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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

国庆假期，京郊采摘去

湖上蜃楼如仙境

海有 “海市 ”， 山有 “山市 ”，
湖也有 “湖市”。 尽管这一神秘现
象十分罕见 ， 但微山湖上却多次
出现。

微山湖上的 “湖市” 多出现在
晴朗天气的日出之前。 此时， 在烟
波浩渺的湖面上空， 会隐隐约约地
出现一座古城。 古城的城墙巍然屹
立，正面偏右方有一座城楼。 片刻，
只见城门开启， 有不少长袖大袍的
客商行旅，或挑担，或推车，或骑马，
或牵驴……络绎不绝地出入其间 。
等到日出时，景色渐淡渐远 ， 古城
慢慢消失， 一切又恢复正常。

关于湖市蜃楼景观， 当地有不
少传说。 人们普遍认为， 这蜃景是
沉入湖底 “古留城” 的真实再现 。
有一则传说讲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 ， 有一外乡人路过微山
湖 ， 黎明时分 ， 他走进了一座古
城 ， 只见城内店铺林立 ， 车水马
龙， 热闹非常。 他想问一下这是什
么城， 便到一家铁货店去打听， 但
店主对他视而不见， 听而不答， 这
使他十分纳闷。

他又拿起一口铁锅， 看店主人
的反应， 但是， 店主人仍无反应 。
他试着将铁锅拿出店门， 店主人仍
无动于衷。 于是， 他大胆地将铁锅
带回家。 用它煮饭， 锅里的饭总吃
不完 ； 用它盛粮食 ， 粮食取之不
尽。 他又用锅里的粮食周济穷人 ，
使许多穷人免于饥饿。 后来这事被
县太爷知道了， 就以向皇上进贡为
名， 把这口铁锅抢走了……

微山湖上的蜃楼奇观， 直到近
些年还出现过。 作家殷允岭在他的
散文 《湖市蜃楼》 中， 就写到他在
1984年6月的一天 ， 亲眼见到的蜃
楼景象： “在蒸飘的云霞下， 在牛
乳般的湖雾上， 它 （仙阁） 的毛茸
茸脊面犹若仙山的缓坡。 它的倒影

印映于湖上， 印映于苇荷隙间的明
水， 活如沉陷千年的古留城之籽发
芽出水……”

湖底有座古留城

在微山湖湖底， 有一座神秘古
城 ， 史称 “留城 ”。 它睡在湖底 ，
至少已有400多年 。 关于这座城的
兴衰， 史书上有不少记载。

留城位于微山岛西南六公里
处， 是微山年代最久远的古城。 它
的历史， 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
唐尧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 在此设
留县； 至汉代， 留县成为张良的封
邑。 以后历朝历代， 留城始终存在
着 ， 且一度成为鲁南的政治 、 经
济、 文化中心。 在唐以前， 这里一
直保持着繁荣景象。

留城存在了几千年。 随着黄河
的泛滥和微山湖的形成， 约在明末
清初， 它就逐渐沉入湖底。 关于它
的沉陷， 民间有几种说法。 其中一
说流传较广： 明初， 留城住有一户
叫刘伯通的人家。 一天， 祖上显灵
说 “留城要陷”， 命他速造一条木
船， 只要大门口两旁石狮子眼睛变
红， 就迅速上船逃难， 直至遇有火
光的地方才能上岸。

于是 ， 全家人急忙伐木造船 ，
并派人轮流观察着石狮子的变化 。
一天， 轮到刘伯通的外孙看守， 他
顽皮地抓了一把红土把石狮子的眼
睛给涂红。 霎时间， 天昏地暗， 洪
水滔滔， 很快留城淹没了， 人和牲
畜都葬身水底， 只有刘伯通一家借
着木船死里逃生， 随水漂流。

一天夜里， 他们见远处有一点
火光，忽明忽暗，便拼命将船向火光
划去。 上岸一看，原来是一位老汉正
在吸旱烟袋，他们便在那里住下来，
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遇火地”。

经过一代代繁衍， 这里逐渐成
为一个村落， 就是现在韩庄镇前的
性义村。 韩庄刘氏族谱碑及家谱中
有这样的记载： “吾祖刘氏， 世居
彭城， 始迁留城。 永乐二年 （1404
年 ） 8月13日子时 ， 尹河涨水 ， 湮
没留城 。 刘伯通携三子来峄阳定
居……” 这跟传说基本吻合， 只是
留城沉没的时间， 比通常的说法早
得多。

留城陷后， 其遗址曾在湖干涸
时露出过水面。 后来， 由于微山湖
淤积， 留城遗址再没有出现过， 但
民间却有留城60年一现的传说， 一
直诉说着微山湖美丽的自然景观。

天葡庄园

天葡庄园位于密云区巨各庄镇， 是集农
产品生产、 红酒酿造、 观光旅游、 生态休闲
特色餐厅为一体的现代科技农业园区。 目前
园区种植的几十种国内国际顶尖葡萄品种，
都是曾获得过全国葡萄评比金奖及创世界吉
尼斯纪录的品种， 天葡庄园被百姓誉为 “京
城第一葡园”。

地址： 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天葡庄园

北京东凤山采摘园

北京东凤山采摘园是一处集农业观光体
验、 民俗旅游、 休闲度假、 餐饮娱乐、 科普
教育、 名优果品展示为一体的都市型现代农
业园区。 采摘园由中天瀚海、 国色天香牡丹
园、 丹麦浆果园、 雁来红冬枣园、 核桃园等
20 多个特色农业采摘园组成。 游客可以采
摘到梨枣等瓜果以及蔬菜。

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东凤山村

金福艺农

北京金福艺农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主园区 “番茄联合国” 是农业部部级示范
园， 5 星级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单位，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 是集
设施种植、 观光采摘、 科普教育 、 康体娱
乐、 餐饮住宿、 农事体验和文化艺术等为一
体的大型现代都市生态园。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村
村委会东100米

御林农耕文化园

御林农耕文化园集果树新品种引进培育
开发、 良种苗木繁育、 栽培新技术推广、 产
品苗木营销服务及旅游、 观光、 采摘于一体
的标准化有机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采摘园， 园
区种植樱桃、 杏、 海棠、 苹果 、 京西御稻
等。 是北京种植樱桃最早、 樱桃品种最多、
离市区最近的有机生态休闲采摘观光园。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68号

南宫世界地热博览园

南宫世界地热博览园是集休闲、 观光、
采摘娱乐、 健身、 科普教育、 垂钓、 餐饮于
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南宫世界地热博览园是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旅游标准化示范
单位、 环境教育基地 。 园路建设成植物长
廊 ， 种植樱桃 、 葡萄 、 猕猴桃等 ， 既可
供游人观赏、 采摘， 还可乘凉， 更是美丽
的景观大道。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南宫1号

秋天， 各种应季水果也到了采摘
的季节。 本期我们为您推荐几家京郊
的采摘园供您选择。

微山湖上的
海市蜃楼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随着电
影 《铁道游击队》 主题歌唱响，
微山湖的名字也传遍大江南北。
然而微山湖的真面目， 却蒙着
一层神秘面纱……

微山湖又叫南四湖， 由微
山、昭阳、独山、南阳四个彼此相
连的湖泊组成。它位于山东省南
部的微山县，南北长120公里，东
西宽25公里，水域面积1266平方
公里， 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
湖。湖上，浩渺的水波接天连云，
万亩荷荡。看似“静悄悄”，却蕴
藏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奇幻的
自然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