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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AF_BC_c34_635282.htm 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的

象征。作为山庄缔造者的康熙、乾隆，都曾六下江南，遍历

天下景物之美。在修建避暑山庄时，博采众家之长，融合中

国南北园林风格为一体，使避暑山庄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的总结与升华。我国园林专家们说，整个避暑山庄就是祖国

锦绣河山的缩影。专家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个问题我想还

是请女士们、先生们游览了避暑山庄之后再来回答。不过，

我这里先给大家提个醒，这原因与避暑山庄的地形有关。(导

游员采用悬念法，以激发游客游览的兴趣) 各位，避暑山庄到

了，请大家下车，现在我就带领大家一睹她的风采。 (在丽正

门外)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面前这座古色古香的门，就是避

暑山庄的正门，叫丽正门，是清代皇帝进出的门。宫门面宽

三间，上下两层。下层辟有三个方形的门洞，上层有城台和

阙楼。你们看，中间门洞的上方有一块石匾，上面是乾隆皇

帝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题写的“丽正门”，它象

征着我们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门的两边有两尊石

狮，以显示皇帝的威严。门前有御道广场，青石铺路，广场

东西各立一块石碑，上面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刻着“

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所以我们又叫它下马碑。广场南边有

一道红色照壁，使这座皇家园林与外界隔开。关于红照壁，

传说里边藏有从鸡冠山飞来的金鸡，在夜深人静时，轻叩照

壁，金鸡就会发出叽叽的叫声。如果哪位想考证一下的话，

就请夜里到这里来听一听。好了!今天我请大家当一回“皇帝



”，进去感受一下皇帝的生活。 (进丽正门内) 请各位向右看

，远处的山峦上，有一巨大石柱，擎天而立，直插云端。它

上粗下细，很像洗衣用的棒槌，我们承德人叫它棒槌山，康

熙皇帝赐名“磬锤峰”。修建避暑山庄时，巧借此景，使山

庄内外浑然一体，扩大了空间感，创造了新的意境美，这是

山庄设计者运用“借景”这一造园艺术的成功典范。一般来

承德的人，都要到山上去摸一下棒槌山，因为承德民间流传

这样一句话：“摸到棒槌山，能活一百三。”如果大家有兴

趣的话，不妨明天上山摸一摸，一定很有意思的。 前面这片

宫殿就是清代皇帝在承德“办公居住”的地方，现在承德人

把这里为避暑山庄博物馆。 (在第一展室里) 首先映入我们眼

帘的这张图就是避暑山庄全图，是清代山庄鼎盛时期的全貌

图。避暑山庄，又叫“热河行宫”、“承德离宫”。它从康

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

最后落成，历时89年。清代前中期的几位皇帝几乎每年都来

这里消夏避暑，处理政务，通常是每年农历四、五月份来，

九、十月份返回北京。避暑山庄实际上已成为清朝的第二政

治中心。整个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它的面积大约是北京颐

和园的两倍，北海的8倍。山庄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

，宫殿区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

苑景区又分为山区、湖区、平原区三部分。以山区面积最广

，约占山庄总面积的70%多。山庄集全国园林精华于一园，

具有南秀北雄的特点。清代山庄内共有亭子90座，堤桥29座

，碑刻摩崖25处，假山叠石70余组，殿宇、楼堂、寺庙、亭

台、塔阁等各种建筑120余组，总建筑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

康熙皇帝以4个字命名的36景和乾隆皇帝以3个字命名的36景



最为著名，合称“避暑山庄72景”。康熙皇帝称赞这里是“

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山庄宫墙长约10公里

，因为它形似长城，我们承德人亲切地称它为“小长城”。

宫墙外是仿全国各族著名庙宇而修建的皇家寺庙群，这些寺

庙呈半圆形环绕在山庄外围，形成众星拱月之势，象征着当

时全国各民族紧紧围绕在清王朝统治中心的周围。随着岁月

的流逝，朝代的变更，避暑山庄也历尽了沧桑。新中国成立

后，山庄才得到了新生，现在是全国保存得最好、规模最大

