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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门头沟区东辛房关帝庙修缮过程中出土

一件石匾。区文物部门随即赴工地现场勘查，并制订

保护措施。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均未见记载此匾，因

而属新发现石刻文物。

该石匾出土于东辛房关帝庙山门殿前方。长方形，

青石质，长 102 厘米，宽 34 厘米，厚 13 厘米。正面

阴刻楷体字。自右向左刊刻，最右竖刻“宛平六区”，

字长 7 厘米，宽 6 厘米。中间横刻大字“东新房村”，

其中“东”字长 25 厘米，宽 8 厘米；“新”字长 23 厘

米，宽 20 厘米；“房”字长 22 厘米，宽 20 厘米；“村”

字长 22 厘米，宽 17 厘米。最左竖刻“民国十九年建”，

字长、宽均 5厘米。

匾文中提到“宛平县”，属京西古县，已有千年历史。

民国时期，实行省、

道、县三级，县以下

实行的是区、乡（镇）

制。由于社会动荡，

战乱扰动，宛平县名

更易多次，治所迁移。

宛平县下划区，区下

划乡、镇，乡镇下建

保、甲。据《千年宛

平》一书记载，1928

年，宛平县设有 9 个

区，一区卢沟桥、二区长辛店、三区庞各庄、四区榆

垡、五区清河、六区门头沟镇、七区青白口、八区斋堂、

九区王平。而在这一时期东辛房村正好处于六区门头

沟镇，新发现的石匾也得到印证。

据《门头沟地名志》载：“东辛房，明已成村，称

新房村，后发展成东西两村，该村在东，故名。后谐

音称化成今名。”《门头沟村落文化志》记载较为详细：

“东辛房村名成因于采煤。据说是明末、清初，门头沟

圈门里采煤业逐渐发展，很多人为生计到圈门里背煤

走窑，工人多了就需要生活消费，又有人到这里做买卖，

于是就在东、西辛房这块原来是大河滩的地方，盖起

一间一间的房子，被称为‘新房’。”

