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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李婧

走走上上百百家家讲讲坛坛的的女女导导游游
赵英健：

起点：
用备战高考的劲头实现“导游梦”

1992年， 赵英健被分配到清东陵工作， 因为是英
语专业出身， 她面临着作外事翻译或者当讲解员的选
择。 虽然没有一点学习历史的背景， 赵英健还是选择
做了讲解员 ， 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 “因为感兴趣
吧， 当时就想做讲解员， 特别羡慕那些对东陵历史如
数家珍的前辈。”

讲解员不仅需要面试， 而且需要在极短的时间里
将清东陵的历史和概况学习领会和背诵下来。 仅仅接
受了一周培训， 赵英健就主动找到清东陵分管讲解员
的主管领导说： “我想试讲。” 要知道清东陵的讲解
词涉及到160多位人物， 300多年历史， 一般的讲解员
要培训一个月才能上手， 领导的表情写着大大的 “不
可能”！ 但是， 赵英健的试讲居然通过了主管领导的
考核， 也通过了清东陵管理处领导班子的集体考核。

如今， 已经成为 “清史专家” 的赵英健回忆起最
初入行的那些岁月， 感叹那是写满奋斗的岁月……

赵英健说， 那段时间， 她在单位跟着老师傅走讲
解路线， 回家经常半夜还在苦学， 不仅背诵老师给的
导游词， 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所学， 编写更为吸引人
的导游词。 “那时候学到夜里12点、 1点是常事儿。”
赵英健的妈妈很心疼， 跟她调侃道： “闺女， 妈好像
又跟着你回到你的高三了……” 赵英健说， 当时的努
力， 一方面是出于对这项工作的兴趣， 另一方面也是
出于事事不愿落于人后的 “好胜心”。 “当年被盗的
慈禧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被推下井的珍妃有哪
些故事？ 清东陵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所在， 它的
大门正在我面前徐徐打开。”

赵英健不仅顺利通过了试讲考核， 在第一次以正
式讲解员的身份接待来访的客人时， 赵英健还受到了
游客的赞扬。

成长：
为游客端上“一碗水”，自己要存“一桶水”

来清东陵参观的游客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 有普
通百姓， 也有专家学者。 要顺利的应对各类游客， 需
要充足的知识储备。 “要给游客一碗水， 自己得有一
桶水。” 赵英健说虽然对已经形成的解说词烂熟于心，
但她要真正做好这份工作， 还需要更多的知识充实自
己。 在刚上岗时， 她不仅阅读了清东陵大观、 清代皇
帝列传等书， 还深入研读了清史稿等许多历史书籍。
之后， 甚至还主动研读了建筑、 风水等方面的书籍。

有一次， 赵英健接待的游客提出问题 “与顺治皇
帝合葬的妃嫔， 为何有福晋， 还有格格呢？” 这种突
然的发问， 对于讲解员来说是 “超纲题”。 但， 这道
题没有难住赵英健， 她马上解答道， 后妃制度是康熙
皇帝建立的 ， 自康熙后 ， 妃嫔有皇后 、 皇贵妃 、 贵
妃、 妃、 嫔、 贵人、 常在和答应， 形成定制。 然而，
顺治皇帝下葬时， 后妃制度尚未建立， 所以形成了较
为混乱的合葬状态。

赵英健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的完满解答， 常常赢
得游客高度评价和赞赏。

为了挖掘出更多的知识， 赵英健四处求教。 “对
我帮助最大的就是清史专家于善浦。” 于善浦是我国
著名清史专家、 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原副主任、 文博研
究员。

赵英健说她经常跟在于善浦老师的身后 “偷师”，
比如翔实完整的香妃生平 ， 乾隆 、 慈禧重殓时的现
场， 都是赵英健从于老这位专家那儿 “挖” 来的。

赵英健不仅向书本、 向专家学习， 还通过多种途
径向守陵人的后代求教。 比如， 她为了弄清葬于清东
陵的17位格格的真实身份和当时的历史背景， 她走访
了30多位专家和老人。 在走访中， 她结识了一位姓郭
的老大爷， 老人是迄今健在的守陵人后裔中年龄最长

