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巩华城， 是明代皇帝北征及谒陵巡狩驻跸之所。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昌平区沙河镇内。 明永乐十
九年 （1421） 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随即在此建起一座
行宫， 作为皇帝巡狩和后代子孙谒陵停留之处。 正统
元年 （1436） 行宫被水冲毁。 嘉靖十六年 （1537） 世
宗驻沙河， 礼部尚书严嵩奏请建城及修建行宫， 驻兵
防卫。 嘉靖十七年动工修建， 十九年完工， 御赐名

“巩华城”。

■■走走访访古古城城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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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届匈牙利国际旅游交易会和第
28届捷克国际旅游交易会近日分别在布
达佩斯和布拉格开幕， 中国国际航空、
东方航空、 海南航空、 四川航空等航空
企业及中国相关旅游机构分别亮相两地
展会。

匈牙利国际旅游交易会是中东欧地
区重要的旅游展会， 本届展会为期4天，
主题是 “一个活跃的周末”， 共有30个
国家和地区的300个参展商参展。 捷克
国际旅游交易会的主题是 “假日世界”，
共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参展商
参展。

在两地展会上， 庄重大气的中国展
台均凸显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理
念， 融传统与现代、 开放与发展、 绿色
与共享等理念于一身，全力打造生动、立
体的“美丽中国”形象，向中东欧国家推
广“超乎想象的中国”，努力吸引更多国
际游客前往领略中国之美。 中国展台被
匈牙利展方评为全场 “最佳展台”， 被
捷克展方评为全场 “特别展台”。

据了解， 中国展团将在两地展会上
举办多场有声有色的文旅融合推广活
动， 包括展场内外巨幅广告宣传、 专业
文化和旅游推介、 中国文化和旅游风光
多媒体展映、 网络社交平台互动以及太
极、 武术、 古筝、 变脸和书法等中国传
统文化演出和展示等。 据新华社

中国旅游机构亮相
匈牙利和捷克国际旅游展

□余剑飞 文/图

春节后， 午时， 友人来访。 寒暄
过后， 闲聊云云……

“老余同志， 我这给你带来一件严
嵩的真迹给你瞅瞅啊。” “严嵩真迹”
我不免一惊。 朋友从兜里掏出一物，
轻放在桌子上———六必居牌芝麻酱 。
两人随即大笑。

“六必居这几个字， 相传是严嵩所
写， 但你想看现场版真迹吗”。 “当然
想， 这可是极少见到， 在哪里？” “巩
华城啊”

饭后， 驱车前往。

巩华城的前身———沙河店行宫

巩华城据京城50里路， 城呈方形，
城体不大 ， 城高10米 ， 每隔16.7米建
一垛。 南北、 东西各长1000米， 辟四
门： 南名 “扶京”， 北名 “展思”， 东
名 “镇辽 ” ， 西名 “威漠 ” 。 尤其是
“扶京” 和 “展思” 两个城门各开了
三个城门洞。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县城
和卫城可比拟的。 为什么这个区区1平
方公里的古城却有着府城的气魄？ 这
还要从大明成祖朱棣说起。

自从明成祖朱棣 （1360－1424年）
从侄儿惠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 。
1406年 （永乐四年） 他下令营建北京
城， 之后迁都北京， 朱棣成为紫禁城
里的第一个皇帝。 永乐皇帝是一位颇
有建树的皇帝， 修筑永乐大典， 使郑
和下西洋， 曾经五次出征蒙古， 清除
了北元的残余势力。 每次都是御驾亲
征都要经过京北沙河地区， 这个出京
城到此一天的行程之地， 便成为大军
车马粮草的聚集地 。 为了出行方便 ，
朱棣 （1421年） 在此兴建了一座行宫：
巩华城的前身———沙河店行宫。

可是到了明朝正统年间， 因沙河

水系山洪爆发 （明正统初年1436年 ）
这个行宫被洪水冲毁。 福不双降， 祸
不单行， 英宗在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
四年1449年） 成了阶下囚。 此后近一
个世纪， 这里荒废无人问津。 一直到
了嘉靖十六年 （1537年）， 明世宗谒天
寿山陵寝， 驻跸沙河店， 看到这里破
败不堪， 便和大臣严嵩商量重新修建。