石匾出土地东辛房关帝庙曾一度被东辛房小学占

用，并将大殿改建。该庙又称东庙、老爷庙，原称崇

境庵。建于清代，为坐北朝南四合院，供奉关帝、娘娘、

韦驮。前殿（关公殿）三间，通面阔 9.85 米，进深 7.4

米，元宝箍头脊，砖垂兽，全瓦砖砌，小式，旋子彩

绘，两山墙砖雕刻有“雄狮绣球”“雌狮戏水”。墙体

磨砖对缝，青活。东西 23 米，南北 31 米。原有两厢

配殿各三间（今已不存），通面阔 10.2 米，进深 4.9 米，

硬山合瓦，石板棋盘心，砖

砌小式。正殿（观音殿）三

间带廊通面阔 11.8 米，进深

6.8 米。硬山调大脊，吻垂兽

排山流水，绿琉璃剪边，筒

瓦砖砌小式。正殿廊内东西

两侧原有碑两通。1958 年文

物普查时二碑尚存，后遗失。

笔者查阅《北京图书馆

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发现二碑均被收录。其一

为《十方院碑记》，文曰：“十方院碑，京 6895，民国

十九年（1930）六月刻，碑在北京门头沟区东辛房。

拓片碑身高 116 厘米，宽 65 厘米，额高 23 厘米，宽

24 厘米。邢厚田撰并正书，张凤和刻。”碑额书“万

古流芳”，碑文竖刻楷体字共15行，满行40字。文曰：“阖

村民众重修十方院碑记……京师之西北宛平县属六区

第九乡东新房村，旧有禅院一座，倒敝不堪。适值民

国肇兴，矿商云集，煤业林立……中华民国十九年荷

月谷旦吉立。”碑文记载京师之西北宛平县有东新房村，

为产煤要区，属六区第九乡，村中有禅院一座破败不

堪，正值民国兴办矿业，商户云集，煤业林立，全赖

村民矿商群策群力捐修古迹，重修前后大殿东西厢房，

北殿左右两耳，群墙影壁暨村中门洞，村外七圣神祠，

东院土石堆垒成山，饬工运垫大道荡平，庙貌重现辉煌。

碑文中提到东新房村属“宛平六区第九乡”，与新发现

石匾中的题字“宛平六区”记载一致，且二石刻均为

“民国十九年刊刻”，证实该村在民国时的行政区划准

确无误。碑文中提到重修该庙时连同村中门洞一并重

修，石匾应是纪念门洞落成而刻，并镶嵌于村内门洞

上方且应离该庙不远。同时，碑文提到“值民国肇兴，

矿商云集，煤业林立，而吾村为产煤之要区，首当其

冲”，可知民国时期这一地区为煤业繁荣之地，对于挖

掘门头沟煤业文化提供了文字资料。

其二为《东辛房修井碑记》，据《北京图书馆藏

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载：“东辛房修井碑记，京

6873，清咸丰八年（1858）六月刻。碑在北京门头沟

区东辛房。拓片连额通高 118 厘米，宽 70 厘米。马惠

孚撰，正书，魏进忠刻。”额书“万古流芳”，文曰：“东

辛房修井碑记……兹因东辛房村兹用乏水，向有旧井

一座，核计拾一文余，奈因日久年深，坍塌自废，至

今远方汲取，艰苦难言，是以阖村公议，因旧基址澈

底根修，以供汲取……大清咸丰戊午年荷月谷旦”，碑

文记载，东辛房村自古缺水严重，村内有旧井一座，

因年深日久，坍塌废弃，因此村民只得于远处取水，

艰难不易，合村商议修葺旧井，方便村民取水。

另外，东辛房关帝庙于 2019 年 8 月正式施工，在

施工过程中建筑主体已经有多处隐蔽部位被清理出来，

发现了大量清代壁画痕迹。               （马   垒）

余大亨银号发源于天津市，总号

开设于民国初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全

盘停业，历经 40 年，主要经历了四个

发展阶段：余大炉房、余大昌银号、

余大亨银号、余大亨钱庄。

该号以银炉生意起家，始创于

1912 年，初为“余大炉房”，坐落在天

津老城北门东侧，经理为王晓岩、门

杰臣。其开业资金以小股东拼凑为主，

王晓岩具名的股本内也含有麦加利银

行买办邓仰周、鲍荫卿及商会职员王

荫龄等人的股款，主以收购各色白银

（元宝、银锭、十足），熔铸成九九二

成色（纯度 99.2%）的东海关五十两

一锭元宝为营。在王晓岩、门杰臣通

力合作下，余大炉房利润日隆，遂谋

划扩大经营范围。

1918 年，王晓岩、门杰臣二人仍

出任经理，但不再专跑门市收购、操

作银炉，转为名副其实的领导地位，

并在北平、上海开设分号。北平分号

选址于前门外繁华的商业闹市，坐落

外二区施家胡同路南十八号（今施家

胡同26号），房基为一套传统小型院落，

规整分布着四合院式的硬山顶青砖合

瓦平房，坐南朝北，格局为一进。

余大昌北平分号主营存放款、汇

兑生意，第一任经理为直隶深县人孙

斌卿，走街人员多为深县或冀县人。

他们很快熟悉了相关业务，在当地金融业界具备一定

号召能力，正常时期放款总额能达到五十万元之数，

占各号放款总额的近四分之一。放款对象遵照总号指

示，始以绸布纱业为主，逐渐扩大至粮油、五金、杂货、

木行、洋行、盐务、工厂等，均挑选有根底的大字

号、大实业。存款来源则多为军政界要人。利率情况

一般为放款月息一分、存款月息六厘，由于动荡时期

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利率随之一路飙升。在做申汇

的年代里，余大昌北平分号也响应总号，采用了自己

内部编制的专用密电本，到电话局拍发电报，由后者

接查密码后才能准予发出。此

外，该号还代发中国银行、交

通银行的暗记券，即在领券制

度下，发行纸币的银行在钞券

上加印双方认可的暗记，代表

向其领用钞券的银行、钱庄或

其他金融机构共同负责发行和

兑换的钞券。兑进的暗记券由

发行银行按不同暗记，分别整

理后通知有关领券行庄以现金

调回，再对外发行。其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当时两行钞票印有

“余鸣”者，即为余大昌承担的

代发券。

1933 年，经过业内伙伴大

成银行的经理王稚亭奥助，余

大昌重组资本十五万元，改字

号为“余大亨”。1935 年，经营大权落入创立之初的

元老王晓岩和其子王秉钧手中，两人分别出任总号总

经理、副经理，基本属一家独掌之势，并借资新辟“振

益银号”交于亲信经营。北平分号也随总号同时更

名，终未迁址，但查考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 1946 年

《北平市警察局侦缉队关于余大亨银号被抢钞洋等物

的报告》 ，疑该胡同路北的十一号（今施家胡同 19

号）也为北平分号所扩充的另一处办公地（原建筑现

拆改），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据。1937 年“七七事变”