的， 当时已是90多岁高龄。 赵英健记得， 就是这位老
人向她传授了 “哑巴院” 的传说故事。 哑巴院， 又叫
月牙城， 是个至关重要的所在， 在其正中贴砌一座影
壁， 影壁为黄琉璃瓦顶。 地宫的入口就在影壁之下。
传说中， 这里是东陵地宫建筑的最后一道工序， 也就
是墓道最后砌死的封口处， 属于绝密机关。 为了保守
陵寝的秘密 ， 参与这座琉璃墙建设的工匠全部是聋
哑 ， 白天休息 ， 夜间施工 ， 上下班的路上得蒙着眼
睛， 完工后更得遣送到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居住。 但
是， 传说不靠谱。 赵英健说， 她从建筑专家和郭大爷
那里了解到， 所谓 “哑巴” 其实是建筑学上的语言，
中国古建筑中通常把那些比较隐蔽、 从外面看不到的
部分或构件用 “哑巴” 作为开头起名， 像 “哑巴当”、
“哑巴椽” 等， 而月牙城刚好符合这两点， 所以才有
了 “哑巴院” 这么个奇怪的名字。

特点：
不按套路出牌的“讲故事”式解说

与赵英健接触过的游客发现， 赵英健的解说词不
按套路出牌， 但又总是能切中游客的兴趣点。 如果来
客是公务员， 赵英健会以 “正史” 作为讲解主体， 多
讲解雍正的勤勉， 康熙的功过； 如果是群众团队， 赵
英健会结合影视剧来讲解， 比如为 “因下嫁小叔子多
尔衮而无颜葬入皇家陵寝” 的孝庄皇后正名， 为 “砍
去丽妃手脚装入瓦罐 ” 的慈禧平反 ， 讲述民间传说
“慈禧浑身长满白毛” 的原委…… “因为顺治皇帝的
孝陵处于陵区内至高无上的位置， 而孝庄皇后是顺治
皇帝的生母 ， 如果将她的陵墓安排在陵区内任何地
方， 位置都低于孝陵， 这就与她的辈分和身份都不相
称。 另外， 孝庄的墓陵所在的昭西陵与远在沈阳的皇
太极的昭陵是一个体系， 故名为昭西陵。” “咸丰皇
帝的丽妃是病故， 她的陵墓位于清东陵的定陵， 并没
有像影视剧所演绎的那样被砍去手脚。” “1928年7月4

日至10日。 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陵，
毁棺抛尸， 掠走了随葬珍宝。 盗案发生后， 溥仪派人
到东陵对慈禧的遗体进行重新安葬。 进地宫后， 见慈
禧遗体趴在棺盖上， 头朝北， 脚朝南， 左手反搭在后
背上。 在地宫里已暴尸40多天， 遗体上出现了许多斑
点， 长满了白毛” ……很多游客听赵英健的讲解有一
种听 “说书” 的感受。

1993年， 监察部的一位领导来东陵参观， 赵英健
作为讲解员接待了他。 考虑到这位领导的身份， 赵英
健在讲解中着意添加了清代的监察制度和反腐制度，
比如雍正帝时期实行的 “异地为官” 制度和廉政教育
制度， 这位领导大赞赵英健的讲解不落俗套。

1998年， 影视剧 《还珠格格》 热播， 来清东陵的
游客对 “还珠格格”、 “香妃” 这些人物的归宿很感
兴趣。 赵英健主动在导游讲解词里添加了这些内容。
“其实历史真相是， 乾隆皇帝确实有一位维吾尔族的
嫔妃， 历史上称为容妃。 她并没有 ‘化蝶’ 而去， 她
入宫后在宫中住了一辈子， 直到病逝。 乾隆皇帝很重

视她， 一方面是与她有情义，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
民族团结。 这位容妃的陵墓就在清东陵内。 还珠格格
小燕子是个影视剧虚构的人物， 清东陵没有安葬类似
的人物。”

在做导游的这些年， 赵英健接待了众多中央领导
和重要人物， 也获得了国家级的荣誉。 1995年， 年仅
25岁的赵英健经过省内层层选拔， 代表河北省参加了
全国导游大赛， 获得全国20佳优秀导游员荣誉称号。
2007年， 她又获得全国模范导游员荣誉称号。

