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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云台山趣玩整个夏天
■云台纵横

本报记者 齐云霞

①

（上）

——焦作汉代山阳城再发现
□孙宏良 孙正晨

“

山南水北曰阳。焦作
山阳城位于太行山南麓，始见于
《史记·秦始皇本纪》：
“ 五年，将
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
雍丘、山阳城，皆拔之。”
《汉书·
地理志》记载：
“ 河内郡……县十
八 …… 山阳，东太行在西北。”清
乾隆《怀庆府志》记载，北齐废山
阳县，归修武县辖制。山阳城作
为县治约 700 年，其后由于中央政
权远迁、人口锐减，日渐荒废。唐
代时，山阳城已“遗趾数雉”，只留
下刘禹锡“四百之运，终于此墟”
的千古嗟叹。再后来，山阳城逐
渐淡出世人视野，鲜有人问津。
然 而 ，历 史 总 是 遮 不 住 的 。
近年来，随着文物考古的深入和
文献资料的发现，京畿后苑、帝国
重镇、绝世繁华……汉代山阳城
逐渐露出真容。

制明器盛行，陶仓比较常见，陶楼也时
有出土，但陶仓楼却极罕见，焦作陶仓
楼则将粮仓与楼房相结合，这是耐人
寻味的创造。
焦作陶仓楼具有数量多、类型全、
体量大、构造精巧等特征，呈现出以山
阳城为中心，向周边扩散辐射的分布
状。
岁月是把无情的刀，由于自然灾
害、人为损坏，秦汉建筑早已踪迹难
觅。作为汉代建筑三维模型，
焦作陶仓
楼使独创性的山阳仓楼建筑形制重见
天日，再现了汉代“复道行空，不霁何
虹”
“跨城池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
的楼阁奇观，再现了汉代贵姓之家“造
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相连，丹青素
垩，
雕刻之饰，
不可殚言”
的鼎盛辉煌。
在缺乏现代机械、建筑材料的汉
代，山阳城出现如此众多气贯云霄、建
筑精美的仓楼，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
奇迹，凸显了汉代山阳城人高超的建
筑智慧。

京畿后苑

②

仓楼如云
近年来，山阳城周边相继出土了
数以百计的汉代陶仓楼。
陶仓楼是由陶仓、陶楼组合而成
的一种随葬建筑明器。明器是专为随
葬而制作的实物模型。秦、汉时期，陶

作为民用建筑，仓楼绝非普通殷
实之家所能为。没有繁荣的庄园经
济，兴建仓楼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一
座仓楼，就是一座封建庄园。仓楼如
云，是汉代山阳城豪强庄园林立的历
史见证。
《焦作陶仓楼》一书，反映庄园门
前鸡犬闲卧，农奴背粮交租、主人登楼
远眺等场景的陶仓楼照片多达 19 幅，
数量之多，全国无二，足见汉代山阳城
庄园经济之发达。
众所周知，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
豪强势力强大，强占土地，广建庄园，
蔚然成风。与洛阳隔河相望的山阳
城，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地膏腴，水
源充沛，自古农业发达，加之青山绿
水，飞泉流瀑，古木修竹，珍禽奇兽，膏
腴完富，堪称京城的后花园，自然成为

豪强兼并土地、争建园囿、纵情享乐的
首选之地。
汉王朝曾多次派强悍酷吏对河内
豪强进行打击。
《史记·酷吏列传》记
载：
“义纵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其豪
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
“王温舒迁
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
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这也说明
了汉代焦作地区豪强实力之强，再现
了山阳城庄园相望、园囿相连的盛世
景象。

