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山红叶惹人醉

■■行行走走京京郊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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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推荐

有人说， 有水的地方， 景色一定差
不到哪去。 小桥流水， 灰墙青瓦， 一树
梨花飘落， 小巷深处溢出淡淡酒香。 您
可能会有那么一恍然以为自己走进了乌
镇。 然而， 这里其实只是距离北京市中
心车程约2小时的古北水镇。

古北水镇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
镇， 背靠着中国最美、 最险的司马台长
城， 坐拥鸳鸯湖水库， 是京郊罕见的山
水城结合的自然古村落。 有着千年历史
的古北水镇，古朴、典雅、风景如画。 鳞
次栉比的房屋， 青石板的老街， 悠长的
胡同， 无不展现了北方民国时期的古镇
风貌。 水镇内河道密布， 古老的汤河支
流萦绕其间， 古建、 民宅依水而建， 在
蓝天白云、绿水波涛、参天白杨的掩映之
下，宛如一片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

参考路线：
北京→京承高速→古北水镇

古北水镇：
赏秋景看古建

永宁镇：
看古迹吃豆腐

永宁城在明清时为县 ， 至今长达
246年。 城中玉皇阁的历史更早， 阁内
石碑记载， 此阁建于唐贞观十八年 (公
元645年)， 比滕王阁还早8年。 永宁古
城是典型的北方方城格局， 四门建有瓮
城， 瓮城外是护城河， 是长城防御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内设有参将府、 永
宁卫、 隆庆左卫、 县衙等衙府， 还有玉
皇阁、 鼓楼、 钟楼等众多古迹。

在永宁自古就有 “从南京到北京，
要吃豆腐到永宁” 的说法。 永宁豆腐从
汉代起就有记载， 在清朝时期成为宫廷
贡品 ， 曾经有过家家户户做豆腐的
历史， 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 、 丰富的
营养价值一直流传至今。 此外， 镇上最
不可错过的美食是火勺 ， 这也是延庆
“十大特色文化遗产” 中与长城齐名的
传统饮食技艺， 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第一位。

参考路线：
八达岭高速→延庆→永宁方向

斋堂镇：
看古村摘野果

□户力平/文

许多人知道香山红叶， 是因为
著名作家杨朔的散文名篇 《香山红
叶》。 其实早在800多年的金代， 诗
人周昂观赏香山红叶后， 便即兴赋
《香山》 诗： “山林朝市两茫然， 红
叶黄花自一川 。 野水趁人如有约 ，
长松阅世不知年。 千篇未暇偿诗债，
一饭聊从结净缘 。 欲问安心心已
了 ， 手书谁识是生前。” 由此可见，
香山红叶在金代已成景观。 此后历
代金秋时节去香山观赏红叶已成为
京城人的雅好。 “每至严霜日， 都
人结伴西行， 于西山观红叶， 暮时
居于山寺、 邨间， 趣而乐之。” 而文
人墨客们多吟诗作赋， 对香山红叶
予以赞美。

香山红叶以黄栌为胜景

香山红叶种类繁多， 主要有8个
科涉及14个树种， 共14万余株。

没有真正观赏过香山红叶的人，
多误以为香山红叶就是枫叶， 其实
香山红叶并非枫叶 ， 而是以黄栌
（又称黄道栌） 为主， 属落叶小乔木
或灌木， 树多枝而冠圆形， 叶呈卵
形或倒卵形， 因木质中含大量黄色
素， 故此得名。 黄栌主要分布于香
山的南侧山坡， 到了秋季， 满山遍
野的黄栌逐渐变色， 红、 橙红、 橙
黄， 色彩丰富斑斓， 景色壮观秀丽。

据传， 清乾隆年间之前， 香山
秋季常见的红叶为五角枫、 三角枫、
鸡爪槭、 紫叶李、 柿树、 银杏 、 栾
树、 小檗等彩叶植物。 直到乾隆十
年 （1745年 ）， 这里定名为 “静宜
园” 后， 才大量种植黄栌， 逐渐形
成满山红叶的景观。

乾隆皇帝为何要在香山一带广
植黄栌呢？ 原来， 红叶是满族发源
地秋日常见之物， 在今天的辽宁省
宽甸 、 本溪等八旗先人的聚居地 ，
都有大片的红叶林区。 乾隆皇帝在
香山广植红叶类植物， 颇有追念先
人、 不忘根本之意。 因香山及京西
地区当时设有多处八旗军营， 以红
叶为象征， 使八旗将士们望红叶而
思古人创业艰难， 这不失为砥砺士
气之法。 只是关外的红叶多为枫树，
关内种植者不太熟悉其习性， 因此
改种黄栌 。 乾隆年间以后的 200余
年， 香山的黄栌树越种越多， 已达
10万株， 成为京西金秋著名的景观。

