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双月出版）

第四版

2018年第3期

◆编辑部：韩建识、高智伟、康乃瑶、侯海洋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北京文物》编辑部 ◆电话：010-64071605 ◆邮编：100007 ◆E-mail: bjwwb2005@126.com

  ◆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印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    编：祁庆国

  ◆发送对象：北京市文博工作者

  ◆印刷单位：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9917—L0023号

  ◆2018年第3期（总第257期）

  ◆2018年6月29日印刷

  ◆印数：2000份

2018 年 6 月 22 日下午，在地铁一号线东单站的

会议室，北京市文物局面向王府井站区志愿中队的 40

余名地铁志愿者开展了一场富有针对性的文物法宣传

专题讲座。讲座由市文物局法制处干部李响主讲。

讲座以“北京名胜古迹与依法保护情况”为主题。

因受众多为北京市民，具备一定的北京史地知识储备，

讲座特别注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

的文物基本概念和基本分级分类与北京史地知识紧密

结合在一起，提升了普法的趣味性，取得了较好的普

法效果。

首先，讲座中详细介绍了北京市依法保护文物

工作的最新进展。如实介绍了《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文化是城市

的灵魂和软实力。要推进区域文化遗产连片、成线保

护利用。整体保护、利用、传承北部长城文化带、东

部运河文化带、西部西山文化带。再现城市襟山带河

的山水大势”和中共

中央、国务院对市委

市政府报送的《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的批

复，即“抓实抓好文

化中心建设，做好首

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精心保护好历史文化

金名片，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推

进首都精神文明建

设，提升文化软实力

和国际影响力。”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和中央、国

务院对“总规”的批复，

均体现着对首都文物保

护的重视，提升了志愿

者们对文物保护事业繁

荣发展的信心。

接着，围绕着北京

市“十三五”规划和“总

规”的内容，又向志愿

者们着重介绍和普及了

市委、市政府和市文物

局、各区文化委员会在

文物保护方面所作的工

作与努力。

之后，讲座向志愿

者们分别介绍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大

运河文化带的基本

常识和大致位置，

普及了提出“三个

文化带”的重要意

义和“三个文化带”

对首都文化中心建

设起到的重要作

用。

讲座的最后，

结合地铁志愿者的

服务特点，向地铁

王府井站区中队的

志愿者们介绍了在

开展志愿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周边文物景点。包括博

物馆、文物保护单位的基本位置、开放情况等，以方

便其在开展服务时能够向有需要的乘客更准确地传达

信息。

讲座在王府井站区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在轻松且

热烈的氛围中有秩序地开展。讲座进行至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文物的区别时，恰好志愿者听众中有一名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人，在讲座现场即兴表演了老北京

打花棍。

市文物局法制处韩更副处长与王府井站区袁英春

副站区长共同在讲座现场向王府井站区中队志愿者们

赠送了文物法治宣传纪念品，并对首都市民志愿者们

对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

                                             

                                               （市文物局法制处）

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地铁王府井站区志愿中队开展文物法治宣传专题讲座

5 月 30 日—6 月 1 日，北京市

文物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

首都师范大学举办北京地区文博行

业第十七期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培训班，本次培训班的主题是“文博系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

学习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

告和党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按照舒小峰局长辅导

报告要求，采取集中授课、现场

教学、集中自学等形式，加深了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等重大政治论断，对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的认识。学员们纷纷表示，

通过这三天的学习，特别是集中

读十九大报告，明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本

职工作再上新台阶，承担起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的历史重任，擦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

