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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清西陵

(图片由网友 @霸道小妈  提供)

清西陵始建于1730年（雍正八年）首建泰陵，至公元1915年光绪的崇陵建成，历经186年，共建有

帝陵4座，后陵3座，王公、公主、妃嫔园寝7座，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个皇帝，9个皇

后，56个妃嫔及王公、公主等共80人。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共有宫殿1000多间，石雕刻和石

建筑100多座，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永宁山下， 离北京120多公里。周界约100公里，面积达800余平

方公里。这里有华北地区最大的古松林，数以万计的古松、古柏把这一带装点得清秀葱郁，古朴

大方。 清西陵北依峰峦叠翠的永宁山，南傍蜿蜒流淌的易水河，古木参天，景态雄伟。陵区内千

余间宫殿建筑和百余座古建筑、古雕刻，气势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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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西陵各墓详述

   

1、泰陵-雍正

【泰陵-雍正】

(图片由网友 @依偎在年华边  提供)

泰陵位于易县15公里永宁山主峰之下，是清西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余各陵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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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侧。始建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占地8．47公顷，内葬世宗雍正皇帝、孝敬宪皇后、

敦肃皇贵妃。

泰陵的神道，由三层巨砖铺成，两边苍松翠柏，主体建筑自最南端的火焰牌楼开始，过一座五孔

石拱桥，便开始了2.5公里长的泰陵神路，沿神路往北至宝顶， 依次是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

圣德神功碑楼、七孔桥、望柱、石像生、龙凤门、三路三孔桥、谥号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

东西班房、隆恩门、焚帛炉，东西

配殿、隆恩殿、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和宝顶等建筑。

火焰牌楼位于泰陵南5公里的大雁桥村东的神石山上（据燕赵山庄老板娘说我们很 难找到，果然

回程在国道未发现小路，未去成，遗憾）。火焰牌楼通高6.60米，面阔三间18.66米，台明长26.35

米，宽7.74米。四根石柱顶上有 石雕蹲龙（通高1.10米、宽0.82米），柱身饰有云板。两柱间用大

小石额枋连接。三间的大石额上铆接石雕须弥座火焰头（通高2.29米、基座高

0.71米、宽1.19米、火焰高1.58米、宽1.175米）。坊心东西两面有浮雕荷叶莲花等纹样。

03年的9月7日的夜晚，一群据说来自北京房山的农民，开着一辆吊车悄悄开进大雁村，仅仅用了

几十分钟，便轻易盗走了火焰牌楼上的４尊蹲龙、１尊火焰宝珠，尽管后来的追查，追回失窃物

。

石牌坊坐落在大红门前的三架巍峨高大的石牌坊，为西陵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三架石牌坊坐落

在大红门前的宽阔的广场上，一架面南、两架各朝东西，成品字形 排列，与北面的大红门形成一

个宽敞的四合院，每架石牌坊高12．75米，宽31．85米，五间六柱十一楼造型，虽为青白石料的

仿木结构，但却未用铁活，全 部采用卯榫对接形式，楼顶雕有楼脊、兽吻、瓦垄、勾滴、斗拱、

额枋等。坊身高浮雕的龙、凤、狮、麒麟和浅浮雕的花草、龙凤等图案相结合。三架石牌坊在中

国 历代帝王陵墓中尚属孤品。

大红门是清西陵总门户，建筑形式为单檐庑殿顶，面阔34.8米，进深11.35米，高13.3米。大红门两

侧有宽厚高大的风水围墙向东西延伸，长达21公里，把分布在广阔的丘陵沃野之中的陵寝建筑包

容其中。

具服殿位于大红门内神道左侧，独成一院,是专供后代皇帝及后纪等遏陵祭祖时更换素服之所。

圣德神功碑楼，俗称大碑楼。它是记述皇帝生平功绩的建筑，清西陵四座帝陵中只有泰陵和昌陵

建有大碑楼。楼高26.05米，四面辟门，重檐九脊歇山顶，楼 内有两统高大的赑屃驮石碑，碑身阳

面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着皇帝生前的丰功伟绩。碑楼坐落在94米×94米的广场正中，四角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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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高约12米的华表相衬， 碑楼显得庄严、肃穆、雄伟、壮观。

七孔石拱桥坐落在大碑楼与石像生之间，是陵区所有桥梁中唯一的一座七孔桥，桥长107米，宽21

米，是清西陵最大的一座桥梁。

望柱雕刻精美，为神路的主要建筑之一。

石像生指安设在陵墓神道两侧的五对精美的石像生，分别是文臣、武将、马、大象、狮子。清西

陵只有泰陵、昌陵建有石像生。

龙风门是神道上门式建筑之一，为六柱三门四壁三楼顶形式，周身用黄绿琉璃构件嵌面，壁心画

面是鸳鸯荷花图案。

谥号碑亭，是放置谥号碑的亭式建筑，(谥号是中国封建时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给予的含有褒

贬意义的称号)四面有门，为双檐歇山顶，楼内竖龙蚨碑一通，碑阳镌刻着雍正皇帝的庙号、谥号

和徽号。

谥号碑亭的右边的一个单独的小院是神厨库，是准备祭品的地方。

隆恩门前的广场铺得分外平整，大门两边是东西朝房与东西班房。东朝房是用来准备水果蔬菜的

，而西朝房则是用来准备饭后甜点的，如今已经沦落为售票窗口、购物小店。

穿过隆恩门，是陵寝的核心建筑隆恩殿。隆恩殿建造精美壮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

黄瓦顶，木结构卯榫对接。明柱沥粉贴金包裹，殿顶有旋子彩画，梁枋装饰金线点金，枋心彩画

“江山统一”和“普照乾坤”，色彩调和，殿宇金碧辉煌。隆恩殿2侧有焚帛炉和东西配殿。

台阶处汉白玉石板上面雕工精美，堪称上品。最下，波涛出海口，暗示福如东海；山峦穿云端，

暗示寿比南山；中间龙凤呈祥，暗示永远合欢；最上云雾缭绕，暗示早登极乐世界。须弥台有两

个精致的铜香炉，两侧各有铜鹤、铜鹿一对，象征“万古长青”。

大殿的后面，是通向后寝的“三座门”。

二柱门，也叫棂星门，是一座小型的牌坊，它虽有门的架构，但无门的实体，虽有牌坊的形体，

但无牌坊的规模。据说是隔绝阳间和阴间的最后一道门槛。二柱门后是石五供、方城明楼和宝顶

等建筑。

   

2、泰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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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东陵】

(图片由网友 @霸道小妈  提供)

