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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凝视本土 重构记忆

朝阳市老城区扼守辽西咽喉1600多年

贯穿南北的大街是一条千年古道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我省西部的大凌河畔，有这样一座城市：老城区里两座古塔南北相映，
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宫城南门遗址坐落其中，这便是辽宁境内最具悠久
历史的古代都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朝阳。如今，这里正在积极争取
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历史文化将成为朝阳一张亮丽的名片。

核心
提示

在朝阳市北大街的路西，有
一片被围栏严密围护起来的绿
地，这里是“龙城宫城南门遗址”。

辽宁省和朝阳市文物保护专
家组成员、研究员尚晓波用脚轻
轻点了点遗址旁的泥土说：“考古
发掘已经证明，龙城就掩埋在这
片老城区的地下，从公元341年算
起，沉睡已然千余年。”

关于东晋时期来自北方大漠
的游牧民族慕容鲜卑南下修筑龙
城的史事，《晋书》《别本十六国春
秋》以及《资治通鉴》都有记载。

《晋书》中有“使阳裕、唐柱等
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
县”。《资治通鉴》关于龙城始建记
录略为详细：“咸康七年，辛丑（公
元341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国
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
山之西，立宗庙、宫阙，命曰龙
城。”

查看《晋书》，阳裕是慕容皝
时代中，唯一以臣子身份被唐代
史家立传并附于慕容皝传记中的
人物，足可见他在身后数百年间
的影响力。

与燕王慕容皝的游牧民族身
份不同，阳裕是右北平郡的无终
县人。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

后来兄弟也都早亡，阳裕孤苦伶
仃地长大，即使家族中多数人也
不了解他的才干，当年只有叔叔
阳耽一直看好阳裕，说：“这孩子
不仅是我们一门的出色人才，而
且会是辅佐当世的好官。”

阳裕成人以后，受当时西晋
刺史和演任命为主簿。西晋幽州
都督王浚兼管右北平郡时，阳裕
改任治中从事。

后来，前赵将领石勒攻克蓟
城，询问手下枣嵩：“幽州人士，谁
最可任用？”枣嵩答道：“燕国刘
翰，素有道德。北平阳裕，干事之
才。”石勒问：“如果像你所说，王
浚为何不任用他？”枣嵩答：“王浚
不能任用他，所以被明公您得到
了。”石勒正要起用阳裕，阳裕却
换上普通人的衣服逃走了。

当时另一个鲜卑贵族段眷任
骠骑大将军、辽西公，招贤礼士，
想任用阳裕，阳裕以孔子、伊尹故
事为喻，讲述自己感到没有贤君
辅佐，不愿应召的想法。在朋友
的劝说下，他才去就任郎中令、中
军将军。他先后辅佐了段氏五代
传人，一直受到敬重。

但是到了段辽时期，这个段
氏鲜卑首领非要进攻燕王慕容皝

不可，阳裕为他分析利弊得失，劝
他不要这么做，结果遭到忌恨，段
辽命阳裕出任燕郡太守。不听劝
说的段辽终以惨败收场。

在十六国时期征战不断的年
代里，阳裕曾降后赵，被后赵皇帝
石虎任为北平太守，后征召入朝
为尚书左丞。

此 后 ，阳 裕 又 被 慕 容 皝 俘
获。因为早知道阳裕的名声，慕
容皝立即让兵士放开他，并拜他
为 郎 中 令 ，又 升 为 大 将 军 左 司
马。在燕国东征割据辽东部族，
北灭鲜卑宇文归部的重大战争
中，阳裕给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
作用。

《阳裕传》中还有“及迁都和
龙，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宫
阖，皆裕之规模”。也就是说，前
燕的龙城和宫室，大都是由阳裕
设计的。

对于“和龙”名称的来历，《别
本十六国春秋·前燕传》中有这样
的记载：“十二年四月，有黑龙一、
白龙一见于龙山。皝率群寮观
之，去龙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龙
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赦
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
于山。”

公元341年：“干事之才”阳裕修筑龙城

寻找和确定三燕都城龙城遗址，是
十六国时期考古的重大课题，也是辽宁
西部地区考古的一项主要任务。此次考
古发掘为辽宁城市考古积累了经验，是
学术上的一次突破。该遗址 2004 年被
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随着三燕龙城方位的确定，人们从
更为宏观的视角发现当年慕容鲜卑在大
凌河畔选址建都的独到眼光。

