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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鄲位於河北省最南端，分別跟山西的長治山東的聊城河南的安陽接壤。一說邯鄲就會想到趙

國，是趙國古都。邯鄲市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全國雙擁

模范城、中國成語典故之都和中國散文之城、太極之鄉。

     首先說一下市區的景點。

     首先就是邯鄲是標志——叢台公園

     叢台公園是趙武靈王時期閱兵的場所，當然現成建筑是解放以後修建，風格跟清代也大不

同。

 叢台公園位於邯鄲市區的叢台區，有很多公交經過。叢台公園的隔壁就是邯鄲賓館，邯鄲市

政府，對面就是邯鄲市博物館。25路等公交車可以直達

邯鄲市博物館主要收藏是磁州窯和茹茹公主墓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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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邯鄲市博物館的主體建筑，建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有木有人民大會堂的感覺。

這些佣人就是出土於磁縣的茹茹公主墓（東魏時期），號稱迷你版兵馬俑。具體介紹可以看一
下一期央視十套的探索發現。該墓的鎮墓之寶是二枚羅馬時期的金幣，先收藏於國家博物館。

接下來就是趙苑——趙國時期的皇家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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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苑的南大門吧。很氣派

趙苑裡面有插箭嶺、南北梳妝樓、鑄箭爐、皇姑庵、漢墓、照眉池等遺址

園內的高聳土堆就是梳妝樓遺址。還有邯鄲貴族的古墓群，不要起貪念哦。13路等公交車可以
直達趙苑南門。

趙苑南門對面的是市區比較大的寺廟——大乘玉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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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寺廟建於南北朝，現存建筑當然建於當代，寺廟不大。寺廟門口有很多算命的，可以去試

試。

接下來就是邯鄲學步而聞名的學步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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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步橋位於邯鄲市區，跟叢台公園不遠，步行十分鐘左右能到達。學步橋位於邯鄲市區北關

街，沁河公園西段，原為木橋結構，因常遭水沖，於明代萬歷45年改建為拱券型石橋。說到底

就是一座普通的石拱橋。

離學步橋不遠處就是回車巷。也就是位於康德商城斜對面的小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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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就一個很不起眼的小巷子，但是發生這裡的故事卻值得每個人學習。將相和的其中一個橋
段就發生於此。藺相如主動謙讓廉頗將軍。

市區還有滏陽公園龍湖公園等，但是就一般的綜合性公園，沒有什麼文化背景。

接下來就是古代趙國都城所在地——趙王城遺址公園。

位於邯鄲的南部，據我所知還沒通公交車，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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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王城亦稱趙都宮城，位於河北邯鄲市西南，是我國目前保存最為完好的唯一戰國古城址。騎
車一路過去能看到古代城牆的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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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王城由東城、西城、北城三個小城組成，平面似“品”字形，總面積512萬平方米。遺址周圍

保留著殘高3至8米蜿蜒起伏的夯土城牆，內部有布局嚴整、星羅棋布的建筑基台，地下有面積

較大的十幾處夯土基址，四周有城門遺跡多處。

目前還處於建設階段吧，博物館主體建筑已經完成，至於什麼時候開放還不清楚。對歷史有興
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能發現一段段古代殘留的夯土城牆遺址。

接下說一下邯鄲的武安市

第一去的地方是京娘湖。

京娘湖因京娘十裡送宋徽宗趙匡胤而出名。目前是一個水庫，要上島，得坐船度才行。京娘湖

位於太行山脈，這裡的風光還不錯，還有現在建造的長空棧道，也挺刺激。

在邯鄲西站（邯鄲火車站隔壁的汽車站）有汽車去武安市，再在武安市轉車去京娘湖

通過京娘湖再往裡走就是武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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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山上發現一塊唐代石碑而聞名。證明了，在沒十堰武當山之前這裡才是正統的道具發源