此陵目前不包括在通票内，未对外开放。

泰东陵位于雍正帝的泰陵东北约1.5公里处 的东正峪。陵内安葬的是雍正皇帝的熹妃，乾隆皇帝的

生母、乾隆朝的圣母皇太后，孝圣宪皇后。她是位长寿的皇太后，由于比雍正皇帝死得晚，乾隆

对她非常的孝 顺，在雍正下葬的时候还问皇太后是否要在泰陵给她留个位置，皇太后怕雍正下葬

多年后再打开地宫是对先皇的打扰，于是按照清朝规制，就让乾隆重新为她建个陵 寝，乾隆帝遵

照皇太后懿旨，于乾隆二年（1737）在东正峪为皇太后营建陵墓，于乾隆四十二年年（1777）建

成。历时40年，共有建筑29座，占地 3．73公顷。因为陵寝位于泰陵之东，故称为“泰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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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东陵是清西陵三座皇后陵中规制最完备、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皇后陵。其主要建筑由南 至北依

次为：三孔拱券桥一座、东西下马牌、东西朝房各5间、东西值房各3间、隆恩门一座5间。东西燎

炉、东西配殿各5间、重檐大殿一座5间，陵寝门3座、 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宝顶

下是地宫。陵前左侧是神厨库。库外井亭一座。泰东陵与其他皇后陵相比，有三点独创之处：

一、首创隆恩殿月台上设铜鹿、铜鹤之制。在泰东陵之前建成的昭西陵和孝东陵，隆恩殿月台上

只设铜炉一对。而泰东陵则又增设铜鹿、铜鹤各一对。很明显，这是仿照帝陵之制，首创了皇后

陵设铜鹿、铜鹤的制度。以后建的各皇后陵改为设铜鹿、铜鹤各一只，成为定制。

二、首创大殿内东暖阁建佛楼之制。在泰东陵以前建的皇帝陵和皇后陵，均无佛楼之设。泰东陵

则在隆恩殿东暖阁建了佛楼，为一层。这与孝圣皇后笃信佛教有关。从此以后，凡皇帝陵均建佛

楼。皇后陵只慈禧陵建了佛楼。凡以后建佛楼均为上下两层。

三、地宫内雕刻经文、佛像。以前总认为清代皇陵中，第一个在地宫内镌刻经文、佛像的是乾隆

帝的裕陵。清宫档案记载，泰东陵地宫里也镌刻了经文、佛像。泰 东陵早裕陵6年而建。这表明

第一个在地宫内镌刻经文、佛像的不是裕陵而是泰东陵。清宫档案还记载，泰东陵地宫的地面不

是用条石铺墁，而是用金砖铺墁。具体 泰东陵地宫的规制、经文佛像的内容，因为地宫尚未开启

，档案也不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3、泰妃园寝

【泰妃园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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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依偎在年华边  提供)

泰妃园寝位于泰陵东北0.5公里，建于1730至1737年(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内葬雍正皇帝21位妃

嫔。

泰妃园寝严格按清朝妃园寝规制建造，所有建筑均采用绿色琉璃瓦盖顶，与帝后相比，风格简朴

，有建筑30座，由南至北依次为：单孔石桥、东西朝房，东西班房、宫门、焚帛炉、享殿、琉璃

门、宝顶。

清代妃嫔等级自上而下是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这些妃嫔按地位的尊卑

，宝顶规制不同，所居位置有异，显赫者居中靠前，卑微者居后靠 边。泰妃园寝内共有宝顶21座

，计皇贵妃1位，妃3位，嫔1位，贵人5位，常在7位，格格4位，由南向北分三行排列，其规模则

按妃嫔等级由前向后，由中间 向两边逐渐缩小。

雍正皇帝第一子弘晖和第九子福惠，幼年早殇，后来被乾隆皇帝追封为和硕亲王。因此，也为他

们在其父亲陵寝附近修建了坟墓：和 硕端亲王园寝、和硕怀亲王园寝。两处园寝于1736年(乾隆元

年)兴建，1737年(乾隆二年)完工。与此同时兴建的还有雍正皇帝第三子弘时的坟墓。弘时 在雍正

年间被削宗籍，乾隆即位后为其恢复宗籍，但是没有追封王爵，因此，坟墓叫做“阿哥园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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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端王园寝

【端王园寝】

端亲王园寝位于泰陵东6公里的张各庄村。园寝内葬世宗雍正皇帝的长子-和硕端亲王弘晖和亲王 

三个夭亡的弟弟：第二子弘昀（音同“云”），第七子弘昐（音同“分”），第八子福宜。这里

虽然只埋葬着4个没有长大成人的皇子，但它严格按照王爷园寝的规 制修建，整座园寝占地O.4公

顷，建有石平桥一座、厢房二座、宫门一座、享殿一座、陵寝门三座，园寝建筑均为绿色琉璃瓦

盖顶，这些建筑比不上帝后陵寝的壮 观与豪华，但它结构紧凑，肃穆庄严。

   

5、阿哥园寝

【阿哥园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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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小猫  提供)

此陵不包括在通票内，未对外开放。

阿哥园寝位于泰陵东6公里的张各庄村。与端亲王园寝相邻，园寝内葬世宗雍正皇帝的第三子弘时

、第十子福沛及弘时的儿子永坤。

   

6、怀王园寝

 【怀王园寝】

此陵不包括在通票内，未对外开放。

怀亲王园寝位于昌陵附近的太平峪村，占地O.4公顷，内葬世宗第九子福惠。

怀亲王珠园寝建筑有：琉璃花门一座,正中享殿一座,前有大门，门外设守护班房和东西厢房各三间

。围墙周长 169.6米，高3.3米。据《易州志》载，怀亲王园寝大门外还有下马桩、平桥、营房等建

筑。怀亲王为火葬，即火化后将骨灰装于瓷罐埋之，地面不建宝顶。

雍正一生共有十子四女，除了第四子弘历（乾隆）和上述的七位皇子外，还有第五子和恭亲王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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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和第六子果恭郡王弘瞻。

   

7、昌陵-嘉庆

【昌陵-嘉庆】

清代皇陵都是皇帝本人或嗣皇帝为先皇建造的，只有昌陵是嘉庆皇帝的父亲乾隆皇帝为他督造的

，是父亲给儿子造陵。 

昌陵位于泰陵西1公里的太平峪，修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八年(1803年)，内葬仁宗嘉庆皇

帝和孝淑睿皇后。

乾隆曾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但永琏9岁时死去。

第二位皇太子是永琮。乾隆在永琏病故后，又立皇九子永琮，但 他2岁时又因天花早殇。第三位

皇太子即为颙琰。嘉庆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三日，被

正式宣布立为皇太 子。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受乾隆禅位即帝位。嘉庆继位后最初四年，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

。嘉庆四年(1799年)正 月，乾隆帝死后，开始亲政。亲政仅六天就惩治了乾隆朝时大贪官和珅，

对当时朝中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但是和坤的金银财宝等价值连城的

物品全部归属嘉庆帝所有，所以当时有民谣讽刺曰“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对于改变乾 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

