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始建于康熙时期的避暑山庄是清朝政府

的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避暑山庄的肇建及

其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促进和推动了承德

这座城市的形成和全面繁荣，最终发展为清

朝的一个畿辅大都会。与此相适应，承德的

地方教育开始起步，府学、州学、县学、考棚、
书院等相继创办，从而开启了承德历史上文

化教育的先河。而热河文庙正是清代承德府

地方官学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热河文庙

与避暑山庄实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世

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热河文庙修建的历史背景

承德自古为引弓之地，荒略之区，地处燕

山南北长城内外交通要塞，是中原地区与蒙

古草原的接壤地带，亦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历史上战争频仍，行政设置时断时续，政

治、经济的落后，长期制约着这里文化教育的

发展。
清代初期，承德还是一个被称为上营的

小村庄，人烟稀疏，文化荒漠。康熙时期，北疆

边防事务繁重，受到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清政府无暇顾及这里的办学兴教。随着避暑

山庄的肇建与兴盛，在历经 60 余年的发展繁

荣后，清政府才开始关注承德府的地方文化

教育。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八月，清廷颁

旨，决定在承德府“设义学，延师训课，以励文

风，并当建立学宫，酌定庠额，俾得藉以上

进”[1]。承德兴办教育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

在这一年的夏季，清高宗弘历驻跸热河，与礼

部尚书曹秀先谈论时政。曹秀先因掌管教育，

便在职言职，向乾隆谈起承德府宜兴学校，以

热河文庙与避暑山庄
———兼谈文庙的保护与利用

田淑华 邱珊珊

（避暑山庄研究所，河北 承德 067000）

【关键词】热河文庙；历史背景；建筑规模；保护修复

【摘 要】热河文庙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皇家寺庙的历史背景及宏大的建筑规

模，是集尊孔、教学、藏书三者为一体的清代承德最高学府。对热河文庙进行全面修复，进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

同时全面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是深化避暑山庄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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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士林人才的想法。乾隆听后非常高兴，

“于是乎有设学之旨”，在当年秋季降旨，“添

设学校书院，加广庠额，以教育而振兴之。并

命建立文庙，相地伐材，卜吉鸠工”[2]。事实上

就是这次君臣的交谈，成为清代承德办学兴

教的一个历史契机。从客观上看，承德府教

育能够引起乾隆的重视，并正式列入清政府

的议事日程，是因为避暑山庄的肇建，才促成

了原本为小村庄的承德向畿辅大都会的根本

转变。此时兴办教育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已经

具备了办学兴教的基本条件。
首先是避暑山庄的兴盛，为发展承德府

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清初，北

部边防动荡不安，为巩固北疆，加强军事防

务，清政府精心选中了地近京师、道里适中、
资源丰富、山川秀美的承德这块宝地，而且这

里又是连通长城南北的纽带及军事要冲之

地。清帝在此设木兰围场，建避暑山庄，修皇

家寺庙，作为“肄武绥藩”、“怀柔绥远”、处理

政务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由此带动了这座城

市的形成和发展。由于清政府口外放垦政策

的推行，口外皇庄大量涌现，流民出塞人数增

多，清政府“从巩固其北部边疆统治出发，唯

恐稽查过严而造成流民动乱，……对蒙古地

区放松边禁”[3]，内地人口大量迁移塞外，使承

德人口猛增，随之带来农业的繁荣。清政府采

取多种举措鼓励农耕，开垦土地，种植五谷，

允许热河都统任意招垦，“至康熙后半叶，热

河粮食已能自给自足”；“大都京城之米，自口

外来者甚多”[4]。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

承德府及所属州县生产的粮食除食用和外销

外，还建立了热河仓廒，以备急需。同时鼓励

关内商贾及手工业者到承德从业，这一政策

的出台大大加速了承德府商业的发展，促进

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此外还有交通的改善，

清政府为了习武木兰，联络蒙古，从京师至木

兰围场沿途修建行宫，以供每岁秋 途中所

需，并在重要交通地段设驿站，特别开通了承

德广仁岭，使道路更加畅通。行宫与御道的建

成，为关内外往来提供了方便。正是由于这种

政治、经济、人口、交通诸多方面的综合发展，

使承德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时，承德已经是“户口日增，民生富

庶，且农耕蕃殖，市肆殷阗，俨然成一都会”[5]，
为承德文化教育的起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
其次是承德府行政机构的设置与不断完

