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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壁画闻名的模式口法海寺以东，

有座永济寺，俗称涌泉寺，最近修葺一

新，准备向游人开放。为此，还在模式

口地区增设了路标指示牌。遗憾的是，

路标指示牌将“永济寺”误为“永泉寺”，

使游人受到误导。

永济寺和法海寺一样，是座太监庙。

永济寺的创建者景聪，贵州人。贵州距

离北京不啻千里，他是如何千里迢迢来

到京城的呢？此事须从成化元年（1465）

说起。这年正月，朝廷派中军都督同知

赵辅为征夷将军，与韩雍讨伐“两广

蛮人”，攻克

大藤峡。次年

（1466）六月，

凯旋班师，数千名瑶族俘虏

同时被带回北京。在这批俘

虏中，有不少男孩，景聪便

是其中的一位。

据《御马监太监景公墓

表》记载：景聪入宫后不久，

便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在

供用库任大使（九品）之职。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

景聪喜不自胜。一次，景聪因公至磨石口（今模式口），

但见该地庙宇林立，古木参天，诚建寺之佳

壤，景聪由衷地爱上这个地方，遂有建寺之

念。

又过了四五年，景聪在御用监任少监之

职。不久，他升为太监，兼视团营事。弘治

元年（1488），弘治皇帝特命景聪坐守东直门。

东直门俗称木门，北京城所需木材、砖瓦，

均从东直门进出。不久，他又兼理神机营军

务。神机营是京城禁卫军三大营之一，是军

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景聪来往于

东直门与乾清宫

之间，“凡受赐银、

缎、织、金、飞鱼、

蟒服、玉带”，许在禁城乘

马，弘治皇帝对景聪的信

任可见一斑。

景聪见时机成熟，决

定在法海寺以东建寺，承

蒙皇帝赐额永济寺。寺院

坐北朝南，有相当规模，

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院落错落

有致，彰显华贵气派。

太监庙有个显著特点，即

在建寺的同时，预建坟墓。也就

是说，寺庙、坟墓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景聪墓也不例外。弘治

十五年（1502）八月，景聪去世，

葬于永济寺之西。当年九月初七

日，弘治皇帝派礼部官员以及御

马监太监张恕，到景聪墓进行祭

祀活动。依据《大明会典》的规

定，景聪应谕祭一坛，即仅谕祭

一次。

入清以来，永济寺破败不

堪。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永济

寺仅存遗址。“文革”期间，笔者到永济寺遗址踏勘，

见寺庙遗址之西有块石碑，砸得面目全非，只有“皇

帝遗御马监太监张恕谕祭”几个字幸存，不禁大失所

望。哪知翻过碑来一看，碑文基本完整，不禁大喜过望。

笔者将半个世纪前的拓片公之于众，相信读者会

得出正确的结论。

                           （李新乐、李保宁）

4 月 21 日上午，北京市政府组织召开了全市文物

安全工作会，传达、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指示批示精神，

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

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北京市副市

长王宁，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衡晓

帆，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徐和建出席会议。市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区政府主管文物工作副区长、各

区文委主任和主管主任、市文物局直属单位负责同志、

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使用单位和重点文物安全隐患管理

使用单位负责同志及媒体单位近 200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同志主持。

会议通报了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案的相

关情况，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安全工作的重要

批示和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对“全市文物系统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同

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进一步明确文物安全管理责任，要求加大文物

安全隐患排查力度，最大限度消除文物单位安全隐患，

确保文物单位安全。

会议部署了“打击文物盗窃和非法交易专项行动”

工作，公安机关将联合文物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打击行

动，特别是针对田野石刻等文物加强巡逻检查，狠抓

盗窃、盗掘、破坏文物的行为，形成震慑效应，遏制

文物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刘玉珠同志听取发言后肯定了我市公安、文物等

部门为侦破案件和严肃问责付出的努力，并提出五点

意见：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为先的理念，强化文物安全红

线意识；二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要求，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文物安全大排查；

