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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地区为核心修筑长城的历
史， 可以从西周初期分封到北京地区
的燕国开始说起。 商朝灭亡后， 西周
的宗室召公奭的儿子克被分封到当时
遥远寒冷的北京小平原 ， 建立了燕
国， 作为周朝北方的屏藩， 抵御东北
方向商朝同姓国孤竹国和山戎部落的
进攻。 不过， 因为地处偏远， 直到春
秋时代 ， 有关燕国的历史记载并不
多。 这一时期的燕国为了防御， 是否
曾在燕山修筑过烽燧或是边墙， 现在
还不清楚。

到战国初期， 燕国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较强的国家， 位列七雄之一。 燕
昭王时， 燕国达到了鼎盛时代， 这一
时期 ， 燕国征发百姓修筑了燕北长
城。 《史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
襄平。” 燕北长城西起造阳， 一种说
法就是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北部， 向
东经过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交
界一带， 延伸到了襄平， 即今辽宁辽
阳， 再向东一直跨过鸭绿江， 到达今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川江畔 。
这道长城远在燕山山脉的外围。

居庸关崭露头角

从地形上来看， 沿北京北面的燕
山山脉， 可能有比燕北长城更早的长
城， 作为早期燕国的屏障。 但是， 在
史料和考古工作中， 尚未发现这条长
城。 后世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隘， 战
国时期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居庸关。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 《吕氏春秋 》
记载： “何谓九塞？ 大汾， 冥阸， 荆
阮， 方城， 殽， 井陉， 令疵， 句注 ，
居庸。” 居庸塞与句注 （古雁门关）、
令疵 （古令支塞 ， 在今河北迁安市
西）、 井陉等雄关并列， 为天下九塞
之一。 居庸塞就在今天北京昌平西北
的居庸关， 扼守着军都山上的孔道 ，
西北通向延庆盆地， 与更远的蒙古高
原相接； 东南则通向北京小平原， 与
中原沃野连成一片。

战国末期 ， 秦国于公元前228年

灭赵 ， 屯兵易水 ， 准备攻燕 。 第二
年， 燕太子丹派荆轲出使秦国， 刺杀
秦王政不成， 留下了千古悲歌。 秦王
政大怒， 命令大将王贲发兵攻燕。 由
于这时候赵国的遗民在河北西北部的
代地建立了代国， 和燕国唇齿相依 ，
秦军无法由居庸塞从西北攻打蓟城 ，
只能从易水直接北上， 直取蓟城。 燕
王喜逃往辽东 。 到公元前222年 ， 王
贲发兵克辽东 ， 燕国覆灭 ， 不久回
师 ， 灭代国 。 随着在北方的军事胜
利， 九塞终于尽入秦国版图。 秦王朝
将秦、 赵、 燕三国在北方为抵御游牧
民族南下而修筑的长城连为一体。

西汉初年在今天延庆城区置居庸
县。 这时的居庸塞已被称作居庸关 。
居庸关在西汉流传下来的记载不多 ，
可能因为幽州一带的西汉长城仍是沿
用秦长城， 远在北方， 这里只是二线
防御， 而西汉国力较为强大， 没有大
的战事发生。 进入东汉以后， 有关居
庸关的记载就很多了。 东汉建武十五
年 （39年 ）， 为了躲避匈奴的骚扰 ，
东汉将雁门、 代郡、 上谷等郡六万余
人迁入居庸关和常山关以东。 建光元
年 （121年）， 鲜卑一度进攻居庸关 。
随着东汉国力的衰弱， 北方游牧民族
常常袭扰幽州边境， 居庸关面临的压
力不断增加。

刘虞与居庸关

说到居庸关， 这里就要提到一位
幽州的著名人物刘虞。 东汉末期， 刘
虞任幽州刺史， 在任施行仁政， 后东
汉朝廷任命刘虞为幽州牧。 不久， 董
卓控制东汉朝廷， 幽州军队众多， 开
支很大， 却得不到东汉朝廷的转运诏
令， 一度经济困难。 刘虞在上谷郡与
北方各族互市， 又充分利用渔阳郡的
盐铁之利， 因此幽州的经济很快得到
恢复。 他还召集因为战乱流散的百姓
在幽州劝农， 为政宽仁， 因此得到拥
护和爱戴。

此时， 讨伐董卓的各路诸侯， 以

袁绍为代表 ， 认为汉献帝被董卓劫
持， 企图立刘虞为帝， 被刘虞坚决拒
绝。 但是刘虞太过宽厚， 之前， 东汉
朝廷命公孙瓒讨伐乌桓 ， 受刘虞节
制， 公孙瓒天天招兵买马， 壮大个人
势力， 还经常纵容部下侵扰百姓， 这
引起了刘虞的不满。 时间一久， 二人
的关系越来越差。

公孙瓒屡次和袁绍发生冲突， 总
是失败 ， 刘虞害怕会给幽州带来祸
患， 日渐防备公孙瓒。 而公孙瓒则在
蓟城附近修了战垒， 两人的矛盾终于
爆发了 。 初平四年 （193年 ） 冬 ， 刘
虞率各部军队共十万人进攻公孙瓒 。
公孙瓒提前得到消息， 乘风纵火进攻
刘虞军 。 刘虞的军队不习战事 ， 大
败。 刘虞无奈之下和部属逃到居庸关
外的居庸县城。 当时居庸关外属上谷
郡， 远离公孙瓒的势力。 如果刘虞守
住居庸关， 那么公孙瓒很难突破军都
山， 鹿死谁手， 便未可知。 公孙瓒毕
竟行伍出身， 看穿了刘虞的计谋， 直
接追到居庸县 ， 仅用三天就把城攻
破。 公孙瓒以之前袁绍等人打算推举
刘虞为帝为由， 将刘虞杀害。