帝国重镇
文物是历史的实证。
2016 年，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建
设中发现了汉代路县城址。该城北墙
基址长 606 米，东墙基址长 589 米，南
墙基址长 575 米，西墙基址长 555 米，
四面城墙基址基本可以闭合，
城基周长
2325 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刘庆柱说：
“古城址规模不小，
在
中原区域也属于比较大的县城了。
”
与路县故城深埋地下不同，山阳
城目前仍存城垣 4400 多米，按照北城
墙 1850 米、东 城 墙 1350 米、西 城 墙
1000 米、南城墙残存 200 米推算，山阳
城城基长度约 6050 米，在汉代县城中
绝对是罕见的
“大个头”
。
北 宋 东 京 是 拥 有 150 万 人 口 的
“国际都市”，外城高 12.28 米、宽 18.4
米。西安明城墙举世闻名，底宽 16 米
至 18 米 ，顶 宽 12 米 至 14 米 ，高 12
米。南京明城墙高 12 米，宽 10 米至
18 米。与这些古都名城相比，山阳城
的宽厚高大，底气十足，当仁不让。山
阳城与新焦公路相交的西城墙底宽
45.1 米，顶宽 44.5 米，高约 3.6 米，其宽
度分别是上述名城的数倍。
文物勘查发现，山阳城城基在地
下四五米深处，宽约 58 米至 60 米，比
东汉都城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河南县城
垣基础还宽一倍多。地下深度与现存

地面高度相加，汉代山阳城高度最少
在 7 米至 9 米。考虑到历经 2000 多年
风侵雨蚀、人为损坏，鼎盛时期的山阳
城高度应在 10 米之上。
建筑是无言的历史。汉代山阳城
与京城洛阳隔河相望，近在咫尺，若非
帝国重镇，兴建如此大规模的城池是
不可思议的。

盛夏正是出游好时节，周末来一
次短途的避暑出游，云台山绝对是首
选！清凉山泉与密林，丹崖碧水与演
艺，
还不赶紧行动？
第一站：峡谷秘境。山成林，云弄
纱、路为带，深藏于地下 68 米峡谷奇
观，丹崖碧水，洗去夏日的炎热，说不
尽的幽美动人。
第二站：清凉嬉水。潺潺流水，清
新湖风，这里没有酷暑，只有清凉，带
你逃离初夏高温，开启“凉爽模式”。
清凉！泉瀑溪流，戏水踏浪，峡谷内树
木葱郁，绿荫蔽日；泉瀑溪流，赏心悦
目，瀑布下，溪水旁，卷起裤腿，踏入水
中，
从脚尖冰爽到心头。
第三站：从白天嗨到夜晚，云台山
露营地、水上乐园狂欢清凉一夏！星
光、音乐和篝火、烧烤和露营、露天电

炎炎夏日
就要到宝泉放肆玩
本报记者 齐云霞

精英荟萃
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驰宿修
武”
“飨军小修武南”。创业之初，光武
帝刘秀派重臣寇恂镇守河内郡，以拒
洛阳。寇恂调糇粮、治器械以供军；军
虽远征，未尝乏绝。光武帝数次巡狩
河内地区。魏文帝曹丕封汉献帝刘协
为山阳公，都山阳浊鹿城。身为山阳
公，却不得居山阳城，足见刘协名为公
爵，实为囚徒，当时必有曹魏信臣辖制
山阳。
山阳城西之温县，是魏国重臣司
马懿、晋武帝司马炎故里。魏晋之交，
曹魏在此既要防范山阳公死灰复燃，
又要与司马氏在此激烈较量。当时，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在山
阳城周边，起坐弹鸣琴，长啸复低吟，
从者云集。司马氏重臣钟会数邀嵇康
出仕，嵇康不为所动，终为司马氏所
杀。向秀《思旧赋》云：
“ 余与嵇康、吕
安居至接近……将命适于远京兮，
遂旋
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
经山阳之
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
隅。践二子之遗迹兮，
历穷巷之空庐。
”
有学者考证，嵇康“居山阳二十
年”之旧居，就在山阳城边上，即现在
的山阳区新城街道墙南村，从修武待
王驿，经山阳城南门、恩村驿、武陟宁
郭驿的官道旁。
图① 山阳古城墙。
图② 我市出土的汉代随葬文物——
带盖提梁卣。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无水，不夏天。水才能让你清凉一
“夏”，来宝泉见龙瀑，水汽当场给你洗
个“冷水澡”！在宝泉泼水广场中，超千
人玩水趴，想一想，端起水盆就是泼，
既刺激又好玩！
作为夏季主打，
宝泉一年一度的泼
水狂欢节吸引无数游客参与到这场激情
澎湃的湿身派对中，泼水戏水，载歌载
舞，
热烈的温度、热情的游人，
热闹的孩
子们将碧水丹山环绕的宝泉渲染成玩水
的天堂、欢乐的海洋。结束工作忙忙碌
碌，
拾起乐趣开开心心，
假期就要轻轻松
松，
一起来宝泉度过轻松愉快的一天。
雄伟的山，
苍郁的树，
苔染的石壁，
潺潺的流水，
都是宝泉带给你的夏日享
受。清凉的空气沁人心脾，柔和的山风
拂过耳旁，这个夏季来宝泉转一转，给
你一个拥抱自然、
返璞归真的机会。
茅草屋、椰子树、沙滩椅，
享受热带
沙滩风情，瞬间穿越到马尔代夫。山水
间的峡谷水上游乐园，
充满神奇色彩的
奇幻沙滩和水上鱼屋，
孩子们一起在浅
水滩捉鱼摸虾，随心雕出沙雕造型，充
分发挥孩子的童真，
让孩子远离手机游
戏，
接触自然，
增进亲子感情。
快快带上你的朋友、孩子和家人
泼水狂欢，和清凉撞个满怀，尽情泼
洒，
看谁躲得过清凉的祝福。
宝泉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游客，错
开客流高峰期，合理安排，提前预约，
舒适游览。
上图 泼水节现场。
（图片由宝泉景区提供）