一定的作用。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

奈何，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他 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

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昌陵的建筑形式与布局，跟泰陵基本一致，它的神道在泰陵圣德神功碑亭南与之相接，是唯一与

清西陵主神道相接的帝陵。沿途三孔平桥一座，西行300米北折，建有清朝最后一座圣德神功碑亭

，此后清朝皇帝各陵均不建圣德神功碑亭。 再往北部分与泰陵皆同。

来西陵的游客，大多先游览泰陵，以为再无别的陵寝能与泰陵比，其实不然，昌陵宏伟的建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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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与泰陵大体一致，而且明楼、宝城、隆恩门、大碑楼等建筑比泰陵更为高大，与其它帝陵相比

，昌陵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隆恩殿地面铺设独特。其他帝后隆恩殿地面均为金砖，是用料考究，烧制精细的砖，皇家御

用，谓之金砖墁地，惟昌陵隆恩殿为很贵重的紫花石铺墁。每块 62厘米见方，磨光烫蜡，不滑不

涩，砖缝如线，平亮如砥，石面呈黄色，缀以天然形成的紫色花纹图案，在阳光照耀下，光彩耀

目，满殿生辉，素有“满堂宝石” 之称。

二是隆恩殿内东暖阁之佛楼，上下两层 上层有木雕垂花，精湛优美，涂金闪亮，下层有木制边饰

，朱红底色，鲜丽耀眼，历经180余年的磨蚀，至今保存完好，色泽如初 。

三是地宫结构比其他帝陵宏大，镌刻精细。

   

8、昌西陵

【昌西陵】 

(图片由网友 @孤独小猫  提供)

清朝埋葬皇帝皇后有条规定：皇后先于皇帝而薨，可葬于帝陵的地宫，但石门不闭，要等着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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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皇帝先于皇后而崩，葬入地宫后必须关闭石门，皇后死了再另外建陵。

昌西陵位于昌陵西面的望仙山。始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建成于咸丰三年（1853年），共耗

白银四十四万八千多两。是清朝嘉庆帝第二任皇后-孝和睿皇后的陵寝。

孝和睿皇后不仅是清代坐在皇后位置上最长的一个，而且是个胸怀博大的人。嘉庆二年，孝淑睿

皇后病故，她生的第二个儿子旻宁（道光）当时只有十六岁（第一 个儿子夭折），嘉庆又续了第

二任皇后，也就是孝和睿皇后，孝和睿皇后也有两个儿子，皇三子绵恺和皇四子叫绵忻。孝和睿

皇后对旻宁很好，对他倍加爱护和关 照，所以旻宁做皇子的时候和他继母的关系也很好，正是因

为有这种关系，所以嘉庆皇帝突然驾崩的噩耗传到北京的时候，她在皇宫立即派人把她的的懿旨

送到承 德，大意是说皇次子旻宁在嘉庆十八年的重大事件中，立有功劳，让皇次子旻宁立即继承

大位。很明显，旻宁不是她的亲生子，她有亲生的两个儿子，在没有找到嘉 庆秘密立储的遗诏的

时候，她让旻宁继承皇位，没有借机做手脚，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应当说这个胸怀还是比较

博大的。

昌西陵既不象孝圣皇后的泰东陵那样宏伟富丽，也不如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那样豪华奢侈，它仿

照慕陵，追求节俭，与其他后陵相比，规模较小，无方城、明楼和月牙城。隆恩门以内的建筑，

从前到后，一座高于一座，陵寝围墙前方后圆，表示“天圆地方”。

除具有清代后陵种种建筑规制外，还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是隆恩殿内藻井彩画为丹凤展翅，独自翱翔；其他后陵则为三朵莲花衬以十八金点的水浪花纹

。

二是隆恩殿后与三座门之间有御河一条，河上有三座跨桥，中间一座有栏板，左右两座各为无栏

平板桥。

三是三座门前；围墙为方形，三座门后北墙为圆弧形，切入三座门的直墙上。圆形宝顶矗立于北

弧墙前，祭台立于三座门的中门内。宝顶前神道正中嵌有回音石， 游人至此发出声响，地下可将

声响扩大数十倍传出来。弧墙两侧为回音壁，人于东侧细语发声，立于西侧的人以耳贴墙，可听

到东侧人的声音如同打电话般地传来。 这种被人称为地回声与回音壁的现象，甚为奇特。

昌西陵回音石与回音壁的构成，是清代建筑学家把声学原理用于陵寝建筑的新创造。罗锅墙为半

圆形，声波的波长小于围墙半径，声波以柬状沿墙面连续反射前进，站于围墙两端的人便能听到

对方的声音。

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群中，有两处古建筑有回音壁和回音石，一处是北京天坛，另一处就是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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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中的昌西陵。

   

9、昌妃园寝

【昌妃园寝】

昌妃园寝目前不开放。

昌妃园寝位于昌陵西南，与昌西陵之间。始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于嘉庆八年（1803年）完

工。内葬仁宗嘉庆皇帝的17个妃嫔。其规模比泰妃园寝稍小，但建筑物数量规制与泰妃园寝相同

。

看过电视剧《金枝欲孽》的人都知道，剧中的几位角色都是以嘉庆的后妃为原型改编的，比如皇

后（孝和睿皇后）、如妃（恭顺皇贵妃）、玉莹（华妃）、尔淳（淳嫔）、安茜（安嫔）等等，

但电视剧中的人物是改编的，是一种虚化了的人物，不是史实。

最南端为单孔拱桥一座，享殿东西山墙各连一道卡子墙，开一妃园寝门通往后寝院。殿后有一道

宇墙，正中开一6米宽的豁口，这种做法与其他妃园寝不同。宇墙北分布着四排17座宝顶，计皇贵

妃2人，妃4人，嫔6人，贵人3人，有2座墓券葬者身份未知。

   

10、公主园寝

【公主园寝】

公主园寝目前不开放。 

公主园寝位于泰陵东6公里的张各庄，内葬嘉庆皇帝的第五女慧安和硕公主和第九女慧愍（发音同

“悯”）固伦公主。它是清西陵境内惟一的公主园寝。

   

11、慕陵-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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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陵-道光】

(图片由网友 @孤独小猫  提供)

慕陵位于昌陵西15公里的龙泉峪，为清西陵最西面的一个帝陵。建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到十