地。武當山處於太行山脈，所以風景不錯，適合春游秋游爬山。至於山上建筑，就隻有幾間又

石條壘成的道觀，可以說古色古香吧。為了區別於十堰的武當山，這裡北成為古武當山或者是

北武當山。

在邯鄲西客站坐車到武安市，再在武安市轉車去武當山。

從武當山再往裡面走就是有名的長壽村。這裡的老人因為平均歲數大於80多歲而聞名。至於風

光應該也是看太行山山脈吧。本人沒有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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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邯鄲西客站坐汽車到武安市，再在武安市坐車去長壽村。

現在說說邯鄲縣

位於邯鄲的西北部的紫山。紫山，也叫紫金山，位於邯鄲市西北，距市內30裡。在歷史上，紫

金山的名氣很大，史書多有記載。戰國時，趙國大將趙奢抗擊秦軍入侵，功績卓著，賜號為馬
服君。其死後葬於紫金山，遂改名為馬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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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服君是中華民族的姓馬的始祖。馬服君的墓就在山裡，應該還沒有被發現，有興趣的同學可

以去看看，說不定撿到什麼寶貝。

紫山山頂上有些建筑，就是一些廟宇。這座塔是在原塔的旁邊新建的，古塔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被推倒。紫山附近就有二座趙王陵，據說趙王陵都沒有被盜哦。嘿嘿

在市區坐公交車60路能直達紫山，途中經過天下第一龍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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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名於世的邯鄲古石龍就發現在這裡 ，天下第一龍，龍群共5條最長的369米，高2。5米，寬3

米，每節1米左右，龍爪形象逼真，深埋於15米的土層中，土中可見海洋生物排瀉物，有關專
家一致認為，此石龍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年齡最古老、形體最大、結構最復雜的古龍，專家考證
與趙王陵修建有關,有的地質專家甚至估計：古龍上層的地貌約有50萬年，古稱五龍崗.目前尚

無資料記載它們的年代與用途.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1732.html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4269.html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4270.html


應該是趙王陵的一部分。之前說過在紫山附近有二座趙王陵。本人隻是經過該景區，沒時間進
去，以後有機會再去邯鄲，可以去看看。

接下來就是黃梁夢呂仙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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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仙境，一進大門就能看到的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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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慈禧西逃的行宮

在北方，這樣的花園景色已經算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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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生廟，盧生在此做他的黃粱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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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好像管理文字讀書方面的一個神仙，具體名字忘記了。大家仔細看他眼睛，是不是很暈

啊》
位於邯鄲市北10公裡黃粱夢鎮，黃粱夢位於河北邯鄲市北10公裡處的黃粱夢鎮，始建於宋代，

明、清時代及1984年均有大規模修復。

“黃粱美夢”成語故事和毛澤東詩詞“一枕黃粱再現”均出於此。相傳盧生遇神仙，做黃粱美夢就
在此地。

在市區坐801路、17路、6路、59路、70路等旅游公交線路。

接下來講講永年縣吧

永年最有名的就是被稱為太極城，水城的廣府古城，還有幾座趙王陵墓，毛遂墓等，趙州橋的
姊妹橋弘濟橋。

本人去過廣府三次，每次都不一樣，因為廣府一直在修建中。第一次應該是08年的五一時候，

那個時候城牆還在修補中，城樓也沒有完成。第二次是10年的五一，城牆門樓都完成了，但是
蘆葦蕩二邊的居民都還住的，蘆葦蕩的水域也沒有那麼開闊，武士故居還在修繕中。第三次是

11年六月份，蘆葦蕩面積變大很多，之前那些居民都被拆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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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府城又是廣府鎮， 歷代先後為曲梁縣、廣平郡、武安郡、洺州、永年縣、廣平路、廣平府
駐地。春秋時謂曲梁，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隋末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曾在此創建大夏
國，獎勵農桑，擁兵坐鎮，並基於戰略考慮，對此城進行了修整，使它具備了城池的規模。原

土城為六裡十三步，元朝增為九裡十三步，相當於4.5公裡，明嘉靖二十一年，知府陳俎調集
九縣民工，歷時十三年，將土城砌為磚城，城高12米、寬8米，四門筑有城樓，四角建有角

樓，並有垛牆876個，殊具特別的是在四門之外尚建有瓮城相守，地道的關防深鎖，固若金
湯。

廣府的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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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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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府外的蘆葦蕩