“金名片”。

                          （市文物局组宣处）

小时候听一位老中医讲，他早年吃过一种叫龙头

稻的大米，煮粥粘稠，蒸饭到饭熟时，米粒都是立着的。

中学时，我曾随母亲去玉泉山附近捡过京西稻的遗穗，

脱粒后蒸饭熬粥，美味留香，至今难以忘怀。数年前，

我到首钢厂内的庞村采访，听一老人讲庞村种过御稻，

当时认为不可能，一笑置之。近日翻阅《日下旧闻考》，

在“官署十·稻田厂”一节中有如下记载：

稻田厂廨宇建于玉泉山之青龙桥，向存贮米石，

仓 及官署、碾房具备焉。又官场二处，一在功德寺西，

房四间 ；一在六郎庄南，房十六间。司其事者，员外

郎一员，库掌一员，笔帖式三员，催长、领催等十名，

种地蚕蛮子十三名。玉泉山官种稻田十五顷九十余

亩，其金河蛮子营、六郎庄、圣化寺、泉宗庙、高梁

桥、长河两岸、石景山、黑龙潭、南苑之北红门外稻

田九十二顷九亩余，合官种稻田共一百八顷九亩有零，

较往时几数倍之。……

上面说，建于康熙时期的稻田厂在石景山有稻田

种植。我们知道，当时稻田厂种植的稻米都是所谓的

御稻，那么石景山前的庞村一带种过御稻，无可置疑。

北京地区 2300 年前就有种稻的记录。《东观汉

记·张堪传》记载他在“狐奴”（今怀柔）“开治稻田

八千余顷，教民种作”。三国时征北将军刘靖截引永

定河水，修戾陵堰，“水灌溉蓟城南北，三更种稻，

边民利之”。北齐“开督亢旧陵，设置屯田”，据贾思

勰《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水稻已有旱稻、香稻、

糯稻等品种，还有选种、浸种催芽、播种时节、插秧期、

除草、灌溉、收割、轮作等一系列规律性总结。元代，

南粮北运多依赖大运河漕运。郭守敬开通惠河，使北

京地区稻田大有发展。

御稻是一个水稻早熟品种的名称，系清康熙皇帝

玄烨本人所发现和命名。康熙在中南海丰泽园旁置田

数畦，体验农桑作业。一天，康熙在“试验田”里发

现一株很特别的稻子──高出众稻之上，颗粒已经成

熟。本来这片稻田种的是玉田稻种，要到农历九月才

能成熟。可是，这株稻子六月就熟了。康熙帝在《康

熙几暇格物编》中记述这株稻子：“高出众稻之上，

以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

名‘御稻米’。”他把“御稻种”精心收藏起来，来年

试种，果然又于六月成熟。就这样，经过连年试种，“御

稻种”由少到多，成了一个新的理想的早熟稻种。 

对于这种新稻种，康熙并未急于推广，而是先在

宫内种植，供宫廷内部食用。又试种了十年，到康熙

三十一年（1692）四月才公布了此事。康熙四十二年

（1703），热河行宫兴建。康熙命人在热河泉北侧“御

瓜圃”东北方向的低洼处造一方稻田，要求不但在“御

瓜圃”中种上瓜豆果蔬，而且还需在稻田里播种他精

心培育的“早御稻”。结果，再获成功。 

在北方地区多年成功试种的基础上，康熙决定向

南方推广“早御稻”。他首先选定在苏州和南京地区

试种，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自己信得过的地方官苏州

“织造监督”李煦。李煦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

奏折中说，通过总结经验，提前在谷雨日插了一季秧。

由于提前插秧，因而一季早熟。二季赶插得也很及时，

两季稻子的收成均较上一年明显提高。当时，江西、

浙江、安徽的官吏和两淮商人纷纷向李煦要种籽。康

熙得知江南农民对御稻“无不欢忭踊跃，传为异宝。

凡有田产之家，俱闻风求种”的消息后，很是兴奋，

特指示当地府衙：“此种须广布江南，以便民生才好。

不可花费吃用！” 