后，天津市区沦陷，王晓岩被日伪势力逼迫出任金融

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伪市府参赞等职，不愿出卖祖国

经济利益的王晓岩因不堪精神负荷，变得秉性异常，

时常抛家舍业。号中人员也因团队猜忌和运营问题而

日渐离心、相继去职。北平分号经理孙斌卿便在当时

退职，同时带走了部分要员，另立“义和银号”独立

发展。余大亨的事业就此低落、日趋息奄。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按国民政府颁布的银行法

增加资本，余大亨通过调整业务、新纳股东，业务也

曾短暂复转。据《平津金融业概览》截至 1947 年时

统计，余大亨仍领有实业部商号设字第 2784 号执照，

全号总资本法币一亿元，全号存款总额四亿元。北平

分号经理为魏安甫、副经理为毛恩锡、生员总数 14 人。

同年，全号随全国银钱业者遵循政府训令，将自身实

业以一年期为过渡期限，一律改组为钱庄。此后，国

家推行全新的金融管理政策，规范、限制私营银钱业

的发展，其又依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新银行法之规

定，因受存款准备金制度影响、资本增资困难、缩限

经营范围、业务接受监审等种种因素，未能改组为商

业银行；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金融业改造阶段，

走向了退出从业历史舞台的结局。北平分号于 1949

年清理关张，天津总号亦在两年后倒闭。

                                  （徐子枫）

海淀区萧家河村

拆迁后遗留一座东西

向古闸桥桥面，桥闸

东面是新铺的正黄旗

南街，南面是城建公

司项目部简易办公楼，

桥西为海淀区文物普

查登记项目延福庵，

北面是一排棚户房。

古桥闸由花岗岩条石拼砌而成，桥栏石已不存在。

古桥闸东西总长约 37.3 米，外沿宽 4 米左右。东西

桥堍呈梯形，长 4 米，外端宽 10 米，内端宽 8 米。

桥洞共五孔，西部三孔，东部两孔。由于三孔、两孔

各有雁翅，如同是两座桥连成的一座桥。由于古桥废

弃多年，桥南的工厂在南侧栏石上砌墙建房，在拆除

房屋时有两块桥栏石遗弃在建筑垃圾中，另一块桥栏

石在拆房时损坏。废渣土中的一块桥栏石，长 2.9 米，

宽0.8米，厚0.23米。桥面条石顺桥的方向纵向排列，

每排七八块不等，条石间有银锭铁固定。银锭铁均缺

失，仅存凹槽。两排条石之间横

向铺一块条石，十分牢固。因桥

身被填埋，垫土与桥面持平，并

依桥栏建了房屋，现在虽然房屋

拆除，房基还在，桥洞埋在地下，

桥的跨空和高度不得而知。据村

民反映，桥北有闸槽和绞关石，

其形制、大小、数量均不清楚。

萧家河桥闸第一、二、四桥墩厚

度约 1 米，第三桥墩厚度是其他桥墩的五六倍，约厚

6 米。桥墩北端呈等腰

三角形，老百姓称其

为“分水”，起到分流

的作用，减少河水对

桥墩的冲击力。村民

说，萧家河桥高，桥

南下水方有九级台阶

的迭水台，水流像瀑

布似的流进小清河。

萧家河水来自青龙桥。《日下旧闻考》记“其

水由青龙桥来，东北流绕圆明园后，约三里许至车

房村，合红桥水并御园内外诸河水，又三里许入清

河以归白河焉。”清代，水从瓮山后的青龙桥向东，

经安河桥向北至龙背村，再折向东南，至萧家河桥，

改向东流，绕过圆明园后身，到车（jū）房村，后

讹为朱房村。再东流三里至清河。萧家河桥闸以下为

清河，萧家河是清河的上游。

2018 年 9 月 28 日再访萧家河古桥闸，环境大变，

所幸桥闸没有被全部填埋、拆毁，只是桥东端两孔桥

面被废土掩埋，新铺的正黄旗路已经压在东桥堍上。

萧家河古桥闸是高梁河、白浮瓮山河上留存至

今基本完好的一座古桥闸，对研究北京水利史，搞清

楚高梁河、白浮瓮山河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也是大运河文化

带上留存至今的水利工程遗迹。

希望文物部门能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古桥，清除附近建筑垃圾，

发掘出桥墩部分，恢复萧家河

古桥闸的本来面目，确定文物

保护级别，给大运河文化带增

光添彩。                   （张文大）

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遗存——萧家河古桥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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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东辛房关帝庙修缮工地出土一件民国石匾