可以租船在蘆葦蕩劃船，裡面有很多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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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的城牆角樓。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4281.html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4282.html


古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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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外的護城河

古城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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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府城

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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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府城

廣府城內有座清代建筑群，是著名的武氏太極創始人武禹襄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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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清代建筑。

位於廣府城外，蘆葦蕩旁是楊式太極拳楊露禪的故居

相對於武氏故居來說，小了一點。

弘濟橋位於河北省永年縣廣府鎮東2.5公裡處的東橋村，東西橫跨滏陽河上。弘濟橋整座橋梁
全部用石塊砌成，是國內為數不多的有研究價值的古代橋梁，它在結構、造型、建筑年代上與
趙州橋十分相似，被稱為趙州橋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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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年代久遠，這座橋已經不允許機動車行走。

由於對當地不熟，這座橋又比較偏遠，所以沒有親自去拜訪。橋的原型一比一被復制到廣府的
入口。還有毛遂墓也沒有招到地方，所以沒去成。

在邯鄲西客站就有汽車知道廣府。票價應該是七元。

下面講講六朝古都臨漳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境內鄴城作為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都城，居於中
國北方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長達四個世紀之久，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使臨漳
享有“六朝古都”之美譽。

最有名莫屬於這裡作為曹操的封地——鄴城。因為臨漳緊挨河南安陽，以漳河為界限，所以也
不難發現，曹操墓出現在安陽。

主要有鄴城三台，鬼谷子故居，還有西門豹詞等。

首先去的就是鄴城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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鄴城三台是“建安文學”的發祥地，包括金鳳台、銅雀台、冰井台，位於鄴城遺址內的三台村。

這裡的藏兵洞以前可以直達磁縣的講武城。

經過漳河的施虐，現在隻有殘留金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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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鳳台的夯土暴露在外面。

在邯鄲西客站的臨漳站有汽車直達鄴城三台。途中經過鬼谷子故裡。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50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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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詡，又名王禪，鬼谷子，是歷史上極富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春秋時人。常入雲夢山採藥修
道。因隱居清溪之 鬼谷，故自稱鬼谷先生。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謀略家，兵家、教
育家，是縱橫家的鼻祖，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極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譽為千古奇人，長於持身
養性，精於心理揣摩，深明剛柔之勢，通曉縱橫捭闔之術，獨具通天之智。他的弟子有兵
家：孫臏、龐涓﹔縱橫家：蘇秦、張儀。

據說村子有個鬼谷子廟。

還有就是西門豹祠。西門豹治水就是治漳河，我相信小學語文課文都有學過。

我有在網上搜索過西門豹祠。現在就隻剩下一塊石碑，為什麼名流千史的人，最後的結果就是
這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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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臨漳坐車去磁縣

磁縣是塊風水寶地。這裡大大小小的土堆分布著南北朝的皇家貴族墓，也不缺乏帝陵。邯鄲市

的茹茹公主墓就發掘於此。

我就主要參觀了蘭陵王墓和天子塚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5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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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陵王被稱為古代四大美男子。蘭陵王北齊皇族，他的墓就位於鐵路旁邊。隻要坐火車，往北
看就能看到他的陵園。就一個土堆，墓前有個石碑，應該是墓志銘吧。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5064.html


因為天子塚位於平原上，也就是在農田中的一個土堆。我們為了少走路，直接從麥地直線往目

標走。遠處是土堆就是皇帝陵墓的封土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5065.html


這位是北朝皇帝陵墓。墓保存完好，沒有被盜過。嘿嘿。封土上有廟宇，在封土的背後有一段
台階很好玩。你行走在上面就能聽到水的聲音，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搜索相關視頻，目前是未解
之謎。

接下來是邯鄲的肥鄉

肥鄉最有名的就是戰國四君子之一的平原君就葬於此。與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
的春申君號稱戰國四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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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邯鄲的市區坐公交車到肥鄉縣城。在肥鄉縣城內有座平原君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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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肥鄉鎮前往平原君墓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步行，大概一個小時。由於路不熟，一路打聽過去
的。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5068.html