尚晓波说：“从区位图上看，龙城北
接大漠，南靠燕山，所在的大凌河谷地在
远古时期便是人们连接辽东和华北的重
要通道。”

在大凌河流域，秦汉时期便建有柳
城，遗址位于朝阳城区南郊的袁台子
村。慕容皝建都龙城之前，曾在柳城一
带与鲜卑段辽部、宇文归部大战，在柳城
之北、龙山之西选址建都，正是基于这里
的重要战略地位。

相比柳城所在的大凌河谷地区，朝
阳老城区所在的河谷盆地面积更大，更
适宜城市的发展壮大。于是，沿着一条
南北走向的大路，一座都城悄然兴起，
10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大街仍是贯穿
这座城市的南北干道。

随着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对三燕古
都龙城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于朝阳老城
区的保护工作也不断得到提升。2015
年，朝阳市老城区被省住建厅等部门确
定为首批历史文化街区。

2018年7月，朝阳市制定完成了《朝
阳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这一
规划从近期、中期、远期划定了历史文化
街区开发的红线，从区域、格局、节点和
文化等层面对历史街区进行整体保护。

今年9月4日，朝阳市正式启动了创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朝阳老城区的历史由此又掀开新的一页。

创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

很难想象，朝阳市那条宽敞、
通畅的南北大街便是当年贯通龙
城南北的中央大街，是至今仍在
使用的千年古路。

1972 年，考古工作者在朝阳
城区北面的木营子村发现了后燕
龙腾苑遗址。随后 20 余年间，考
古工作者发现了唐、辽、金时期的
建筑基址，最终确认，朝阳老城区
即为唐代营州所在地。

2003 年，朝阳市政府对以北
大街为中心的老城区北部进行全
面改造。尚晓波说：“勘探中发现
那里的地下有大面积的夯土层，从
而发现了龙城宫城南门遗址。”

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市双塔区
大什字街东北210米、西北距朝阳
北塔 180 米这一区域共发掘了 11
个地点，发掘面积 1 万余平方米，
清理多处十六国时期至清代的重
要遗迹，出土了包括北燕纪年陶
瓮在内的大量重要遗物。

其中 3 号地点即朝阳北大街
龙城宫城南门遗址的发掘是最重
要的收获之一。考古发掘资料表
明，城门遗址坐北朝南，南北长22
米，东西宽 34 米。现存部分由大
型夯土城门墩台、石砌门道、南北
向石子路面、砖路和东西向延伸的
城墙构成。该遗址从前燕始建，后
燕、北燕、北魏、唐、辽几个朝代加
筑或改建后继续使用。

前燕时期门址有3个门道，墩
台和城墙都用纯净黄土夯筑，地
下基础部分为挖槽起建，直接打
破生土，夯土土质坚实纯净。

后燕时期门址仍为3个门道，
是在前燕门址基础上扩建而成，
主要是对墩台的南北两端进行增
筑。东、西门道宽 4米，进深约 16
米。两门道南端内壁包有青砖，
保存较完整。

我国古代建筑的等级制度规
定，只有都城城门才允许开设3个
门道，专家由此推断这处门址就
是三燕都城龙城宫城的城门。

根据这一考古成果，人们勾
画出古城的图形：古城呈长方形，
有东西南北四门，北墙长度为860
米，西墙长 1320 米，东墙长 1340
米，南墙长 460 米，呈现出北宽南
窄的形态，南北轴线长度为 1290
米。这一区域如今正处于朝阳老
城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当
中，这条古路至今仍在使用。

当然，从这一组数据和图片
中，大多数人仍然难以切实感受
到古城所经历的沧桑，尚晓波将
记者带到了朝阳北塔。

朝阳北塔于 1984 年至 1992
年进行了全面修缮，在这次修缮
过程中，考古人员从古塔上的建
筑材料和修筑痕迹中，辨识出最
早从十六国直至辽代的印记。

在古塔基部的参观回廊中，
保留了一段古塔基础部分的剖
面。剖面的最下部露出一方雕有
青龙、白虎图案的柱础石。柱础
石呈方形，边长 123 厘米，通高 53
厘米，中间柱洞直径60厘米，这种
柱础石，人们只能在古代宫殿中
才能看到。维修过程中，人们便
已经推测朝阳北塔的基础是建在
三燕龙城的宫殿之上，最新的考
古发掘也验证了这一推测。