六年（1836年），内葬宣宗道光皇帝和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

根据乾隆的“昭穆次序，隔代埋葬”的旨意，起初道光的陵寝设在清东陵，陵寝本着道光追求节

俭的精神，取消了二柱门、地宫瓦顶、内刻经文、佛像等部分，大 殿、碑亭、石像生体量也小了

，道光七年完工，且葬入了孝穆皇后，但一年后发现地宫渗水一尺七寸，道光认为不吉利，震怒

之下，全部陵寝被夷为平地。道光不顾 乾隆定下的定制，改在清西陵选址重建陵寝。重新选址时

吸取东陵宝华峪陵寝渗水的教训，选择了高平之地龙泉峪。慕陵设计上更加刻意求简，仅有建筑2

7座, 占地45.6亩, 比泰陵缩小近80亩。但其实外“俭”内“奢”，其用料材质异常精美，围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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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砖对缝、干摆灌浆工艺到顶，不涂红挂灰，改变了传统的上身糙砌灰砖，刷红 浆，下肩干摆的

做法，用精巧别致的石牌坊代替琉璃门；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慕陵隆恩殿、东西配殿所有木构件全

部采用珍贵的金丝楠木，造价惊人，加之两建一拆的

经历，道光两次建陵耗白银440万两，超过了西陵任何一座陵墓。

慕陵的规制比较特殊，基本上不遵从祖陵制度，简化了清代帝陵原有的一些规制， 是清代所有帝

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由于地势的限制，裁撤了大碑楼、石像生、二柱门、方城、明楼等大型建

筑。隆恩殿面阔由五间改为三间，殿内装饰不施彩画， 月台的规制也比前代简单。地宫之上只有

石圈。慕陵以精致小巧的建筑模式、清丽淡雅的建筑风格、工艺卓绝的楠木雕龙成为清帝陵中最

具特色的一例。

慕陵神道放弃与泰陵相接，最南端是一座五孔桥。据清制：凡帝王有失尺地寸土者，不得立圣德

神功碑。由于在道光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乞和、割地赔款，道光帝“愧对祖宗”，遂下

令取消了圣德神功碑和石像生。五孔桥之北即龙凤门，与孝陵、泰陵、昌陵相同，但略小。

龙凤门以北建有下马碑东西各一座，神道碑亭体量较小，石碑正面刻有宣宗谥号，背面按照道光

的遗嘱，刻有咸丰帝亲自撰写的记述宣宗一生事迹的碑文，这在清陵中绝无仅有，其实是兼有圣

德神功碑的作用。

神厨库的位置也从常规的在三路三孔桥之北改设在一路三孔桥之南。

神道碑亭往北，是神道桥，慕陵没有按照三路三孔的惯例，而是变成了一路三孔桥。桥北东西朝

房各一座，前出廊，面阔三间，但进深缩小为两间。朝房之北各有一座班房。

隆恩门建在石质须弥座上，台面铺金砖，面阔五间，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中开大门三道，门内

燎炉已无。东西配殿较小，面阔仅三间，进深两间，前出廊，单檐歇山顶。

隆恩殿最为特殊，一改面阔五间的惯例，缩为三间，进深也三间，改重檐歇山顶为单檐歇山顶。

殿四周设有回廊，裁撤了月台和大殿周围的栏板和雕龙头，月台上 仅设铜炉两尊，不设鹿、鹤。

月台东西两角有石幢和嘉量各一座。大殿正面三间都开门，殿东西两侧中间开门，其余为砖墙封

闭。隆恩殿、东西配殿所有木构件全部 采用珍贵的金丝楠木，造价惊人，不饰彩绘，以楠木本色

为基调，其天花、群板、绦环板、雀替等处一改传统的金莲水草案，而是用高浮雕和透雕手法雕

刻上千条云 龙、游龙和蟠龙（仅隆恩殿内就有木雕龙714条），三殿共有木雕龙1318条，成为清代

帝王陵寝中独具风格的艺术珍品，只有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与之相 同。道光认为，宝华峪地

宫浸水是因为群龙钻穴，龙口吐水所致，如果把龙请到天上来，龙就会在天上争水而不往地宫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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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了。于是，他命令千百个能工巧匠，用金 丝楠木雕刻成许许多多的龙，布满天花的藻井、门窗

、雀替、隔扇等处，造成「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气势。每扇门窗的隔扇中间都雕刻有一个朝

外的木龙头，非 常精致，他想用龙取水，以此来躲避水患。楠木硬度极高，故迄今不用修缮。隆

恩殿内北部有三座暖阁，中暖阁供奉道光帝神牌，西暖阁供奉三个皇后的神牌，东暖

阁存放谕旨。

在隆恩殿后增设御带河一条，上有三座平桥，中间一座有护栏，柱头雕有龙凤，是清西陵其他陵

寝所没有的。御带河之后是一座四柱三门的石牌坊，这是与清西陵其他陵寝在这里建筑的三座琉

璃花门所不同的。

宝顶下部为石质圆形须弥座，须弥座以上砖砌宝城，四周无马道，仅是一道紧贴宝顶环砌的围墙

，墙顶覆以黄色琉璃瓦。慕陵的围墙采用不挂灰、不涂红、磨砖对 缝、干摆到顶的做法。这与清

西陵其他陵园围墙与大殿的山墙，都采用上身糙砖灰砌、内外墙皮抹灰、提刷红浆或黄浆与下肩

干摆的做法不同。干摆是一种工艺高 超、工序复杂、费工费料的砌墙方法，从外表看，砖缝平直

，细如毫发，看不到一丝灰痕，实际墙体内部砖与砖之间全用灰来粘结。

   

12、慕东陵

【慕东陵】

慕东陵目前属未开放景区。

慕东陵位于慕陵东北方的双峰岫，初建于道光十一年 （1831年）至道光十六年（1835年），陵寝

初建时为妃园寝。咸丰五年（1855年），因孝静皇太后葬入慕陵妃园寝，从此改为慕东陵。在原

基础上进行 了局部改造，改绿琉璃瓦为黄琉璃瓦，并按皇后陵的规制添建祭台、东西配殿、燎炉

及神厨库等。为了突出孝静成皇后的地位，后寝部分用弧形围墙将其分两层院 落，弧形围墙内建

有孝静成皇后的宝顶，弧形围墙外埋葬着道光的16位妃嫔，形成以孝静成皇后为中心，众妃嫔环

抱于内围墙之外、外围墙之内的形式布局，这种

后、妃合葬方式在清代皇家陵寝中是绝无仅有的。

道光皇帝共有皇后四名，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十八名，四名皇后中，道光帝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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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封 者三名，即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死后由咸丰帝追封者一名，即孝静皇后。这也是清

朝历史上独一无二、既非前朝皇后、也非本朝皇帝的生母而被追封的皇

后。前三名与道光帝同葬在慕陵，孝静皇后与列妃嫔同葬于慕东陵。

孝静成皇后宝顶北部，分散建有宝顶三排，葬15人，计贵妃3位，妃3位，嫔4位，贵人4位，答应1

位，分别是：

第一行葬5位，从东往西分别是恬嫔富察氏、和妃那拉氏、常妃赫舍里氏、祥妃钮祜禄氏、顺嫔。

第二行葬5位，从东往西分别是平贵人、定贵人、李贵人、彤贵妃舒穆鲁氏、佳贵妃郭佳氏。

第三行葬5位，从东往西分别是那贵人、恒嫔蔡佳氏、睦答应、成贵妃钮祜禄氏、豫嫔尚佳氏。

   

