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中锦城

沿着绿树成荫花草遍地的小路漫
步， 心里思量此地的由来， 真巧看到
一位老人垂钓， 就上前搭话：“老人家，
请问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法城呢？ ”老
人说，“相传在诸侯割据的时代，门头沟
军饷城子台有个大王，因为此地水草丰
茂就在这里养马，大家也就把这里称为
马场。 由于地域狭小，不足以供养很多
的马，因此这位大王又把马场变成了处
罚犯人地点，叫做法场。 后来又变成了
‘画城’， 天长日久， 根据 ‘画城’ 的
谐音就叫成了今天的 ‘法城’。”

老人继续说道：“我们这里山好水
好，我今年90岁了，这一双腿脚照样爬
山，不输你们年轻人。 ”我赶着老人的
脚步， 追问 “那为什么是画城呢？”

老人接着说， 古代这里作为法场
的时候， 有一位姓杨的画家在这里住
下 。 一次山大王又在这里行刑杀人 ，
杨画家出面阻止 ， 而且言辞激烈 ，
“你们在这里行刑， 辱没了这里的山水
风景 ”。 山大王听到后 ， 对他颇有赏
识， 就放了罪人， 并且另选他地作为
刑场。 从此这里再无法场， 画家因此
出名， 众多文人雅士聚于此地， 法场
的名字一度成了画城。

原来， 法城四面环山， 冬暖夏凉，

气候清爽宜人。 山上 “独泉” 和 “石
泉” 四季不息， 而且甘甜清冽。 泉水
顺流而下形成多条瀑布， 每听到一处
水响， 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有的好
似情人细语， 有的好似山林呼啸， 更
有的好似孩童嬉戏。

泉水汇于 “倒影湖”， 湖水清澈透
底， 有驼峰山的倒映在水中， 水中调
皮的鱼儿不时打破湖面的平静， 溅起
层层涟漪， 此刻， 真好像一头骆驼在
水边休憩摇动着双峰。

徜徉在溪边鹅卵石小路上， 清风
拂面、 花香扑鼻， 不时有白鹤、 喜鹊
从头顶飞过， 也可偶见松鼠穿山跃树。

蜂蜜之乡

经 “倒影湖 ” 继续前行 ， 就是
“情丝湾 ”， 路边一簇簇鲜艳的花朵 ，
聚集在叶片下， 一阵微风吹过， 花儿
便在风中摇曳起舞， 散发出阵阵清香
时， 就令人心旷神怡。 这样的色彩和
芳香招来很多新的游客， 他们就是扇
动着金翅的蜜蜂， 游飏下晴空， 寻芳
到花丛， 像阳光的万颗金点在云絮间
放射着闪烁不定的光芒。 这里就是法
城的蜂场， 老人停下脚步说： “我们
法城的人实在勤劳 ， 蜂蜜不搀杂儿 ，
没有人不夸的。” 没想到仅有80多人
的小村庄 ， 却照顾着近3000个蜂箱 ，

再加之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 给予了
蜜蜂良好生活环境， 因此法城的蜂蜜
质量颇高， 成为北京重要的蜂蜜产地。
此时， 我突然想起罗隐诗句：

不论平地余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巍峨髽鬏山

从 “情丝湾” 回转， 就到京西名
山髽鬏山。 髽鬏山为什么有名。 不仅
是因为它酷似古代少女发髻般的形状，
以及油画般的景色， 更重要的是， 上
世纪四十年代， 勇敢的中国军队为了
保护家园不受侵略， 仅仅凭借一条土
壕， 顶着烈日和暴雨， 迎着飞机、 大
炮、 甚至毒瓦斯与日本侵略军在这里
浴血奋战， 而山上军队的补给几乎靠
“挑人” 走小路送到前线。 我空着手还

气喘吁吁走了2个多小时， 那他们呢？
当年法城人迎着炮火， 冒着生命危险
送物资上前线， 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去， 鼓角争鸣
也离我们远去， 仰望苍穹， 怀着对髽
鬏山抗战将士的崇敬之情， 我缅怀着
不朽的英雄儿女。 极目远望， 四周青
松翠柏， 山峰林立， 一股敬慕之情油
然而生。 此刻已是日落西山， 但余辉
仍然不肯退去， 把最后的金色洒向大
地。 俯视山谷， 暮光斜影， 炊烟袅袅，
宁谧安逸。 我离开山顶独步隐晦在山
间的小路中， 如画般的景色再次映入
我的眼帘， 一切是那么柔和， 真是难
得恬静， 独有的轻松。 逐着微风的节
奏， 随意挥洒久久酿造的情绪。 正是：
青山绿水有情义，绿茵幽谷藏锦蓉。 昔
日刑场变画场， 终成美誉赞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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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金秋时节， 天高气爽， 正是爬山
的好时节。 这一天， 我们一家人要去
爬老象峰， 它距北京城区80公里， 听
说这座山很有特点， 看上去很像一头
老象。 一进入平谷区大华山镇后， 一
家人坐在车里四处张望着， 嘴里还在
不停地交流着， “谁先找到老象峰就
奖励谁！” “快看， 那座山像大象吗？”
“不太像！” “目的地还有五公里， 这
应该不是老象峰” ……