的皇家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外驰名的旅游胜地。 (来

到第二展室) 这里展出的大部分是图片，这张木兰秋 图是最

引人注目的。木兰，是满语哨鹿的意思。哨鹿的方法是黎明

前，士兵们潜入山林，身披鹿皮，头戴鹿角，口吹木哨，模

仿公鹿的叫声。秋天正是鹿求偶分群的季节，用这种方法将

母鹿引出来以便射杀。“ ”是指秋天打猎。这张图是清代兴

隆阿所画，描绘的是200多年前皇帝打猎的场面。你们也许会

感到奇怪，清朝皇帝为什么要率领大队人马千里迢迢来这里

打猎呢?因为清帝入关以后，历史上英勇善战的八旗部队战斗

力开始下降，他们有的临阵脱逃，有的自创伤痕，有时一人

受伤，多人护送，为的是不上前线。康熙皇帝认识到，提高

士兵素质，巩固北部边疆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形势下，

康熙皇帝亲自率领八旗将士，出喜峰口，北上巡视，设置了

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木兰围场的建立，是清朝与

蒙、藏民族友好关系的产物，它密切了蒙、藏地区与中原地

区的关系，加强了满、蒙、藏、汉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巩

固了北部边防，有利于抵御沙皇俄国的侵略和扩张。一年一

度的围猎每次要进行20天左右，皇帝亲率政府各部官员及满



、蒙八旗军队参加。为满足大批人马食宿休息、储蓄物品及

皇帝处理政务的需要，从北京至围场要修建十余座行宫。热

河处于这条北巡路线的中间地带，从北京到这里，奏章朝发

夕至，而且这里气候宜人，风光秀丽，水草丰盛，所以康熙

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座大的行宫，这就是热河行宫。对此，乾

隆有一句话讲得十分清楚：“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

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历史表明，秋大典和避

暑山庄的建立，达到了康熙皇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

”的政治目的。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它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御营，二是猎场。御营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猎

场是实际打猎的地方。打猎时都有严明的组织和纪律，伪装

成鹿的士兵把鹿引出来后，军士们逐步缩小包围圈，达到人

并肩、马并耳的程度，但不能随便射杀。这时皇帝首先出来

射第一箭，然后才是王公大臣、将士们依次射杀。图上画的

是猎杀鹿的情景。请大家跟我向前走。 这第二道门叫“阅射

门”，是皇帝观看皇子皇孙射箭比赛的地方。门的上方悬有

一块匾，上面写着“ 暑山庄”四个镏金大字，是康熙皇帝的

御笔，此匾精美绝伦，分外醒目。也许你们已经发现，这避

暑山庄的“避”字多写了一横，是康熙皇帝写错了，还是另

有原因呢?(⋯⋯)还是这位先生(小姐)说对了，原来在清代两

个“避”字同时使用，无论用哪一种写法都是正确的，这是

一种异体字现象。在这里康熙皇帝是为了追求书法美才这样

写的。 门前两侧这两个铜狮，威风凛凛。说起这两个铜狮，

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呢!相传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

军侵占了承德并大肆抢劫。有一天一群日本兵发现这两个铜

狮子很漂亮，是无价之宝，就想抢走，可是铜狮子太重，他



们搬也搬不动，于是就分头去找工具。这一切让护院的老人

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想铜狮子是国家的财宝，决不能让

日本兵抢走。他灵机一动，立即从村里找来猪血，涂在狮子

的眼睛上，等日本兵找到工具回来后发现狮子的眼睛红红的

，都哭出了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害怕搬动狮子会给他们

带来厄运，便慌里慌张地逃走了，这对国宝才得以保留至今

。现在这对铜狮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物。如果大家想万事

如意的话，千万别忘了摸摸它。 (来到澹泊敬诚殿前) 这个面

阔七间，进深三重的大殿叫“澹泊敬诚”殿。“澹泊”二字

来自于《易经》：“不烦不扰，澹泊不失”，诸葛亮在其《

戒子书》中又说，“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康熙皇帝题“澹泊敬诚”这四个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居安