13、崇陵-光绪

【崇陵-光绪】

崇陵位于泰陵的东南面约4公里的金龙峪，是我国现存帝陵中最后的一座，宣统元年（1909年）破

土兴建，民国四年（1915年）竣工。地宫中合葬着光绪帝和他的隆裕皇后。

由于慈禧为自己在东陵修建豪华的陵墓，就没有顾及光绪帝的事，但他们同时辞世时，光绪尚没

有陵墓。光绪在西陵的崇陵是在光绪去世以后才开始动工，不过三 年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帝

退位，根据民国政府的续修协议和依靠一帮遗老的努力和捐助资金，直到1915年才修建完工。

光绪驾崩时，陵还未 建，他的梓宫(棺椁)在故宫观德殿暂安。1909年3月，光绪的棺椁又由观德殿

迁往西陵梁格庄行宫停放，一路起落，共耗银438400多两。虽然北京至西 陵当时已通火车，但光

绪棺椁仍用人抬。前面有卫兵开道，随后是皇帝和王公大臣，后面还有隆裕皇后、瑾贵妃等，最

后是1400多辆轿车。棺椁拾至阜城门，仅 十里远，就撤掉纸钱1000斤，用银260两。北京至西陵行

程240华里，抬杠夫每天分为60班，每班128人，轮流抬着棺椁艰苦行进。沿途支搭三宿芦 殿，耗

银29000两，经过四天三夜，才把光绪的棺椁运到梁格庄行宫，安放于正殿之中。1913年崇陵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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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峪建成，十一月十六日申时，光绪的棺椁才正式

安放于崇陵地宫之中。1913年病逝的隆裕皇后也同葬地宫。

崇陵规模虽不如雍正、嘉庆的陵墓那样庞大，没有大碑亭、石像生等建筑，但它除继承 清代建陵

规制，参照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的风格外，又吸收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某些精华，仍具有它的

特色。整个陵寝根据守卫和祭把的需要，建筑了五孔桥、巡 房、牌楼门、神厨库、三路三孔桥、

朝房、班房、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思殿、三座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地宫。为了

增强排水性能，每个宫殿基部都 建有2米宽的散水，明楼前和三座门前分别挖砌了御带河，地宫

内凿有14个水眼与龙须沟相通。隆思殿木料均为异常珍贵的铜藻、铁藻，质地坚硬无比，用这种

木 料制作一把普通太师椅，重量竟高达百余斤，所以隆恩殿被誉为“铜梁铁柱”，且梁架之间增

加了隔架料，既能托顶，又使殿内更加美观。隆恩殿内的四根明柱，底

部有海水江涯图案，柱身为一条金龙盘绕向上，较其它帝陵的宝相花更加富丽堂皇。

尽管清廷的遗臣为修建崇陵费尽心思，光绪还是没有能够在他的地 下寝宫里平安地长眠下去。19

31年军阀混战时期，一伙不明身份的兵匪盗掘了崇陵地宫，多数随葬品被劫走。1980年6月，经上

级批准，清西陵文物管理处 开启地宫，清理整修，供国内外游客参观。这座地宫墓道全长63．19

米，是无梁无柱的石拱券式建筑，共有四道石门、九座券。门楼、门垛、门框、门簪均用青 白石

作原料，雕有瓦脊、瓦垄、花瓶等图案，每道石门上都有巨大的铜铸门管扇，八扇石门上分别雕

有八大菩萨立像，金券内有宝床，宝床正中有金井，光绪皇帝和 隆裕皇后的棺椁停放在宝床上，

棺椁周围有用五彩绘制的龙山石16块，宝床前东西各有石座两个，座上有香箱，是存放“册”、

“宝”用的。这座地宫虽已被盗， 但仍出士珠宝玉翠等文物数百件。

载湉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作为一个年轻发奋的君主，光绪皇帝以社稷为重，

推行变法，不轻易退 缩妥协, 以求自保; 反而在关键时刻,

为了变法信念，置生死安危于度外。这已经超出了一位傀儡帝王的行为价值选择,

即使从人格上看也是值得称道的。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了, 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 启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 在经济上,

光绪接受了维新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 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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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教育方面, 开办学堂, 改革科举制度, 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 这就使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 给

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

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

   

14、崇妃园寝

【崇妃园寝】

光绪帝只有一后二妃3人。在清朝所有皇帝中，光绪帝的后妃人数最少，这是和他当政期间的傀儡

地位与不幸遭遇分不开的。

崇妃园寝坐落在崇陵东侧500米处，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修建，民国四年（1915年）完工，内

葬德宗光绪皇帝的两个妃子：珍妃和瑾妃。

崇妃园寝虽建于清朝末年，工程质量和清朝鼎盛时期兴建的嫔妃园寝相比，稍有逊色，但规模不

减。崇妃园寝共有建筑12座，园寝最南端为一座三孔石搭拱桥和 两座石平桥，并排横跨在三华里

长的马槽沟上。桥北是一片砖墁广场，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面阔五间的朝房。朝房稍北，有布

瓦班房各三间。宫门在广场北侧砖石 砌制的月台上，与石桥遥遥相对。宫门内是另一个广场，正

中矗立着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盖顶的隆恩殿，每年四次大祭，每月朔、望两小祭，都在这里举

行。大殿 两侧，苍松翠柏，蔚然成林。隆恩殿后为红墙围成的院落，三路石阶踏跺直通三座门。

进了三座门，通道尽头有两座砖砌宝顶，即坟头，一左一右地并排建在砖石砌 制的长方形月台上

。右边的宝顶是珍妃墓，左边的是瑾妃墓，墓地下建筑了洞室，安放着棺椁。因为珍妃与瑾妃都

是以贵妃身份入葬的，所以按规制两座宝顶均直径 一丈二尺。

1924年52岁的瑾妃逝世，葬入崇妃园寝，成为最后一位葬入帝王陵寝的清皇家人员。

1938年崇妃园寝被盗，墓内珍宝盗掘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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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西陵门票

景区联票价格旺季122元，学生半价62元；淡季98元。

包含泰陵（含大红门）、崇陵、慕陵、昌西陵、珍妃墓、永福寺。

单景点门票：泰陵和崇陵都是旺季47元，淡季38元；慕陵和昌西陵是旺季20元，淡季15元。

淡旺季时间划分为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为淡季，4月1日至10月31日为旺季。（淡季时有些

陵区不开）

景区咨询电话：0312-47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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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西陵驴行线路

