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
因天子渡津之地而得名

天津市位于北京东南方向， 其得
名与明代 “靖难之役” 有关。 明代开
国皇帝朱元璋去世后， 传位其长孙朱
允炆。 镇守北平 （今北京） 的燕王朱
棣为与侄子争夺皇位， 发动了 “靖难
之役”。 建文元年 （1399年）， 朱棣率
军南下， 从天津三岔口渡河袭取沧州，
三年后攻入南京， 登上天子宝座。 朱
棣登基后， 对其征战时经过的三岔河
口十分赞赏， 视其为风水宝地， 令群
臣献名。 有一位大臣提议叫 “天津”，
意为 “天子渡津之地 ”， 朱棣连声称
好， “天津” 由此得名。 朱棣迁都北
京后， 天津成了京城门户。 永乐二年
（1404年）， 在天津设 “卫” 筑城， 故
此又把 “天津” 称为 “天津卫”。

石家庄———
因石家庄村而得名

石家庄市是河北省省会， 位于北
京南部偏西方向。 100年前还是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村， 其名最早见诸于明
代， 嘉靖十四年 （1535年） 重修毗卢
寺碑记中即有 “石家庄村” 之名， 据
载： “石家庄， 县三十五里， 街道六，
庙宇六， 井泉四。” 当时石家庄村的位
置和范围 ， 在今新华区北大街以西 ，
大桥路以北， 北后街以南， 北于家胡
同以东。 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起 ， 随着多条铁路由此经过并设站 ，
逐渐发展为城镇， 1947年12月正式称
“石家庄市”。 此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
大， 被雅称为 “天下第一庄”。

保定———
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而得名

保定市位于北京西南方向， 明弘
治年间 《保定郡志》 载， 燕昭王曾于
今保定城东五里建广养城， 为放牧战
马之域， 故保定最初出现城镇是为保
卫燕国安全所设。 保定原来以清苑为
中心， 北魏太和元年 （477年） 设清苑
县， 五代时被契丹兵焚毁， 北宋建隆
元年 （960年）， 赵匡胤在清苑废城设
“保塞军 ”， 北宋太平兴国九年 （984
年） 升为 “保州”。 金贞祐元年 （1213
年） 蒙古军队攻陷金国保州。 蒙古太
祖二十二年 （1227年） 重建城， 元至
元十二年 （1275年） 元帝取 “保卫大
都， 安定天下” 之意设 “保定路”， 明
洪武元年 （1368年） 明朝改 “保定路”
为 “保定府”， 此为保定设府之始， 清

代为省、 府、 县三级官府所在地。

张家口———
因张家堡城堡而得名

张家口市位于北京西北方向， 又
称 “张垣 ”、 “武城 ”。 明宣德四年
（1429年）， 指挥使张文始筑城堡， 以
为驻军 ， 名张家堡 。 城高三丈三尺 ，
方四里十三步， 四面各开一门， 后因
西、 北两门较小， 又与外敌兵戎相见，
所以将两门堵死。 嘉靖八年 （1529年）
守备张珍在北城墙开一小门， 曰 “小
北门”， 因门小如口， 又由张珍开筑，
故称 “张家口 ”， 遂将城门门楣上的
“张家堡” 三字改为 “张家口”。 明清
时期， 张家口逐渐发展为塞北商贸重
镇，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为北京的
“北大门”， 素有 “塞外山城” 之誉。

承德———
取“承受德泽”之意而得名

承德市位于北京东北方向。 “承
德” 一词出自 《尚书·周官》， 意为承
受德泽。 历史上它还曾作为官职名称
使用过， 称 “承德郎”， 而作为地名使
用则在清代， 最初指的是奉天 (今沈
阳)。 康熙三年 (1664年)， 清政府命名
奉天为承德， 并设置承德县， 取 “承
受 先 祖 德 泽 ” 之 意 。 雍 正 十 一 年
(1733年 )， 雍正皇帝将当时的热河命
名为承德， 改热河厅为承德州。 乾隆
四十三年 (1778年 ) 改设承德府 。 当
时承德是仅次于北京的另一处重要的
政治中心， 清帝时有驻跸， 故有 “塞
外京都” 之称。