善，为办学兴教创造了一定的政治条件。避暑

山庄肇建之初的承德仅有从属性的行政建

制，尚未设立直接主政的地方行政组织，雍正

帝即位后，对承德在政治上给予高度重视，加

强了直辖性行政设置。雍正元年（1723 年）设

立热河厅，翌年增设热河总管，雍正十一年

（1733 年）改设承德直隶州[6]。乾隆即位后，进

一步加强了对承德的行政设置。乾隆三年

（1738 年） 升热河总管为副都统，乾隆五年

（1740 年）增设热河兵备道，乾隆七年（1742
年）恢复热河厅，裁撤承德州，同时建立喀喇

河屯厅、八沟厅、四旗厅和塔子沟厅，后来又

增设乌兰哈达厅和三座塔厅[7]。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年）升热河厅为承德府，同年又改厅设

县治，自此承德府成为承德境首府建置。清帝

对这里给予了行政建设方面的特殊关注，使

府、州、县建制日趋完善，行政地位不断提升。
也正是由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立健全，乾隆

才审时度势及时做出在承德府兴教办学的决

策，并特别强调不仅要建学兴教，而且“于时

于地胥不可缓，亦不待人请而后行”[8]。
此外，清朝巩固北部边防战略目标的实

现，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最佳历史时机。从肇建

避暑山庄的历史背景及避暑山庄所承担的历

史使命来看，尽管清初的康熙帝还没有精力

顾及承德的地方教育，但却曾有感于“聚民已

达万家，耕桑以辟，户口以增，幅员之广，不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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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里”，也只有在完成了边疆统一大业，巩