三是要营造声势，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各类

文物犯罪；四是要加强职业道德和队伍建设，严格责

任追究；五是要以安保工作为抓手，进一步夯实文物

保护基础。

王宁同志要求全市认真落实刘玉珠局长的指示，

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全市文物安全管理工作提

出三点意见：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

领导同志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文物

安全工作的使命感；二是认真总结汲取明十三陵文物

被盗案的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做好文物安全工作的

紧迫感，要剖析原因、吸取教训、专项排查整改安全

隐患、完善安全设施、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三是紧

紧抓住文物安全工作这一重点，努力推进各项工作任

务的圆满完成，抓紧做好核心区、大遗址、通州潞城

的文物保护工作，全力推进“三个文化带”和中轴线

申遗相关工作。

                                  （市文物局文物监察执法队）

北京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文物安全工作会

4 月 7 日，国务院召开第一

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总结电

视电话会议，王宁副市长代表

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领导小组在主会场参会并

作典型发言。首都博物馆、北

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获“第

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

集体”称号，北京市文博交流

馆馆长兼书记薛俭、北京市西

城区文化委员会科长吴英茂获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

进个人”称号。

2012 年 至 2016 年， 在 国

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第

一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目前

普查工作全面完

成，实现既定目

标，取得丰硕成

果，初步实现摸

清家底、建立机

制、服务社会的

三大目标，全国

可移动文物信息

平台共登录国有可移动文物单位 11162 家，

国有可移动文物 6407 余万件。其中，北京市

登录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 326 家，登录

国有可移动文物 501 余万件，居全国第一位。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出席会议并发

表讲话，对普查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充分

肯定了此次普查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指

出通过普查全面提升了全社会文物保护意

识，有力提升了国家可移动文物保护与管理

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刘延东副总理强调各

级党和政府要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高度，提升对文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坚定做好文物工作的决心。

                 （市文物局博物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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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为推动

北京地区博

物馆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

试点工作，

由市文物局

组织的“北

京地区博物

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培训会”在中

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22 家北

京地区的全国博物馆文创试点单位

和市文物局所属 19 家文博单位近

百人参加培训。培训会从政策解读、

文创实践和研发设计三个维度拓展

试点博物馆文创开发工作的视野。

北京地区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试点

博物馆的隶属部门多样，涉及铁路、

印刷、法院等 20 个部门，如何统

筹发展需要统一思想，明确思路，

结合各单

位实际做

好 工 作。

这是首次

针对北京

地区全国

博物馆文

创试点单

位举办的

培训会。

今后，市文物局将积极推进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学

技术馆、首都博物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等试点单位的文创产

品开发工作，加强示范引领和品牌

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北京地区博

物馆与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

展。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

司段勇司长出席并解读了文创相关

政策。     （市文物局文物市场处）

     北京地区博物馆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培训会举办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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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葺一新的永济寺