“御稻”也叫“御田粳米”，还因为煮熟后色如胭

脂红色，被称为“御田胭脂米”。《红楼梦》第四十二

回，平儿送刘姥姥出贾府前，曾给她两斗“御田粳米”；

第五十三回，乌进孝向贾府进贡的账单里有“御田胭

脂米二石”，说的都是御稻。

以庞村老人所说，庞村种植御稻最迟也延续到清

末民初，距今也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北京的御稻有

如此辉煌的历史，而石景山前又种过御稻，回想那稻

花飘香的美景，确实令人兴奋和陶醉。

                                 （门学文）

《徐旭生西游日记》，记载了 1927 年

5 月至 1929 年 1 月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

中方团长的徐炳昶在考察途中的情况，

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

纪念馆）馆藏。本书是西北科学考查团

丛刊之一，共三册，1930 年 9 月初版，

由钱玄同题写书名，大北印书局印制。

全书详细记述了徐炳昶同瑞典探险家斯

文·赫定率领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中国

西北部考察的经过，书中收入了许多珍

贵图片，对考查团沿途的工作、当地的

风土民情和社会状况都有详细记载。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

南唐河人，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

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北大教务长、北师大校长、中科院考古

所研究员等。1927 年，徐炳昶担任西北

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他

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意

志坚定，在协调考查团各

项工作和与地方当局的联

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为全团克服困难、团结

合作打下良好基础，赢得

了中外团员的钦佩与赞赏。

《徐旭生西游日记》由

叙言、第一卷“由北平至

额济纳河”、第二卷“由额济纳河至哈密”、第三卷“由

哈密至回北平”及附录三则，共五部分组成。叙言主

要介绍了西北科考团的由来、团员组成、工作分配及

二十个月的工作成绩。说起西北科考团的由来，那还

要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华说起：1926 年底，斯

文·赫定率队来华准备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察。考察得

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由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翁文灏与

斯文·赫定签订了协议。中国学术界对协议中部分内

容表示不满，出于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发起召开了北京各学术团体

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1927 年 4 月

26 日，经过反复协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

定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组成西北科学考查

团，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支付，设中外团长各一名，

中外学者各半，采集发掘品归中国所有，从而开创了

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学者平等合作进行科考之先河。中

国学术团体协会设立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监督并

指挥该团一切事务。

据日记记载，考查团中我国团员有：袁复礼，字

希渊，研究地质、考古及画图；黄文弼，字仲良，研

究考古学；丁道衡，亦字仲良，研究地质及古生物；

詹蕃勋，字省耕，研究地图学；崔鹤峰，字皋九；马

叶谦，字益占；李宪之，字达三；刘衍淮，字春舫；

以上四人均为气象学生；龚

元忠，字狮醒，为照相员。

徐旭生为中方团长。外方团

员由瑞典四人、丹麦一人、

德国十一人组成。斯文·赫

定任外方团长。1927 年 5

月 9 日，西北科学考查团从

北京乘火车出发赴内蒙。全

体人员在哈那郭罗集中，做

西行前的准备工作。从 7月

1 日开始分南、北、中三路在内蒙考察。1928 年初，

考查团团员陆续抵达新疆，团员先后奔赴各地，足迹

遍布新疆。考查团历时六年，在我国内蒙古、新疆、

青海、甘肃等地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科学考察，

在气象、地理、地质、古生物及考古等方面均取得了

丰硕成果。特别值得自豪的是，我国团员以不畏艰苦

的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考察中做出了辉煌的业

绩，如同丁道衡在包钢的塑像、袁氏三台龙等以袁复

礼命名的恐龙化石难以被人遗忘一样，黄文弼之于西

域考古、陈宗器与罗布泊考察、李宪之与东亚寒潮研

究等都有类似的密切关联。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

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无穷的内在生命力。

在日记中，徐旭生不仅把一路行程与见闻记得要

言不烦，而且对当年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蒋冯阎

之战、张作霖遇害皇姑屯、苏联和日本势力对新疆渗

透，以及主政新疆多年的杨增新之为人、政绩和遇刺

经过，都有记载和分析。

徐炳昶与鲁迅早有文字之交，二人互有书信往来，

鲁迅的《华盖集》中《通讯》一文，即是鲁迅与徐炳

昶之间的来往书信。徐炳昶主编《猛进》时，鲁迅给

徐炳昶的信中指出：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

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他还在

信中交流了对国民性的看法及对办报刊的一些想法。

徐炳昶担任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与斯文·赫

定率团出征，以及此前中国学术界维护国家主权的努

力，这些频频见诸报端的消息，鲁迅是十分关注的。《徐

旭生西游日记》“叙言”中说：“东归以后，《东方杂

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

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

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

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

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做日记的叙言，并且向鲁迅

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意。”由此不难看

出，鲁迅先生对这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给予了高度

重视。他热切地希望老朋友徐炳昶“将本团二十个月

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把考察中的见闻、科考

的情况、取得的成果迅速地告诉国人，这无疑是一次

最生动、最有效的科学传播。            （柴   丽）

石景山前种“御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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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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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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绝·刘

千载长天起大云，

中唐俊伟有刘 。

孤鸿铩羽悲鸣镝，

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诗写于 1958 年。当时，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刘 传》时，