余大亨银号北平分号故址现状

萧家河地区地形图

萧家河古桥闸桥面现状

◆ 9 月 8 日，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

办“京津冀古代建筑文化展”及“一亩三

分 擘画天下——北京先农坛的 田故事”

展开幕式暨北京先农坛“庆丰收·送祝福”

秋收仪式活动。

◆ 9 月 10 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

办“第二届北京古琴文化展”。

◆ 9 月 12 日，门头沟区委、区政府与

北京市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山河·家国——

西山永定河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

◆ 9月 17 日，历经九年改扩建的徐悲鸿纪念馆正

式向公众免费开放，“大师眼中的大师——徐悲鸿与齐

白石”研究展也同时亮相。

◆ 9 月 25 日，“丰碑不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北京地区红色石刻展”在北京石刻艺

术博物馆开幕。

◆ 9月 27 日，“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 “锦绣

中华——古代丝织品文化展”“江山如画——12 到 20

世纪中国山水画艺术展”三大展览在首都博物馆同日

开幕。

◆ 10 月 9—12 日，2019 年北京市文物局系统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局系统近 70 名

中青年干部参加培训。

◆ 10 月 12 日，“燕谷潇照——琉璃河历史文化展”

在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开幕。

◆ 10 月 22 日，2019 年北京博物馆学会行业博物

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暨年会会议在北京自来水博

物馆举行，29 家行业博物馆委员单位代表参会。

◆ 10 月 27—29 日，由中国首都博物馆和加拿大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当代博物馆建设及展

览诠释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邀请中外博物馆专

家学者约 150 人展开充分研讨。

◆ 10 月 30 日，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

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承办的 2019 年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活动在北京举行。

                                           （《北京文物》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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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涵上人，原名刘昌涛，字静涵，自称“蕖汀

道人”，祖籍江苏徐州铜山县。静涵生于嘉庆二十二

年（1817）八月初五日，在本邑吉祥庵出家，投达中

师门下为徒；道光十年（1830）来京师法源寺参学，

受戒于信修和尚，受法于普照和尚。光绪七年（1881），

静涵上人绘制《自题虚心图》，冯殿魁双钩并题诗及

跋 ; 吴春林刻。光绪十九年（1893），静涵上人圆寂

于法源寺，世寿七十七，僧腊六十三。上人自幼事佛，

童真入道，勤奋好学，修持精严，事佛以诚，曾主持

京师广济寺、法源寺，振兴道场，宣扬佛法，对北京

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著

作有《敕赐京都法源寺同戒录》，1921 年刊印。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

静涵上人受命主持京师广济寺、法源寺之时均是

在两寺发展的艰难时刻。道光二十五年（1845），静

涵上人奉师傅之命住持西四广济寺。其时广济寺因长

期得不到修缮，殿堂残破，香客稀疏，僧众斋饭都成

问题。《自题虚心图》记载：“奉师命主持广济寺，相

送者甚多，可惜此寺残破已极，

一飧尚无，何其难也。”

咸丰十年（1860），英法

联军侵入北京，京师人心惶恐，

纷纷逃散避乱。事情艰难，寺

庙亦无静土。静涵上人泰然处

之，艰难支撑局面，薰修如故，

祈祷国家早日太平。

同治八年（1869），静涵上

人受皇命主持法源寺，此时的

法源寺也是积重难返，困难重

重。《自题虚心图》记载，“不料，

此寺今非昔比。勾当颇难，人众用繁，同宗枝叶亦复

闲愚不等，邪魔侵扰，千变万化，来相触恼……”

二、在自身修养上下功夫

虚心治寺。虚心是静涵上人治寺修学的重要品

行。晚年，静涵之友楚堂建议其将修持心得写下来，

以示来者。静涵乃将毕生之求索图之于画，命为虚心

图。《自题虚心图》记载此事，“贵公楚堂与余多年至

契，一日茶话，告余云，上人苦修异常，魔境极多，

独能不动心怀，可谓法门领袖，今僧腊渐高，理宜留

记以示来者……遂绘此图，聊志平生”。在主持法源

寺时，静涵上人仍以谦虚为要，潜心修炼，不以厚德

为高，不以皇命为傲。《自题虚心图》记载：“至十月，

蒙恩简放法源寺主持，率众焚修，君恩师命，不敢辜

负……”