观赏香山红叶有佳处

红叶怡人， 对每一位到香山观
赏红叶的人来说， 都希望选取最佳
地势， 一览红叶之胜景 。 观赏红叶
有两条最佳线路， 可从不同角度欣
赏到美丽的香山红叶。

沿着古道而行，可观赏到帝王们
当年所赏红叶胜景。 从香山公园东宫
门进园左转，沿山路攀登，经静翠湖、
双清、绚秋林、阆风亭，到达和顺门，
这是古代皇帝登山赏红叶的御道，其
中有三处最佳观赏点。

静翠湖三面环山 ， 环境幽雅 ，
由此仰望， 高坡上苍松翠柏把如火
如荼的红叶映衬得格外美丽， 形成
西现乔松 、 南纳红叶 、 东接远岫 、
北映翠柏的壮丽美景。

绚秋林是 “静宜园二十八景 ”
之一， 这里树木种类繁多， 深秋季
节丹黄朱翠， 颜色各异， 朝阳初照
及夕阳返映之下 ， 景色分外绮丽 ，
这里是当年乾隆皇帝观赏红叶的地
方， 故此乾隆皇帝以香山秋色 “幻
色玄彩、 丹黄珠翠” 的美丽秋色点
景于此， 称 “绚秋林”， 并在其 《绚
秋林》 诗的序中写到： “深秋霜老，
丹黄朱翠 ， 幻色炫彩 ， 朝旭初射 ，
夕阳返照， 绮缬不足拟其丽， 巧匠
设色不能穷其工。” 而其诗为： “嶂
叶经霜染， 迎辉紫翠纷。 绚秋堪入

画， 开锦恰过云。” 生动地描写了香
山深秋时节一派绮丽的景色。

森玉笏是一巨大的悬崖峭壁 ，
乾隆皇帝看它像朝臣手中的笏板 ，
故赐此名。 峭崖之巅有一座八角风
景亭 ， 由此极目远眺 ， 远山近坡 ，
鲜红、 粉红、 猩红、 桃红， 层次分
明， 瑟瑟秋风中， 似红霞排山倒海
而来 ， 整座山似乎都摇晃起来了 ，
又有松柏点缀其间， 红绿相间， 瑰
奇绚丽。

沿着香山公园中部路山道行进，
可一览红叶全景 。 从东宫门进入
公 园后右转 ， 顺着盘山石道上山 ，
经过望峰亭、 多云亭、 玉华岫、 多
景亭， 最后抵达香山的最高峰香炉
峰， 即鬼见愁 ， 其中有两处最佳的
观赏点。

玉华岫位于香山的半山腰 ， 为
全园的中心， 是观赏香山红叶的首
选之地。 每当深秋霜重， 凭栏南眺，
苍松翠柏簇集山腰， 黄栌布满山峦，
又有金黄的野桑和栾树点缀在松柏
与红叶之间， 再有那秀美精致的阆
风亭镶嵌在那万松沧海之中， 在此
观景有一种 “远皴红将近黛， 次第
入纱疏” 之体验。

香炉峰海拔575米， 在此可俯瞰
整个香山， 尽赏金秋之景象， 但见
千林披霞 ， 万木似锦 ， 映山横岭 ，
无比壮观， 给人一种 “将谓最高处，
更有无穷境” 之意境。

时时至至深深秋秋，， 又又是是一一年年霜霜叶叶层层林林
尽尽染染时时。。 北北京京自自古古有有观观赏赏红红叶叶之之雅雅
俗俗，， 而而赏赏红红叶叶之之地地当当首首选选香香山山，， 故故
有有 ““七七分分秋秋色色在在香香山山”” 之之说说。。 红红叶叶
作作为为香香山山最最具具特特色色的的景景观观风风物物，， 已已
有有880000多多年年的的历历史史，， 早早在在金金元元时时期期已已
成成京京西西秋秋日日盛盛景景。。

斋堂镇位于门头沟区西部永定河
畔 ， 海拔1524米 ， 距北京市城区81公
里， 这里山高谷狭， 沟壑纵横， 东连京
城， 西通大漠， 有 “京西重镇” 之称；
斋堂水库这里拥有成群的古村落，
最具代表性的是历史文化名村爨底下和
京西灵水举人村落等。 金秋时节， 正
值赏红叶最佳时期。 在这里， 万亩红叶
各有千秋， 层次分明， 富有立体感， 在
秋日的斜阳中显得分外绚丽。 尤其是在
清晨沟壑中薄雾缠绕， 山野红叶似火，
宛如人间仙境， 是游人 “觅秋色、 踏晚
林、 采野果、 赏红叶” 的绝佳去处。 在
赏红叶的同时， 还可以近距离游览京西
最美古村落群， 来一次 “古代穿越”。

参考路线：
京石高速→门头沟→斋堂

（博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