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京郊大集各具特色

所谓 “大集”， 就是农村的集
市。 早年间， 京城周边各县镇多
有集市， 而且开集的日子相对固
定， 均以农历的日子为准。 一般
是上午开集 ， 午后就逐渐散去 。
而到了腊月二十三 “小年儿 ” 之
后， 一直到年三十就天天开集了。

大集的场面宽敞而热闹， 商
品琳琅满目， 特别是土特产品尤
为丰富。 而春节前， 也就是腊月
的集市， 更是场面壮观而充满喜
庆。 在没有农贸市场和超市的年
代， 腊月赶集是京郊农民置办年
货的主要途径。 而今随着交通的
发达， 京郊大集也成为许多京城
人年根儿购物、 游乐的好去处。

京郊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大集
有十几处， 分布于各县镇。

青云店大集位于大兴区东部，
金代为古战场， 明代逐渐形成集
镇，繁盛于清代。 来此交易的不仅
有京郊农村的，还有天津过来的海
货， 不但新鲜而价格也低于京城，
所以吸引一些京城人远道而来。

杨镇大集位于顺义区东部 ，
自古便是华北商品集散地， 素有
“一京、 二卫、 三通州、 第四京东
大杨各庄” 的美誉。 其依托早年
间的药王庙会和娘娘庙会形成两
大庙市。 到了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集市贸易已相当繁荣。 交易
时间固定下来， 为逢一、 六日开
集。 以京东所产蔬菜、 粮食及土
特产为主。

靠山集大集位于平谷区东部，
是北京东北部最大的集市， 距今
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由于靠山集
紧邻河北、 天津， 由此吸引了京
津冀三地的商贩和顾客前来赶集。
兴隆酸梨、 蓟县红果、 盘山盖柿、
宝坻红皮大蒜、 天津小站稻、 大
名小磨香油、 三河卤水豆腐、 杨
村糕干等土特产汇聚于此。

长沟大集位于房山区西南部，
素有 “京南第一集” 之称， 是北
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集市之一，
立市已有500多年。 农历逢一、 六

开集， 以长沟、 十渡、 大石窝的
特产居多， 磨盘柿、 山核桃、 黄
金梨、 板栗、 花椒、 御塘贡米等。
数百米长的集市吸引了大量异乡
人前来采购， 熙熙攘攘， 一派繁
华景象。

置身大集感受地道年味儿

长哨营地处怀柔区北部 ， 为
“满族之乡”， 并以山货大集而闻
名。 从五环路上京承高速， 经111
国道， 驱车130多公里， 便来到长
哨营山货大集， 这里每周六和法
定节日开集。

刚一走近集市， 就看见 “满
族风情” 四个大字格外耀眼。 集
市中间路两侧的山货摊一个挨着
一个。 仔细近观， 有蘑菇、 木耳、
野生山菜、 山榛子、 扁仁、 小杂
粮等特色山货。 还有煎饼、 米黄、
豆腐等几十种满族传统风味小吃。
而 集 市 上 的 叫 卖 声 不 绝 于 耳 ：
“正宗河防口梨， 5块了！” “自家
养的柴鸡15块一斤！” “年糕， 黏
豆包， 莜面窝子啦！”

集市上最红的地方 ， 是卖各
种对联、 灯笼、 窗花、 福字的摊
位， 红红火火地铺了一地、 挂了
一溜儿， 充满了喜庆的气氛。 置
身于此， 感受着浓浓的乡情和山
里人的淳朴。

位于房山区的张坊镇为北京
西南的门户， 自古为重要军事关
口和集贸交易市场， 每月的初三、
初八是传统的张坊古镇大集。 尤
其是腊月里的大集， 更是热闹。

走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 ， 但
见两旁各色店铺， 各种吃的、 穿
的、 用的、 玩的一应俱全， 各色
年货让人眼花缭乱。 来到一家出
售烧饼的店铺前， 老师傅便将一
个还散发着热气的烧饼放到眼前：
“这是纯正的吊炉烧饼， 不添加任
何作料， 纯用炉火慢慢烘烤， 外
酥里嫩， 快尝一尝吧！” 于是买了
一个， 细细品味， 果真如此。

集市上有十多个卖柿子的摊
位， 红红的柿子又大又圆， 格外
耀眼 ， 不少人前来品尝 、 购买 ，

据说是为了讨个 “事 （柿） 事如
意” 的好彩头。 卖柿子的商贩说：
这里的柿子因形似磨盘而称磨盘
柿， 个儿大皮薄， 无核多汁， 果
汁清亮透明， 味甜如蜜， 明清时
曾为贡品， 进奉到紫禁城里。