拓片中可见“永济寺”字样

今北京东直门外曾经有一座“铁塔院”，院内有

一座多宝佛塔。该塔院以铁塔、塔下的八角殿宇及殿

内供奉的肉身佛而闻名。

明清时期的东直门外大街（现在的东外小街）是

呈东北西南走向，居民和商铺密集的关厢地区就是沿

着东外大街为轴心，两侧分布开来的。出了东直门城

门，过了护城河桥，道路向北偏了接近 45 度，头 1

里左右最接近城门是关厢的繁华区域，商铺密集，被

称为上关。过了这里，延伸出一条偏东北的胡同，使

这个路口呈“Y”字形，故俗名岔子胡同，后改名察

慈胡同。过了胡同口继续沿着东外大街前行，大概 1

里左右有一个高土坡地，从岔子胡同口到土坡一带叫

下关，这一带房屋就相对稀疏许多了。过了土坡就算

出了关厢地区，就是郊野了。土坡西旧名塔院，因记

载缺失，不知道这里到底是

哪个寺的塔院，也不知道曾

有多少塔，到民国时期只有

一座铁塔存留了。

铁塔院在东直门外大街

南侧，下关东头的土坡西侧，

塔院坐北朝南。塔院建在土

坡西侧的一个高地上，仅有

一个院落，四周砖墙，院门

开在西南侧，院落东西、南

北各长 36 米。院子中后方

有塔一座，从塔门偏西南院

门方向有砖砌小路。院内有

槐树两棵。无其他附属的建

筑。塔结构特殊，由两部分

组成，塔基是一座八角型的

佛殿，佛殿顶部有一座小型

铁塔。八角形佛殿为砖石结

构，八角平顶，高 5 米左右，八个棱角垂直地

面，殿前后有卷拱门，民国时期后门用砖封死。

东西有卷拱窗。东西南北各面门窗龛门上各有

石匾额一个镶嵌于塔上。其中正南石匾为“明

万历四十七年，东镇护国永明宝塔，永明慧目，

乾隆戊申立”。西面挂木对联一副，上书“遗

迹北京留铁塔，显灵东镇落金身”，尾款“乾

隆癸丑立”。联上另有加刻：“特授东城兵马司

正指挥使张鸿侄男祖修重修”和“道光二十八

年岁次戊申……遇参吉日……”。其他匾额没

有记载，内容未知。塔顶各面有一圈女墙，每

面女墙下各有两个石条制成的出水口，民国时

八角殿西北和西面有破裂现象。八角殿顶部正

中有一铁铸覆钵塔，塔身高3.18米，径1.30米，

塔身西侧有小门，上有横

匾为“千佛宝塔”，左有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现祥”，右有“中州西平一

腊司本峰比丘铸造”字样。登台

阶入八角殿门，殿内正中有一个

砖砌佛龛，佛龛里供奉了一个“肉

身佛”。看民国年间照片中 , 佛

龛外侧装着玻璃，肉身佛位于砖

砌佛龛之中，年龄似乎三十多岁，

高颧隆鼻，口唇微张，穿着信徒

供奉的五佛冠和袈裟，飘带上有

“中华民国十一年 xxxx”等字样。

殿内空间不大，除佛龛还有铁罄

一口、香炉一个。当时负责管理

铁塔院的僧人叫常海，因寺庙内

除了八角殿并没有房屋，他也只

能长期寄住路北关帝庙中。民国

时期，信众虽不知肉身佛的来历，但看其造型特殊，

年代久远，仍常有人来祭拜，香火旺盛。每年的正

月初一日和四月初八日，还有定期的庙会。新中国

成立后，铁塔依然留存，但东直门外大街却几经变

迁。在道路扩建中，

大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铁塔院被整体

拆除。因东直门一

带道路改造太多，

地貌变迁大，所以

现在的位置不好确

定，怀疑是东湖别

墅东北外交公寓西

南一带。

因 东 外 铁 塔

院内八角殿匾额上

有“ 万 历 四 十 七

年”字样，笔者怀

疑此塔建于万历年

间，根据其他题刻，

应该于乾隆五十三年

（1788）、道光二十八

年（1848）进行过重修；八角殿之上的铁塔塔身有“康

熙十九年铸造”字样，因康熙十八年（1679）北京发

生了大地震，可能最初明代万历年间所建的塔，并不

是现在的形状，原塔在康熙年间的地震中被破坏，现

在的八角殿就是当年残塔的一部分，而康熙十九年

（1680）改造了残塔为八角殿，并在殿上添建铁塔，

这之后才有了铁塔和铁塔院的这个名字。另外铁塔院

西侧曾有一座崇宁庵，占地 4 亩，有房屋 15 间。虽

然相邻，但创建年代不同，民国寺庙调查已经把他们

当作两个不同的寺庙来登记，不知和铁塔院有否隶属

关系？这些疑问因资料不全还没有准确的答案，期望

将来会有更多的资料证据面世，解开迷团。

                                  （韩立恒）

消失的北京东直门外铁塔院铁塔

1925 年左右兰登·华纳拍摄的铁塔院铁塔照片

       1930 年左右海达·莫理循拍摄的

           八角殿内部供奉的“肉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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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