媒体报道称， 中纪委原书记尉健行曾夸她： “小
赵， 果然名不虚传！”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雷洁琼赞誉 ： “你是咱妇女的骄
傲。”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亲笔为
她题词， 称她是 “光荣的导游”。 2002年和2005年两任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和巴罗佐先后到清东陵参观考
察， 赵英健作为导游， 全程陪同， 受到了两任主席的
高度赞扬。

对这些荣誉， 赵英健在采访中并没有详谈， 对于
获得的各项荣誉证书 、 奖牌 ， 赵英健也淡然地表示
“时间久， 不知道放哪里了。” 而谈起工作， 赵英健却
两只眼睛都溢满光彩， 清楚地记得每个细节。

挑战：
为联合国专家组讲述清东陵

1998年， 清东陵管理委员会开始着手筹备清东陵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事宜， 最初的方案是， 由一位古建
筑专家和一位清史专家一起来接待联合国专家团 。
2000年1月， 清东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进入最后备
战的关键时刻。 可就在这时候， 其中一位专家遇车祸
住院。

遵化市委、 市政府临时决定把古建筑介绍和清史
介绍这两项任务一并交给赵英健。 而当时离专家组来
东陵仅剩下20天———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是分管旅游的副市长亲自告诉我的， 他对我说
这事儿没有退路， 我当时紧张得偷偷哭过呢。” 赵英
健说， 哭完之后， 她立即着手根据联合国世界遗产的
申报条件要求重新整理汇报稿， 侧重介绍清东陵的古
建筑成就， 以及这个中国最后封建王朝陵墓的历史特
点和保护管理方面的工作等。 在那20天的日子里， 她
几乎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度过的。

2000年11月30日， 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行的第24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缔约国大会上， 清东陵被成员国全
票通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专家认为， 在风水理论指
导下建造的明清皇陵达到了建筑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
谐统一， 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它是清代社
会盛行的信仰、 世界观和风水理论的活生生的见证。
它不仅是埋葬清代历史上杰出人物的陵园， 同时， 也
是记录中国清代历史重大事件的场所……

成名：
导游登上《百家讲坛》

2007年， 时任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处长的赵英健
因上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 》 节目而成为 “名人 ”
———这成为赵英健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 在赵英健之
前，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都是以知名学者为主。 因是该
节目首次邀请的导游， 赵英健颇受媒体的青睐。 众多
媒体在节目播出后都详细报道过她成功进入 《百家讲
坛》 的经历。 《河北日报》 在当年的报纸上刊文， 称
赵英健能上这个节目是因 “精彩的讲解折服了央视编
导”。 赵英健自谦地说， 能上这个节目其实是 “巧合”
———2006年的夏天， 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 栏目组
人员来遵化清东陵参观， 她担任讲解员。 “您知道慈
禧陵寝被盗之谜吗？” 赵英健的开篇故事就吸引了大
家。 参观结束后， 有一位编导开玩笑说， “小赵的水
平完全可以上我们的栏目了。” 栏目编导负责人孟庆
吉果然给赵英健打来电话， 邀请她站在 《百家讲坛》
的讲台之上。

赵英健在 《百家讲坛》 上侃侃而谈， 讲述了 “慈
禧陵寝的修建之谜”、 “慈禧陵寝的被盗之谜” 等10
期， 深深吸引了观众。

《百家讲坛》 编导孟庆吉这样评价赵英健的演讲：
表达能力强， 学术根基深， 具有亲和力。 孟庆吉说，
当初选定年纪轻资历浅的赵英健作为 “百家中的一
家”， 栏目组内部不是没有争议， 因为她是这个栏目
开办以来来自最基层、 也是最年轻的主讲嘉宾， 而其
他主讲人几乎全部是学术界有所成就的名家大腕或来
自专业研究机构、 大学院校的学者、 教授、 讲师。

孟庆吉认为， 虽然导游出身的赵英健在电视讲解
过程中由于受众群体的转换， 在事例取材、 表述风格
等方面与 “学院派” 嘉宾略有不同， 但她渊博的清史
知识， 加之作为身在其中的东陵人， 其讲解的可信度
和说服力更胜于前者。

谈及当年初登 《百家讲坛》 之事， 赵英健只谈了
遗憾： “年轻， 第一次站在央视的讲台上， 紧张的不
行， 语速有点快。”