固北部边防后，才有精力考虑这座塞外皇宫

所在地的教育事业。乾隆在谈到承德尚未立

学建郡问题时曾说过：“盖以其时士民稀少，

风俗惟鲁，立学建郡之制，有未遑焉。”[9]所以，

清政府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后，建文庙、办学

校、兴教育，自然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承

德府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自此开始，除建文

庙外，每厅都各设义学一处，并建书院，设考

棚等，热河文庙就是领辖七厅义学的最高学

府，也是承德府的首府学堂。

热河文庙的建筑规模及历史价值

热河文庙位于现承德市区西大街二道牌

楼的西北侧，背倚山坡，面临市肆，东邻避暑

山庄，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积 16700 平方

米，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十月，至

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五月落成。这座文庙

与北京和山东曲阜的孔庙齐名，为全国三大

孔庙之一。热河文庙不仅是清帝在当时的

大清陪都祭祀孔子之地，而且是承德府所属

州县的教育中心。
热河文庙坐北朝南，其主要建筑从南至

北依次为影壁、牌坊、棂星门、石桥、泮池、大
成门、碑亭、东西配殿、大成殿、崇圣祠，东跨

院有尊经阁、神厨、神库、牺牲亭，西跨院有教

授衙署、明伦堂、斋房。棂星门的中轴线上有

一牌楼，上有乾隆皇帝题额“化成久道”匾一

面。大成门面阔五间，门内东西两侧墙壁上刻

有《御制十全记》、《御制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

序碑记》，门外左侧壁有《御制平定台湾告成

热河文庙碑记》。院中建有一座黄琉璃瓦饰

顶、四面皆门、各有台阶可通的高大碑亭，亭

内巨碑一座，碑身正面是乾隆皇帝《御制热河

文庙碑记》，背面是《御制热河承德府记事八

韵有序》。碑亭两侧为东西配殿各 11 间，殿内

供历代先贤先儒的牌位。大成殿面阔五间，重

檐悬山顶，黄琉璃瓦覆盖，高大宏伟，上悬乾

隆帝题“广大中和”匾额一面；殿内正位供至

圣先师孔子牌位，四旁祀复圣颜子、宗圣曾

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及十二先贤等；殿前

月台上有焚帛炉一座。东西配殿和大成殿是

祭孔的主要殿堂。东跨院的尊经阁内藏康、
雍、乾三帝的诗文集及《四书五经》、《大清会

典》、《二十四史》等文献史籍达 92 部 376 函，

清道光年间编纂的《承德府志》原木雕版亦存

于阁中。文庙建成时，乾隆皇帝亲临“奠祭”，
并将宫内府所藏周代铜祭 10 件献藏于庙内。
文庙的西跨院为府学的教学场所，主体建筑

有明伦堂（即讲堂）、教授衙署、斋房等，整个

西跨院与文庙构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筑整

体，使热河文庙成为一座尊孔、教学、藏书三

者为一体的清代承德最高学府（图一）[10]。
承德有文庙和武庙（关帝庙），武庙比文

庙早建 40 多年，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与清帝

巩固北疆的策略有关。先建武庙，意在用关公

的忠、义来凝聚民众，对动荡不安的北疆边防

实施先刚后柔、刚柔并济的策略，并将武庙作

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护法神庙，把关公

奉为护国神，以保佑大清国泰民安。而热河文

庙的建造，其政治意义也显而易见，清政府是

想把孔子的儒学奉为固国安邦的精神支撑，

在文庙内的大成殿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

神位，将学府与祭孔的孔庙融为一体，把祭孔

活动与教育结合在一起。文庙的这种建筑构

思强化了清朝尊孔读经的教育思想，使之更

有渗透力和影响力，进而更有凝聚力，以求大

清江山永固。由于热河文庙是当时塞外建立

最早的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地方学子

汇聚到这里参加科举考试，曾出过很多进士，

同时，扈从清帝出塞北巡的文人、大臣也常在

文庙里聚首，来自崇儒国度的朝鲜使团还曾

在此下榻。此外，文庙中的《御制平定台湾告

成热河文庙碑记》、《御制十全记》、《御制补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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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热河文庙全图

战胜廓尔喀之图序碑记》等碑刻，记录和保

存了大量珍贵的史实。热河文庙不仅是传

播儒家文化的殿堂，而且成为当时热河地

区的教育中心，对承德地区文化教育事业

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热河文庙还是武庙，其建造的

历史背景虽各不相同，但都与避暑山庄有

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

体。承德的武庙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武

庙，它是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护法神。而
热河文庙更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价值和丰

厚的文化内涵，它的建造开启了承德历史

上文化教育的先河，是承德最早兴教办学

的重要标志，在承德教育发展史上占有浓

墨重彩的一页。

热河文庙的保护与利用

经历了 200 多年的漫长岁月，由于自

然和人为因素的损毁，热河文庙这座原本

气势非凡的清代皇家庙宇已是残破不全。
“文革”期间的“破四旧”，拆毁了大成门、大
成殿、碑亭、牌坊等建筑，尊经阁、崇圣祠、
东西配殿 （图二） 等亦遭到不同程度的毁

坏，院内百余棵苍松翠柏荡然无存。尽管文

庙建筑在历史岁月中屡遭破坏，但整体看

去仍气势尚在，古韵犹存。幸存下来的部分

古建筑被后人相继利用来办学，如“模范小

学”、“女子国高”、“文庙小学”等，承德最早

的“女子师范学校”就诞生在这里，还曾在

尊经阁内成立了热河图书馆。所以，这座残

破的皇家庙宇也曾在承德现代教育和文化

事业中发挥过作用，历史赋予了热河文庙

新的文化内涵。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重要组成

部分的热河文庙，其级别很高，这是因其皇

家寺庙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建筑规模所决定

的。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

北

（采自《热河解说》，日本座右宝刊行会 1937 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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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修复前的文庙西配殿

