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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宫剪影

面对故宫这样浩然的一座宫殿，我深知自己的喜好都是主观甚至是固执的，但是如果我要为自己

所钟爱的这座宫殿甄选出那么几组画面的话，那么是肯定有以下这些的。也正因为这些画面和随

之而生的想象，我纵使海角天涯，对故宫的感情也只有增无减。

   

1、斜阳－神武门广场

(图片由网友 @照顾好七舅老爷 提供)

找一个不那么冷但是晴天的下午，到神武门外去看斜阳。神武门本身气势难比午门，但是出门后

的车水马龙会给刚刚走出故宫的你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如果你正巧在故宫转了一整天，在四五

点钟的时候正好可以从神武门出来：正前方是景山，往西可望北海。

夕阳余辉的色彩本来就醉人，何况你要看到的是一座几百年的宫殿在夕阳照射下的色彩变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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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静的角落，护城河的围挡抑或是掉漆了的宫墙，眼前游客的喧嚣不属于这座宫殿，头上掠

过的飞鸟自由出入你身旁的旧日皇宫。

   

2、与岁月静好－钟表馆

(图片由网友 @用户名搞忘了 提供)

要知道，故宫里的钟表馆以前是奉先殿，功能相当于皇家的家庙。或出于这个原因，大殿内部颇

为宽敞空旷，但却安静怡人。这里让人着迷的事情在我看来有二：其一，钟表馆改造之成功—身

边的是岁月，头上的是历史。其二，馆内藏表都堪称精美绝伦之作，切莫因其表面褪色而不放在

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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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殿近年的钟表馆改造工程很好地保存了殿内建筑结构原貌，抬头即可望见屋顶的椽子、檩子

和其它木构件。加之并没有全部上新漆，木件结构的复杂加之其大小与高度，看上去甚为震撼。

钟表馆就妙在这样的地方看巧夺天工的钟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那座英制铜镀金写字人钟。当中

的机械人偶可以用手中毛笔写出“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几个字，且字字工整、甚至还有顿笔。

   

3、俯瞰紫禁城－景山万春亭

(图片由网友 @吓死本宫了 提供)

神武门的景山本是皇宫后院的御花园，也就是紫禁城的自然延伸。登至顶峰万春亭，是俯瞰京城

的绝佳位置。不仅可以南眺将紫禁城一览无余，赶上落日余辉，紫禁城中宫殿的黄色琉璃更是美

轮美奂。这景山公园内也不都是轻松的皇家故事，景山北面的寿皇殿，现在是北京市少年宫，历

史上却是雍正即位后幽禁其十四弟的地方。在明末，崇祯皇帝见李自成打进北京城，也是在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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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自缢而死的。

   

4、雪中故宫

(图片由网友 @液体金属人 提供)

  如果说故宫之美在于其磅礴大气与厚重静谧，那么没有什么比雪中的故宫能更突出这些的了。

儿时的雪会下的很大，那当真是银装素裹，故宫也像是换了副不常见的容颜。雪中的故宫往往游

人比平时少，加上寒冷，宫中多了安静。在雪中，你和宫殿有足够的独处时间。看水珠从屋檐冰

挂上滴落，融冰带走的似是岁月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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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宫概况

故宫是一座有灵性的宫殿，这灵性源自数个世纪来以这宫殿为生活中心的无数人和历史的浸透。

这些人可以是皇室宗亲、太监宫女，也当然包括如今的守宫人。时至今日，故宫的工作人员在进

入一些偏远的宫房之时都要大声喊两嗓子，以示有人到来。在故宫许多宫殿的屋顶内，摆放着符

板、佛经等辟邪之物。央视纪录片《故宫》中有一句开场白这样说：“这是一座已经存在了五百

余年的老宅院，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

(图片由网友 @照顾好七舅老爷 提供)

故宫的历史可以和北京这座城市作为都城的历史比肩。这座肇建于十五世纪的宫殿，位居京师正

中，静静地看着一朝一代的变迁：明永乐帝迁都于此、李自成的军队大火烧城、满清的发迹与衰

落、以及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站在故宫城墙下，每念及此，你可以想见这座宫殿在过去几百年风

雨中如何安静地见证一个城市的喜悲、蓬勃、以及破败。她依然在见证，而如你我这般，也只不

过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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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故宫，首先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图片由网友 @液体金属人 提供)

  故宫，或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位于北京正中，占地约1.5平方公里。紫禁城始建于明

永乐四年(1406年)，完工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历史上曾多次重修、复建。

明成祖朱棣，也就是当年的燕王，在靖难之变后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得皇权。朱棣后虽赴都城南

京登基，但他对自己位于北方边境的封地依旧有着很强的感情。十岁获封燕王后，朱棣就长期居

于北平，加之登基后一直在努力肃清其侄建文帝的旧部。北平之于永乐帝朱棣不止是让他充满感

情的故地，也成为了新都城的理想之选。就这样，随着明朝迁都北京，紫禁城也就此而生。

紫禁城之名来自于我国古代星象中的“紫微星垣”，即古代星象三垣中位居正中、皇天上帝所居

之所。皇帝贵为天子，居所自然要与皇天上帝的相对应，加之皇宫大内非一般人所能出入，由此

得名紫禁城。

紫禁城的营建工程深受周礼的影响，其符合周礼中“五门三朝、前朝后寝”的设计。其中五门分

别是大明门(已拆除，现毛主席纪念堂处)-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而到了清代这五门的位置因

