣山》。“西岭

云霞色满堂”，“浮云流水竟如何”，辑自刘沧《经炀

帝行宫》诗。“苦志忘形自有魔”，辑自李中《宿临江驿》

诗。“惟有诗魔降未得”，辑自白居易《闲吟》诗。“年

年惆怅是春过”，辑自罗邺《洛水》诗。

奕 的这四首诗属于集句诗。集句诗是诗的体裁

之一。作集句诗，作者只有博闻强记，才能集句成

诗。集句诗要求对原诗句融会贯通，如出一体，这

样集成的诗，既无斧凿痕迹，意义又相连贯。集句

诗广泛出现在文人笔下，像王安石、苏东坡、文天祥、

辛弃疾等，都有大量的集句诗。集句诗发展到清代，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作者多，作品也多。民国大

总统徐世昌对奕 的集句诗有过精辟的评价，他在《晚

晴簃诗汇》一书中说：“清代集句诗，以奕 为第一。”

                                              （李新乐　李保宁）

2017 年 1 月 18 日上午，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敬一亭召开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第五届六次常

务理事扩大会暨团拜会”，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

市社科联学术部领导周志勇及协会常务理事、理事、

团体会员、会员代表约 110 人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秘书长周正义主持会议，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长许金和代表理事会向大家

做了 2016 年协会工作报告。2016 年，北京市文物保

护协会在北京市文物局、市社科联等上级单位的领导

下，坚持以会员为本的理念，围绕全市文物保护工作

大局和会员的需求，在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科普服务、

文物保护宣传方面，组织了多项活动，有效地团结、

联系了热爱文物保护的群众和组织，推进了北京文

物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许会长报告之后，各位常务理事和来宾对工作

报告进行审议，团体会员单位八大处的领导、协会理

事张文大、个人会员庄则平、王同祯、张伟荣等十余

人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发言。大家肯定了文物保护

协会在普及文物知识、树立保护意识、研讨文保政策、

发动群众参与、解决难点问题、开展学术交流等方面

所做的大量工作。大家感谢协会这个平台，为团体会

员单位和个人会员工作、学习带来很大支持和帮助。

同时提出对协会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协会充分运用

现代化科技，如微信等手段，使工作更加高效快捷，

将来在协会团体会员单位的活动与个人会员的活动

之间可以彼此互通、能够多交流，这样就能增多学

习交流的机会。大会审议、通过了理事会工作报告。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代表北京市文物局感

谢协会对文物保护宣传等工作做出的贡献，肯定协

会所做工作是对市文物行政部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向社会、向基层、向市民的延伸，非常有意义。如：

举办学术报告开展学术交流、每月一次的“北京历史

文化系列讲座”、文物保护进社区、进学校、文化遗

产日活动、科技周等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紧扣北

京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的保护，都是经过精心策划、

认真准备的，是对市政府和市文物局中心工作的丰

富和补充。市文保协会不仅仅是传播北京历史知识，

更重要的是影响更多的人对北京文物产生深厚的感

情，动员社会参与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的保

护和传承，在加强对文物保护的公民意识和责任等

多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非常务实的工作。

于平副局长在会上代表北京市文物局向北京市

文物保护协会驻会人员及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各位

个人会员表示感谢！感谢大家对文物保护协会工作

的支持，希望协会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于平副局长随后又介绍了北京市文物局 2017 年

重点工作。

会议最后，周秘书长代表协会作新春致辞，在

鸡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祝福大家鸡年大吉大利！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市文保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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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召开第五届七次理事扩大会议暨新春团拜会