对刘 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很是赞赏，在书页旁批“起特奇”。

毛泽东有感而发，抱着对刘 怀才

不遇、英年早逝的深切同情，以及

对当时宦官专权

的切齿痛恨，提

笔写下了这首怀

念刘 的诗篇。

毛泽东一生写下

很多雄迈豪放的

诗篇，其中专门

写诗称赞的古人

却只有三位，一

位是西汉的贾

谊，一位是唐代

的刘 ，还有一

位是战国时期楚

国的屈原。由此

可见，刘 那种

刚正不阿、敢于

直言的性格在毛

泽东心中占有重

要的位置。

刘 ，字去

华，唐代幽州昌

平西沙屯村（今北京市昌平区）人。

他博学多才，精研《左氏春秋》，

知大节，晓大义，对于当时宦官

把持朝政的乱政行径，十分嫉恶，

一直抱有澄清朝政的志向。宝历二年（826），刘 考

中进士。大和二年（828），唐文宗李昂想剪除宦官手

中的权力，以洗雪元和以来宦官外胁群臣、内挚天子

的局面，但苦于朝中缺少忠直刚正、敢于同宦官集团

对峙的臣子，于是就在大和二年颁诏举行“举荐贤良

方正”的考试。刘 参加了此次考试，在洋洋六千多

字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对策中写到：“宫闱

将变，社稷将危，阍寺持废立之权，四凶在朝，虽强

必诛。”他指斥宦官乱政误国，擅废天子，危害朝政，

建议皇帝诛灭宦官势力，收回朝政大权。刘 的直言

不讳，瞬间引发朝野上下轰动，激赞之声不绝，纷纷

奏请朝廷重用刘 。但由于考官畏惧宦官的权势，不

敢录取他，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同来应试者、

河南府参军李郃为此愤愤不平，说 :“刘 下第，我

辈登科，实厚颜矣。”遂上疏，请以所授官职让于刘

，被朝廷拒绝。应试之后的七年中，刘 陷入人生

低谷，处境十分艰难，正如他在对策中所说的“臣非

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

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今

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

心，退必戮于权臣之手……”，面对逆境他泰然处之。

大和九年 (835)，山南东道节度使令狐楚、山南西道

节度使牛僧孺相继把刘 接到兴元和襄阳，延聘他为

幕僚，授予秘书郎之职。几年后，刘 被诬告致罪，

被贬为柳州司户参军。

刘 忠直的品德得到了当时社会名流的推崇，著

名诗人李商隐也对他非常赞赏。公元 848 年（宣宗大

中二年），李商隐与被贬去柳州的刘 在长沙黄陵庙

相遇。李商隐写诗相赠：

                  赠刘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

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

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

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从诗中可以体会李商隐对刘 的仰慕和劝慰之

情，表达了诗人对刘 坎坷遭遇的深切同情和理解。

到达柳州不久，刘 便抱恨死于贬所，柳州民间传说

刘 是因田间坠马而死。李商隐听到噩耗后，又作《哭

刘司户 》诗，恸哭

哀悼刘 。唐昭宗李

晔在位时，左拾遗

罗兖为刘 请封。唐

昭宗为嘉奖刘 的

义举，追封刘 为右

谏议大夫，谥文节，

封昌平侯，并寻访

其子孙授以官职。

刘 死后葬于

柳州，墓在柳州市

西鹅乡山头村西北

约 200 米 处， 当 地

人称“贤良坟”。明

成化十三年（1477），

广西布政司右参政

黄埙重修，并在四周

建有墙垣。清乾隆

三十年（1765），右

江道王锦主持重修，

增设石牌坊。光绪

三 十 四 年（1908），

柳州知府杨道霖等

捐资维护。现墓为

圆形，南向，混砖砌，

高约 2 米，墓地面积约 9.42 平方米。墓碑题为“唐

谏议大夫贤良刘公墓”，碑高约 1.43 米，宽 0.65 米，

阴刻楷书。现为柳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载入《新唐书》的刘 事迹鼓舞了一代代仁人志