苦修治寺。静涵上人苦修异常，常以深思苦学

为要。《自题虚心图》记载，“朝夕奉诵，焚香礼拜”。

广济寺修葺完毕，寺内便产生各种矛盾，“群魔来触，

逆境难忍，而顺境处之尤为不易，奇巧古怪，互相扰

害”。静涵“定性凝神，想至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

恼，此等魔境乃是锻炼我也，何足以动其心哉”，加

强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修行，感召众僧。如此苦修，

皇天不负。据《自题虚心图》记载，静涵阅《华严经》

至五十三参时，忽见我佛如来遍满十方，清香异常。

同治八年二月，静涵发愿阅三藏全经，“遂发愿看阅

三藏全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兢兢业业，自强不息，

英雄豪杰天生就，那个男儿不丈夫”。

三、广结善缘弘扬佛法

静涵上人在律己上严格要求，在待人上则保持温

恭俭让之态度，广结善缘，繁荣寺庙，弘扬佛法。为

静涵上人《自题虚心图》赋诗题赞的亲王、仕宦共计

有 42 人，醇亲王、白山麟、张之万为其题额，肃亲王、

李鸿藻、潘祖荫、张之洞、翁同 、景廉、宝鋆、王

文韶、祁世长、荣禄、刘 等人为之题诗。由此可见，

静涵上人善缘甚广。

茶话交流结善缘。静涵上人佛法精深，来寺游

赏的文人雅士多喜与之结谈。据《翁同 日记》记载，

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二十九日，翁同 游览法源寺，

与静涵畅谈。“……遂游法源寺，方丈静涵出迎，牡

丹初开，傅雯指画三十二变相悬斋堂，值其传戒也。”

诗人林直在《壮怀堂诗》中有《同廉叔过法源寺寻涵

静（应为静涵）上人话旧》诗云：“儿时记傍精蓝住，

携手嬉游此地频。三十年来成往事，八千里外驻征轮。

鬓华拂拭风尘暮，庭树摩挲岁月湮。送尽长安车马客，

劳劳身世问前因。”刘宝楠《题南城小集图有序》记载，

“道光乙巳（1845）春初，余至京师。汪醇卿庶常廷

儒招同徐来峰编修玉丰，孙定夫金诏，汪云叔和二明

府，汪慕社承元、家云斋倬二孝廉，集法源寺。僧静

涵出纸墨，属醇卿为图，同人赋诗。” 