腊月赶大集， 给人一种祥和
的节日气氛， 人人面带喜气， 卖
的 、 买的 ， 各个忙的不亦乐乎 ，
那些远道而来的人们更是满载而
归。 而那商贩们此起彼伏的吆喝
声 ， 小吃摊上飘出的淡淡香味 ，
大红的福字、 春联所呈现的喜庆，
使人感受到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

小贴士

青云店大集 ： 逢初二 、 四 、
七、 九开集。 前门乘快速公交1号
线到德茂 ， 换341路或926路至青
云市场； 自驾走南中轴路， 至德
茂向南进入G104国道， 过六环见
路标即到。

靠山集大集： 逢初二 、 七开
集。 东直门乘918路公交车到平谷
汽车站 ， 换乘平29路至靠山集 ；
自驾走京平路至平谷出口， 往东
走平蓟路上宅检查站北转， 丁字
路口右转即到。

张坊大集： 逢初三、 八开集。
天桥汽车站乘917路至张坊； 自驾
从西四环上京港澳高速至琉璃河
出口， 经琉璃河、 韩村河至云居
寺路口右转直达张坊。

张山营大集： 逢初二 、 七开
集。 德胜门乘919路汽车到延庆南
菜园， 转920路到张山营； 自驾车
京藏高速至延庆出口， 走康张路
至张山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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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休休闲闲生生活活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管理办法》， 宣布今后将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
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原则上每3年进行1
次全面复核。

据介绍， 在复核中受到通报批评处理的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 应当及时认真整改， 整改期限原
则上不超过1年； 受到取消等级处理的， 自取消
等级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根据办法， 文化和旅游部将采取重点复核与
随机抽查相结合、 明察与暗访相结合， 或者委托
第三方机构开展社会调查与游客意见反馈相结合
等方式 ， 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进行管理和复
核 。 对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 发生旅
游安全责任事故、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申
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等情形给予通报批评或者取消
等级处理。 （余俊杰）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将每3年复核一次

近日， 山东省新闻办发布消息称， 山东将做
好各类大遗址展示利用项目， 到2025年争取对公
众开放至少20处遗址公园。

据介绍， 山东目前有大运河南旺枢纽考古遗
址公园、 大汶口考古遗址公园、 曲阜鲁国故城考
古遗址公园、 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城子崖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多处知名遗址公园， 其中南旺
枢纽考古遗址公园、 曲阜鲁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和大汶口考古遗址公园均入选了第一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名单。

据悉 ， 山东将建设沂蒙 (鲁中 、 滨海 、 鲁
南)、 胶东、 渤海、 鲁西 (冀鲁豫边区) 四大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挖掘整合省内红色旅游文化
资源， 建设一批重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推出一
批研学旅行和体验旅游精品线路等。

（孙晓辉 张昕怡）

山东到2025年
争取开放至少20处遗址公园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尕秀藏寨文化生态旅
游区日前正式获批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这也
是甘肃省首个入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牧民定
居点。

景区位于甘南州碌曲县尕海镇尕秀村， 为
加快旅游带动牧民增收致富， 尕秀村在政府指
导下细化旅游服务， 推出了草原自然科普研学、
游牧文化研学 、 亲子时光牧场 、 “尕秀之夜 ”
帐篷旅宿等旅游产品。 同时， 尕秀村成立集体
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研发包装了包括风干牦牛
肉、 藏式点心、 酥油、 青稞花等在内的14种土特
产及30多种其他产品， 延长了旅游产业链。

“牧民放下羊鞭后， 草原更美丽， 日子更
灿烂。” 苏努东珠说， 尕秀村由一个杂乱的草原
定居点发展成为4A级旅游景区， 是藏区全面发
展的见证。

据统计 ， 2019年尕秀村旅游收入达1160万
元， 村民人均收入达15500元， 人均收入比2006
年刚定居时增长五六倍， 彻底告别贫困。

（姜伟超 胡伟杰）

甘南牧民“放下羊鞭”
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京京郊郊大大集集 腊腊月月里里的的风风景景
□ 户力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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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九开集。 前门乘快速公交1号
线到德茂 ， 换341路或926路至青
云市场； 自驾走南中轴路， 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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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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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东直门乘918路公交车到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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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走京平路至平谷出口， 往东
走平蓟路上宅检查站北转， 丁字
路口右转即到。

张坊大集： 逢初三、 八开集。
天桥汽车站乘917路至张坊； 自驾
从西四环上京港澳高速至琉璃河
出口， 经琉璃河、 韩村河至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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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山营大集： 逢初二 、 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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