士，也是其故乡昌平人的骄傲，受到昌平历代文人的

推崇。元泰定二年（1325），为纪念唐朝谏议大夫刘

，经昌平县驿官宫祺奏请，

元廷在昌平区马池口辛店村

建“谏议书院”和“刘谏议

祠”，聘请“山长”主持教学，

召集大都生徒进行讲学活动。

辛店村在元代时曾是昌平县

治的所在地，元顺帝至正年

间，昌平县治迁到旧县村，

刘谏议祠与谏议书院也随之

迁到旧县村，元代著名文学

家、时任中书省参政的许有

壬受邀为刘谏议祠迁建撰写

了文章并刻石立碑于祠堂前。

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

之变”时，祠同书院被战乱

毁坏。明景泰三年（1452），昌平县治迁至永安城（今

昌平城区），刘谏议祠及书院留在旧县城内。明弘治

年间，顺天府尹谈本彝把旧县村的刘谏议祠移到昌平

州儒学东侧的孔庙大成门内西殿，因为书院和谏议祠

是一体，刘谏议祠迁到孔庙内，谏议书院遂废。刘

谏议祠在万历年间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塌毁，《帝京景

物略》介绍刘谏议祠时，写到“今圮焉”。崇祯五年

（1632），顺天府尹刘荣嗣在今昌平区沙河镇西沙屯村

的刘 故居里重新修建了刘谏议祠，并请当时的书法

名家董其昌为重修谏议祠书写碑文，立碑于西沙屯村

故居内西南角。民国二年（1913），昌平县第一任县

知事、书法家、江苏人倪钦应昌平士绅邀请为西沙屯

村题写了“刘 故里”四字，并刻石立碑在故居内刘

谏议祠前。

清嘉庆五年（1800），西沙屯村乡民集资设崇正

义学于刘 故居中。据《光绪昌平州志》记载：“西

沙屯崇正义塾有学田壹顷玖拾柒亩”。义学也俗称义

塾，康熙四十一年（1702）“定义学小学之制”，康熙

五十一年（1712），“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

寒，延师教读”。义学由所在地官民捐款创立，或属

个人私设。学生年龄为六岁至十一岁，地方贫寒子弟

免费入学读书写字，是地方的基础教育。西沙屯村的

崇正义学免费招收白浮村、小寨村、景文屯等附近村

落的贫穷儿童入学，聘请当地的秀才教授基础国学知

识，定制三年一期，年满十二岁毕业。义学的日常经

费开支以义学出租土地收入为主，不足部分提取西沙

屯村药王庙香火钱。为了保障开办义学的经济来源，

西沙屯村附近乡绅又集资捐款为义学购买学田“壹顷

玖拾柒亩”。为防止后代人侵占学田，乡绅们又立“西

沙屯义学碣”于刘 故居内。“义学碣”碑文详细记

载了义学建立的经过、义学经费的使用、学田的四至

范围及捐款人姓名等内容。

据《昌平镇村探源》介绍，西沙屯村的刘 故居

在村中南北向主街的中段路西，院落南北长 33 米，

东西宽 20 米。院门位于东墙南端，门向东开。门外

东北 3米处为水井，井口高出地面 0.4 米，石井边上

留有数道井绳磨出的深沟，井现在已被填平。院内迎

门为影壁，院内有北房三间，青砖小瓦，前廊后厦。

明崇祯五年，顺天府尹在刘 故居处为其建祠，此为

建祠后的格局，在故居内的西南角有石碑一座，碑文

由董其昌手书。民国二年，在碑旁又立“刘 故里”