为清朝皇帝更换朝门被改变成：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而三朝分别是外朝、治朝和燕

朝。外朝是公布法令、举行大典的场所，治朝即日常朝会治事、处理诸臣奏章的地方，而燕朝则

是会见臣下与之议事及宴饮之处。至于“前朝后寝”，宫中以乾清门广场为界，南为朝政之用，

北为寝宫之处。紫禁城另外一符合周礼之制的设计即是“左祖右社”，即左右分别设置祭祖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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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的庙宇，他们分别是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 与中山公园(社稷坛)。

至1924年清宣统帝溥仪在逊位十三年后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明清两朝共有二十四位皇帝居住在紫

禁城。在溥仪离开后不久，紫禁城被国民政府建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如果翻看老照片，可以看到

建院之初的神武门外墙壁上“故宫博物院”五个字与当下不同。这五个字最早出于李煜瀛手书的

颜体大字，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为1971年改用的郭沫若题字。

故宫之文物在抗战初期的九一八事件后就开始着手菁华南迁，后又在国共内战末期开始文物迁台

，直至今日故宫文物分隔在海峡两岸，亦形成了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的状态。说起文物迁

台，经常可以听到传闻说故宫珍宝早已全数运至台湾。经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友人的交流，笔者认

为故宫文物菁华迁台是事实，但当年宫廷文物之浩瀚无数，言之珍宝已全数云台，恐怕还是夸大

其辞了。

现在，故宫正在进行历时19年的大型修缮，预计在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时重现其鼎盛时期之华

美。故宫在大修的同时正常开放，截至2010年11月，故宫中轴线主要建筑、武英殿、午门与神武

门都已完成修缮工程。按计划，在大修全部完工后故宫开放面积将从现在的30%达到70%左右。

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

  在人们对故宫的想象中，这座皇宫里往往只是清宫剧中的太监、宫女和皇室宗亲。对此前的明

朝，大家则似乎已经忘记那些明朝的皇帝才是这座宫殿最早的缔造者。故宫建于此前元朝皇宫的

南部，今日之景山就坐落在元朝皇宫延春阁的位置上。北京故宫的兴建礼制，除却传统周礼之外

，很大程度上依循南京故宫之制，同时也受元朝大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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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吓死本宫了 提供)

  从建筑来讲，故宫一直在有机地生长着，因为故宫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兴建、改建、修缮和复建

的过程。最显而易见的是故宫宫殿名号的改变。故宫外超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

在明朝曾被分别称为皇极殿、华盖殿、建极殿。故宫不光沉静地见证着历史的流逝，其本身的内

容也历经多次变迁：无论是王朝更替还是最简单的建筑形式。最著名的三大殿自从故宫肇建之初

就多灾多难，建成三个多月，即遭雷击致大火焚毁。十余年后，大明朝年号已变为正统，皇帝朱

祁镇才决定通过复建三大殿恢复曾祖父朱棣的那个宏伟梦想。在此前的十余年中，紫禁城的中心

地带不过是一片废墟。

同样的故宫宫殿，明清两朝的皇帝们对于其却也都有着自己的安排。乾清宫在明朝本就是皇帝和

皇后的寝宫，雍正时才将寝宫迁至养心殿，而乾清宫则变成了皇帝会见大臣、上朝处理政务的地

方。故宫的变化不仅是随着主人的喜好改变功能和摆设，宫阙格局也在不断变化：乾隆帝为了准

备自己的太上皇退休生活就相应营造了宫殿和花园，颇是花费了一番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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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宫的门

(图片由网友 @微软先生 提供)

紫禁城有四门，南为午门，北为神武，东西则为东华、西华二门。严格地说，大内皇城和北京城

门的设置都是经过精心设置的。要说前往紫禁城，到京的外地官员或外国使臣往往会从南城的永

定门进入京城。现时之永定门实为过去十年内重建之作品，离开了城墙和关厢的新城楼，不复当

年之气势，也难怪现代人难以想象当年从永定门进入京师的感觉。

进入永定门后，一直向北走就是今日之前门大街。笔者从小生活在前门大栅栏一代，对对迎接奥

运会而整修的新前门大街很不适应，因其已然没有京味儿。简而言之，现在的前门大街，其实更

像影视城。顺着前门大街一直北行，一路上都是当年京城的各色著名餐饮和商业老字号，直到你

来到五牌楼下面，前门(正阳门)箭楼跃然面前。前门箭楼实为八国联军后的重修之物，当年八国

联军进北京把箭楼上面几乎轰塌了。

进入前门箭楼便算进了皇城，再过正阳门，见大清门(明朝称“大明门”)，再向前是直通到天安

门下的千步廊。建国前天安门广场并非空旷如今，官员使臣沿着长长的千步廊行至天安门下不能

不感到皇城大内第一道门禁的威严。入天安门，见端门，继而进入午门广场，面前一下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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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远处的午门城楼气势恢弘。据当年波斯使臣回忆，午门广场迎礼时还有大象分列两旁。如

此一路走下来，怎能不感叹于天朝大国的威仪？

现如今要求人们把从永定门这一路当作游故宫的一部分当然不现实，但是可以酌情从天安门南端

的前门一路向北行至午门。设想当年官员使臣觐见皇帝的一路，想必有助于更好体会紫禁城与整

个皇城的关系，以及三朝五门的设计。

   

1、午门

(图片由网友 @微软先生 提供)

午门是紫禁城的南门，其名来自于我国古代北为子，南为午的“子午”说法。事实上，午门并不

是皇城大内的最后一道门，它的前面分别是端门、天安门和大清门（明朝称“大明门”）。在午

门后还有太和门（明朝称“皇极门”），加起来这符合我国古代周礼中“五门三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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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是故宫最大的城门，形制亦最为宏伟，整体成“凹”字型。正楼旁有钟鼓亭，而正门城楼两