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

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

刊物。每年发行六期，

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

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

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

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

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

建调查新发现，考古工

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

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

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

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

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

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

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

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

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

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

宜，图文并茂,并注明

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等。

◆ 投 稿 邮 箱 为 ：

bjwwb2005@126.com

特 别 说 明 ：2016

年 2 月，《北京文物》

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

订阅号“北京文物报”。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

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

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

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

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

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

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在博物馆的观众中，儿童及

青少年所占的比重较大。青少年

的博物馆参观行为多是学校主导

的、有计划的参观。而儿童的参

观则是在家长带领下，无意识的、

不自觉的参观。如何才能吸引儿

童关注展览，激发其学习兴趣，

在寓教于乐的状态下，轻松地玩、

快乐地学，是我们博物馆人必须

考虑的问题。

国家典籍博物馆于 2015 年

10 月举办了 “甲骨文记忆”展。

该展览以丰富的馆藏甲骨实物、

浅显易懂的文字描述、先进的多

媒体互动设备等，吸引了众多观

众。在 2016 年举办的 “第十三

届（2015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

陈列展览精品”评选中榜上有名。

现就该展览是如何启发儿童体验

式学习的进行介绍。

一、甲骨占卜的多媒体互动

“甲骨文记忆”展最具特色的

部分就是序厅中模拟占卜的多媒

体互动体验区。该区域让儿童体

验到占卜的具体过程，从而加深对占卜的认识。

甲骨文记录的内容多与占卜相关。儿童很难理解

占卜的内涵及其程序。因此，展览在序厅以多媒体互

动体验的方式，让儿

童亲自体验一把“占

卜”。与展厅入口遥遥

相对的是一块大屏幕，

屏幕前方竖立着一片

龟腹甲模型，模型前

面是感应区。儿童可

以站在感应区，伸手

控制龟腹甲模型上的

“小手”，抓取自己想

要占卜的事项。然后，

龟腹甲模型上会展示灼兆、判兆和刻辞的过程。与此

同时，音响系统会配合大屏幕上的画面，播放该占卜

事项的结果等。

二、商代甲骨文乐器演奏

对于儿童来说，光是看展品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

欲和好奇心，触摸、聆听等较为强烈的感官刺激可以

带给他们更好的体验。

在有关乐器名称的甲骨文展示区域，儿童们不会

满足于某种乐器的甲骨文应该怎样写，他们更想知道

这种乐器的声音是怎样的。为激发儿童的学习积极性，

让儿童更为直观地感受商代乐器的独特音色，展览专

门设置了互动体验式设备，将埙、鼓、磬三种乐器的

声音植入，儿童只需按下按钮便可欣赏远古音乐，充

分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以及好动的天性。                                            

三、甲骨文描红

“甲骨文记忆”展的甲骨文描红互动体验机和播

放动画片的电视屏幕满足了

儿童去做、去看的需求，帮

助他们进行体验式学习。

多媒体触摸屏的应用是

“甲骨文记忆”展的亮点之一。

通过触摸屏，展览以有声有

画的形式来让儿童认识、学

习“甲骨文”。展厅内定制了

甲骨文的描红。互动体验机

将神秘、复杂的甲骨文以传

统书法描红的形式在触摸屏

上呈现，引导儿童在触控面板上简单、方便地书写甲

骨文，并即时提供反馈信息，使他们能够根据书写得

分调整、改进字形的笔画与结构。

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记忆”展互动式体验

设备的设置正是抓住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充分调

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当儿童身处这样的展厅观看

展览时，他们会处于一种“参与”的状态。展厅中的

互动性的多媒体设备和模型等则是他们的最佳学习工

具。当儿童仔细观察、聆听以及触摸后，可能会产生

独特的想法，迸发创造的火花。这种体验式学习不仅

让儿童深刻理解了所学到的知识，更激发了他们的兴

趣，挖掘了他们的潜能，对他们的人生起到了意想不

到的影响。

由此可见，互动式体验展览是博物馆发挥社会教

育职能、激发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服务于儿童的重要

体验式学习空间。                     （赵国香）

今天谈这个问题，也是受到中央设立雄安新区

的启发。1976 年唐山地震以后，中国地震局地震研

究所的同志曾经找我，希望到天津和河北一带调查震

后留下的痕迹。我记得大约是上世纪 80 年代时，我

和地震所所长或者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我们一起去

进行了调查。所以我曾去过那一带，有了一些回忆。

发掘琉璃河遗址

的时候，河北的同志

就开玩笑说，那还是

我们河北的地方呢，

只是现在属于北京的

辖区。而且不单纯是

在考古上，在很多方

面和北京有着联系，

比如房山和涿县，还

有京东和河北、天津

的一些地方，因为京

津冀都是太行山山左

的地区，我也很关注

这方面的信息。

首都博物馆曾经搞过京津冀出土文物的展览，

我认为除此以外，对地上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探讨。比如说我在首都图书馆讲“外国名人在