石碑。民国初期，村里人将祠内的牌位、香案撤去，

改祠堂为教室，建起了西沙屯小学。解放后，又改

为供销合作社的分销店。“文化大革命”初，刘 故

里中的石碑被放倒，董其昌手书碑文的石碑先被搭在

村东的垄沟上当“桥”，后被埋入地下。故里碑和董

碑后被县文物所保护起来，现存昌平公园的石刻园。

1984 年，故居西墙被拆，盖起来 7 间平房，改为机

务队；1996 年改为村办小工厂的加工车间；2002 年

12 月，拆除故居院内北房及东、北、南三面围墙，

在东墙旧址处盖临街简易平房 5间，租给个人开设饭

馆；不久，又改为菜市场。至此，刘 故居在西沙屯

村已经没有任何遗迹。

                                                           （高建军）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北京市

文物事业管理局顾问彭成同志逝世已近

30 周年了，作为平易近人、艰苦朴素、

廉洁清正的楷模，一直为北京文物事业

的后继者所敬仰。作为与他同事十多年

的晚辈，本人深深怀念他。

笔者是 1973 年从文化部干校调来与

彭老共事的，当时文物局还称北京市文

物管理处。进大门往西拐，有一排房间，

中间一间就是彭老的办公室，他的办公

桌在最里边，笔者办公桌在靠窗的南边。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忠厚长者、待人亲

切，因一眼睛失明，行动迟缓。笔者作

为下属与中年人，在文秘与学习工作上争着干些。

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对“文革”时期查抄文物的

清退、落实政策工作。请示汇报、计划总结及政治学

习任务很重，这样繁重的工作，当然是由专家班子和

政工干部承担的，笔者和彭老的工作侧重《简报》与

学习。无论是文管处或是后来的市文物局都有很多干

部，因此学习资料与文件的摘编、印刷工作主要落在

彭老与笔者工作上，对于学习材料的刻印，本想找局

外商家，不料彭老坚持自己刻印，用的是“古老”刻

蜡版方式。更使笔者始料不及的是，彭老的书法（楷

书）非常正规俊美，连篇累牍，一字不错。其水平之

高，是笔者仅见。后来才打听到这位老干部早年投身

革命，1939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陕甘宁边区政

府埋头作文书工作十余年，刻蜡版是他的专长。新中

国成立后，他先后调任西安市军管会秘书处副处长、

中央机要局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文化局文物广播处

处长，期间不断亲自编写与刻印学习材料。甚至积劳

成疾，坏了一只右眼，还乐此不疲，使人由衷敬佩。

为了纪念这位老领导，笔者将当年他刻印的学习资料

好好保存下来，作为“传家之宝”。

1984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并且题词后，《北京晚报》等 6 个单位联合发起社会

赞助活动，赞助办公室就设在北京市文物局，此活动

立即得到国内外热烈响应，感人事迹之多，捐献数额

之大，出乎意料。有一天，笔者正在赞助办公室办事，

忽然看见彭成同志颤颤巍巍地走进门来，从腰包里掏

出了五百元人民币作为他本人的赞助款。大家都知道

他平日上下班，骑的都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按收入

他完全可以买辆新车，但他就是没有买，而这次赞助

活动却慷慨解囊，一口气掏出这么多钱，按当年的物

价与收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据笔者印象，当年局

里别的同志还没有人赞助这么多钱的。

还有一件事，让笔者终身难忘。事情不大，但

彭老的襄助让我铭记。当时笔者在办公室的桌子手

把，因老旧脱落下来，笔者想尽办法让它归复原位，

但就是修理不好，安不上去。而当时平谷鱼子山的出

行任务很急，便丢下修理工作即刻上路，过了几天笔

者回局办公室，发现办公室的桌上的把手修好了，一

问，才知道就是彭老亲自为我修好的。这样带点麻烦

的事，竟然得到他的关心，有劳他的大驾，真是使我

感愧不已。                           （宋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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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幼稚园位于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大鹁鸽胡

同 14 号，园区占地曾属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准

确 说 是 美 国 公 理 会 差 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用地。它

始建于清末，初衷系为改善公理会属地在功能区欠缺

学前教育机构而添设。早期聘任的教职人员基本都是

新教徒，招生也以他们的子女为主要服务对象，后期

逐渐随着社会变革而面向世俗开放。

园区北部现存砖木结构主楼一栋，而在建筑南立

面二层墙面上，仍嵌刻着保存完好的奠基石额，刊刻

“THE ELIZA CHAPPELL PORTER MEMORIAL 

KINDERGARTEN,ERECTED 1906”， 即“ 伊 莉

莎·查珀尔·博特纪念幼稚园”，落成时间为 1906 年。

据《大英百科全书》、Eliza Chappell Porter: 