思危，崇尚节俭”的思想。这个殿是避暑山庄的主殿，是清

代皇帝在山庄居住时处理朝政和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整个

大殿用珍贵的楠木建造，因此又叫“楠木殿”。每当阴雨连

绵之时，楠木散发着缕缕清香，沁人心脾。楠木产自云贵和

江浙一带的深山峡谷之中，在没有先进运输工具的清代，将

这些笨重的木材从遥远的南方运到塞北，大都装船河运或利

用河水结冰和在旱路上泼水结冰的冬季，将木材放在冰上，

依靠人力又拉又推，运到承德，其艰难是不言而喻的。据史

料记载，为了修建这座楠木殿，耗费白银7.2万两，用工19万

个。大殿外观古朴淡雅，不饰彩绘，殿内大理石铺地，正中

地坪上设有皇帝的宝座。宝座周围设有宝象、端、仙鹤、香

亭、如意等，精雕细刻，造型十分优美。宝座的后面有一个

紫檀木屏风，上面刻有163个人物，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为

“农家耕织长乐图”，以表示皇帝临朝时刻不忘百姓。在清



代这个殿的东西山墙上挂着“皇舆全图”，就是清代的地图

，是清政府派专人测绘的。殿内北墙两侧墙壁上装有楠木书

格，贮放着《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你们可能会问：澹泊敬

诚殿是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那么当年是怎么一番盛况呢?那

就要从松鹤斋南面的钟楼说起。当宣布庆祝大典或觐见开始

，司钟人立即登上钟楼敲钟，钟响9下之后，山庄内各庙宇的

钟声齐鸣，紧接着外八庙的钟声也相继应和。各种钟皆鸣81

声。大殿前东西相对的两个乐亭里宫廷乐师们开始奏乐，在

八音和谐、箫鼓齐鸣之下，文武百官就位，皇帝端庄肃穆，

面南巍坐，开始处理朝政了。我想，你们的脑海里也许已经

浮现出这一壮观的场面了吧? 乾隆皇帝还在澹泊敬诚殿接见少

数民族的首领。乾隆十九年(1754年)接见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

特部三策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秋，接见过不远万里从伏

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一行.乾隆四十五

年(1780年)农历七月廿一日，接见了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额

尔德尼。说到班禅话就长了，据史料记载，在接见仪式上，

班禅先献吉祥哈达，跪请圣安。乾隆离开宝座亲手扶起，操

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远叨圣

恩，一路平安。”在过去，达赖见皇帝，只跪不拜，这次班

禅则要求行跪拜礼，以表示敬重皇帝，拥护王朝，乾隆对此

颇为满意。八月十三日，清廷为乾隆皇帝70岁寿辰举行盛大

庆典时，乾隆给予班禅最高规格的待遇，二人携手同登宝座

，共同接受蒙古王公、各扈从大臣及外国使节的祝贺，随从

班禅的三大寺堪布及蒙古章嘉国师唱赞无量寿经⋯⋯。庆典

之后，乾隆为班禅举行四次大型野宴。宴会中伴有相扑、杂

技、赛马、烟火、音乐、舞蹈等文体节目，丰富多采，惊险



动人。六世班禅东行承德，密切了西藏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

，遏制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西藏的渗透分裂活动。回顾历史

，在澹泊敬诚殿这个政治舞台上，曾演出过一幕幕对清王朝

一统江山有重大影响的活剧，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颂歌

。 请各位绕过回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面阔五楹的四知

书屋。楹，堂屋前部的柱子。面阔五楹就是面宽五间的意思

。什么是“四知”呢?乾隆皇帝可不是指汉朝杨震所说的：做

官要廉洁，不可贪脏枉法，办事再机密也瞒不过去，因为有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乾隆皇帝所题的“四知”一