诗词酬唱结善缘。诗词酬唱，不仅仅是精神交流，

还可以升华友谊。在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交往中，

静涵上人亦通过诗词唱和，来交流思想、增进友情、

弘扬佛法。同治六年（1867），醇亲王（奕 ）、钟王（奕

诒）和孚王（奕 ）由东陵回京，借宿广济寺。叙谈中，

醇亲王问静涵上人是否写过诗。静涵上人当即呈上一

首：“遥接贤王广济来，僧房忽见慧

云开。俨然昔日灵山会，三位如来共

转回。”静涵上人的学识及才华得到

了醇亲王的敬重。不久后，钟王逝世，

醇亲王延请静涵上人来钟王府做佛事。期间，静涵上

人与醇亲王亦有诗词唱和。《自题虚心图》记载，“晚

间，明月晃耀，清风徐来，余呈诗三首，其一云：金

刚宝剑倚长天，一道寒光炫大千。生死两途都截断，

超凡直与佛齐肩……醇亲王颇为欣赏，和之《夜月即

事》，其一云：团乐素魄印中天，倚剑昂头万八千。

来了尘寰鞅掌事，敢将清净卸仔肩……”静涵上人与

诸王、文人墨客的诗文酬唱，为宣扬佛法、感化世俗

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四、兴寺传教功德无量

募善款，兴佛寺。在静涵上人的感召下，不少达

官、士绅纷纷解囊，为修缮寺庙捐资助财。静涵上人

在主持广济寺之时，得到了潘芝轩、刘位坦、常勋舫、

乔鹤济等人的布施，花费近六年时间，于咸丰二年

（1852）将广济寺修葺完固。静涵“六年间将此寺修

葺完固，日用颇可糊口，真可谓佛天不亏苦心人也”。

在其主持法源寺期间，据《自题心虚图》记载，如楚

堂贵公、书田文公、冬珊周公、禄书王公、静安樊公、

子江王公等人施财助修，在这些善人的资助下，静涵

上人在法源寺“初建关帝庙四十余间，文昌庙二十余

间”。

重传戒，启教化。寺庙得到重修，传戒活动又

重新开展起来。静涵上人住持法源寺期间前后举行了

六次传戒，度弟子一千八百余人，此事亦记载在其《自

题虚心图》中。静涵上人的传教活动受到了朝廷的重

视，光绪皇帝曾亲临法源寺，弘法阐教。“光绪四年，

蒙恩补授僧录司副印，此又一番锻炼也”。光绪五年

（1879），光绪皇帝驾临法源寺，“五年三月接驾。天

颜甚悦”。光绪十四年（1888），静涵上人又被授予僧

录司正印。

“两刹开坛几十秋，为人为法苦精修。风平浪静

雕弓挂，惟有虚心乐不休……”这是静涵上人对自己

苦修精炼一生的总结。静涵上人迎难而上、苦修苦练、

勇于担当，以修身为本，以弘法为己任的精神是北京

地区佛教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袁碧荣）

汉代古城芹城，在今北京市昌

平区兴寿镇秦城村。秦城村位于昌

平城区以东 14 公里、京密引水渠

北岸，东南距桃林村 2.5 公里，西

距麻峪村 1.6 公里，东北与象房村

相连。村域面积 4.2 平方公里，村

址海拔 54.4 米。

芹城，北魏、隋代称为芹城，

辽改称秦城，金、元、明、清复称

芹城，民国时期，以“芹”字谐音“秦”

改称今名秦城。芹城的名称传统认

为芹城水畔生长水芹，城以芹而得

名。笔者认为，“芹”作为植物名

称之外，还能解释为“微薄”“微小”，

故而芹城还有小城的含义。汉代在

昌平东部建造芹城的用途，因年代

久远，史籍中缺少记载，至今尚不

得知其功能。

一、芹城是军事要冲

从地理位置来看，芹城位于燕山山脉的山前冲

积扇上，三面环山，城北 1 公里即是东西绵垣 20 里

的母猪坨山。母猪坨山海拔 224 米，山梁平直，是

燕山山前丘陵。母猪坨山后地势开阔，西北经西峪

沟、八家沟，可以到达十三陵地区和居庸关；东北

经牛蹄岭沟，沿沟上行经过下庄、渤海寨、黄花城

等，可以到达怀柔区、延庆区内的汉代上谷郡居庸县。

牛蹄岭沟在芹城东 2 公里，呈西北—东南走向，沟

谷宽广，纵深约 30 公里，芹城扼守于其西侧出山口。

芹城以东经顺义区北石槽镇可以到达密云区内的汉

代渔阳郡；芹城西南 18 公里可以到达汉代昌平县城

和广阳郡，芹城处于四战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汉代的上谷郡和渔阳郡属于边郡，为了抵御边郡之