这之后， 幽州又几易其手， 最后
为曹操所控制。 曹魏到西晋时期， 都
没有大规模修筑过长城 。 而这一时
期， 鲜卑各部正不断从北方迁入幽州
地区 。 清代学者杨守敬在 《水经注
疏》 中提到： “（魏） 文帝以牵招为
鲜卑校尉， 屯昌平， 又以田豫为乌桓
校尉， 并护鲜卑校尉， 必当屯居庸关
外， 方能防御招怀， 若在关内， 则声
援不及。” 驻守关内与关外的差距如
此之大， 可见居庸关的重要地位。

十六国时代 ， 后赵 、 前燕 、 前
秦、 后燕等政权都曾先后控制幽州地
区。 尽管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没有修
建长城， 但可以想见的是， 居庸关作
为幽州西北的重要关口， 军事上必定
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而居庸关的故
事， 到这里才刚刚开始。

摘自 《北京日报》

端午节即将到来 ， 现在每逢端午
节， 熟悉的一幕总会上演： 小长假、 短
途游、 聚会、 吃粽子……其实， 在没手
机、 没wifi的古代， 人们过端午的方式
简直花样百出， 从饮食到游戏， 实在比
现代人会玩多了。

吃， 大概是最受欢迎的过节方式之
一。 到了端午节， 粽子不用说， 还有煮
好的大蒜蛋、 满口清香的打糕， 黄瓜、
黄鳝、 黄鱼、 咸鸭蛋黄、 雄黄酒组成的
“五黄”。 最讲究的大概是高邮一带喜吃
的 “十二红”， 指的是油爆虾、 炒红苋
菜、 朱砂豆腐等， 听起来就垂涎欲滴。

端午节的娱乐活动， 赛龙舟的知名
度相当高。 除了正式比赛， 还有龙舟游
乡， 人们划着龙舟到附近熟悉的村庄游
玩、集会。 此外，龙舟还有各种花样的划
法， 那就主要是表演了。 到了唐朝这个
有钱任性还爱玩的朝代， 打马球特别流
行。 唐玄宗、唐敬宗都是骨灰级爱好者，
唐代长安城建有宽大球场， 一幅 《马球
图》 勾勒出这样的比赛场面： 二十多匹
骏马扎结起马尾， 交错飞驰， 打球者脚
踩长靴，头戴幞巾，手持球杖逐球相击。

端午节， “洗澡” 是一项颇具仪式
感的活动， 学名叫 “兰汤沐浴”， 就是
将佩兰煎水沐浴。 实在找不到佩兰， 人
们就煎蒲、 艾， 再搭配点儿凤仙或白玉
兰等花草来洗澡， 图的是祛除邪气的吉
利。 久而久之， 端午还多了一个小名，
就叫 “浴兰节”。

实在没得玩了 ， 人还能 “斗草 ”。
到了端午节，大家一起到郊外采药，举行
比赛，用对仗形式互报花名、草名，数量
多的获胜， 还能顺便科普植物和文学知
识。 《红楼梦》 第六十二回， 还专门描
写了香菱斗草的情形。 小孩之间的斗草
就简单多了： 找两根喜欢的植物， 叶柄
勾着叶柄， 然后往不同方向拉拽， 谁的
草先断就算输。 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
《观儿戏》：“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

端午节的头饰， 也是花样翻新。 江
浙一带， 女子会戴上健人、 豆娘， 形状
多是小人骑虎， 取的也是驱邪之意； 很
多人会戴上艾虎， 或者是用艾草编织而
成， 或者是用彩纸剪成老虎的模样， 再
粘上艾叶， 佩戴在发际或身畔。

最重要的是， 端午节一大早， 各家
大人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孩子手腕、
脚腕、 脖子上拴上五色线， 这不是五彩
缤纷的花色丝线 ， 而是红 、 黄 、 蓝 、
白、 黑五种颜色的丝线合并成的缕索。
系线时， 忌讳孩子开口说话， 五色线也
不能随便丢掉或折断。 据说， 戴五色线
的儿童可以避开蛇蝎类毒虫的伤害。 讲
究的人家， 还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
画个 “王” 字， 驱毒镇邪。

其实， 过去认为， 农历五月是 “毒
月”， 五日是 “毒日”， 在医疗条件落后
的古代， 蚊虫瘟疫实在令人防不胜防，
不管玩什么、 佩戴什么饰品， 吃什么食
物， 都是围绕着趋吉避凶的主题进行，
无非是古人强身健体， 同时祈求顺遂平
安的方式罢了。 摘自中新网

古人花样过端午

长城是我国古代军事防御的重要工事， 包括边墙、 烽燧、 关隘和镇堡等一系列防御体系， 被称为古代世界第八大
奇迹。 今天北京市的境内， 依然矗立着早到北齐， 晚至明代的长城。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称北京的地形
为北京小平原， 它的东、 北、 西三面被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所包围， 这些山地又将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限
隔开来， 因此南北气候全然不同。 在古代中国， 燕山山脉是重要的农牧分界线，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发生碰撞
与交流。 由此， 历史上北京周边的长城也多以燕山山脉为基础修筑， 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

北京的 从哪里来？长长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