北京留下的足迹”时曾提到，我在《中国文物地图

集·河北分册》审稿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条关于白塔寺

设计师阿尼哥的记载，阿尼哥的材料比较少，除了《凉

国公敏慧公神道碑》和白塔寺，现在连阿尼哥埋在

哪里，只有文字描述而没有具体地点，《中国文物地

图集·河北分册》中的记录，就很珍贵。

我想，雄县、安新、容城是冀中，与北京、保定、

天津都是比较等距的，白洋淀也在周边，白洋淀是

华北的一个“肾”，这是对生态非常重要。另外抗日

战争时期的雁翎队也在此处活动。

我们不是说“赶时髦”，而是说文物工作在城市

规划之前，就要做相关考虑。目前京津冀更多的是

在博物馆和考古上有所联系，但是从文物的多样性、

人物、地理等方面内在的关系，我觉得是日后需进

一步发掘的内容。

北京在河北大地上，是其中的一小片，天津的

区域面积也不是很大。而河北的文物类别，A—G 类

都很丰富，北京也都有这些类别，但是我们的文物

等级有的没有那么高。我认为，除了我们能在博物

馆展示的京津冀内在关系，我们在地面其他类别文

物上做一些考察也是必要的。

我记得当时参与唐山地震考古，我们编出了《京

津唐地震考古》一书，后来国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要再复核一下，于是我

们到了天津，看了望海

楼、文庙等。后来又说

再看看河北，挨着京津

冀的地方，就到了雄县

和永清。

河北冀中一带，古

代的时候，是宋辽对峙

的地方，这里的文物有

一定的特殊性。比如很

多地方都有地道，这就

是当时老百姓创造出的

战争时期的防御措施。唐山地震后，我和地震所的同

志去考察了雄县、永清之间的地道，看看有没有垂直

裂缝。记得地道设计得很科学，墙上还有放灯碗的龛，

地道里还有和深山联系的翻板，我认为抗日战争时

期冉庄的地道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在拒马河畔，

白沟一带，都有这样的建筑，北京张坊也有这样的地

道。北京是在燕赵

大地上的一部分，

将来京津冀要是联

合进行工作，地面

上的文物，比如石

刻、古建筑等也应

该进行科学的联合

考察。不光要注意

到可移动文物，同

时也要关注地面上

的不可移动文物。

我觉得河北的

文物有它的特点，

比如河北正定有半座唐代建筑，北京有唐代、金代

的石塔，而没有木结构。还有天津蓟县观音阁，是

辽代统和年间的建筑，而河北雄县、永清一带有辽

代木结构建筑。永清县辽代的石塔形制，在北京也

不多见。河北唐代石塔则在拒马河南岸涿县，另外

河南林县也有，北京就是云居寺有七座。这就是共性，

也许将来能够进行调查研究。

按照国家文物局的划定标准，

文物分为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

物、馆藏文物和考古发掘文物几类，

在此我们介绍一下不可移动文物里

面，雄安新区一带比较重要的。我

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

上找了一下——当然现在可能有新

的发现，也可能有些文物已经没有

了。不可移动文物里，A类是古遗址，

B类古墓葬，C类古建筑，E类近代

史迹，F 类少数民族和外国风格近

代建筑，G类为窖藏。

雄县 A 类有 7 项，首先是燕南

长城雄县段——雄县、容城、安新三县都有燕南长城。

中国历史上燕南长城是很重要的，燕南长城的时间

比较早。C 类中就有刚才提到的地道，还有古城址。

另外他们有些碑比较重要，比如说界碑。河北有界

碑，有了界碑就知道很多信息。北京也发现有界碑，

上面有四至，时间是唐代开元十八年（730），这在

全国也不多见。E 类近代史迹的相关文物受到思想的

影响，有些近代的东

西当时可能不敢收录，

比如与传教士有关的

史迹。我认为天主教

的文物很重要，比如

河北献县，元朝时就

是天主教 25 个教区中

的一个。而北京，元

代汗八里是第 25 区，

相关史迹在河北、宁

夏都有。我们不是搞

宗教，而是研究历史

文化，这些东西不要忌讳，而是去研究东西文化交

流或外国侵略的史实，我们要认识这些问题，从历

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一些问题。

安新，也有雁南长城安新段。此外，A类 12 项，

B 类 12 项，C 类 6 项，D 类 4 项，E 类 4 项，F 类

1 项。安新县有“古秋风台”——中国古代有一种崇

尚，把当地的风景列为一组，北京、河北、陕西都

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昌平有“昌平八景”，通州有“通

州八景”。当然北京“燕京八景”中的“居庸叠翠”

