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近端午，又是一
年鲜果初熟时节。北京
有句俗语：“樱桃、桑葚
货卖当时”， 说的是樱
桃、桑葚为端午节时令
果品。从农历的五月初
开始，京郊的果品将逐
渐成熟， 正是采摘之
时，初为桑葚、樱桃，后
为鲜杏。恰逢端午小长
假， 何不到京郊来个
“采摘一日游”，在观赏
夏日景色的同时，品尝
时令果品的美味。

■休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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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端午午采采摘摘鲜鲜果果正正当当时时
□户力平/文

■周末推荐

炎炎夏日已经来了， 你想好周末该去玩些
什么吗？ 如果还在犹豫， 建议你带上家人约上
朋友去北京周边戏漂流， 玩野水 ， 清凉又刺
激， 本期我们为您推荐三处景点供您参考。

京北漂流乐园
京北漂流乐园， 地处京郊怀柔县琉璃庙乡

龙潭涧自然风景区内， 距北京东直门95公里 ,
怀柔城区40公里。 景区内的龙潭河源远流长，
起伏跌宕， 是北京地区唯一自然河漂流项目。
漂流活动约10公里。 乘皮筏顺流而下， 但见两
岸忽而悬崖陡壁， 如刀削斧劈； 忽而奇峰怪
石， 迎面耸立； 举目四望， 亦可见雄鹰盘旋，
苍松古柏傲立岩崖。 皮筏时而卷入旋涡， 时而
平静安逸， 既能体验船摇欲翻之惊， 又无溺水
伤身之险。

温馨提示 ： 乘车从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乘
916路到怀柔可直达； 自驾由怀柔区沿怀 (柔)
丰 (宁) 公路 (111国道) 行驶 45公里到前安岭
村， 向右至青石岭3公里即到。

妫河漂流
距北京70公里， 出燕塞雄关八达岭北行10

余公里， 到北京夏都延庆， 有一条人称 “东方
莱茵河” 的妫河。 妫河源自群峰环列的松山自
然保护区， 蜿蜒百余里， 尽得山川神韵， 为历
代推崇。 妫河漂程全长15公里， 平均水深1.5
米， 激流最大落差1米， 经100多个大小弯曲。
游人可根据自己的情趣、 体力和时间， 自由安
排选择漂流河段。 妫河上游进行全程漂流需4
小时左右 (假如从中游漂流约需2小时)。

温馨提示： 自驾从北京出发， 沿八达岭高
速公路， 开车一个半小时； 坐公交可以从德胜
门出发， 乘坐919快车到延庆东关然后西行200
米就到了妫河漂流的总站了， 在那买票然后有
车送到漂流的起始站。

安达木河
雾灵西峰山脚下流淌的河叫安达木河， 在

北京市密云县新城子镇， 是密云水库重要水源
之一。 很随意的一条小河， 别致的原生态景
色， 与路并行蜿蜒， 树荫遮蔽， 精髓在于水浅
面宽， 经常会有一些家庭带着小孩在这里戏水
捉鱼。 临近雾灵西峰彩葵园的位置还修有索桥
和水坝， 有心人用天生大石头摆搭了一些简单
的烧烤场所， 野趣十足。

温馨提示 ： 东直门980到密云鼓楼下车 ，
转当地小公交密38、 密52到新城子下， 还有5
公里可以乘坐当地小面的到雾灵西峰沙滩村下
车， 路上会路过此河。

另外， 雾灵西峰周边能食宿的有一些度假
山庄和遥桥峪古堡内的农家乐， 最近的便是西
峰度假山庄。 想在附近歇歇休息一夜的话， 可
以就近住下来， 尝尝农家菜， 享受一下乡下风
景的美好也是很不错的。

周末，我们戏水去

“夏日圣果” 桑葚
桑葚为初夏时节最早成熟的果

品， 故有 “夏日圣果” 之称。 《本
草纲目》 称桑葚 “补肝益肾、 补血
明目”， 自古有 “东方神木 ” 之美
誉。 京郊以大兴区安定镇北野厂 、
高店村的桑葚最为知名， 明清时曾
作为进奉皇宫的夏令时节贡品。

相传西汉末年， 王莽篡位， 东
宫太子刘秀起兵讨伐 ， 但兵败幽
州。 他孤身一人负伤落魄于今天大
兴北野厂村的桑林中。 此时桑葚已
成熟 ， 饥饿难耐之时他以桑葚充
饥 ， 待养好伤后被其手下大将接
回。 刘秀当上皇帝后， 念念不忘幽
州的那片桑树林， 封其为 “桑侯”。