侧有翼台，上有廊庑，被称为“雁翅楼”。午门形似朱雀展翅，是为风水中“前朱雀，后玄武”

之说。

午门正面有三个门洞，正中一个只由皇帝一人出入，或在皇帝大婚时供皇后喜轿及在古代科举考

试殿试后中状元、榜眼、探花之人在宣布结果后通过。东侧门为文武官员出入所用，而西侧则供

宗室王公出入。其实，在与正楼墩台垂直的翼台中亦有两个掖门，只在大型活动时使用。

现在从西掖门可往故宫午门展厅，其为新近改造之展厅。展厅内气氛安静，展览条件优良，地板

已架起用以保护地面，而抬头亦可望见午门城楼内部之建筑形制。

午门的功能除了出入皇宫之外，还是古代皇帝举行依仗检阅之地，每次军队凯旋都会在午门向皇

帝举行“献俘礼”。明朝时，皇帝还会在重要节日于午门城楼宴请官员。当然除却这些之外，著

名的“廷杖”，即用木杖惩打官员，就在午门外进行。

如果有机会，试着在午门等着故宫开门，尤其是夏天。看着天色渐亮，你看到的将是故宫这座古

老宫殿在你面前慢慢醒来。

现在午门城楼上已改为展馆，在遍赏故宫珍品的同时，也抽些时间从这大内门禁换个角度看这座

宫殿。毕竟，你也可以试着感受皇帝检阅依仗、君临天下的视角。

   

2、东华门

东华门是紫禁城的东门，离著名的王府井商业街咫尺之遥。太子们和官员上朝都出入此门。另外

，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东华门的门钉是四个城门中唯一每行八个的。这是因为此门除了供太

子与内阁大臣出入外，也是皇帝皇后棺椁出殡所经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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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图片由网友 @用户名搞忘了 提供)

   

3、神武门

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北门，原名玄武门，取自“前朱雀，后玄武”之说。后至清康熙年间，为了避

康熙名玄烨之讳，改名为神武门。神武门内有钟鼓与景山北侧的钟鼓楼相对应。白天鸣钟，夜晚

击鼓，作起更报时之用，但皇帝居于宫中时不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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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图片由网友 @吓死本宫了 提供)

神武门城墙上有郭沫若所书“故宫博物院”，而当年逊帝溥仪亦是出此门离开紫禁城的。

   

4、西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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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图片由网友 @照顾好七舅老爷 提供)

西华门是紫禁城的西门，出门后即是皇家园林西苑，也就是今日的中南海加之北海。西华门内有

一排高楼，用作故宫博物馆办公之用。其中，保存明清史档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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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四、宫殿御苑

(图片由网友 @液体金属人 提供)

故宫之美极宏伟不需世界之最来加以修饰，这是一个需要反复去、反复感知的有机生命体。传说

紫微垣中的皇天上帝居所有房万间，也就有了紫禁城有房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

故宫真正的精彩不只是瑰丽或巨大，而在于其结合了中国建筑传统的结晶，将中国人对皇家宫殿

的设计和理想推向了极致。

故宫可以以乾清门广场划分为内廷(后宫)和外朝(前朝)两个部分，而两部分又分别以后三宫和三大

殿为中心。三大殿及后三宫均在故宫中轴线上，这条线亦是现在北京城的中轴线，太和殿中的龙

椅即在其上。由此，这中轴线又称“龙脉”。

   

1、江山社稷—外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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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太和门

(图片由网友 @吓死本宫了 提供)

太和门是紫禁城外朝的门户。从午门入紫禁城，过金水河后即到太和门广场，而再过太和门就可

进入外朝的太和殿广场。

太和门丹陛下有铜鼎四只，还有两只明朝铸造的巨大铜狮。这里曾是明代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

在太和殿遭毁损未复建的岁月里，许多皇帝在此登基，包括明朝早期的洪熙、宣德、正统三位皇

帝，以及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

现时的太和门是清光绪年间失火后重建而成的。

太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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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图片由网友 @照顾好七舅老爷 提供)

太和殿，初称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清朝顺治年间更为现名。太和殿其实就是民间所指之“金

銮殿”。此殿可称得上是紫禁城中最主要之大殿，规模形制都几乎达到了中国建筑之最。太和殿

的长宽比例为九比五，寓意为“九五之尊”。虽然现在看到的康熙年建太和殿实为面阔十一间，

但是两边的两间是改造的夹室，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现存太和殿为清康熙重修后的形制，在乾隆

年间又曾复建。现在的太和殿仅有最初奉天殿的一半大小，也因此其与基座比例略显小。另外一

点往往不为人知的是，太和殿在康熙年间重建过两次，第一次重建后没多久即遭天灾损毁。

太和殿是中国最大的木体建筑，连屋顶垂脊上的走兽都突破了传统形制数量最高为九这一限制—

太和殿垂脊走兽共有十个，从前到后分别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

牛、行什。太和殿垂脊上的行什是其作为建筑物垂脊走兽的唯一一次出演。

太和殿内有楠木立柱七十二根，最高十二米七，直径一米有余。最高的即是龙椅周围的六根沥粉

蟠龙金柱，据传明朝营建时都是取用整根木材所制，往往出自川贵等地的崇山峻岭中。后来清朝

修复时就改用了东北的松木，而今次故宫大修时所用之材料也来自东北。据说永乐年间初建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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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城时，光是寻找木材就用了十三年。至于明朝肇建时所用之整根木材，后已难寻替代物，只能以