柱础石之上是厚度超过 1 米
的夯土层，土层细密，当中留有柱
洞的痕迹。根据史料中北魏冯太
后在龙城修建“思燕佛图”木塔，后
毁于大火的记载，这些夯土和柱洞
属于最早建塔时留下的印迹。

夯土之上是辽代留下来的钩
纹青砖，在回廊当中，考古人员专
门选出一段钩纹青砖的缺失部
分，那里露出了塔基内部用砖，同
样是青砖，但是砖体较辽代砖略
薄，尺寸也略小，区别明显。这些
个头较小的内部砖体属于隋唐时
期。关于隋唐时期在营州修建佛
教塔分藏释迦牟尼舍利的史事，
文献中已有记载，维修古塔时，人
们发现的砖雕纪事也提供了进一
步证明。

古塔参观回廊短短数十步，
人们却可以从中体验到超过千年
光阴的跨越。

1600多年：北塔文物证明古路一直在用

朝阳老城档案

341年，阳裕、唐柱筑龙城。
386 年，慕容贵族复国，称后燕，定

都中山，龙城为留都。
409年，冯跋建北燕，龙城为都城。
十六国时期的北魏、东魏和北齐在

这里设营州昌黎郡。
隋朝，改称龙城为龙山县，设营州总

管府，后改称辽西郡。唐朝，设营州都督
府、平卢节度使。辽朝，置霸州，属中京
道大定州，后升置兴中府。金朝，置兴中
府，后设兴中县。元朝，置兴中州，属辽
阳行省中书省大宁路。明朝，属吐默特
右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设置
三座塔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撤
厅置县，设朝阳县；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升为朝阳府。

1979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朝阳
市；1984年，升为辽宁省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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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纹覆斗式础石。

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保护模型。

朝阳南塔。

“如果从研究我国清代建筑风格、
雕刻艺术来说，这组古建筑群意义重
大。”海城市博物馆副馆长李荣升介绍
说，海城市山西会馆古建筑群规模宏
大、布局工整，是我省乃至全国山西会
馆中较为重要的一处。该建筑具备了
硬山、歇山、悬山等我国古代基本的建
筑风格，正殿的木雕精美，刻工精细，
比较珍贵。

其实，除了建筑价值外，海城的山
西会馆一定程度上也是清朝时期晋商
在东北进行商贸活动的见证者。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以吴
三桂为首的“三藩”已平，清朝国势
渐隆。这一年，海城的关帝庙开始
建设。200 年后，山西商人出资维修
关帝庙，那时的清朝已进入中后期，
大批山西商人涌向东北地区经商做
生意。

关帝庙改称山西会馆是有着历
史背景的。史料记载，随着清朝最终
夺取政权，大批八旗兵携带家属以及
奴仆随着皇室一并入关南迁，东北地
区尤其是辽宁地区的人口骤减。加
之之前明清两军频繁交战，生灵涂
炭，原本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出现了

“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情况。这种
情况下，清朝初年，顺治皇帝出台了

“招垦令”，动员全国百姓奔赴东北，
垦殖土地。这是山西人进入东北的
开端，不过那时候进入东北的山西人
多为贫苦百姓。

《龙江述略》记载，随着辽宁乃至
东北人口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逐渐
繁盛起来，这时候开始有山西商人进
入东北从事商业贸易，“汉民至江省贸
易，以山西为最早”。

《晋商史料全览》中说，清朝前期，
山西商人在东北主要经商的地方有海
拉尔、海州（即海城）和呼伦贝尔，“清
朝初年，代州人外出经商者众多……
海州……地都有代州人商号”。