首都博物馆乾隆御制碑保护工程竣工

2019 年举世瞩目的“世

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北京延

庆举办，延庆区延庆镇谷家

营和李四官庄村位于“世园

会”围栏区，需整体拆迁，

为保护乡村历史文化，延庆

区延庆镇党委、政府组织人

力收集村内老物件，普查村

域文物情况，并编写村史。

谷家营、李四官庄村位

于延庆城区西南的妫水南岸，

在妫河谷地、延怀盆地的东

部，西南紧邻康庄镇，两村

共有户籍人口 2000 余人。谷

家营村是一个人口众多、面

积较大的大型村落，据村内

老人讲述，村庄形成于明朝

初年，由山西大槐树迁居至

此。村庄位于明代古道西侧，

东南为“南菜园地下文物埋

藏区”，曾发现大量唐墓，北

侧妫水河北岸的西屯村曾发

现大量汉墓。据村民讲述，

村东部曾住林姓村民，西部

住谷姓村民，谷姓村民将坟

地置于村东部田地。村内老

坟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平坟

运动中已毁坏，但未伤及木

棺，后来村内盖房时，还发

现了破损木棺、遗骨、陶罐、钱币等。此外，20 世

纪 70 年代在谷家营村东北部发现了唐云麾将军张乾

曜墓，曾出土一合墓志，是迄今延庆地区发现的最重

要的一座唐墓，对研究唐代延庆地区的历史地理、军

屯建制有重要意义。

一、地上文物调查

据谷家营村民讲述，今村委会位置古为龙王庙，

北有三官庙，南有土地庙，村主席台位置是奶奶庙。

龙王庙有三间，南门为正门。三官庙在今村委会东门

槐树南侧，村里节日庆祝踩高跷首先从三官庙开始。

奶奶庙在 70 年代“破四旧”时拆除，庙内塑像在今

小丰营村，前些年有村民生病还去小丰营求拜。今村

委会位置曾有一钟鼓楼，后倒塌，铜钟被砸掉一个角，

“文革”“破四旧”时彻底砸毁，钟上详细记载了谷家

营村的来历。

谷家营村西南存有一座烽火台遗址，附近的大

营、大路村也有烽火台，应为明代长城附属军事设施。

经各单位研究、协商，谷家营烽火台将进行全面修缮，

打造为世园会场馆一处历史景观。村委会北侧 10 米

处有一间土房，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房屋主人是村

内大户，土房外门为木制，雕梁画栋，外形古朴，门

上方有一匾额，题“艰苦奋斗”四字，为保护其原貌，

拆迁期间在驻村干部的极力帮助下，将木门与其附属

建筑构件整体拆除。此木门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及艺术

价值，特别是“艰苦奋斗”四个字，体现出了特殊的

时代意义。李四官庄村曾发现明代石狮、清代真武庙

碑等。两村可以利用位于“世园会”围栏区的优势，

将烽火台、老房屋等与“世园会”规划相结合，为“世

园会”添加历史感。

二、老物件征集

从 2015 年 8 月到 9 月底，两村紧张、有序地完

成了农村文化遗产征集工作，并登记、贴标签，分类

存入库房。两村所征老物件主要是近现代生产、生活

用具，可分为农具、家具及生活器具三类，农具有犁、

耙、锄头、镰刀等；家具有高柜、高桌、炕桌、矮凳、

中三堂等；生活器具有锹、石杵、火盆、马灯、棒槌

石等，其中谷家营村竹筐数量众多，是体现村庄文化

特色的典型生活器具。两村所征近现代生产、生活用

具对延庆本地的历史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两村极少

发现家中收藏的传世文物，只在谷家营村发现了嘉庆

通宝、同治瓷盘。

三、谷家营老手艺——“荆编”

2015 年 12 月 7 日至 14 日，在延庆镇党委、政

府指导下，谷家营村组织人力走访村内老人，记录村

庄发展历史、文物古迹、传统手艺等，以备后期编写

村史。

据村民讲述，谷家营村的荆编有近 300 年的历

史了，可能是从山西带过来的一种老手艺，大都是家

传的。荆编的工具比较简单，有轴子，为铁质，用于

紧条和打底时垫在下面；穿子，为竹制，是收边收沿

时扩孔的导引工具；拢缰绳，现在有的改用尼龙绳了，

另外还有弯头刮刀、短把镰刀、树剪等。荆编指用荆

条编制的器具。延庆荆编以谷家营村最著名，过去家

家都有几个手艺人，成了村民最重要的副业。谷家营

村民将这种荆条的编制叫“编活”。荆编已列入北京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名录。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

展历史源远流长，农业生产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现

存的每一件农具都是祖先们的智慧结晶，保护农村文

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历史。征集农村老物件、

编写村史，建立乡村历史文化陈列馆，保存、展示“世

园会”拆迁区的农村文化遗产，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随着北京新城市规划的推进，

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大量村庄即将消失，保护农村

文化遗产显得极为重要，延庆对“世园会”拆迁区农

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北京开了一个好头。

                                                            （杨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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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处秘魔崖

乾隆御制碑保护后

乾隆御制碑保护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