经过小峪子村， 穿过连片的果园，
进入到幽深的峡谷中， 汽车在蜿蜒曲
折的盘山道上前行 ， 两旁山势雄奇 ，
崖如块垒， 沟深林密， 植被茂盛， 十
分钟后， 来到老象峰脚下， 抬头望去，
有一块巨石立于山峰之上， 它中间镂
空， 有一个 “通天洞”， 细细打量， 倒
有些像一头高大雄壮的老象立于山巅，
再看又如同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手握
兵刃镇守要塞一般， 威风凛凛， 气宇
轩昂， 很是神奇！

曾有这样一个传说， 有一对夫妻
来到此地 ， 想拜天尊碧霞元君为师 ，
碧霞元君就以老象为题出联考他们 ，
上联为 “老象象象疑是真象实神像非
凡象”， 意思说这里的老象峰酷似一头
真象， 实际是一头临凡的神象， 而不
是凡间的普通象。 夫妻二人沉吟良久
未能对出下联 ， 甘愿在此守护神象 ，

终成一对相爱的化石， 也成就了一段
“夫妻吟” 的美丽佳话。

沿山而上， 中间有两条小道， 一
条奔向老象峰南面的 “观象亭”， 一条
奔向老象峰西面的拜象台。 为了获得
最佳观赏效果 ， 我们先去了观象亭 ，
这里海拔三四百米 ， 山道略有陡峭 ，
透过树丛移步远眺北面的老象峰， 真
是活灵活现， 有象头象脸， 有象鼻有
象眼， 有象肚有月象腿…… “怎么看
着好像两头大象啊？” “没错， 是两头
大象！” 原来老象峰又称双象峰、 吉象
峰， 也称子母联体象， 东西走向， 峰
高51.8米， 体长82米， 自成一峰 ， 体

量大过广西桂林的象鼻山， 体型为双
象合璧， 头尾相连， 好似一对子母象
在仰望蓝天俯视大地， 惟妙惟肖， 堪
称中华一绝、 造化之最。 相传作为天
尊碧霞元君的护法坐骑， 神象化身猎
人， 勇斗虎怪， 救下一位遇险的少女，
少女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猎人， 欲
以身相许， 而神象也为少女的善良和
美丽所感动 ， 便诉说了自己的身世 ，
说自己只是一块石头， 少女知道后仍
不离不弃， 心甘情愿地守护在神象身
边 。 此情此景感动了天尊碧霞元君 ，
遂禀明天庭， 将少女点化为象， 即刻
两象合体， 终成眷属， 永不分离。

有人说，“从观象亭看，老象峰上有
两头大象。 从拜象台看，老象峰上有一
头大象”，这话确实没错，也正应了那句
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看到的景象
也不同。 站在拜象台上，你只能看到不
远处站立着一头独立的巨型大象，它头
朝西尾朝东，脚踏山体，稳重站立，好似
在俯身低头吃草， 又像在用鼻子饮水，
惬意自然，浑然一体。 走近老象峰， 你
更会觉得它的伟岸健硕， 一条长长的
粗粗的象鼻深深地扎进大山之中， 估
算得有30多米长、 20多抱粗， 一副高
大威猛的象身就像一个不大不小的城
堡， 人站在象身下如同一块砖石， 如
果绕象身一周， 得要走上几百米。 老
象肚下有一个 “仙人洞”， 也是双象交
汇之处， 这里宽阔明亮， 据说这里是
碧霞元君宴请各路神仙 、 讲学授道 、
吟诗作画、 欣赏美景的地方。

马场 法场 法城
□余剑飞

□□洪洪建建国国 文文//图图

老老象象天天成成

有有人人戏戏言言：： ““中中国国最最大大的的村村是是周周村村，， 最最大大的的庄庄是是石石家家庄庄。。”” 那那中中国国最最小小的的城城市市是是哪哪里里？？
法法城城，， 其其实实是是位位于于门门头头沟沟的的一一个个村村子子，， 它它以以城城为为名名，， 藏藏匿匿于于青青山山绿绿水水之之中中，， 在在面面积积不不足足

77平平方方公公里里的的小小村村里里，， 只只住住着着4400户户人人家家，， 这这里里被被称称为为 ““中中国国最最小小的的城城市市””。。 因因为为它它太太小小，，
所所以以，， 每每次次游游历历如如画画廊廊般般的的110099国国道道的的时时候候，， 总总是是忽忽略略了了它它。。

初初次次来来到到法法城城，，你你会会发发现现这这里里只只有有一一座座城城门门，，而而且且只只有有一一条条石石板板路路蜿蜿蜒蜒曲曲折折深深
入入谷谷中中。。这这里里青青山山重重翠翠，， 鸟鸟语语花花香香、、 溪溪水水潺潺潺潺，， 好好一一番番世世外外桃桃源源的的景景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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