唐山———
因附近之山岭而得名

唐山市地处北京东南方向 ， 因
“唐山” 得名。 “唐山” 在唐山市路北
区境内， 现名大城山。 唐山之名始于
后唐。 据记载： “相传后唐李嗣原曾
屯兵于此， 立石城二百余丈。 又后唐
姜将军斩蛟有功， 葬于此， 后人建庙
祠之。 山以唐名， 实由于此。” 明永乐
二年 （1404年）， 朝廷开始在唐山编屯
置村， 逐渐形成桥头屯、 刘家屯等村
落。 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乔头
镇以镇北有 “唐山 ” 而改名唐山镇 ，
此为唐山行政名称之始。 此后， 伴随
着煤炭资源的开发， 唐山成为重工业
城市， 享有北京 “东大门” 之称。

廊坊———
因建有“侍郎房”而得名

廊坊市地处北京东南方向。宋建隆
元年（960年），安次县出了个宰相，叫吕
端，其父吕琦官至后晋兵部侍郎。 吕琦
在任时曾在老家盖了一所大宅院，由于
房屋高大，远近闻名，加上房子的主人
是兵部侍郎，故称“侍郎房”，后将该村
称为 “侍郎房”， 简称 “郎房”。 清朝
康熙年间 《安次县志 》便记为 “郎房 ”。
1897年廊坊建火车站时，正式使用“廊
房”之称。1950年后廊房成为安次县城，
其名字使用率大大提高。 后为书写方
便，便将“廊房”写成“廊坊”，沿用至今。

固安———
取“城郭坚固永得安宁”而得名

固安县位于北京南边，古有“京南
第一城”之称。 战国时属于燕，为方城
地， 秦时仍为方城地。 汉时设方城县，
旧址在今天的方城村。隋开皇九年（589
年），改方城县旧境地置固安县。以流经
此县境内的固安河定名为 “固安”。 据
载：“汉有故安县， 北魏改为固 （古时
‘故’可通‘固’）……隋于方城故地复置
固安县。盖用旧县名而易其地也。”另一
说，固安古城地处京畿，北临永定河，地
理位置极为重要，所以城池兴建得又高
又宽，十分坚固，易守难攻，故取“城郭
坚固，永得安宁”之意得名“固安”。

燕郊———
因古燕国都城城郊而得名

燕郊镇位于北京东边， 与通州区
一河之隔。 其得名一说是： 因春秋战
国时地处燕国都城城郊而得名， 素有
“天子脚下， 御驾行宫” 之称。 相传春
秋战国时期， 齐燕联盟， 燕王送齐王
回国至此地。 齐王劝燕王回去， 燕王
说： “这里才到我的城郊”。 二王就此
而别。 为纪念此事， 得名燕郊。 二说
是： 相传辽代有李、 王、 张、 赵四姓
从山东逃荒此地， 在通县运粮河码头
以装卸货物为生， 并在此立庄， 因地
处燕京郊区 ， 故得名燕郊 ； 三说是 ：
朱元璋将四子朱棣封为燕王， 燕王封
地北平， 也称燕国， 燕郊因处于北平
城郊而得名。 20年前， 燕郊只是河北
三河县一个普通村镇， 此后随着大量
外来人口的聚集， 如今成为潮白河畔
的一座新城。 摘自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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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婴儿体重34斤
似真人版“米其林小胖人”

迎接复活节制作绿植
兔子头顶“彩蛋”芳香怡人

南京上演风筝嘉年华
不负春光不负卿

浓浓复古风
上海百乐门重新开业

昔日的 “舞厅之王”、 被称为 “远
东第一乐府” 的上海百乐门， 在历经3
年多修缮后， 4月22日起重新开张正式
对外营业。

四月是踏青的大好时节， 不负春
光不负卿。 近日， 南京第六届风筝嘉
年华在绿博园举行， 各种不同款式的
风筝争奇斗艳， 在明媚的春光中随风
摇曳。 图为孩子们在展示他们精心制
作的风筝。

近日， 美国纽约， 洛克菲勒中心
香奈儿公园为迎接复活节制作了一只
用常春藤与苔藓修剪成的 “复活节兔
子”， 头顶一只雏菊编成的彩蛋逗趣十
足， 引民众拍照。

近日， 印度旁遮普， 8个月的婴
儿Chahat Kumar重达17.2公斤， 和4周
岁儿童平均体重相当， 似真人版 “米
其林小胖人”。

推进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协
同发展， 打造首都经济圈， 已被
视为重大国家战略。 那么， 涉及
“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北京周边城
市与北京有哪些历史渊源？ 这些
城市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北北京京周周边边城城市市
名称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