影、泡泡派对，
百变云台山，花
样新玩法，飞瀑
流 泉 、水 上 飞
人、浪漫夜游、
音乐露营、网红
摇摆桥、浮桥，
木链桩、水上飞
人 …… 嗨 玩 不
停！
云台山不
仅有北方罕见
的峡谷地貌，还有南方山水的秀美，这
里山石密林间的溪流纵横，急流、瀑
布、暗河、深潭、浅滩，所有您能想象水
体的各种或静态、或动态的景象都在
这里上演。
群山连绵，溪流潺潺，听飞瀑流泉

沉浸式文旅“加速跑”
□许伟涛

在山谷中回响，远离世间的浮躁喧嚣，
拥抱山中那久违的清凉。云台山夏季
平均气温 25℃，置身其中，凉爽的感觉
迎面扑来，
带你感受夏日的静谧。
上图 云台美景。
（图片由云台山景区提供）

避暑有“凉方”邂逅青天河
本报记者 齐云霞
盛夏已至，山水如诗；凉风习习，
峰林苍翠。
夏日的青天河，
美丽的风景
加上多福利，这个夏天，向美好出发
吧！
即日起至9月30日，
青天河靳家岭
园区对所有学生免门票：18 岁（含 18
岁）以下学生凭本人身份证、
户口簿等
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园；
应届高考生凭本
人准考证、
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免门票入
园；
在校大学生（含本科生、专科生）凭
本人有效学生证免门票入园。
考生凭有
效准考证原件，
到景区检票口核验证件
无误后，
方可进入景区游览。
走进青天河，来一次静谧心灵的
康养之旅，
3868座峰林沟壑，
处处皆是
钟灵毓秀，
分外养眼。
乘坐青天河高空

索道，
体验风从身边起，
云从脚下生的
绝妙感觉。
走在青天河玻璃栈道上，
体
验空中漫步的惊险与刺激。
一湖碧水，两岸青山，欣赏着美
景，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沉醉
在这宛若仙境般的风景中。在青天河
游览，你将感受大自然的无限神奇。
峡谷深幽，栈道依水而建，曲曲折折，
引人入胜，沿道而游，如进画中，步移
景异，
令人流连。
夜幕降临，月光下的青天河别有
一番风情，与白天的明媚和煦相比，
夜晚的青天河多了几分神秘。
远离城市的喧嚣、家庭琐事，在
青天河这个天然氧吧里漫步，清凉山
道，
别样心情。