几根相接而成。

太和殿的地板和故宫内其它诸多重要宫殿一样，都是由“金砖”铺成。此“金砖”并非黄金所制

，其色泽淡黑，表面油润发亮，踩上去不涩不滑。“金砖”的制作工序相当复杂考究：制作地在

苏州一代，选土后要露天放置一年，之后制成砖胚要阴干七个月，在窑中还要用稻壳烧制两个月

方可成。这种砖据说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现在的太和殿的地面依然是康熙年间所铺设的金砖

构成，看上去依然光亮润泽、平整如新。

大殿正中龙椅正上方是一条木雕蟠龙，口含铜珠，名曰“轩辕镜”。传说是如果宝座上的人并未

受命于天掌管天下，那么龙珠会坠下致其于死地。龙椅上方是乾隆帝御笔“建极绥猷”匾额，为

复制品。大殿的基座为汉白玉制，高达八米有余，每逢大雨都可见龙形排水孔“千龙吐水”的景

象。

需要说明的是，太和殿纵有诸多宫殿之最，也堪称故宫中最重要的宫殿，但并不是皇帝上朝的地

方。真正的皇帝上朝是在太和门或乾清门进行的，是为“御门听政”。除此之外，皇帝会见群臣

后来也在乾清宫或养心殿出现。太和殿最重要的功能是皇家仪式和典礼：皇帝登基、大婚、封后

等重大仪式都要在太和殿举行。

顺治在初入紫禁城时，紫禁城遭到了李自成的故意破坏，太和殿还未修复，他也只能于太和门登

基。当时，顺治只有六岁。

看太和殿，可以试着离开中心甬道，到太和殿广场的角落里休息片刻。在安静的屋檐下，你可以

更直观地感受这广场的宏大以及想象皇家典礼的盛景。

中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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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图片由网友 @微软先生 提供)

中和殿位于太和殿和保和殿中间，是故宫外朝三大殿之一。此殿最初名为“华盖殿”，后又曾更

名为“中极殿”。中和殿看上去更像一个方亭，也是三大殿中最小的一个。中和殿的功能较为简

单，即皇帝在赴太和殿参加仪式前会在这里休息或接受主持典礼的官员的朝拜和禀奏。除此之外

，清朝皇家每七年修订一次家谱，为玉牒，皇帝会在此御览。

保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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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图片由网友 @液体金属人 提供)

保和殿位于中和殿之北，是故宫外朝三大殿之一。此殿初名“谨身殿”，后名“建极殿”。明朝

时，皇帝在朝典前会从后宫乾清宫行至此更衣。清朝初期，后三宫还未修复完毕，顺治和康熙也

曾居住于此，而顺治更是在此大婚。清代，皇帝新年赐宴即在保和殿，而乾隆后的殿试亦在此举

行。

保和殿后阶陛正中是用一整块巨石雕成的含有云、龙、海、山的御路石，石料取自京西房山。当

年耗费巨大历时一个月才将其运送至工地，甚至当时非采取非常之方法不可，只得沿途凿井泼水

，待路面结冰方可滑行移动之。

左辅右弼 文华武英

在外朝太和门东西两侧分别是文华殿和武英殿。文华殿在明朝时曾为太子的宫殿，后又改为皇帝

的便殿。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将其焚烧殆尽，直到康熙年才重建。明清两朝皇帝都在此经筵，即是

学习经史之处。文华殿还有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处，本用于储藏《四库全书》。与故宫内其它

众多建筑不同的是，文渊阁的房顶是黑蓝色的，这是因为在阴阳五行中黑色主水，用以镇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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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殿中藏书。文华殿周围有着许多古槐，是片安静美丽的地方。

(图片由网友 @液体金属人 提供)

武英殿在三大殿西侧，当年李自成进北京后就是在武英殿宣布即位的，也正因此武英殿未被焚毁

。一如李自成，多尔衮进北京之后也在武英殿处理政务，后来也进行小型典礼。康熙年间在武英

殿开书局，后来乾隆年间起此处就成了皇家出版地。而在现在，武英殿是常年举办书画展览的地

方。

   

2、皇帝的家—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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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乾清门

乾清门是紫禁城内廷的门户，清初亦是皇帝御门听政之处，其中以康熙帝最勤。乾清门西边为著

名的军机处章京值房，东边为王公宗室奏事值房。军机处值房在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随着军

机处的重要性愈发重要，乾清门广场的使用和重要性也随之增加。在民国时期，军机处值房还曾

作“清室善后委员会”之用。

军机处章京值房当年可谓枢密重地，无论满汉大臣，还是王公贝勒，均不得在此逗留窥视。当年

每日军机大臣与章京清晨四点就要入值办公，五点受皇帝召见。

乾清门前的乾清门广场是内廷和外朝的分界。与保和殿的宏伟相比，乾清门只有其高度的一半，

正是由于乾清门后的内廷是皇帝和后宫生活起居的场所，体量不宜像外朝一样巨大。较之太和门

，乾清门显得体量小得多。为了使保和殿到乾清门的体量自然过度，惟有控制乾清门与保和殿间

的距离—不宜过长，才能保证乾清门在人们视野中依然有足够体量。

乾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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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照顾好七舅老爷 提供)