热河文庙的保护与利用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

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对其进行全

面修复，进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是承德文

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承德市文物

局正在投入大量资金，集中人力、物力，按照

整体保护规划分步实施对文庙的全面整修。
为了确保热河文庙历史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前期基础工作，如召开

专家论证会，查阅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广泛搜

集国内外有关热河文庙的老照片，借鉴国内

各大文庙的保护维修经验等，为热河文庙的

修复、保护、利用以及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现在热河文庙的修复工程正在紧张地进

行，我们希望对热河文庙的整修与保护是一

次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

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总则中指出：“任何

修复工程的进行应以科学原则为基础。”第
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

斯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特别

强调了修复工作，其中第九条：“修复过程是

一个高度专业

性的工作，其

目的旨在保存

和展示古迹的

美学与历史价

值，并以尊重

原始材料和确

凿 文 献 为 依

据。……任何

不可避免的添

加都必须与该

建筑的构成有

所区别，并且

必须要有现代

标记。无论在

任何情况下，修复之前及之后必须对古迹进

行考古及历史研究。”第十二条：“缺失部分的

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

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
第十四条：“古迹遗址必须成为专门照管对

象，以保护其完整性，并确保用恰当的方式进

行清理和开放……。”为此，就热河文庙的保

护与利用提出我们的几点思考。
1、在对热河文庙全面整修的过程中，必

须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还其历史本来面

貌，哪怕是一块砖，一片瓦都不可忽视，以确

保古建筑的真实性、完整性。修缮与复建相结

合，对尚存的建筑要加以科学修缮，已无存的

建筑需要在原址上复建的，须严格依据文献

档案资料，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改变。尊重历

史，尊重科学，这是对古建筑的最好保护。
2、经过逐级审批后复建的工程，必须保

证施工质量，严禁偷工减料。技术上的严谨与

科学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所在。
3、对古建筑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最好

途径就是复原陈列。修复后的热河文庙，对其

最好的保护与利用措施，应该首（下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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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33 页）选复原陈列。只有复原陈列才能

真正展示文庙的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主要

殿堂的内部陈设，更要有历史文献及相关影

音资料的依据。修复后的热河文庙应以原汁

原味的面貌给世人一个完整的历史再现。
4、多年来热河文庙周围盖满了民房，有

些房子已破旧不堪，严重破坏了文庙景观。所
以在对文庙修复的同时，对周边环境的改造

也应同步进行。
5、对热河文庙的研究是避暑山庄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文庙保护和利用过程中，

要全面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特别是对

文庙内的碑记、石刻、匾额、楹联，以及文庙所

藏铜器、杂器、乐器上的铭文等，都应该进行

全方位、深层次、多方面的研究，这是深化避

暑山庄学研究的需要。
———————————————

［1］［2］清道光《承德府志》卷 12。
［3］马汝珩、成崇德：《康熙时期人口流动与长城边外开

发》，载《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 年。
［4］《口外三厅志》卷 5《田赋志》。
［5］《钦定热河志》卷 23。
［6］同［1］，卷 10。
［7］同［5］，卷 55。
［8］［9］《上谕档》“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内阁奉上

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0］引自《钦定热河志》卷 13《学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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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无版权页，目录 2 页，正文 91 页，新闻纸

铅字竖行印刷。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

政治报告，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

文献，是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会议结束后的当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解放

日报》、解放社等即在延安出版了《论联合政

府》的单行本。
众所周知，由于河北地处京畿要地的地

缘因素，以及在近现代史上处于重要而特殊

地位的客观原因，使得收藏的近现代革命文

物的数量也蔚为大观，其中毛泽东著作更不

乏珍贵版本。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表现形

式，毛泽东著作具有无限的研究价值。毛泽东

著作的多种版本，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珍贵

的重要文献和丰厚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同时对于我们研究建国前的毛泽东也具有文

献意义和历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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