爱情圣地青龙峡为爱加分
本报记者 齐云霞
甜心小屋、天空之
恋、千年榔榆林、爱情
涂鸦墙、风铃谷……在
青龙峡，超多爱情新地
标为爱加分，这个夏天
只等你来！8 月 1 日至
31 日 ，峰 林 峡 对 全 国
游客免门票。
青龙峡景区内峡
长谷幽、山青水碧、群
峰竞秀、层峦叠嶂、峰回路转、曲径通
幽、植被繁茂、气候独特，峰、崖、岭、
台、石各有千秋，泉、潭、瀑、溪各具特
色，天然雕琢，秀色天成，堪称“山水
画廊”。风起之时，湖面波光粼粼，百
花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中，
美不胜收。
壮观的云海犹如泼墨山水，给青
龙峡增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无论见
过多少次，都不禁感叹其苍茫空阔。
一场酣畅，一次热烈，青龙峡以爱之
名充实这个本就应该充满笑的夏
天。独属于青龙峡的盛夏风光，给你
整个夏天的凉爽。

带你去甜心小屋，走进童话世
界，做最甜美的公主；穿过爱情一号
公路，愿你我人生长路风光旖旎；在
天空之恋上许下承诺，惊喜是你、幸
福是你、往后余生皆是你；千年见证，
共同许下爱的誓言，期盼爱情像榔榆
树，长长久久，千年不渝。在爱的留
言墙，写下你对恋人的爱，让全城都
看到你的告白；9.9 公里爱情公路，与
最爱的那个人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
并用一辈子去践行！
上图 游客打卡青龙峡。
（图片由青龙峡景区提供）

近日，隋唐洛阳城景区明堂天
堂景点实景沉浸式剧本游戏《无字
梵行》正式启幕，参与游戏的 12 名玩
家将在大遗址景区内开启两天一夜
的沉浸式剧本之旅。
后疫情时代的文化旅游市场，
正加速进入沉浸式文旅新模式。的
确，疫情改变了我们对待生命与生
活的认知态度，文化旅游的内容、服
务、消费也随之改变。
“ 沉浸体验是
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心理体验，给个
体参与活动时获得很大愉悦感，从
而促使个体反复进行同样的活动而
不会厌倦。”有业界专家认为，沉浸
式文化旅游消费是未来的主旋律，
而旅游演艺将是沉浸体验的重要 IP
内容。
其实，早在 2018 年，沉浸式旅游
已呈现井喷之势。根据当前旅游市
场 的 分 析 来 看 ，也 印 证 了 这 一 点 。
沉浸式旅游的应用场景正从城市转
战旅游景区，成为文旅项目吸引人
气的新选择。而互联网技术的崛
起，高科技的应用，也加速促使人类
进入“时空的穿梭”
“ 虚拟世界”时
代，必然倒逼旅游产业迎来体验化
的新时代。
在一般的观念中，演出在传统
的镜框式舞台上进行，观众面对镜
框式舞台，保持安静，各自观看舞台
上的演出内容。近年来，由于多媒
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
术、三维实境技术、多通道交互技术
或机械数控装置等新科技在舞台上
的应用，使得旅游演艺的观演关系
产生了巨大变化，直接影响观众的
观演行为，并且将表演艺术、视觉艺
术制造出新的花样，打造出观众体
验的沉浸环境。
据介绍，
《无字梵行》剧本游戏
以李唐至武周时期的几件重大政治
事件为主要蓝本，讲述了在武则天
临朝，兴建明堂之时，在洛阳城中发
生的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故事。其主
创团队从剧情、服饰、食宿等方面力
求还原唐朝风貌，带给玩家最真实、
最丰富、最精彩的视听食宿体验，开
启沉浸式文旅新模式，塑造“行走洛
阳、读懂历史”文化品牌，助力洛阳
打造沉浸式文旅目的地。毋庸置
疑，一处景区、一条文化商业街区是
城市繁荣的代表，是城市精神的堡
垒，也是消费城市的入口，更是品味
一座城市美好时光味道的最佳载
体。
正 如 当 下 ，一 切 围 绕“ 沉 浸 式
体验”为目标，通过“沉浸体验＋旅
游 演 艺 ”的 运 营 ，描 绘 一 座 城 市 的
精神文化源图，构建一座城市的重
要幸福工程，品味一座城市的美好
时光味道，为消费者配置所有的产
品与服务要素。我们相信，一个崭
新的文旅产业即将春暖花开、黎明
破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