北京市内到清西陵全程2个多小时，通常当天就可往返。早8点多从市里出发就行，从六里桥走京

石高速，在河北高碑店出口向西。高速费北京段是15 元，河北段也就20元，正常时间大概也就走

了1小时，可以下车休息一下，路北有一个豆制品工厂，厂门口有门市部，有真空包装的，味道很

好。 再向西走20多分钟过涞水县，很快就到易县了，这里除了清西陵外最著名的景点是易水湖和

狼牙山。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大家一定熟悉，但景色一般。易水湖，荆 轲，“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也很著名，可以玩一下。但晚上回北京就相当晚了。吃饭可以在易县县城

吃，实惠但没特色，人都特别热情。

从县城再向西走不到20分钟就到陵区，中间还要交10元过路费。往回走到市里怎么也得5、6点了

，如果有时间可以在涿州下道吃饭，这里的狗肉还行。总得来说此行程不算劳累，但不适合带3岁

以下的小孩。 

喜欢自然风景的可以把清西陵和易水湖、狼牙山安排为一线游玩，需要多一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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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游玩线路：

1.从县城顺112国道一直西行到梁格庄大桥下路，走环陵公路，依次经过的

景点为；行宫宾馆（清代皇帝来西陵祭祖时下榻的皇家别苑）----永福寺 (皇家寺庙)----崇陵（内

葬光绪皇帝，地宫开放）----端王园寝（解密清代皇子教育）-----泰妃园寝（雍正21位妃嫔）-----

泰  陵（内葬雍正皇帝，西陵首陵）----昌 陵（内葬嘉庆皇帝，隆恩殿花瓣石地面）-----昌西陵

（内葬嘉庆的孝和皇后，回音壁回音石）-----慕陵（内葬道光皇帝，楠木雕龙）---112-国 道

2.从县城顺112国道一直西行，到泰陵大红门下路，参观泰陵五华里神路，到泰陵（内葬雍正皇帝

，西陵的首陵）---昌陵（内葬嘉庆皇 帝）---昌西陵（内葬嘉庆皇后孝和，有回音壁，回音石）--

--慕陵（内葬道光皇帝，楠木雕龙）----再顺原路返回泰陵东行----泰妃园寝（雍正的 21位妃嫔）-

----端王园寝（雍正的儿子弘晖，皇子展）----崇陵（内葬光绪皇帝，地宫开放）----永福寺 (皇家

寺庙)----行宫宾馆（清代皇帝来西陵祭祖时下榻的皇家别苑）-----112国道（东行经梁格庄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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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达与离开

   

1、北京出发

北京——清西陵（路程125公里）

长途汽车：北京丽泽桥每天早晨6：00开始有发往易县的客车，约20分钟一趟。到易县县城再转乘

9路公交车去西陵。

丽泽桥长途汽车站：每半小时一班发往西陵。16：00末班车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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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沿京石高速公路南行，过涿州收费站后转京昆高速，易县出口下，经易县县城，沿112国

道西行可达清西陵。

   

2、天津出发

天津——清西陵（路程180公里）

长途汽车：每日早6：00、8：00、11：30、12：30分，由天津西站地铁站发车开往易县方向，到易

县县城后再转乘9路公交车去清西陵。

自驾车：A线：沿津保高速公路到达徐水后，上京石高速公路北行，到高碑店路口下道，向西沿1

12国道经高碑店、涞水、易县达清西陵。

B线：由天津出发，沿112国道经霸州、高碑店、涞水、易县达清西陵。

   

3、石家庄出发

石家庄——清西陵（路程200公里）

火车：由石家庄火车站乘火车到高碑店下车，转乘高碑店至易县的汽车，再转乘9路公交车达清西

陵。

长途汽车：由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的长途汽车站乘“石家庄——保定”的客车，从保定转乘“保定

—易县”或“保定——来源”、“保定——西陵”的公共汽车可达清西陵，或者由石家庄运河桥

长途汽车站乘“石家庄—易县”的客车可达清西陵。

自驾车：从石家庄出发，沿京昆高速北行，易县、定兴出口下，经易县县城，沿112国道西行可达

清西陵。

   

4、保定出发

保定——清西陵

保定客运中心发往易县的公交车有三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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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定客运中心——满城——山北——塘湖——裴山——易县；

（2）保定客运中心——徐水——遂城——广门——户木——东邵——易县；

（3）保定客运中心——徐水——北河——定兴——高里——易县

每天5：40发车，14分钟一班，17：40末班车。到达易县县城后，可换乘通往陵区的9路公交车或

乘出租车到达清西陵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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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西陵其它看点

   

1、永福寺

 【永福寺】

(图片由网友 @依偎在年华边  提供)

永福寺俗称喇嘛庙，修建于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1787-1788年）。它是皇家御用寺 庙，位于

泰陵东6公里的梁格庄村西，整座寺庙共有19座建筑，其建筑依山势的自然起伏形势建成，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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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4300多平方米，寺内所有建筑被3米高100多

米长的高大石墙包围起来，使寺庙显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永福寺坐北朝南，单体建筑依次为石桥、山门、钟楼、鼓楼、大雄宝殿、牌坊、碑亭、东 配殿、

西配殿、普光明殿、宝云阁等。当年主体建筑内供奉着佛教所尊崇的各种佛像。经过200余年的风

风雨雨，各座建筑及殿内陈设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 坏，1988年至1995年间国家拨专款进行了全

面修缮，修缮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状。其中大木结构、梁架、柱、斗拱、瓦件等大部分为原构

件。特别是在彩 画保护上，凡能保留的彩画均原样保留，如山门、普光明殿、配殿等内部保留了

大面积的乾隆时期的彩画，有效地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1995年5月1日永福寺

正式对外开放，永福寺现已成为历代帝王陵墓中惟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喇嘛庙。

第一进院落的大雄宝殿，两侧为钟鼓二楼。

第二进院落的琉璃牌坊，左右两侧石柱石刻佛八宝。牌坊后为小碑亭和普光明殿。并有左右配殿

供当时的喇嘛居住。

第三进院落的宝云阁，为转角二层结构，当时是藏经之所。据说当时也内供藏传密宗佛像十余尊

。

   

2、行宫

【行宫】    

清西陵行宫位于泰陵东6公里的梁格庄村，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清朝皇帝谒 西陵的下榻

之所。清西陵行宫占地2.47公顷，共有建筑17座。当年这里是一处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幽雅舒

适的封建帝王的行宫。主要建筑有石平桥、朝房、 宫门，宫门内有值房、膳房、垂花门、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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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殿、后殿、穿堂殿、配殿、銮舆库、小谢等。行宫的建筑均为灰布瓦盖顶。光绪皇帝的棺停曾

在这里停放数年。清西 陵对外开放后，行宫己辟为宾馆。

清朝从北京到西陵一路共建有4座行宫，即黄新庄行宫、半壁店行宫、秋澜行官、梁格庄行宫（即

清西陵行宫，是惟一保存下来的行宫）。

   