语出于《易经》。因《易经》中说“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刚，万夫之望。”乾隆皇帝对此话十分赞赏，因为恰好

表达了他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皇帝上朝前后，

在这里更衣，有时也在此召见王公大臣和少数民族首领。万

岁照房和配房现在展出的是御用官窑瓷器、珐琅器、帝后车

舆和石鼓，请各位仔细欣赏这些稀世珍品，一定会让您大饱

眼福的。 (向北行至烟波致爽殿院内) 这里是宫殿区的后半部

分，叫“后寝”，是帝后和嫔妃们居住的地方。北殿为烟波

致爽殿。康熙皇帝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平湖，致有爽气

”，所以才题了这个殿名。明间陈设考究，富丽堂皇.西暖阁

是皇帝的寝宫。所谓暖阁，就是在地面以下设有火道，冬季

将红罗炭点燃，热气上达，满屋皆暖。同时屋里还放有火炉

和薰笼，皇帝脚下设脚炉。康熙、乾隆、嘉庆、咸丰等皇帝

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室内靠北墙，紫檀落地罩内是皇帝的卧

床，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就病殁在这张床上。我们

现在参观的这个酷似民居的小院，在清代却发生过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农历八月初八，



咸丰皇帝害怕洋人，携太后和慈安、慈禧两个皇后逃到热河

来避难。也就是在这里，咸丰皇帝签准了清政府分别与英、

法、俄三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并承认《中俄

瑷珲条约》有效，使我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和主权。咸丰死后

，慈禧在这里策划了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统治清朝长

达48年之久，把中国进一步推向苦难的深渊。 烟波致爽殿两

侧有两个跨院。东边的叫东所，咸丰在承德时是慈安皇后的

住所，现在展出的是清代宫廷钟表。西边的叫西所，咸丰在

承德时是慈禧的住所，现在展出的是慈禧当年的一些生活用

品和照片。 云山胜地楼为正宫最后一进。这是一座玲珑别致

的两层楼房，这个楼的特点内没有楼梯，而是沿楼前假山上

的蹬道上楼。两侧朝房是宫廷挂屏和玻璃皿专题展览，光采

夺目，让我们百看不厌。 (万壑松风桥至如意洲) 看完了正宫

博物馆，我们现在来到了湖区，“山庄以山名，而胜趣实在

水”区面积为57公顷，现在有七湖八岛。整个湖区一泓清水

，洲岛错落，一派江南水乡秀色。你们看，右边湖上的三座

亭子叫“水心榭”，屹立在石桥之上，结构匀称，明快轻盈

。前面的这条长堤将左边的环碧、中间的如意洲和右边的月

色江声连接起来，从高处看，这一堤三岛形状如灵芝，所以

康熙皇帝给它起的名字叫芝径云堤。环碧岛上建有东、西相

邻的两个庭院，各有殿三楹，名字是“澄光室”和“环碧”