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都还在。另外就是《抗苇席税》

碑值得注意，白洋淀出苇子，于是就把苇子编成苇席，

这是一块古代抗拒交税的碑。

容城，A类 22 项，也有燕南长城。B类也有一点，

比如石像。C类收的不多，D有 3项，E、F各有 1项。

另外这些地方也是名人荟萃的地方，也被曾经

被名人关注过，比如白洋淀，著名作家孙犁描绘过，

我们都学过他的文章。各地都有景色，这三个地方离

这些风景区不远，都可以发展，可以说是京畿的胜景，

比较重要。

另外还有杨继盛，也就是明代嘉靖时候被杀的

杨椒山，是容城县的名人。这样一来，宣武门外的

杨椒山祠也就和容城产生了联系。还有著名考古学

家苏秉琦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是高阳县人，高阳

县也挨着白洋淀。上世纪 30 年代，苏先生曾经在陕

西宝鸡发掘斗鸡台，没有钱了，派西北考察团的人

回到高阳县（他家祖辈是织布的），要了钱让工人带

回来，使得斗鸡台的发掘没有间断。我觉得我的老师

苏秉琦先生很值得敬佩，应该宣传。河北省的考古学

家，著名人物还有很多，诸如裴文中、贾兰坡等先

生，还有胡厚宣先生。我们考古界的人物，已经作古，

盖棺论定了，我们也要宣

传他们。我们宣传法海寺

的冰川擦痕时，就要宣传

李四光。那么宣传河北容

城，未尝不可说说杨椒山。

重要的人物，可以发掘的

东西是很多的。

另外历史人物，还有

孙连仲，雄县人，是抗日

将领，和佟麟阁、张自忠

等那个年代的人物都曾在

这一带活动。白洋淀附近

还有杨成武活动的事迹，

他是我党很有名的人物。

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于我们去发掘，我觉得我们

提出“三个文化带”，实际都与河北、天津有一定的

关系，比如大西山是太行山、燕山、军都山，也就

是和河北有关。

有一次考察沿河城长城，我们到了河北一个叫

孔涧的地方。农民看到我们去考察，拿来了小箭头，

还有错金银的提梁，可以说河北的文物多的都来不

及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就有三大本。

我们依傍着河北的宝地，联合搞京津冀考古，应该

说还是有优势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张家口、宣化、蔚县，都和

北京有关系，明朝英宗就被掳到蔚县。崇礼有很多

长城，张家口、宣化都是重要的长城修建地。这三个

县是属于冀中，燕赵慷慨悲歌之地，是出英雄的地方。

另外康熙视察河工，比较重视治理水利，在白洋淀

附近现在恢复了行宫的遗址。

       （吴梦麟先生口述，《北京文物》编辑部整理）

口述：雄安新区及周边的文物情况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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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平生致力于旧照的收集、整理、考证，近日，

在整理资料时，于旧照盒中检出数帧北法海寺过街塔

的旧照，联想起历年来介绍北法海寺的文章不少，却

鲜见有过街塔的照片，所引用的仅见梁思成、林徽因

于 1933 年所摄的过街塔旧照一帧，在网上搜竟也只

见该片。

法海寺坐落于海淀万安山中央山脊，坐西朝东，

左右各有一沟，曰：南沟、北沟。清《西山名胜图》

中有记载：“过街塔在万安山口，距法海寺一里余，

山门上白塔巍然，塔门后，上注‘番子营’三字，法

海寺在山脊上，其上书：法海寺，元至元元年建，明

正统中修，顺治十七年重修。”

据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云：“香山南为门头村，

村后为万安山……法海寺、法华寺在万安山，二寺前

后连属，相传为弘教寺遗址，本朝顺治十七年修建。”

而于敏中在《钦定日下旧闻考》中还特别提到了“……

改今名，前为法海寺，门上有小塔。”

对于北法海寺，梁思成先生以建筑师独到的眼光

来审视过街塔，特别指出：“（该寺）本身在山坡上，

寺门却在寺前一里多远的山坡底下。”林徽因也对这

座塔的价值评价很高：“法海寺门特点却并不在上述

诸点，石造及其年代等等，主要的却是他（它）的式

样与原先的居庸关相类似，从前居庸关上本有一座塔

的，但因倾颓已久，无从考其形状，不想在平郊竟有

这样一个发现。”