外游牧民族的骚扰入侵，汉代在地势险要之处设置

“障城”作为沿边郡县的防卫。这些障城兼有戍守和

屯田的作用，一般设在河流沿岸、交通要道、重要

关隘、适于耕作的地方。芹城的南、西、北三面环水，

坐落在芹城水东侧台地之上，北阻母猪坨山、西扼

十三陵盆地、东扼牛蹄岭沟口，其地理位置堪为险

要。且处于燕山冲积扇上，东、西、南三面地势平坦，

水源充足，在此立城，战时可据险固守，平时可开

荒屯田。虎峪古城、芹城古城，一西一东，分列昌

平燕山山脉的冲积扇上，把守着汉代军都县通往西

北上谷郡、东北渔阳郡的交通门户，从以上分析推

测芹城的功能同虎峪古城相类似，是一座具有屯戍

功能的古城。

二、芹城是县尉治所城

芹城建于秦城村西北的台地上，城西、城北紧

临发源于象房村西北的芹城水（龙潭泉水），是一座

夯土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300 米，南北宽约 200

米，建有东门、西门、南门，因城北临山，未设北

门。昌平区在历史上曾有军都县和昌平县，两县设

置自汉代开始，直到隋代军都县合并入昌平县。汉

代县城号称“千丈之城（周长 2 千米）”，如昌平区

境内的汉代军都故城东西长 500 米，南北约 750 米；

通州区汉代潞县古城周长约 4 里（2 千米）。芹城城

垣周长仅为 1 千米，显然达不到汉代县城的规制，

昌平区历代地方志中也没有它作为县址的记载，其

作为汉代县城的可能性不大。在芹城遗址地表上有

汉代沟纹砖瓦和陶制品残片，1990 年崔村镇出土汉

代五铢钱 400 斤，1987 年秦城村出土汉代彩绘陶壶。

芹城及周边地区在汉代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居民聚

居区，似可以推测芹城是汉代县尉治所的小城，是

军都县或者昌平县的县尉驻地。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的芹城水，经历

1500 年的岁月沧桑，现今发源地已经枯竭断流。光

绪《昌平州志》载：“芹城水入沙河。芹城水发源

芹城村北神岭下，西南流迳南庄村西，右合杨家巷

水。又东南葫芦河村北，惠泽龙潭水注焉。又东南

迳小东流村西，会桃谷水，又南至蔺沟村南，入沙

河。”芹城水的发源地在芹城村北母猪坨山脚下，沿

象房村的秦城路向西行约 800 米，到达秦城家园北

门，向北沿公安部物证中心东墙行约 500 米就是芹

城水发源地——龙潭（村民称之为秦城大海）。潭中

有四五个主泉眼，水面积达到 2000 多平方米。主泉

眼处有一高约 2 米的白云石塔，塔在水中，以水淹

没塔身高度来观察水位高低。龙潭水南流约 400 米，

在秦城家园北门外又向西南流经芹城古城的北城墙

和西城墙外，经秦城村西口的秦城古桥向西南流至

南庄营，有西峪沟水汇入，又东南流至葫芦河村北，

有大汤山、小汤山水汇入，又东南流至蔺沟村西北，

有牛蹄岭沟水汇入，诸水汇合流入蔺沟河，南入温

榆河。

芹城古城，村民称为“土城子”“土岗子”，村

中 80 岁以上的老人大多还记得古城四至范围。据老

人们介绍，土城面积不大，东西长约 300 米，南北

长约 200 米，呈长方形。城内最初是耕地，后作为

秦城大队一队生产队场院，十年前由于村里用地紧

张，土城内被批盖民居，现为居民区，比周边地势

高出两米。古城西城墙遗址至芹城水岸边，至今还

散落有少量的汉代沟纹砖、布纹瓦及陶片残件。昌

平地方史料记载，秦城村历史上还有龙泉寺及塔院、

海云国师及大庆寿尊宿塔、望景轩、显灵王庙、龙

王神祠、关帝庙、五道庙、过街楼、香林观等建筑。

龙泉寺，建于唐代，天佑元年（904）又建舍利

宝塔。《昌平外志校理》载《敕赐龙泉寺记略》：“神

山，在昌平县东三十里芹城村。村有龙潭，约九亩。

有古龙泉寺。天祐元年，建舍利宝塔。有海云国师

及大庆寿尊宿塔，有望景轩。宣德间，嘉兴大长公

主偕驸马都尉井公源舍金帛，中使刘智督建。成化

三年碑。”元人程矩夫《雪楼集》中记载海云禅师曾

驻锡昌平开元寺，圆寂后弟子分其舍利建塔供奉于

海云禅师生前驻锡过的八座寺庙中，其中一座即在

芹城龙泉寺，由此推测龙泉寺前身即是唐代昌平县

的开元寺。明末清初昌平诗人杨自牧作《芹城》诗：

“僻绝芹城路，秋山带夕阳。青围蒲涧玉，红点柿林

霜。塔古留荒寺，春闲倚半墙。土人讹水脉，谁与

郦元商。”诗中咏诵的古塔和荒寺就是古龙泉寺和海

云国师及大庆寿尊宿塔。诗中虽无具体描述，但从

“荒寺”一词也可知清初的龙泉寺已香火稀少、人迹

罕至。乾隆时期，和亲王

弘昼次子永壁喜爱芹城的

山水景色，在此建了乡间

别墅。嘉庆年间，龙泉寺

已经破败，濒于倒塌，寺

僧联系秦城、后象房二村

会首募捐修缮。清末龙泉

寺已荒废残破，1949 年以

前已成为废墟，村里老人

只知道曾经有龙泉寺，而

无人知道龙泉寺的来历和

建筑规制。龙泉寺遗址在

龙潭西北的半山腰台地上，

现已成为柿树、核桃树果

林。1958 年时遗址上还有