乾清宫为后三宫中最为重要的宫殿，也是明清两朝许多皇帝的正寝居所，清朝皇帝亦在此处理政

务。自雍正起秘密立储制度建立，装有传位诏书的匣子亦存放在大殿内“正大光明”匾后。皇帝

本人也会随身携带一份传位诏书，以便日后核对。以乾清宫为代表的后宫建筑普遍比外朝建筑要

小、也更接近人体尺度以增添生活气息。

乾清宫在明朝设有暖阁九间，设上下两层，设床铺二十七张。如此之多的床铺一方面是为了后宫

嫔妃进御，另一方面也间接保证了皇帝的安全—床铺之多，无人能准确知晓皇帝睡在哪里。但是

即使这样，明嘉靖帝朱厚熜却差点死在了宫女的手下，是称“壬寅宫变”。当时宫女们试图趁嘉

靖帝熟睡时勒死他，却不想忙乱中将绳系成死结，最后只把皇帝吓昏却没能致命。这次失败的暗

杀之后，嘉靖帝出于恐惧搬到了西苑居住。很多年后，许是命运捉弄，沉迷炼丹的他在回到紫禁

城居住后不久就死于丹药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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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乾清宫院落内几乎应有尽有，设有各种为皇帝服务的御用机构，覆盖膳、冠、文具等。清康熙年

间，皇子们读书的上书房亦设在此。乾清宫不仅是皇帝们生活起居的地方，也是皇帝驾崩后停灵

的地方。雍正即位后，寝宫被迁到养心殿，而乾清宫则变成了皇帝会见官员、接见外国使臣，以

及举行内廷典礼的地方。康熙、乾隆两朝，都曾在乾清宫办千叟宴，并赐入宴者如意、寿杖、朝

珠、绸缎等物。乾清宫作为寝宫的功能在明清两朝在不断变化：到了清朝，本来用作卧房的东西

暖阁，在清朝也被改造成书房。

交泰殿

交泰殿位于后三宫中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寓意“坤上乾下，天地交泰”。乾代表着天与皇帝，

坤则代表着地与皇后，象征男女交合。交泰殿的纹饰图案中亦首次出现了凤的元素，反应了此地

主人为皇帝与其后宫的特点。

交泰殿中现陈自鸣钟一座，和殿内宝座左侧的铜壶滴漏遥相呼应，可谓中西合璧。此自鸣钟为宫

中计时之标准。除此之外，殿内还陈设清朝二十五宝玺。二十五被认为是“天数”，因为这是十

以内奇数之和。

坤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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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液体金属人 提供)

坤宁宫是后三宫中皇后所居之处，但是在清朝入关后被改为了主要进行萨满教祭祀的场所。自雍

正移居养心殿后，皇后不再居于坤宁宫，可皇帝大婚的洞房往往还是在坤宁宫东暖阁，并且要住

上两三天。在坤宁宫大婚的清朝皇帝除却最著名的康熙帝外，还有同治帝、光绪帝、以及逊帝溥

仪。清朝皇帝大婚于坤宁宫的做法并非承明制，因为明朝皇帝大婚的洞房之夜往往是在乾清宫，

也就是皇帝的正宫度过的。清朝住在坤宁宫的皇后不多，只有康熙、同治、光绪三朝。

清朝入关后，坤宁宫的建筑形制相应地被受到了满族建筑形制的影响。坤宁宫皇后所居暖阁的改

造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沈阳故宫皇后居所清宁宫之制。坤宁宫本来在明时中间开门的形制被改成了

两间暖阁、五间祭神所的形式，这样大门偏开的形式来自于满族的口袋房。另外，祭神所三面环

炕并置以祭祀之神灵来自于满族习惯的万字炕。满蒙都以右为贵，所以西炕为尊，供奉萨满神及

祖先神灵；剩下的南北两炕中又以南为贵，往往在满族人家中长辈睡南炕。坤宁宫中东北角是为

烹煮祭祀时用肉的厨灶。清朝时，皇帝在带领王公大臣进行萨满祭司时会食肉，祭祀之肉食之索

然无味。据传，很多大臣都会暗藏盐巴好在食肉时用上，让祭祀食肉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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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养心殿

养心殿并不在紫禁城中轴线上，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则得益于雍正帝迁居于此。养心殿本是皇帝

正宫乾清宫西侧的便殿，但是在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帝由于孝道不忍再居于乾清宫，遂迁居至养

心殿。在雍正迁居养心殿前，此殿用处多种多样。顺治帝当年虽驾崩于此，但在康熙年间这里又

作为宫廷造办处工作之地。自此起，养心殿不仅成为皇帝的正寝宫殿，且成为了清朝皇帝处理日

常政务的地方。

养心殿在结构上可以简单分为前后两殿，后面即为皇帝寝房。这样的设计把皇帝日常生活朝寝宫

能分开，做到在很小的养心殿院落中使得皇帝的生活需求全部得到满足。

虽最初为便殿，从养心殿前往乾清宫和军机处都很便捷。养心殿院内虽然算不上宽敞，但是很体

量符合人们居住其间的要求，且各种辅助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而院前的小广场，很好地为养心殿

院落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样，养心殿俱交通便捷和安静静谧之利，可见雍正迁居前的

考虑。

雍正因为守孝之悲而移居养心殿，但是没有用多久养心殿便不再俭朴。养心殿内最著名的要数因

乾隆帝而闻名的三希堂以及东暖阁。养心殿的东暖阁之所以著名不仅是因为那龙椅，而更多的是

因为清末的垂帘听政。这里是清末全国的政治中枢，恐怕也是现代人最熟悉的地方，只因其经常

出现在电影电视镜头中。而说起三希堂，则颇有一番故事。

行至养心殿，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入口处的坐山影壁，这是汲取了民居设计的结果。在北京地区，

这一做法非常常见。在养心殿，坐山影壁的形式得到采用，而在形制上则因选用琉璃而显得更为

华贵。

三希堂是乾隆帝的书房，而三希则指乾隆帝在此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

帖》、以及王珣的《伯远帖》。三件书法作品堪称稀世之珍，乾隆帝因此特将西暖阁易名为“三

希堂”。三希堂并不大，由两个小阁组成，加起来也不过十平米左右，但是其装饰却十分考究。

乾隆帝对于三幅作品的爱从为西暖阁易名就可见一斑，但不仅如此，他不知在这个地方花了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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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欣赏这三幅字帖，并且临仿、刻印、做诗。只可惜现在三件珍宝已经海角天涯分别在台北