于第二年在沙河店以东起建行宫，
并于嘉靖十九年 （1540年） 修建了环
抱行宫的方形城池， 并赐名为巩华城，
严嵩此时也性起挥墨为四门匾额题字，
四门中南曰： 扶京； 北曰： 展思； 东
曰 ： 镇辽 ； 西曰 ： 威漠 ， 到底是严
嵩的字真是笔精墨妙 。 四座城门之
名分别代表着 “镇固京师” “展陵怀
思” “镇闼东辽” “威镇大漠” 四种
不同含义。

从此南护神京、 北卫陵寝、 东可
蔽密云之冲、 西可扼居庸之险， 成为
京师北门的一重镇。 复建行宫时接受
前次被洪水冲毁的教训， 采取了两项
措施： 第一， 建巩华城， 除了有军事
上的意义之外， 还具有防洪保护行宫
的功能。 第二， 提高行宫的地基。 嘉
靖以后， 经过明清两代的不断变化与
扩充， 巩华城最终发展成为了一座具
备谒陵、 驻防、 漕运、 经贸等多种功
能于一身的京畿重镇。

巩华城浴火重生再现辉煌

到了清康乾时期， 统治者采取刚
柔并济的国策， 融解了两千多年来的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 消除了
北部边防的隐患， 有一次形成了大一
统的中华帝国。 太平盛世， 使统治者
安于享乐、 闭关锁国， 到了清朝末年
贪腐成风、 国运衰败， 巩华城的历史

作用渐衰。
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 侵

略者冲进巩华城， 烧杀掠抢， 巩华城
被洗劫一空 。 到了 “七七事变 ” 时 ，
日本侵略者冲进巩华城， 还向扶京门
瓮城内发射炮弹， 把城墙炸出一个大
洞。 1939年夏， 洪水又将巩华城大部
分城墙冲毁。 抗日战争胜利后， 沙河
行宫遗址只成为一个诺大的广场。 场
内片瓦无存、 寸草不生。 地面上深埋
着许多巨大的花岗岩石块。 巩华城内
的大小庙宇20余座， 除自然损毁、 大
水冲毁外， 余下的也在1958年拆除了。
又经过10年文革， 城内古建几乎荡然
无存 ， 原来的行宫变成了沙河中学 ，
于是只剩下巩华城四座城门的遗址遗
迹， 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到了2004年夏季 ， 我去巩华城实
地考察时， 这座近500年的古城状况更
加令人堪忧 ， 残垣断壁 、 杂草丛生 ，
破败不堪。 城墙几乎不见， 四个文成
里面住满了居民。 东西两座瓮城已经
残破严重， 南北两作瓮城还能看出往
日的辉煌。

这次， 我和友人前往巩华城， 让
我高兴不已， 巩华城四个瓮城和城内
仅存的古建开始整修， 并且采取了各
种措施保护起来， 终于可以浴火重生，
回复往日的辉煌。 据了解， 巩华城维
修坚持 “修旧如旧” 的原则， 未来巩
华城将是沙河新城和昌平科技商务区
的核心景观。

“无墙不家， 无墙不城” 对于中国
的城市来说， 在某种程度上， 城墙就
是这座城市的历史， 就是这座城市的
文化和精神 。 她是一本无字的历史
书， 需要你去用感受品味。 这些老古
董凝视着历史， 像个无言的记录者。

近日， 《福布斯旅游指南》 发布了
2019年第61届全球星级评级名单， 再次
依据严苛的评选标准， 表彰了全球优质
酒店 、 餐厅和水疗中心及其出色的服
务。 成都华尔道夫酒店因在服务方面的
突出表现 ， 入选2019福布斯旅游指南
“年度推荐酒店”， 继续领航西南地区旅
游奢华服务。

成都华尔道夫酒店自2017年揭幕
后， 以一脉相承的华尔道夫服务， 颇具
艺术感的设计理念， 为宾客提供舒适贴
心的入住体验备受好评。 《福布斯旅游
指南》 是全球范围内对豪华酒店、 餐厅
和水疗中心提供独立评级的系统。 创建
自1958年， 匿名评审队伍依据多达900
条严谨客观的标准评审全球酒店、 餐厅
及水疗中心， 其年度星级评级和旅行文
章帮助高要求的旅行者挑选出全球奢华
体验。

“能够获此殊荣， 我们感到非常荣
幸，” 成都华尔道夫酒店的总经理施明
德说，“为宾客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对我
们的宾客满意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
成都， 我们秉承一脉相承的经典华尔道
夫服务， 也为宾客奉上具有巴蜀特色的
本地文化及美食体验。” （宝妮）

成都华尔道夫酒店
入选2019福布斯旅游指南

京畿重镇巩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