绽放：
清东陵成为5A级景区之路

2012年， 由遵化市旅游局局长调任唐山清东陵保
护区管委会分管旅游工作副主任的赵英健， 一上任便
带着清东陵走上了申报国家5A级景区之路。

虽然有 “世界文化遗产” 的头衔， 但清东陵的5A
级景区申报面临诸多困难———“清东陵景区与其他皇
家园林不同。 它占地80平方公里， 核心景区就有48平
方公里。 而且， 在主景区内住着两万多原住居民， 村
民的生活区与景区融为一体。 要想在这样大的空间内
实现国家5A级景区要求的服务、 管理、 接待等全部条
件， 谈何容易？” 赵英健说。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 “如厕”。 5A级景区
对厕所有专门的规定， 而清东陵是文物保护单位， 厕
所的选择和修建又不能破坏景观和周围环境 。 “但
是， 清东陵的地方比较大， 如果进入景区后找不到厕
所， 游客估计 ‘憋’ 的难受。” 但问题是， 一方面不
能在景区修建实体厕所， 一方面是必须保障数量满足
需要， 怎么办？

另外一个难题是， 生活区如何与景区隔离。 “东
陵有个特点， 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和景区是含混在一起
的， 住在这里的村民大部分是当年守陵人的后代。 比
如， ‘香妃’ 陵墓旁边就是村民的自留地， 百姓在地
头向游客出售瓜果梨桃 ， 管委会不能修建明显的围
墙， 也不能进行强硬的管理。” 怎么办？

还有这么大的景区， 连个厕所都不好选址， 在哪
里能修建一个足够大的停车场呢？

……
然而， 在赵英健这里， 办法总比困难多。 经过多

番努力， 难题被她一个个攻破：
针对游客如厕的问题， 赵英健和她的同事们将各

种方案数了个遍， 最终 “脑洞大开”， 选择了 “流动
环保生态厕所”。 “在每个景区外选址搭建流动生态
厕所， 比如在浓密的树下， 不破坏景观原貌， 又解决
了旅客的 ‘如厕’ 问题。”

针对景区生活区无法硬性分割的问题， 赵英健和
团队几经思量， 想到一个好办法， 用绿化带将生活区
和景区进行 “软” 隔离。 并修建风格统一、 位置便利
的摊位 ， 免费提供给村民使用 ， 劝阻村民改变四处
“摆摊子” 的习惯。

针对停车场的问题， 经过多番论证， 最终停车场
修建在了距离清东陵核心景区6公里外， 然后游客统
一乘坐大巴进入景区游览， 这样核心景区就完整的保
留的原貌， 游客的旅程也较为便利。

……
国家5A级景区标准有一千多个条款， 她就带着她

的团队按这一千多个标准的要求， 逐条整改……
据报道， 自清东陵启动创建国家5A级景区以来，

先后完成了9000平方米清东陵大地景观建设， 7469平
方米的各类花卉、 783棵风景树栽植， 共计完成绿化面
积6万余平方米 。 同时修建了3万平方米停车场以及
2000多米的步游路……

2015年10月， 清东陵创建5A级景区成功。 然而，
赵英健却没有停下她奋斗的脚步。 “5A创建无穷期，
景区提升永远在路上！” 性格爽朗的她干脆地说。

1988年， 还在上高中的赵英健到
遵化市清东陵游览， 一到这里就被这
座皇陵的美丽所吸引。 清东陵坐落在
河北省唐山市的遵化市境内， 占地80
平方公里， 距离北京市区125公里。 在
这里 ， 埋葬着5位皇帝 、 15位皇后 、
136位妃嫔、 3位阿哥、 2位公主， 共
161人。 赵英健认为， 这是个美丽与神
奇的所在……

1992年大学毕业， 赵英健被分配
到了清东陵， 并且在这里一干就是二
十多年！ 二十多年间， 她从一名导游
逐步成为清史专家， 走上了央视 《百
家讲坛》， 与于丹、 易中天同一个舞
台。 而今， 赵英健已经是唐山清东陵
保护区管委会副主任， 分管清东陵旅
游工作。 刚刚忙完清东陵5A级旅游景
区创建工作的她， 又有了新命题———
在新媒体时代， 如何让清东陵家喻户
晓， 让这种充满神秘的皇家陵墓展现
出更多魅力。

为省级5A初评专家组成员讲解

参加评榜活动

为景区小代言人颁奖

与名家名画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