3、溥仪墓

【溥仪墓】 

(图片由网友 @霸道小妈  提供)

溥仪墓位于清西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距离崇陵后围墙仅200米。

宣统帝爱新觉 罗�溥仪（1906－1967年），也被尊为清逊帝，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是清朝入关后

的第十位皇帝。字浩然。英文名henry，满族。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 譞之孙、光绪帝的弟弟醇亲王

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荣禄之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

什刹海边的醇王府。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仅3岁的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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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新公民，后因患肾癌而去

世，享年62岁。火葬后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5年移葬清西陵华龙皇家陵园。  

溥仪毕竟做过三年的皇帝，因此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1967年给溥仪上了庙号“宪宗”和谥

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

2004（一说是2002年）重新给溥仪上了庙号和谥号，庙号曰：清恭宗；谥号曰：配天同运法古绍

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愍皇帝。尊骨灰奉安处（在 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献陵”， 

尊婉容为“孝恪愍皇后”，谭玉龄为“明贤皇贵妃”，李玉琴为“敦肃福贵妃”，李淑贤为"孝睿

愍皇后"。

以上谥号，庙号都是民间所加，与以前皇帝的谥号，庙号为政府（朝廷）所加是不同的，溥仪所

谓的谥号，庙号并不算是正式的谥号，庙号。

在溥仪墓的两侧，左侧是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衣冠冢，右侧是伪满时期册封的“祥贵人”谭

玉玲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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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西陵吃喝住宿

吃喝

在偌大的清西陵皇陵建筑群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满族村落。如今，这些小村庄借着当地

皇陵文化与满族传统民俗特色，已开发成百十家“满家乐”（农家 乐）的特色旅游村，为游客提

供满族风味美食服务。风貌完好的忠义村和凤凰台村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满族村落。凤凰台98

%的村民是满族八旗守陵官兵的后

裔。先人把满族特色饮食文化和习俗带到了这里，并继承了下来。

众所周知，满族人向来比较讲究吃，在饮食上是非常讲究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满 汉全席，里

面大部分珍馐美味就是出自旗人之手，可以说凤凰台村每个满族家庭主妇都是厨艺高手。有些家

庭祖上就是北京紫禁城里的御厨，像什么蒸羊羔、蒸鹿尾

儿、晾肉香肠、旗肠和肘花，还有五仁炸糕都当地村民的特色饮食。

住宿

对住宿条件不是很苛刻的人可以住在清西陵附近的农家，吃住一天不超过100元/人。距清西陵不

到5分钟路程，在去清西陵路的右侧有个华路宾馆，是易县党政机关的定点招待处，房间干净卫生

，同时还带有一个贵宾楼，饭菜味道和价格在当地来说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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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延伸阅读——清西陵故事

   

1、迷雾重重

●雍正即位之谜

公元1722年12月20日，康熙病逝于京西畅春园，其四子爱新觉罗�胤禛即皇帝位——这就是雍正

皇帝。关于雍正即位是否合法，至今一直争论不休。

持雍正为篡夺皇位观点的人认为：雍正与顾命大臣隆科多勾结，将“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

位于四子胤禛”。佐证有：1、康熙遗诏3日后才公开，期间很长时间可做手脚：2、雍正登基后，

将十四弟的名字由“胤祯”改为“允禵”。其中“胤”字改为“允”字是为了避皇帝之讳，雍正

的兄弟都要改，可将“祯”字改为“禵”字就老十四一人。

认为雍正正常继位者列有如下证据：1、清朝传位遗诏，文字为满汉两种文字，如果汉文将“十”

改为“于”，满文将如何改写；再者，汉字的“于”在当时正式的文件里写法应该是“於” ；2

、清朝称皇子不是直接称呼几子，而是皇几子，若将遗诏改动，则成为“传位皇于四子”，语法

上讲不通；3、康熙非常钟爱雍正的儿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并对他寄予厚望，传位给

雍正，也是以望相承。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雍正“矫诏自立”，认为：康熙并无遗诏传世，而是临终前前一言定继，

以口谕的形式宣布了继承人，雍正觉得这样登基并没有文字依据，于是便自造康熙遗诏。现存台

北故宫博物院的这封诏书只有汉文而未见满文，且文字有涂污之处，可见这封诏书是仓促而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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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说法争来吵去无定论，至今仍是个谜。

●雍正选陵之谜

关于雍正皇帝当年不跟随其祖、父在东陵内建陵，而另辟西陵陵区之事，近三百年来一直众说纷

纭。

野史记载，雍正改诏篡位、杀父逼母、弑兄屠弟，死后不敢与其祖、父葬在一起，故远离祖先而

另 辟陵区。对此，清代史书、文献不敢记载，故以风水原因记录。据《清实录》一书载，雍正登

基后，在东陵境内九凤朝阳山选定了陵址，但后来精通堪舆的大臣经过 再三相度，认为那里“规

模虽大，而型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将陵址废掉，之后，雍正皇帝选派

他最信任的十三弟允祥和两江总督高其倬重

新为他卜选万年吉地。最后，将陵址选在易州境内太平峪。雍正改选陵地究竟何因，实难证实。

●雍正暴崩之谜

公元1735年秋，雍正暴崩于圆明园，关于其死因，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定论，其中两种说法

流传最广。

丹药致死说——雍正对炼丹术非常感兴趣，曾供养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在圆明园秀清村架炉炼

丹，而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申等矿物质都含有毒素，长期服用，势必中毒。

吕四娘刺杀说——吕四娘系清朝文字狱大案中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一家获罪后被满门抄斩，只

有吕四娘幸免于难，后来，她拜高人为师，学成本事进宫取走了雍正的头颅，雍正入殓时，只好

筑一金头入棺。

两种说法均为猜疑测，雍正死因之谜，被厚重的石门深锁在泰陵地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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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突死之谜

埋葬于昌陵的嘉庆皇帝，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晚戌时崩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道光皇帝

对外宣布嘉庆皇帝之死时，提到“遽焉龙驭上宾”——所谓“遽焉”就 是“突然”的意思。有关

嘉庆猝死的说法有很多，有人说是因为中暑引起“痰气上壅”，导致呼吸不畅，神志不清死亡；

有人说嘉庆实为雷击而亡。据记载，嘉庆皇 帝驾崩正好在电闪雷鸣之时，闪剑劈空，巨雷震耳。

因嘉庆帝死时面目全非，所以找到了一个和他身材比较相近的太监，杀死后放在棺内——也就是

说，昌陵入葬的 不是嘉庆皇帝本人，而此种说法又源自宗室，所以也就流传较广。嘉庆之死，也

是一个未解之谜。

●弘时死因之谜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雍正皇帝赐死了与弘历争夺皇位的三子弘时，为乾