和北京，其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东西六宫

(图片由网友 @液体金属人 提供)

中国皇帝的家庭比西方皇帝要大得多，这不仅体现在空间上，更显现其家庭成员数量上。虽然民

间想象皇帝身边佳丽众多，但也不是每个皇帝的嫔妃都数不胜数。就说清朝，康熙帝有几十位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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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而光绪帝则只有三位后妃。既然中国皇帝后宫嫔妃众多，那么把她们都安排在紫禁城里就是

皇宫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位于内廷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东六宫和西六宫就是这些嫔妃们居住的地方

。东西六宫分置后三宫两旁的设计实际上正好与古代周易里的坤卦契合，而坤卦代表地，或阴阳

五行中的阴，正如后三宫本属皇后的寝宫取名坤宁宫一样。

东六宫包括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永和宫、延禧宫六座院落，全部为两进院落。西

六宫包括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太极殿、长春宫、咸福宫六座院落，最初亦全为两进院落。

清末慈禧曾居于此，长春宫与太极殿，以及翊坤宫与储秀宫都被前后贯通变成了四进大院。与此

同时，也正是因为慈禧居住时的改建和修缮，西六宫的保存状况最为理想。

东西六宫不仅建筑形制规整，相互之间也有所呼应。比如名称上，景仁对永寿，承乾对翊坤，都

能够看出当年的设计。东西六宫中只有位于东六宫东北角的景阳宫和西六宫西北角的咸福宫采用

了庑殿顶，与其它宫殿所采用的歇山顶不同。延禧宫在道光年间失火后，光绪年间隆裕皇后曾希

望修建一西洋风格建筑，后又停建，现在还能看到铁柱基架和汉白玉基石。

西六宫最出名的要数储秀宫，当年慈禧还是懿嫔时就居住在此，尔后亦在此宫后殿生下了同治皇

帝。慈禧后来贵为皇太后，在五十岁时又重回此宫居住造之，在宫院游廊可见大臣为之所做《万

寿无疆赋》。储秀宫后来的主人同样传奇，她就是溥仪的妻子婉容。当年冯玉祥要驱逐溥仪出宫

的时候，据说他正和婉容在储秀宫说笑。和储秀宫有关系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光绪帝，他即在

其中的体和殿甄选后妃，充满悲剧色彩地遵从慈禧的意思选了他并不中意的桂祥之女、西太后侄

女为后、同时也匆匆选了珍、瑾二妃。

东六宫也轶事众多：现在常年举行捐献文物展的景仁宫，不仅是光绪帝心爱的珍妃曾经居住的地

方，也是康熙帝玄烨出生的地方。现在到延禧宫可以看到残存的铁柱基架和汉白玉基石，这是宣

统年间修建水晶宫的遗迹。所谓水晶宫，因为当年本意欲以玻璃做围墙，形成四面通透的效果，

加之配套的水池，造成水晶剔透的效果。今日来故宫之游客只能很遗憾地看到眼前破败的遗迹，

这倒也让人可见清朝破落的夕阳。其实，延禧宫亦是紫禁城中西洋现代化的范典，当年宫中曾安

装了电暖炉、电风扇和电灯等。其它诸宫中，景阳宫在清朝成为了储书藏画之地，承乾宫目前为

                                               31 / 51



�������

北京故宫：紫禁皇城
青铜器馆，钟粹宫为玉器馆。

   

3、太上皇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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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后三宫东侧的是宁寿宫区，这本是康熙为奉养母后所建。乾隆帝即位后许下誓言不越祖父康

熙在位时间，在位期间就盘算着自己退休后的居所、大兴土木建造了整个太上皇宫殿群。

宁寿宫区南面的皇极门外，是一片九龙壁，很容易被人忽略。我国著名的九龙壁有三处，大同、

北京北海，再有就是紫禁城内的这处了。九龙壁体现“九五之尊”的思想，九为极数，五则居中

。壁上有九龙，分居五处，中坐正龙，两位各有四条行龙。九龙壁的壁面共270块，亦为九和五之

倍数。

太上皇住的宁寿宫建筑群的形制很高。像整个紫禁城一样，宁寿宫区也分前朝和后寝。宁寿宫区

的中心分别是皇极殿和宁寿宫，从形制上它们模仿的分别是乾清宫和坤宁宫。宁寿宫区对于紫禁

城中其它建筑的模仿不仅如此，还有养性殿和乐寿堂。养性殿模仿的是养心殿，本应成为乾隆帝

退休后的居所，而乐寿堂则应成为他读书休息之处，但就像他最终未真正退位一样，他亦未搬到

这里住过。在乐寿堂内，现在依然可看到大型玉雕《大禹治水图》玉山，可谓稀世珍宝。

虽然乾隆帝最后没有搬到宁寿宫区退休生活，但是这华丽的设置倒是让后来的慈禧享受到了。慈

禧不仅在宁寿宫区的几个宫殿生活过，并在皇极殿办了她的六十大寿。乾隆帝和慈禧皇太后在享

受上许算得上志同道合，两人都很爱看戏。宁寿宫区的畅音阁就是宫内的大戏楼。不为人知的是

，颐和园内的德和园大戏楼亦是仿畅音阁所建。在宁寿宫西北部还有宁寿宫花园，亦称“乾隆花

园”。这个花园的设计可谓集合了乾隆几下江南后对于花园的最高追求，三友轩内木雕精美，以

及禊赏亭内寓意流觞曲水的流杯渠。花园以北第四重院内是最为豪华的倦勤斋，里面有许多西方

宫廷画师之作。

这个区域中最为引人注目又最不起眼的要算珍妃井了。据传当时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要带着光