堂堂戰國四君子死後還不是一堆黃土，而且陵園規模小的可憐，最醒目就是目前的石碑了。平
原君乃趙武靈王之子，惠文王之弟。毛遂自薦，圍魏救趙等成語都跟他有關。趙勝為了貪圖上
黨之地而使趙國四十萬軍隊敗與長平，邯鄲幾乎覆亡。

兩千多年前孔子出游路過肥鄉城西北時，發現有一三腳蟾蜍，叫當地村民在此挖出一口井，此
井水甘甜，深具靈性，能夠醫治百病，隨在此地修建一座寺院，名為“井堂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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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堂寺始建於公元138年，迄今已有二千三百多年歷史。唐代時達到鼎盛時期，有“南有白馬
寺，北有井堂寺”之稱。該寺院因井出名，前來燒香拜佛、求水治病者絡繹不絕。日寇侵華

時，原井堂寺毀於戰火。後“文革”期間遭破壞，井水干枯。1980年後當地村民自發開始重建，
目前已建好藏經樓、水陸殿、達摩殿，大雄寶殿正在興建中。在1990年的一天，井水忽然又冒
出，被人發現後，當地宗教界人士組織又修建了井堂寺和水井，不過已沒有原來那麼靈驗了。

接下來就是峰峰礦區

一到峰峰就能看到遠處的元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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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有個元寶所以叫元寶山，山不高，很容易到頂。

位於元寶山下的黑龍洞。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5073.html


黑龍洞位於峰峰礦區新市區滏陽河發源地，神麋、南鼓兩山南北對峙的“滏口陘”處。這裡山清
水秀，風景宜人，是邯鄲市一大名勝。

“滏口陘”屬“太行八陘”中的第四陘，歷來是軍事要隘。東漢末年軍事家曹操曾利用這一天險擊
潰袁尚大軍。隋末農民軍竇建德也在這一帶殲滅隋刺史竇宗的官兵。陘口南部的峭岩絕壁下，

有一天然石洞，傳為主宰人間旱澇的黑龍的洞府，名為“黑龍洞”。洞口由大石砌成，洞壁凹凸

不平，洞內曲折幽暗，蜿蜒如龍，從古至今無人知其底，真是“驪龍出洞去，洞深不可測”。

洞下的泉水概稱“黑龍泉”。舊時每逢大旱之年，遠近百姓常成群結隊前來燒香求雨，他們用瓶
瓶罐罐盛回“龍泉”，洒在庄稼地裡，以求天降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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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洞上的廟宇建筑群稱風月關，又名“滏口祠”，坐落在神麋山陽一條東西長數十米的石券之
上。是一組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古建筑群，始建於唐代。

接下來就是南北響堂寺。

我就去過北響堂寺。是去峰峰實習，老師帶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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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不大，也不多，多數頭像沒頭，據說是被比利時人盜走了，外表建筑業不多。但是洞窟還

是有彩繪的壁畫佛像，比較精美。

石窟開鑿於北齊，歷經唐宋元明等，形成現在的規模。

邯鄲也是一個革命故居地。

一二九司令部就位於邯鄲的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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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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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也居住在此。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5212.html


位於舊址附近的山坡葬了因劉伯承、徐向前元帥，黃鎮、李達、王新亭上將等原八路軍一二九

師領導人的骨灰相繼撒在這座山岡上，將軍嶺由此得名。

也值得去敬仰的地方。

從一二九司令部出來，就是古代神話女媧補天的地方——媧皇宮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732/scenery_835775/4365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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媧皇宮的建筑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懸空寺。

整體建筑就懸空在山間。媧皇宮是我國最大、最早的奉祀上古天神女媧氏的古代建筑，是北齊
文宣帝高洋往返鄴城至晉陽所建的又一離宮。文宣帝高洋“信釋氏，喜刻經像”，在這裡較大規

模地修建了媧皇宮，並在山麓開鑿石室，內刻佛像，以後又將佛經“勒之岩壁”————國內罕
見的摩崖刻經

邯鄲有火車直達涉縣也有汽車。

其次還有大名縣的大名府故城、大名五禮記碑，磁州窯遺址等。以後有機會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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