隆登基铺平了道路。可史实上弘时之死是一个谜。

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二月十三日，康熙对这个皇孙并不喜欢，在他17岁 时，其

他同龄皇孙受封为世子，可弘时却没有得到赐封。雍正对弘时也很歧视，派遣皇子参加各种礼仪

活动次数最多的是弘历，而年龄最大的弘时一次也没有；弘时 的母亲齐妃，字雍正登基时被封为

妃后，到死也没有得到晋升。更有甚者，到了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将弘时过继给了自己的政敌八

弟允禩为子，后又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为由削其宗籍，和允禩一起被撤去了黄带子。弘时

被除宗籍一年半后死去，时年24岁。

弘时到底如何“年少放纵，行事不谨”，为什么不讨人喜欢，史书上没有记载，究竟因何而死，

也没有人知道。只是乾隆御极后，才将这个三哥收入玉蝶，入葬清西陵的阿哥园寝。

●石牌坊建造之谜

                                               37 / 42



�������

清西陵:睡去的王朝
清西陵的三架石牌坊一架面南，两架分列东西，雄伟壮丽，雕刻精美，三架牌坊的形制完全相同

，为五间六柱十一楼的形式，全石结构，构建相连之处全部为卯榫对接，不用铁活。每架牌坊用

六十六块巨石雕琢而成，以寓意“六六大顺”

在明十三陵、清东陵前也有石牌坊，不过均为一架，为什么泰陵前建造了三架，这三架石牌坊是

何人所建？从清宫档案和官方史书中始终未发现任何记载。

●一桥隔水两不同之谜

为了加强对清西陵的保护，恢复往日景观，清西陵启动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环陵水系恢复工程，

其中包括水道清淤、泊岸归安及坍塌修复，掘道饮水，筑橡胶坝蓄水等项目，清淤引水式重中之

重。

2007年元月，在河道清淤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在泰陵大碑楼的后面有座漫水桥，桥下是

东西走向的水道，清淤完工后，人们发现，桥的西侧，河道已经结冰，而桥的东侧不但水波荡漾

，还隐隐笼罩着淡淡水雾——这个现象让现场的游客纷纷称奇，此谜一直未解。

●金丝楠木来源之谜

慕陵的隆恩殿及东西配殿均采用的是极为珍贵的金丝楠木，据初步估算用量大约为1500立方米，

这些金丝楠木的“身世”之谜，至今尚未破解、

早在明万历年间，故宫三大殿焚毁，因未有楠木而迟迟不能重修，直到天启年间，偶然在天津地

区的芦苇中发现了历朝剩下的楠木1000余根，重修工程才得以启动。到了清代，楠木更加难以寻

觅，就连乾隆为自己特别修建的颐和轩，也只是采用红松做柱外包楠木的方法而成。普通楠木尚

且如此，更为珍贵的金丝楠木就更加千金难求了。

慕陵三殿全部采用金丝楠木，我们 除了惊叹之外，更有些惊奇，以道光时期的国力，采集规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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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巨大的金丝楠木恐怕很难如愿——这些楠木从何而来？史书有关记载几乎没有，这是一个让人

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

●回音壁之谜

昌 陵以西三华里的望仙山下有座皇后陵，埋葬着嘉庆皇帝的孝和睿皇后。在后寝部分的月台上，

坐落着孝和睿皇后的宝顶，按照古语“天圆地方”之说，宝顶之后是一 堵半圆的罗锅墙，象征着

墓主人已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解放之后，管理人员偶然发现这堵墙竟然是一座回音壁。当人们分

别站在罗锅墙的两侧，一方对墙耳语，另一 方则会听到非常清晰的话音；宝顶神道前的第七块石

板，是一块回音石，站在石板上说话，声音会悉数返回，并且会成倍的放大，有些类似空谷回音

。

回音石和回音壁传音现象我们是可以用物理学原理进行解释的，可为什么单单就昌西陵建有回音

壁，而其他陵未建？这是自然巧合还是认为故意？古往今来，不少人试图找到答案，均无果而终

。

●公主园寝建筑之谜

清西陵张各庄内，有处规模不大的公主园寝，里面埋葬着嘉庆的皇五女和皇九女。皇五女慧安和

硕公主，殇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死时不足八周半；皇九女慧愍固伦公主，夭折于嘉庆二十

年（1815）年，死时不足三周半，死后第二天就被追封为固伦公主。按照清制，“皇后所生女为

固伦公主，妃所生为和硕公主”，可皇九女并非中宫所生，却为何被破例封为固伦公主，史书没

有记载出自何因。

更为奇特的是这座公主园寝的建制——清代陵寝制度，无论是帝后陵还是妃子、王爷、公主、阿

哥园寝，陵院围墙平面均为前方后圆，而这座公主园寝的围墙平面却是长方形，后围墙是方的，

而不是弧形，这在清代陵寝中极为少见，为何采用这种建筑格局，至今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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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西陵旁边的满人

清西陵从雍正八年（1730年）建泰陵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期间185年。随

着清王朝的兴盛和衰亡，西陵境内的满族人的生活经历了酸甜苦辣的变化。

西陵境内满族人为建陵后清政府从东北和北京派调来的，他们到来后，根据不同的分工分住到每

个营房。居住的房屋由清政府建盖，由一亩三分地至二分四厘不等。他们的生活按品级高低按月

发放俸饷和生活用品。当时满族人的子女上学的费用除了从永济库支付外，每月还另给生活补助

费，如遇特殊情况，还有相应的补贴，

由于清政府给予了守陵人优厚的待遇和清闲的工作，使得他们享受着良好的生活条件。因此，他

们吃喝穿戴都很讲究，有人形容满族人为“烟袋不离手，茶水不离口”，这样过着悠闲的生活。

到了清朝后期，由于清廷库存银两支绌，守陵人员银两减少，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据档案记载，

当时“西陵八旗文武职官红白赏项，减半支领”生活俸银及米粮减半支给。到咸丰四年，“西陵

广恩库用款，一切支发，按成搭放钞票，而某项可以酌减，某项可以折钱，似宜一律酌等，以节

糜费。”官员红白事赏银及兵丁红事赏银于三月间业经停止。“尽管西陵承办事物衙门的大臣们

，再三强调不愿以银易钱，然而究竟难以阻挡政府决定。而且钱贱银贵的事实也难以改变。

1924年以后，清政府不复存在，守陵人员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来源，民国政府按人口分给的土地不

会耕种，有的人户将土地租赁给别人耕种，有的则带领妻子儿女去他乡谋生。此时，守陵人员的

生活由高峰跌入了低谷。陵寝营房由满族人居住，成为现在满汉混居的村庄。

如今的清西陵，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天接待着大量的中外游客。而守陵人的后代们也在

时代的变迁中繁衍生息，而他们中很少有懂满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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