如今北野厂一带尚有古桑园数
百亩 ， 其中树龄最老的达500年以
上。 每到端午时节， 满树的桑葚令
人垂涎欲滴。 这里的桑椹有多个品
种， 紫黑的黑中发亮， 被称为 “黑
珍珠”； 另一种桑葚米脂般地白嫩，
上面似是抹了层蜡 ， 名为 “白蜡
皮”； 还有一种桑葚熟透后 ， 白里
透红， 美名 “红蜻蜓”。 这其中以
“白蜡皮” 为上品， 口感甚佳。

穿行于婆娑的桑树间， 时而摘
几颗桑葚， 如同捧着一颗颗晶莹的
彩珠； 用指尖拈起一粒放进嘴里 ，
一缕清甜直沁心脾； 待到所有的桑
葚下肚， 抵舔着嘴角残留的甜汁 ，
真是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端阳珍果” 樱桃
樱桃也是我国北方果树中成熟

最早的果品 ， 《太平御览 》 称 ：
“樱桃 ， 为树则多荫 ， 为果则先
熟 。” 因樱桃多在端午时节上市 ，
故有 “端阳珍果” 之美誉， 曾被历
代列为 “贡果”。

香山樱桃沟最为知名， 明代称
“水尽头”， 清代称 “退谷”， 清初
此地广植樱桃， 引得文人雅士到此
寻游。 康熙年间进士汤右曾到此游
览后写下 “樱桃花万树， 春来想灼
灼” 的诗句。 这里的樱桃与今天市
面上所见到的不同， 为毛樱桃， 其
果实成熟早， 果形小 ， 状似珍珠 ，
色泽艳丽， 味鲜美， 用于鲜食或观
赏， 而今尚有珍珠樱桃上百株， 观
赏、 品尝两相宜。

而今香山樱桃采摘当属四季青
镇 “一品香山” 果品观光园， 有数

十个品种。 走进采摘园， 但见一棵
棵樱桃树上挂满了紫红色的大个儿
樱桃， 密密麻麻。 站在密集成林的
樱桃树下， 一股清凉自然而生。 这
里所产的 “红艳 ”、 “红灯 ” 等樱
桃多次获奖， 其果皮鲜红、 肉汁嫩
滑， 品质上乘， 令人垂涎。

妙峰山樱桃沟位于门头沟东北
部， 因盛产樱桃得村名。 这里种植
樱桃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 因果实
色泽艳丽， 果肉柔软多汁， 味道鲜
美， 被誉为 “珍果 ”。 如今为北京
市樱桃种植基地， 主要有那翁、 红
灯、 红蜜、 大紫、 佳红等品种， 端
午时节樱桃初熟， 万余株樱桃树叶
绿果红， 构成一幅天然山水画。

“仲夏御果” 香杏
杏因在农历五月成熟， 且曾为

皇家贡品，故有“仲夏御果”之称。 北
京地区著名的有房山坨里大香白
杏、蜜陀罗，北车营桃巴达，班各庄
黄尖嘴； 昌平十三陵山黄杏、 白梅
子，下口村海红杏；海淀北安河玉巴
达、水晶杏；门头沟龙泉务香白杏 、
骆驼杏， 火村的红杏； 平谷北寨红
杏；延庆张山营鸭蛋白等。

海淀苏家坨镇所产 “玉八达 ”

贡杏， 为杏中极品， 水份大， 口感
好 ， 味道纯 ， 明清时曾为宫廷贡
果， 尤其以车耳营、 北安河、 西埠
头更为知名 。 这里的杏树依山而
植 ， 满山满坡 ， 每至杏子成熟时
节， 便有人慕名到此采摘。 这里远
离城市的喧哗与嘈杂， 漫步于杏林
中， 满眼葱郁。 枝头上的杏子， 或
红或黄 ，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
甜。 挎着小筐， 自由自在地在杏林
中采摘， 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置
身于大自然中， 在采摘甜甜的杏子
之时， 也会收获一份好心情。

驾车路线———
大兴北野厂古桑园： 南三环上

南苑路南行 ， 沿104国道 ， 过青云
店向南2公里即到。

香山樱桃采摘： 四环路四海桥
上北坞村路， 向北至万安东路， 向
西至旱河路， 再向北即到。

门头沟樱桃沟： 西四环路定慧
桥上莲石路至石担路 ， 向北走109
国道至妙峰山牌楼， 再向北即到。

苏家坨贡杏采摘： 五环路箭亭
桥上京新高速路至小牛坊出口， 走
北清路， 向西至北安河路， 沿路指
示牌即可寻各采摘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