法海寺过街塔因梁思成、林徽因的照片而被世人

关注，成为京华名塔，又因当年梁思成留下的北法海

寺过街塔旧照，并没有注明这是北法海寺还是南法海

寺，因此，多年以来，凡是介绍石景山的翠微山法海

寺时，皆会将已毁的北法海寺过街塔“张冠李戴”介

绍为法海寺的过街塔，误导大众，

以至今日，仍有人还在错误引用。

然而却因塔毁而成为了遗憾，今

人多未见其真容，无法作出正确

的判断。

关于北法海寺过街塔，周肇祥和林徽因都有过描

述。民国五年（1916）周肇祥往游法海寺时说：“有门，

白塔峙其上，额曰：‘敕建法海禅寺’，后番书‘ 巴

得摩乌室尼渴毕麻列哞 吒’，塔砖筑，基七层，法

像环刻，塔正面亦嵌佛，门洞 石皆绘彩佛菩萨像、

梵宝、云气、海波诸状。”

林徽因对过街塔十分倾心，她在《平郊建筑杂

录》中谈到：“因为这寺门的形式是与寻常的极不相

同，有圆拱门洞的城楼模样，上

边却顶着一座喇嘛式的塔，一个

缩小的北海白塔。这奇特的形式，

不是中国建筑里所常见。这圆拱

门洞是石砌的，东面门额上题着

‘敕建法海禅寺’，旁边陪着一行

‘顺治十七年夏月吉日’，西面

额上题着三种文字，中文为‘

巴得摩乌室尼渴华麻列哞 吒’，

其他两种或是满蒙各占其一个。”

林徽因接着说：“门上那座塔的

平面略似十字形而较复杂，立面

分多层，中间束腰，石色较白，

刻着生猛的浮雕狮子，在束腰上

枋以上，各层重叠像阶级，每级

每面有三尊佛像，每尊佛像带着

背光，成一浮雕薄片，周围有极精致的琉璃边框。……

座上便是塔的圆肚，塔肚四面四个浅龛，中间坐着浮

雕造像，刻工甚俊，龛边亦有细刻，更上是相轮（或

称刹），刹座刻做莲瓣，外廓徽做盆形，底下还有小

方十字座。最顶尖上有仰月教徽。”以旧照对照看，

在十三层相轮上，原有林徽因所说的“（刹顶）最顶

尖上有仰月教徽”。对比照片：1. 塔肚四面的壶门（俗

称“眼光门”），壶门的券面为高浮雕图案，有灵蛇、

番莲之属；2. 刹顶上原有的仰月、宝珠皆已不知去

向了；3. 束腰部分所雕石狮还保存完好。

梁思成、林徽因所摄旧照塔座上有一棵柏树，林

徽因说：“现在塔座上斜长着一棵古劲的柏树，为塔

门增了不少的苍姿，更像是做他的年代保证。”当年，

林徽因就提出：“为塔门保存计，这种古树似要移去的，

怜惜古建的人到了这里，真是仿徨不知所措。”本人

所保存的图片中，过街塔上也有柏树。还有一幅为过

街塔的全景，从图片上看，应该是从过街塔正面拍摄

的，画面上左侧十个大坑，背后还有一栋四层的大楼，

周边的环境应该是一个工地。有的

资料提到，法海寺过街塔毁于“大

跃进”时期，而这幅全景图中的过

街塔券门左侧有白漆书写的“大学

毛泽”，右侧的字看不清。有资料

说北法海寺过街塔是在 1958 年“大

跃进”时期拆除的，但从旧照来看，

至少在“文革”中过街塔还存在。

张嘉鼎在《香山法海寺》中说：

“1900 年，法海寺毁于八国联军之

手，八国联军将法海寺里的金佛和

法器掠走，并将山上小白塔捣毁，

原来他们以为塔门上的小佛是金

佛，费力爬上一看是陶佛和石佛。”

按张嘉鼎的说法，北法海寺过街塔

上的佛龛中是陶佛和石佛，我以为，

过街塔上并没有置陶佛，只有石佛。从我保存的照片

来看，塔上佛龛中佛像的面部已经损毁了。

北法海寺的这几帧旧照，对北法海寺过街塔被拆

的原因和被拆时间的探究是有帮助的。

                                  （陈   康）

展厅中的甲骨文占卜场景

北法海寺过街塔旧影

北法海寺过街塔全景

宋辽边关古地道

易县解村的燕长城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