。在环碧殿以北，临近湖边的地方，有座草亭，形似斗笠。

康熙年间，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时，常在这里举行盂

兰盆会。月色江声岛上有康熙题名的门殿“月色江声”。每

当月上东山之时，远山如黛，近水鸣吟，诗请画意，真是美

极了!门殿以北有“静寄山房”、“莹心堂”等多组建筑，康



熙、乾隆皇帝都曾经在这里读书。 请大家跟我沿芝径云堤北

行，右前方隔湖相望的是金山岛。石岛在湖水环抱之中，意

境与江苏镇江的金山很相似。岛上主体建筑“上帝阁”，是

清代皇帝祭祀真武大帝和玉皇大帝的地方。山上平台建有两

座殿堂。此外，还有月牙形的“芳洲亭”、“爬山廊”等建

筑，当年皇帝乘龙舟就在这里登岸。 我们来到了湖区最大的

岛屿如意洲岛。岛上建筑很多，康乾七十二景中有十景在这

里。主体建筑是一座宫殿。门殿的名字是“无暑清凉”，正

殿为“延薰山馆”，面宽七楹，建筑宏伟，殿后有“水芳岩

秀”殿。正宫落成前，这里是康熙皇帝处理朝政和居住的地

方。现在这里展出的是清宫用品。岛的西北处是著名的园中

之园沧浪屿，是仿苏州“沧浪亭”而建的。虽面积不大，但

殿堂、水阁、清泉、小亭、回廊巧妙地组织在一起，相互因

借，恰到好处，令人流连忘返。电影《知音》的第一组镜头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跨过曲桥登上青莲岛) 女士们，先生们

，迎面这座玲珑秀丽的建筑，叫烟雨楼。这是一座面宽五楹?

、上下两层的小楼，楼的上下还有围廊。二楼上的云龙金匾

是乾隆皇帝题写的。烟雨楼与门殿之间是一个规整的方院，

几棵古松苍劲挺拔。月台下两座石须弥座上有铜鹿一对。烟

雨楼是仿浙江嘉兴的烟雨楼而建的。每当阴雨时节，细雨蒙

蒙，登楼远眺，只见远山近水，尽在轻纱薄雾笼罩之中，如

入仙境。楼东有“青阳书屋”，是皇帝习文读书的地方.楼西

南有“对山斋”，面对着假山。山上建有六角形凉亭，名字

叫翼亭。 (沿澄湖北岸经“水流云在”、“莺啭乔木”诸亭东

行) 我们现在到达的地方就是闻名遐尔的热河泉。泉边上这块

石碑，写着“热河”两个大字。因为泉水温热，又有上游的



温泉水汇入，所以冬天也不结冰。尤其是周围白雪皑皑时，

这里的湖面却热气蒸腾，实为奇观。 (进入避暑山庄平原区) 

我们眼前这片开阔的平原，面积有千余亩，是由“万树园”

和“试马埭”两部分组成的。万树园地势平坦，林木苍郁，

驯鹿野兔出没期间，是塞外难得的草原风光。试马埭位于万

树园西侧，绿草如茵，驰道如弦，是清代皇帝赴木兰围场举

行“秋大典”之前，选拔骏马的地方。 (来到万树园以西的文

津阁) 各位看到的这座秀丽的古建筑就是清代著名的藏书楼文

津阁。津，是水的渡口。文津，是文化知识的渡口。如欲求

得知识，便需自此问津的意思。它和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

、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合称“内廷四阁”。

这组建筑坐北朝南，门殿、假山、水池、楼阁相继排列。主

体建筑文津阁处于山环水抱之中，上下各六间，是仿浙江宁

波天一阁而建。从外观上看，它是两层，里边实际是三层，

中间一层为暗层，阳光不能直接射入，以便更好地保护图书

。阁内曾藏有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各一部

。 (来到阁前水池边) 请大家站在我身边，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看，瞧!池中一弯新月，在水中轻轻抖动。这是天上月亮的倒

影吗?不是，天上正是丽日当空。是我们眼睛的错觉吗?更不

是，我们看得这样真真切切。这就是堪称承德一绝的“日月

同辉”奇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到前面的假山中自己

去寻找答案。(此时导游员给游客留出几分钟时间去寻找。)