而据《山西会馆》一书记载，到了
康熙年间，“奉天之海州当时盛产陶瓷
与丝绸等特产，且有水路、旱路均畅的
交通便利，晋商接踵而来，山西会馆应
声而起”。

虽然到了乾隆时期颁布了东北
封禁的命令，严禁关内百姓到东北谋
生，但这一纸禁令并没有阻挡住敢
闯、敢干的山西商人，采参业、典当
业、矿业等都是晋商在东北开办的商
业业态。

仅以“铁货业”为例。据《晋商史
料全览》记载，在山西的阳泉官沟村
有一户张家。道光年间，他们在赤峰
设立了一家专门经营铁货的商铺，名
叫“义和公”，之后又在锦州设立分店

“永和公”，再之后，这户晋商在河北、
山西、辽宁、吉林等地相继开设分店，
统称“永”字号，经营山西特产的铁
货。晋商在东北的贸易经营状况，可
见一斑。

清朝后期，随着国力衰弱，包括营
口、牛庄等地进一步被开放为商埠，晋
商在辽宁乃至东北从事贸易的规模达
到了鼎盛，不仅人数增多，经营的行业
数量也进一步拓展。而随着商业往来
活动的规模扩大，晋商票号出现在东
北商贸之中，且发展势头迅猛。作为
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海城的山西会馆
成为当时晋商的聚集之地。

李荣升告诉记者，虽然在清朝同
治年间山西商人将“关帝庙”改称为

“山西会馆”，但在 1914 年，这座古建
筑又改称关岳庙；1920 年，关帝庙再
一次重修，每年春秋两季进行致祭，礼
仪与文庙相同。

如今，山西会馆所表现的社会组
织与商贸色彩越来越淡，但作为历史
的见证者，它却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
观瞻者。

清朝后期
大批山西商人涌入东北

清朝晋商
扎堆在辽宁做生意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海城，鞍山市下辖的县级市，辽代
时名为“海州”，金代为“澄州”，清代改
称“海城”。

在海城市内，有一组被当地人称
为关帝庙的古建筑群——山西会馆。
这组古建筑群始建于清代，虽然山门
高悬“山西会馆”四个字，但实际上，在
这个古香古色的建筑院内，矗立着一
座关帝庙。

目前，山西会馆连同东侧与之毗
邻的山东会馆是海城市博物馆所在
地。

据《海城县志》记载，山西会馆前
身为关帝庙，修建于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山
西商人投资维修后，改为山西会馆。
该建筑群由山门、钟鼓二楼、正殿、后
殿组成，南北长83米，东西宽39米，占
地面积约 3200 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1000平方米。

山西会馆山门的设计与构建在一
定程度上彰显了这组建筑群的古朴与
厚重，精巧与别致。山门两侧为垂花

门，分别与山门墙、钟鼓二楼相连。
山门为三楹、单檐、歇山式建筑。

正脊上，有砖雕的四条云龙，东西相对，
似有腾云驾雾、飞龙在天之势；在四条
云龙的中间正面，为一组牡丹图案，阴
面为一组“连年有余”图案的砖雕。

钟鼓二楼与山门在同一直线上，
这两座建筑的风格一致，均为单檐歇
山式。1991年，山门、垂花门、钟鼓二
楼进行了全面维修，整个建筑抬高了
20厘米，风格样式也基本与历史原貌
相符。

穿过山门旁边的垂花门，即进入
整个古建筑群的院落之中。绿荫掩映
下，高悬“关帝庙”三个字的正殿巍峨
伫立，抬头可见。

与一般的建筑样式不同，山西会
馆的正殿为三楹悬山式建筑，前有明
间，后有抱厦，从侧面来看，这座正殿
更像是由两座高低错落的建筑贴合在
一起共同组成的。

整个建筑雕梁画栋，是北方少见
的精品建筑之一。

明间与抱厦结合
这种形式的关帝庙很少见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海城市博物馆现在使用的院落是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山
西会馆与近年复建的山东会馆。山西会馆原为关帝庙，在海
城做生意的山西商人出资维修后改称山西会馆。如今的山西
会馆不仅具有较为珍贵的建筑价值，同时，它还是清朝晋商在
海城乃至辽宁和东北进行商贸活动的见证者，具有珍贵的历
史价值。

山西会馆正门和钟鼓楼。

朝阳北塔上的青砖浮雕经历了千余
年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