绪帝出逃，仓促之中治了珍妃的罪，没过多久就将其投了井。现在游客所看到的珍妃井已经加上

了锁杠和封口。

御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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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微软先生 提供)

御花园在后三宫之北，其中亭台楼阁相互呼应。花园中心是钦安殿，是紫禁城内的道教场所。其

间有千秋和万春两亭，形制相同，其顶上圆下方，反映“天圆地方”的说法。而园内假山堆秀山

顶上有御景亭，是旧时皇帝在九九重阳登高远望之地，不仅紫禁城，景山与西苑(如今的中南海与

北海)都可尽收眼底。最后要说的是御花园中的养性斋，除却几位皇帝的钟爱外，这里还是清朝逊

帝溥仪老师苏格兰人庄士敦的住处。

除此之外，紫禁城内还有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西御花园，和乾隆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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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想象中的御苑庙宇

(图片由网友 @照顾好七舅老爷 提供)

慈宁宫 许多人都从电影电视中听到这个名字，此处现在不对外开放。按旧时礼仪，皇帝不可与

前朝嫔妃同住东西六宫，而慈宁宫即是太妃太后养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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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宫 建福宫在西六宫西侧，乾隆帝钟爱有佳，不仅在此吟诗作赋，还将心爱的书画珍品藏于

此。乾隆帝驾崩后，其子嘉庆将此封存。又过了几十年，1923年一把大火将建福宫付之一炬，多

少书画珍品葬身火海。溥仪怀疑是太监们监守自盗，纵火焚烧为毁灭证据。

 雨花阁 在外西路的雨花阁是紫禁城内最高的建筑之一，是为藏传佛教祭祀场所。乾隆帝为安

抚蒙藏，其时亦是兴建喇嘛寺院最盛之时，不仅将雍和宫(前为雍正即位前居所)改建为喇嘛庙，

亦有宫中的雨花阁，还有承德著名的外八庙。乾隆不仅大兴喇嘛寺庙，自己亦修炼密宗、从不间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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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故宫博物院门票和开放信息

故宫博物院分淡、旺季开放，开门时间为8：30。淡季为1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门票40元，下午

四点停止售票、四点十分停止入馆、五点清场；旺季为4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门票60元，下午

三点半停止售票、三点四十分停止入馆、四点半清场。

钟表馆、珍宝馆等另外售票(各10元)，但午门展厅票已包括在故宫门票之中。凭学生证购票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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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港澳台，不含研究生与成教)。60岁(含)以上老人、离休干部及残疾人凭有效证件享受半价。另

外，逢“六一”，妇女节，建军节，14周岁以下儿童和一名随行家长、妇女、和现役军人相应享

受半价优惠。

故宫内太和门和箭亭处设有人工咨询处，存包处(免费)分别位于午门和神武门。

在午门和神武门还提供语音讲解器，需押金100元，租金10元(外语每台40元)。若是团组参观，还

可以在午门、神武门服务站要求讲解服务，五人或以下的收费标准为：全程250元，中、西路150

元，中路100元；五人以上每多一人加10元。

如需提取现金，故宫内的钟表馆外有中国银行自动取款机，珍宝馆外有工商银行的自动取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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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和线路

故宫博物院地处北京市中心，周边环绕的其它著名游览地有：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国家大剧院

、国家博物馆、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中山公园（社稷坛）、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和王府井

商业街等。

午门（故宫博物院的南门，游客进入的主要通道）：从 天安门 经 端门 即可到达，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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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门或西华门 沿 东、西筒子河路前行均可到达。

午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天安门东

停靠的车辆：

1、2、10、20、82、120、37、52、126、802、203、205、210、728路公共汽车和1号地铁线

午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天安门西

停靠的车辆： 1、5、10、22、37、52、205、802、728路公共汽车和1号地铁线

神武门（故宫博物院的北门，游客进出的次选通道）：与 景山公园 隔街相对

神武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故宫

停靠的车辆：101、103、109、124路无轨电车和202、211、685、810、814、846路公共汽车

神武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景山东门

停靠的车辆：111路无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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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之大、故事之瑰丽，实在是要一年四季常去常看才能体会。即时时间有限，也需最少半天的

时间。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在故宫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开门进、清场出地“起早贪黑”一回。

半天：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三大殿与后三宫，如若时间允许还可加上养心殿或宁寿宫区。

全天：由午门入，严紫禁城中轴线先访三大殿，再看文华、武英二殿。午后往后三宫，再访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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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后过御花园与奉先殿到宁寿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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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故宫摄影

 故宫之瑰丽，几乎所有景致拍入境头即成画作。也正因如此，更建议有兴趣、有条件的诸位应

该尝试在一年中不同的季节前往故宫。总体上，针对关于在故宫摄影，有如下几点建议：

   

1、故宫签名照 

故宫中的标志性景点数不胜数，简述如下：

(图片由网友 @吓死本宫了 提供)

  午门 可以取景的角度包括最普通的午门广场，还有广场东西两侧的两个阙门，甚至是天安门

北侧的端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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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门广场 这里不仅可以回头拍摄金水桥和午门背面，还可以透过太和门看到隐约的太和殿，