大家请注意，这位先生(小姐)是最先找到答案的!原来这是利

用光的反射原理，透过山洞南壁的月牙形缺口，在水中倒映

出的影子。 (带游客到榛子峪口) 我市的旅游、文物部门联合

推出的“乘车环山游”这一旅游项目，既安全，又方便。现



在我们就乘汽车到山区看看。位于山庄西北部的山区约占避

暑山庄总面积的五分之四，如果步行的话，大概一天也游不

完的。 (导游员请游客上车) 你们看，这里峰峦起伏，松涛阵

阵。自南而北依次有榛子峪、西峪、松林峪、梨树峪、松云

峡5条沟峪，情趣各不相同。我们现在游览的这条沟就是榛子

峪。榛子峪、西峪松林遍谷，间或有榛丛、栎树.梨树峪景色

很美，春天梨花万树，芳香扑鼻，秋天果实满枝头.松云峡古

松参天，莽莽苍苍。清代曾在这里依山就势构筑了40多组风

格不同的园林、寺庙、碑碣建筑。因年代久远，大部分已自

然坍塌。这里特别让我们痛惜的是位于西湖以西山坡上的珠

源寺。寺内建有两层高的佛阁，名叫“宗镜阁”，它内外均

用铜铸，制作精良，雕刻巧妙，而且可以自由装卸，里边供

奉的释迦牟尼等佛像也为铜铸，所以俗称“铜殿”。但现在

仅存有基址，它并非毁于自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抗日战

争期间，日本鬼子侵入承德，抢走好多珍宝文物，并拆毁了

宗镜阁，除三块铜匾幸存下来以外，其余全被日本侵略军运

往日本。今日的宗镜阁遗址，如同北京圆明园遗址一样，成

了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课堂。(汽车在四面云山亭附近

停下来，导游员带领游客登上四面云山亭) 各位现在登上的这

个亭子叫四面云山亭。它是山区的最高点。亭中长风四达，

虽是盛夏，也凉爽如秋。乾隆皇帝每来山庄，必到此一游，

并触景生情，写诗多首。其中两句是“绝顶平临北斗齐，座

中惟觉众山低。”今天各位看到的比乾隆皇帝看得还要丰富

，不仅可以欣赏到乾隆皇帝当年欣赏的自然风光，而且还可

以远眺承德市区新貌! (汽车来到西北门，导游员带领大家登

上宫墙) 中国有句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我们大家



已经登上了承德的小长城山庄宫墙。它依山就势，蜿蜒起伏

。各位在宫墙上漫步，南可望雄奇秀丽的山庄，北可望金碧

辉煌的外八庙。你们看，这座庙就是酷似西藏布达拉宫的普

陀宗乘之庙，那座是六世班禅的行宫须弥福寿之庙，距我们

稍远一点的那座庙叫普宁寺，那里供有世界最高木雕佛像千

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明天我将带领大家去参观这些寺庙

。现在带照像机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多照几张像，不然，你

们是会后悔的哟!(汽车经“青枫绿屿”下山，环山游结束) 穿

过这片地势平坦的草原，前边这座高耸入云的塔叫舍利塔，

是仿杭州的六和塔和南京的报恩寺塔而建的。塔身为九层八

面，高67米，我们承德人叫它“六和塔”。一层南北两面各

有石八券门，进门沿盘旋而上的台阶可登到塔顶。塔内供有

佛教雕像。乾隆在山庄居住时，有时清晨登塔礼佛。巍巍宝

塔配以绿色的原野，气势宏伟，格外引人注目。 这里是蒙古

包度假村。如果从远处看，这一座座洁白的蒙古包好像一群

白天鹅降落在绿茸茸的草地上。清代这里也曾建有蒙古包，

康熙、乾隆皇帝曾在这里的御幄蒙古包欢迎和宴请少数民族

首领和外国使节。这里向大家介绍一次著名的接见活动：乾

隆五十七年(1792年)9月29日，英王乔治二世派出以马戈尔尼

勋爵为特使、斯当东为副使，由100余人组成的外交使团，乘

坐“狮子号”军舰，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直航天津，这是“

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乾隆五十八

年(1793年)7月26日，使团船队抵达天津，经北京于9月8日到

达热河。乾隆对英使来访很重视，决定在热河行宫进行接见

。9月14日，就是在这里的御幄蒙古包，马戈尔尼特使在全权

公使、中国翻译和见习童子的陪同下，由礼部尚书引领到乾



隆皇帝御座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致词后，呈交了英王给

乾隆皇帝的信件和礼品。大家可知道，这个并不复杂的谒见

礼仪，还是中英双方磋商了好几天才定下来的呢!乾隆向马戈

尔尼特使回赠了玉如意等礼品，并让他们同扈从王公大臣、

蒙古王公台吉一同参加宴会，亲自给英使赐酒，赏观杂技、

戏剧、拳术等文艺节目。9月17日(阴历八月十三)，清廷在山

庄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乾隆83岁寿辰，马戈尔尼又前

来避暑山庄给乾隆皇帝祝寿，晚上在万树园观看了盛大的焰

火晚会。英王在信中提出派使臣常驻北京等一系列要求。乾