A Memoir (1892)、1965 年 9 月 16 日《芝加哥论坛

报》刊登的School Name Pays Homage to Early 

Chicago Teacher 等记载：伊莉莎·查珀尔·博特

(1807—1888)，女，美国近代著名的儿童教育家、社

会福利工作者。她生于美国纽约州利文斯顿县的杰

纳西奥村，全名伊莉

莎·艾米丽·查珀尔·博

特。她于十四岁加入基

督教长老会，年仅十六

岁即在罗切斯特的地方

学校执教，面对多数出

身低微、更加年幼的受

众，她自少年时期就树

立了重视儿童教育的强

烈观念。伊莉莎悉心研

究国内幼教制度，并于

1831 年奔赴麦基纳克岛

从事相关事业，继而又

在密歇根州的圣伊格纳

茨创办了专门的印第安

混血儿童学校。在 1833

年抵达芝加哥后，她于

迪尔伯恩堡协办公立学

校，并创建了当地第一

所师范专校，力求培养

儿童教育人才。1835年，

伊莉莎与在麦基纳克岛任教时相识的苏格兰长老会

牧师耶利米·博特完婚，后在南北战争时期出任芝加

哥卫生委员会理事，支援联邦军（北军）的前线医疗

和补给；战后，她于 1868 年在德克萨斯州的布朗斯

维尔开办男女合校制的里奥格兰德神学院校；并在之

后约 15 年间，坚持推动在俄克拉何马州、怀俄明州

等地新兴教育机构，最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芭芭

拉安度晚年。

由此可知，该幼稚园是为缅怀博特夫人在发展

儿童教育、神学教会学校上的卓远建树，而特意以

她的姓名来命名的纪念性建筑。在

国内登记备案时，公理会代表遵循

了东方传统，以洋姓的头一个发音

构成简称，即为“博”氏。据《北

京市志稿·文教志》所收录的民国

时期《北京市市立私立幼稚园调查

表》 显示：私立博氏幼稚园旧门牌

为“大鹁鸽市十一号”；成立立案年

月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

月一日”；班级

编制为“一年

毕业，大小班各一，男女合班”；

职教员数：“职员女一，教员女

二”；在园幼儿数：“男五十六、

女四十四”；当时全年运营经

费已改经市库辅助，为银元

一千一百零六块。1929 年，现

代幼儿教育的开创者陈鹤琴等

专家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拟

定《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正

式公布该标准则是在 1932 年，

由此才确立国立的第一个学前

教育的标准课程规范，全面开

启近代儿童学前教育体制，博

氏幼稚园作为教会创办的北京

内城私立幼儿园，要比国人先

行了二十余年。不足 800 平方

米的建筑面积，承载的历史却

转眼已逾百年 , 当初的一切硬

件、陈设或许也是精巧考究的。

据北京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当代文史作家赵珩《民

国时期的小学和幼稚园》一文回忆：“我上幼儿园的

时间是 1954、1955 年左右，1951、1952 年的时候北

京的幼儿园还叫幼稚园，但在我上幼儿园那会儿已经

基本上改为幼儿园了。我上的那个幼儿园就叫博氏幼

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建筑到今天还保留着，就在今天

商务印书馆旁边的大鹁鸽胡同。那是座两层的西洋式

小灰楼，灰楼上布满了长春藤——爬山虎。……我还

记得我们去幼儿园的时候，要从家里带一双布鞋，放

在学校进门大厅的鞋洞里面，每天进教室都要换一双

布鞋，因为都是打蜡的地板”。

而幼稚园 南，同属公理会用地范围，历史上坐

落着城东四大教会学校之一的“贝满女中”。始创于

光绪初年的贝满学校，起初规模较小，仅设女子小学

来教授高小课程，随

着贝满中学部的创设，

小学部又发展为日后

独立出去的培元小学

校。正因源出公理会

“同宗”，培元小学也

曾因周转“不利”，不

得不在一段时期与博

氏幼稚园合属一址办

学，同据《北京市志

稿·文教志》对私立

培元小学条目的记述：“迨贝满正式成立后，协和大

学乃将培元小学移至博氏幼稚园。至民国九年，学

生骤增，经公理会、教育委员会之筹划，购买王府

井大街六十九号民宅一所，为该校之校舍”。由此可

知，位于今王府井大街 30 号的培元小学旧址，实际

系 1920 年前后，才由贝满学校发源地的大鹁鸽胡同

独立出来，迁至基督教救世军中央堂南侧的，也不免

造成一些关于博氏幼稚园与贝满学校历史文脉混淆

的讹传。 

目前，幼稚园旧址由东华门幼儿园小班部管理。

主楼坐北朝南，跨度约 20 米，纵深约 14 米，檐口高

度约 6米。平面呈“凸”字形。砖木结构，地上二层，

带一层地下室，为三角桁架四坡顶屋面，立面辟拱券

门窗。其外立面原为灰砖砌筑，现已包砌现代贴面材

料，并在每左右相邻两块贴砖之间喷涂了棕橙、暖黄

色油漆，形成色调对比鲜明而活泼的斜线装饰；屋面

的青石板瓦也改换成铁皮，丧失了一定程度的原始风

貌，但内部结构基本维持原状、并未拆改。

                                                            （徐子枫）

大鹁鸽胡同的清末民国博氏幼稚园旧址

幼稚园主楼正立面

幼稚园主楼背立面

幼稚园主楼二层局部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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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西沙屯村今貌              

“刘 故里”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