要知道这是当年的用意之一。别忘了，门前的两座狮子铜像是很有名的。

三大殿 除了正面写真照，可以考虑从基台上下去，仰视拍摄，亦应尝试将三大殿一同构图放入

一张照片。

乾清宫 和外朝三大殿的情况很像，可以试着到丹陛桥下面去取景。

   

2、换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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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用户名搞忘了 提供)

传统意义上的明信片照固然必不可少，但是拍多了难免觉得缺乏新意，让自己的故宫之旅也显得

没有个性。有鉴于此，建议诸位拍照的时候换个角度，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

故宫的城墙 大多游客对于南北两次午门与神武门的城墙再熟悉不过，可是花时间去沿着故宫东

西两侧的北池子和北长街走走的人却不多。再这两条街上，你可以更好地感觉皇城脚下子民的生

活。另外，前文所述，在午门城楼上看故宫内外是绝佳的拍摄机会，毕竟故宫四个门可以登高参

观的只有这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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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广场 故宫内的广场（太和门广场、太和殿广场、乾清门广场等）虽然面积颇大，但是鲜

有游客在这些地方花上足够的时间。多数人往往是沿着游客常走的路线，经过之，继续去看“主

要”的宫殿。这本无可厚非，可不要忘记要反映故宫体量和宏伟的最好机会往往是在这些空间开

阔且有建筑陪衬的地方。因此，可是花点时间到广场的角落看看，你会看到不同的故宫。

神武门 神武门处可照的景物除了神武门本身之外，就是南侧的几条长长的甬道了。网络这些甬

道是“鬼故事”的发生地，但即使抛开这个不说，这些甬道也是很好的拍摄对象。至于那些“鬼

故事”，老故宫们一般是不信的。而关于文章开始笔者提到的故宫工作人员在进入偏僻角落许久

不用的院落房间会呼喊之事，不是出于封建迷信，而是由于宫内有许多野猫野黄鼠狼之类的动物

。

   

3、抓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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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用户名搞忘了 提供)

还是因为故宫中大多景致都太过注明，被拍摄过许多次了，自己再拍除了到此一游，留作纪念，

实在谈不上太多的创造。可故宫之大，实在是给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很多素材，只看诸位是否有一

双发现的眼睛。就此，有几点简单的提示：故宫中的宫殿大多不允许游客进入，往往需要隔窗拍

摄。此种情况，不仅要提醒诸位切忌用闪光灯，不然往往玻璃反光，什么都照不到。另外直接拍

室内陈设恐怕也不会具有美感，这时可注意拍摄室内具体的物件，倒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另外，在故宫各处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物，从影壁到建筑屋檐上的小兽，到宫中灭火用水缸上的雕

饰，这些都可以成为良好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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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故宫周围的餐饮

故宫以南的天安门附近实在没有什么合适的用餐场所，即使有，也往往贵得离谱儿。但是如果你

非要在这边吃上一顿，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有几家著名的餐厅你可以考虑：仿膳、东来顺、和前门

二十三号院。北京有两家仿膳，一家在天安门广场，另一家在北海公园里，两家并没有关系，但

是价钱一样的不平民，主营宫廷菜肴。东来顺主营北京涮肉，亦是知名品牌，价钱较其它两家更

为便宜（人均80-100元）。前门二十三号是一海外华人承包以前的美国公使馆院落新近改造的高

级会所，里面有奢侈品店，也有几家餐厅，分别是意大利菜、法国菜、和日本菜。在前门二十三

号，人均消费500块不是什么新鲜事。

除此之外，故宫附近也是有亲民的餐饮去处的。故宫北面不远就是著名的后海、地安门、和南锣

鼓巷。后海地区主要是酒吧，但也有些零星餐厅，比如银锭桥旁的老字号烤肉季，如果你肯走上

几步，也可以尝试去九门小吃试试北京小吃。关于九门小吃，笔者需要提醒的是，此处小吃固然

正宗，但是主要面向游客，所以价格算不得实惠。较之而言，地安门和南锣鼓巷可吃的去处就多

了。地安门-鼓楼一带有各种创意餐厅和小吃店，其中笔者需要推荐的是鼓楼脚下(东侧)的姚记炒

肝。虽然姚记的炒肝算不得名扬天下，近年质量亦有所下降，但是在北京小吃服务业普遍萎缩的

今天，其实力也算得上优秀了。到了南锣鼓巷，你可以尝试各种中外创意厨房，都会是不错的经

历。

天安门地区餐饮服务相关信息

故宫午门往南步行至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步行20-30分钟

天安门仿膳 东城区东交民巷37号 电话：6523 3105

东来顺饭庄 东城区东交民巷44号院 电话：6524 1042

前门二十三号 东城区前门东大街23号

1. Maison Boulud à Pékin （法国菜）电话：6559 9200

2. Ristorante Sadler （意大利菜）电话：6559 1399

3. Shiro Matsui （日本菜）电话：6559 6266

后海-地安门-南锣鼓巷地区餐饮服务相关信息

 故宫神武门往北，过景山向北行至地安门外大街，正对鼓楼，西侧为后海，东侧为南锣鼓巷，

步行时间约40分钟

后海：可至景山东街乘111路至北海北门站下

鼓楼：可至景山东街乘124路至鼓楼站下

南锣鼓巷：可至景山东街乘124路至宝钞胡同下，南行即南锣鼓巷

 烤肉季（清真） 西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前海东沿14号 电话：6404 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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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鼓楼站下车穿烟袋斜街步行较北海北门站更近]

九门小吃 什刹海后海孝友胡同1号 电话：6402 6868

[位于后海最北近德胜门一侧，值得尝试，但是离故宫不近]

姚记炒肝 东城区鼓楼东大街311号 电话：8401 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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