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隐匿在深山处， 小村庄里的四合
院式民居，小院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具有鲜
明的北方特色，周围翠山环抱，溪水潺潺。
临近雾灵山、云岫谷、遥桥古堡等等景区。

地址 ：密云区新城子镇头道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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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推荐

“北方楼兰”开阳堡探秘 □户力平 文/图

徜徉街巷 ， 感受古城
堡的寂寞与苍凉

从北京出发， 走京藏高速路， 两
个小时后到达河北宣化， 由此上宣大
高速路西行一个半小时到井儿沟收费
站， 下高速向南行十分钟， 再向右转
行驶约一公里， 便看到一座高大的牌
楼矗立于路边， 上书 “开阳堡” 三个
大字， 这就是有 “北方楼兰” 之称的
开阳堡村。

穿过牌楼， 西行不远， 便是一道
高大的土城墙， 但没有城门， 只有一
个很大的豁口 ， 当车子驶入土城堡
内， 浑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顿觉一
派荒寂。

徜徉于土街陋巷之间， 满目尽是
黄土的颜色。 土墙、 土屋、 土路， 几
乎是清一色的木柱泥墙民居。 有的房
屋已坍毁， 院落中荒草丛生， 而房基
却还整饬 。 有许多宅院的大门 、 院
墙、 房屋依然保存完好， 只是没有人
烟， 应是多年没人住过了。

在古城堡里行走了多时， 竟没有
见到几个人。 顺着一道土坎， 登上古
城堡北侧的土墙之上， 满眼望去， 古
村落尽收眼底。 四周高峻的土墙被岁
月剥蚀得如同天然的土岗 ， 高低起
伏。 古城堡的正南方是一座殿宇式的
高大建筑， 迎风矗立、 巍峨俊朗。 古
城堡内的古民居错落有致， 街巷井井
有条。

正在远眺之时， 发现身后咫尺之
间有两个人在交谈， 因这里紧邻山西
大同， 那口音带有浓重的山西味道，
于是走上前去， 与之攀谈。

原来这二位正是当地老乡， 并且
对古城堡的历史与文化多有了解。 他
们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开阳堡的渊源。

千年古邑 ， 见证了历
史的金戈铁马

开阳堡具有2300多年的历史， 是
战国时期的赵国代郡安阳邑， 为北方
最古老的邑县， 也是阳原县最古老的
村庄。 曾有 “先有开阳堡， 后有弘州
城 （今阳原县城）” 之说。

现在看到的城堡为唐代重修， 堡
墙东西长约300米， 南北长约230米，
墙底宽8米， 墙高10米， 墙外筑有墙
台16座， 既用来连接墙体起到加固作
用， 又可做军事防御之用。 土墙使用
的是当地特产的白垩土和黄胶土混合
夯成， 这种土黏性极大， 异常坚固，

所以历经千年依然坚固。
开阳堡内的民居是根据周易八卦

之形而建的， 选址在一个形如龟背的
沿河高地上。 街区规划有别于传统的
以南北中轴线为南北大街的格局， 而
采用南北两条较对称的大街， 与东西
二条街形成 “井” 字型结构， 把整个
城堡划分为九部分 ， 称 “九宫街 ”。
除中宫外， 其余八宫均按后天八卦卦
形设置街道 ， 城堡门设置在离宫之
位 。 古堡虽不太大 ， 但寺庙较为齐
全， 原来共有大小寺庙17处， 现存寺
庙主体建筑有玉皇阁、 弥勒佛殿、 关
帝庙等。

开阳堡繁华鼎盛之时当属唐代初
期， 作为当地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
心， 古堡内官衙府门、 商贾店铺、 客
栈寺庙一应俱全， 常年车水马龙， 川
流不息。 古堡由盛转衰， 始于清咸丰
年间 ， 当时县治早已撤销 ， 商业凋
敝 ， 经济萧条 ， 集市废弃 ， 人口锐
减。 据传当年古堡周围的森林被大量
砍伐， 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每到
冬春季节， 沙尘奔袭开阳堡， 使堡西
几十里都变为沙漠， 水源日益枯竭，
渐渐失去了地理优势。 生态的破坏以
及风沙的侵袭使曾经辉煌的开阳堡变
成了关内的 “楼兰古城”。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开阳堡
的村民一户一户地搬到堡外的新村，

原有的三百多户村民， 现在仅有几十
户住在古堡里。 尽管绝大多数村民已
迁出几十年， 但村内的民居、 旧巷依
然保存着。 只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
部分建筑已经破败， 一些土墙有所断
裂和坍塌， 多座寺庙已消失， 但古堡
的整体格局没有改变， 街巷、 民居、
道路的布局依然如初。 虽然经过风吹
日晒雨淋， 但仍保存着原来的轮廓，
只是平添了几多荒寂与神秘之感， 由
此便有了 “北方楼兰 ” 、 “第二楼
兰”、 “关外楼兰” 之誉。

了解了开阳堡悠久的历史之后，
当我再次徜徉于古堡的土墙、 土屋之
间 ， 对这座千年古堡便有了几分敬
畏， 于是让自己的脚步放慢些、 再放
慢些， 在品味古堡的古朴、 典雅、 厚
重的同时， 想象着这里曾经的繁华。
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厚重的土城墙， 仿
佛在触摸着历史的沧桑。 走过城堡的
大门， 但见拱形门洞虽历经上千年仍
完好无损。 门券上方石匾上的 “开阳
堡” 三字， 依然清晰可见， 门洞内的
铺路石被行人车马踏磨得光滑如镜，
述说着古城沧桑的历史。

开阳堡， 一座千年古邑， 见证了
历史上的金戈铁马、 井市繁华， 如今
古韵犹存， 寻游于此， 给人一种废墟
式的凄婉之美， 让人心底生出一种渺
远空旷的苍凉之情。

最近湖南台一档热播的综艺节目 《向
往的生活》，引发了人们关注。节目中，人们
远离都市繁华，过着安逸闲适的田园生活，
享受着劳动的苦与甜， 沉浸于简单欢乐的
时光中，成为不少人的向往。为此，本报盘
点了在这个节目拍摄地———密云的几处休
闲之所，希望这里有您 “向往的生活”。

去密云寻找
“向往的生活”

“丝绸之路” 上的西域古国 “楼兰” 遗
迹， 旅行者们都比较熟悉， 而说到有 “北方
楼兰” 之称的河北省阳原县开阳堡， 就鲜为
人知了。

开阳堡地处燕山山脉与阴山山脉交汇处
的古桑干河南岸， 为战国时期赵国代郡之安
阳邑， 是北方最古老的邑县， 历经千年的风
雨侵蚀， 虽已满目苍凉、 残败， 但古韵犹
存。 就让我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古城堡， 在荒
芜与苍凉中探寻逝去的岁月与神秘吧。

没有喧嚣没有电视没有雾霾， 凉快幽
静，完全保持了老房子的原味儿，屋里却是
做了四星级酒店标准的装修。

地址：密云区北庄镇干峪沟村

每座庭院和房间都陈设了不少民国时
期的老物件， 有怀旧情节的游客不防去那
里吊古寻幽。同时，还能一游古北皇家御道
和古北水镇。

地址：密云区古北口镇北台村

灶台鱼，铁锅鸡，烧烤，野菜及各种野
山菌系列美食，还有干净整洁的房间，让您
在吃好住好的同时，一览戍边古堡。

地址 ：密云区新城子镇遥桥峪村

山山里里寒寒舍舍

戍戍边边居居

北北台台乡乡居居

柏柏岭岭泉泉小小院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