龙泉寺重修碑，碑高 2.1 米，宽 0.6 米，厚 0.15 米，

螭首方趺，刻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六月，碑文

由顺义县贡生周景淳撰写。碑中记载：“芹城象房村

有龙泉寺者，南则温泉浩汗云霞之所蔚兴、北则负

山削成日月之所 薄、西眺明陵旨雉行馀、东望平阜

千里超忽，其为合境之瞻仰，本乡之庇荫者，数百

年于兹矣。”历经数百年，年久失修，此时还“尚堪

补葺”，在芹城、象房两村的会首宋邦继、宋邦镇、

傅成龙、傅成凤等帮助下，募捐修缮了龙泉寺。

望景轩，明仁宗次女、嘉兴大长公主和驸马都

尉井延舍金帛建，从字意理解应为一座乡间别墅。遗

址已不可考证，秦城村也无其遗迹可寻。古代芹城

山川秀美，景色宜人，是京北地区的游览胜地，不

乏有达官贵人在此建造乡间别墅。

显灵王庙，秦城村民称之为龙潭关帝庙。在龙

泉寺遗址左侧，坐北朝南，有山门一座，正殿三间，

现已无存。遗址处现有高压电力铁塔。据元至正十二

年（1352）重修显灵王庙碑文记载：“昌平东一舍许

有堡曰芹城泉村，土肥风俗淳朴，有关王庙存焉”。

因为年深日久，不敌风雨摧残，濒于倒塌。芹城象

房主管官员达鲁花赤火者联合下属官员人等集资捐

款重修该庙。元天历八年（1335）泰定帝封关羽为“显

灵义勇武安英济王”，从芹城显灵王庙以关羽元代封

号为庙名称，推测显灵王庙建于天历八年之后。

龙王神祠，秦城村民称之为龙王庙。该庙位于

龙泉寺遗址下方约 200 米、龙潭西岸的机井房西北，

坐西朝东，面朝龙潭，庙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拆除，

现已无存。龙王庙有山门一座，山门前为官道，从

官道到山门有 10 多级台阶。院内北侧有数百年的国

槐一株，正殿五间，殿中为龙王泥塑座像，座像前

有一块长方形白色石板，人们祭拜龙王时跪伏于石

板上，据说能听到水流动的声音。龙王塑像两侧为

虾鳖水神，每逢旱季附近村庄的会首来此祈风求雨。

龙潭历史悠久，名气很大，远至顺义区的村庄如南

郎中等村也会到此庙祭拜龙神。

龙泉寺塔院，在龙泉寺后，为龙泉寺历代和尚

安葬处。1958 年塔院被划入公安部物证中心内，现

已无存。

关帝庙，在秦城村东街路北，坐北朝南，现已

无存。山门一座，两进院。前殿五间，东西耳房各两间。

后殿与前殿规制相同。1949 年以后，曾作为秦城村

小学。

东庙，即五道庙，在秦城村东，现已无存。坐

北朝南，山门一座，正殿三间左右各有一间耳房，

正殿面阔 10 米，进深 6 米，东西厢房各三间，面阔

9米，进深 4米。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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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高僧静涵上人的《自题虚心图》

（上接第二版）

香林观，民国时期即已不存，建筑规格不明，观

址在今秦城村委会处。

秦城古桥，《昌平山水记》中有载。位于秦城村

西路口，东西长约 10 米，宽约 6 米。发源于龙潭的

芹城水自东北向东南流过桥下。原桥为石板平面三孔

桥，现中间桥洞为现代红砖起券，另外二个桥洞为石

板铺就，是原桥建筑。桥面已垫起抬高约 0.8 米。

秦城村过街楼，结构为城台状，下辟券洞，券

洞为砖砌，其余材料为青石。券洞上为灰色单檐筒瓦

的亭廊式砖木建筑。过街楼有五座，建在外界进村主

要街口。村东、西、南街各一座、村北有两座。

象房、象房村，元熊梦祥在《析津志辑佚》中记载：

“庚子年，象房废。今养在芹城北处，有暖泉。”因龙

潭泉水冬暖夏凉，冬季不结冰，周边植被茂盛，元代

在秦城村北围绕龙潭建有前、后、东、西四座象房。

象房官员曾经多次捐资修建芹城周边寺院，《昌平外

志》所录元代“银山宝岩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中，

就有象房官员捐修宝岩寺的记载。元代象房虽然在芹

城存在时间不长，但给秦城村留下了历史烙印，龙潭，

被村民称为“大海”，就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蒙古语。

至明代，象房被废，遗址上逐渐有人居住，清代形成

村落称后象房，民国时期称东象房、西象房。现在的

象房行政村是在原来前、后、东三个象房基础上合并

组建的。

古芹城默默存在 1500 年，已无痕迹，只能从表

面去阅读它的历史，感受古城的沧桑岁月。本文的目

的，试图揭示北京历史发展的一角，以引起众多学者

关注区域历史的研究。

                                 （高建军）
今昌平区秦城村内古桥

静涵上人绘制的《自题虚心图》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