隆回到北京后，和坤将乾隆在避暑山庄写好的《赐英吉利国

王敕书》交给了马戈尔尼。10月7日英使带着乾隆回赠英王的

礼物回国。马戈尔尼希望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直接谈判，

打开中国大门，开拓东方贸易市场的构想没有实现。清朝在

办理交涉过程中维护了王朝国威和尊严。但英国使团在几个

月的时间里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情况有了一个直观的了

解，搜集了大量军政资料。马戈尔尼的中国之行为鸦片战争

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所以1840年英国人率先用洋枪洋炮打开

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了半封建、半殖地的社会。 请

大家随我从蒙古包度假村南行，经万树园门出山庄。 (回到汽

车上) 女士们、先生们，游览了避暑山庄以后各位印象如何?

现在我要请大家回答前面的问题：我国园林专家们为什么说

避暑山庄就是祖国锦绣河山的缩影?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

大家先说说避暑山庄的地形。(⋯⋯)太好了!这位先生说对了!

那位小姐也说对了!今天大家游览时已经看到，避暑山庄的地

形是东南部地势较低，景色秀丽，如同江南.东北部地势平坦

，芳草如茵，一派草原风光.西北部则地势高敞，沟壑纵横。



这一切虽然是“自然天成地就势”，却好像人工雕琢了一般

，竟如此巧妙地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形相吻合，况且全国各

地的许多胜景还被神奇般地集中在山庄，因此连园林专家们

也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避暑山庄就是祖国锦绣河山的缩影

。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避暑山庄在我国历史、文化和园林艺

术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吧! 在我国历史上，避暑山庄是清朝前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康乾盛世时期，皇

帝每年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住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从

避暑山庄丰富的历史内涵来说，它又是一座民族和宗教的历

史博物馆，是一部用特殊资料编写的清朝历史。 从文化价值

来说，避暑山庄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山庄内各种类型的建筑

，突出表现了多民族联合、宇内大一统的思想。在山庄里，

汉族文化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既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又吸

收了其它文化的精华，呈现出绚丽多姿又融为一体的景观，

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文化多元的特点，显示出避暑山庄在清代

处于多民族文化的中心地位。现在，承德已经迈步走向世界

，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群不仅属于中国，它已经成为全人类

共同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称赞避暑山庄这

座优秀皇家园林是“集东方哲学思想之大成”。 从园林艺术

角度看，康熙在建造避暑山庄时，根据“物尽天然之趣，不

烦人事之工”的原则，充分利用山庄内山峦、溪流、湖泊、

平原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修筑亭台楼阁，尽量保留大自

然的山林野趣。宫殿区的建筑虽然严格恪守“天子身居九重

”之制，但却具有北方四合院朴素简洁的特色，不用黄琉璃

瓦，代以灰瓦盖顶青砖砌墙，使宫殿区的建筑与整个山庄的

建筑风格相一致，显得既古朴，又淡雅。可以说，避暑山庄



是我国最富有艺术特色的皇家园林，它集中了历代造园艺术

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不

愧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颗灿烂明珠，是世界园林实例中的奇

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