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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韵律语法是语言学的一个前沿领域，其研究对象为韵律与音系、词法、形

态、句法、语体以及文体等领域之间的互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韵律学建立开

始，语言中的韵律要素逐渐为学界所重视，成为语法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近

年来，汉语韵律语法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引人注目的一个

新学科。  

为了推进韵律语法研究的发展，由冯胜利先生发起，分别于 2013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2015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2016 年 9 月 24 日至 25 日召开了第一届、

第二届、第三届韵律语法研究国际研讨会；前两届的举办地点为香港中文大学，

第三届举办地点为北京语言大学。 

第四届韵律语法研究国际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河南大学承办，将

于 2017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在开封召开。本届会议邀请到来自国内外的 9 位著名学

者做大会主旨发言，他们是 Shudong CHEN（陈曙东）、Lisa Lai-Shen CHENG（郑

礼珊）、San DUANMU（端木三）、Shengli FENG（冯胜利）、JIANG Di （江

荻）、Yen-Hwei LIN（林燕慧）、MA Qiuwu（马秋武）、Dylan W TSAI（蔡维天）、

ZHAO Minli（赵敏俐）。 

与此同时，为了鼓励和培养更多的青年学者致力于韵律语法研究，本次会议

还将继续设立“韵律语法青年学者论文奖”（申请者需为 40 岁及以下的青年学者

及在读硕士、博士生），此次将有 10 位入围者通过现场报告角逐这一奖项。 

此外，考虑到举办地变音丰富的事实，此次会议特设“变音专题”，专论中外语

言与构词、构形和韵律均有关联的音变现象（简称“变音”，以别于与之无关的纯

语音/纯音系音变），包括但不限于汉语儿化、Z变、D变、嵌L词、圪头词、卜头词

等有关的变声、变韵、变调现象，共同推进变音材料描写和理论建设。 

为期两天的会议，国内外百余名学者将围绕韵律音系、韵律词法、韵律形

态、韵律句法、 韵律语体、韵律文学、韵律教学与习得等多个领域展开讨论，研

究视角有历时有共时，现象涉及汉语（及其方言）、外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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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诗歌、戏曲形式，体现韵律语法研究多领域、跨语言的发展特点和持久的学

术生命力。 

作为韵律语法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次会次旨在为与会学者提供平等交

流、自由讨论的契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进而推动韵律语法研究的长足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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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报告时间：  

 

（1）特邀发言时间为 35 分钟/场，建议发言时间为 25 分钟，10 分钟自由提问；  

（2）青年学者奖入围报告时间为 20~25 分钟/场，建议入围者报告 15 分钟、现场

评委提问 5~10 分钟（具体时间由主持人把握）；  

（3）分组讨论报告时间为 20 分钟/人，建议代表报告 10~12 分钟、提问互动 

8~10 分钟；  

（4）发言会场均有多媒体设备，请代表在发言时段开始前将演讲文件拷贝至电

脑，以节省时间。  

 

二、用餐说明：  

 

（1）组委会为所有与会人员提供 6 月 2 日至 4 日的午餐、晚宴；所有会务餐均为

自助餐。与会人员凭餐票就餐（用餐地点：中州国际金明酒店一楼餐厅；用餐时

间：午餐 12:00-14:00；晚餐 18:00-20:00）；会议代表如需清真食品，请向与会人

员寻求帮助，前往穆斯林餐馆就餐。 

（2）开幕式、闭幕式地点为学校行政楼二楼报告厅（249），为保持卫生，中场休

息时我们只提供矿泉水供您饮用，分组讨论则提供有茶歇。  

 

三、温馨提示 

 

（1）各位代表听报告之前，请将手机关闭或设置为振动/静音状态；  

（2）会场有一些志愿者，各位代表有问题可随时向他们寻求帮助； 

（3）会议期间适值初夏，部分代表可能水土不服；若您身感不适，请告知会务组

人员，及时安排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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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期间开封天气情况： 

6 月 2 日 （星期五） 34/23℃ 晴，3-4 级微风 

6 月 3 日 （星期六） 31/17℃ 雷阵雨转晴，微风 

6 月 4 日 （星期日） 29/17℃ 晴，微风 

建议各位会议代表参会时带上伞具。 

 

四、组委会主要成员及联系方式 

 

会议秘书：王  蕾：86-156-3784-2995 
               吕英杰：86-183-1789-6919 
       李甜甜：86-152-2545-1253 

        会议邮箱：iccpg4@163.com 

        会务组房间：中州国际金明酒店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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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	

 

08:30-21:30	 报到注册（地点：中州国际金明酒店）	

	
2017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开幕式	
地点：行政楼二楼报告厅（249）	

主持人：姜玲	
08:00-08:40	 河南大学校领导致辞	

研讨会发起人冯胜利教授致辞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院长高继海教授致辞	

8:40-9:00	 集体合影（图书馆门前）	
 

特邀发言	
地点：行政楼二楼报告厅（249）报告厅	

时间	 报告人、报告题目	 主持人	

9:00-9:35	 San DUANMU   
The overlap between metrical phonology and 
prosodic phonology	

施春宏	

9:35-10:10	 蔡维天、杨洋	
念力移转的韵律语法及实验研究	

张克定	

10:10-10:45	 江荻、郭承禹	
从轻重到声调：三声调语言引起的变局	

阿错 

 

10:30-10:50	 中场休息 
 

10:50-11:25	 Yen-Hwei LIN 
Realizations of Featural Affixes in Rime Change 

施向东	

11:25-12:00	 Shudong CHEN 
In the Light of Prosody: Serendipitous Rendezvous 
with the Meaninglessly Meaningful de and of 

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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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第一时段	
分组讨论	

分组与地点 A 组：韵律音系 

 

贵宾室 

B 组：韵律形态 

 

第四会议室 

C组：韵律研究新拓

展	
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	 赵璞嵩、武波	 王丽娟、祁峰	 史文磊、周荣	

14:00-14:20	 王珏	 	
语气词声调类型

与有关问题	

王丽娟、冯胜利、

王永娜	 	
单双音节对应词的

韵律语法对立	

文旭	 	
语用、韵律与英语口

语教学	

14:20-14:40	 阿错	 	
阿尔泰系语法流

相关的韵律问题	

祁峰	 	
[2+1]形名组合为什

么不是一种能产结

构？	

程瑞兰	 	 	
海外务工人员话语模

式分析	

14:40-15:00	 赵璞嵩	 	
上古阴声韵的韵

律属性	

衣莉	 	
双音节形容词 AABB
式的重叠与褒贬 

周荣	 	
《诗经音韵训练法》

对失语症音韵障碍康

复状况的作用和影响	
15:00-15:20	 武波、江荻	 	

二声调语言呈现

的轻重韵律模式	

索潇潇	 	
单双音节对应名词

的可数性分类 

岳炎炎、陈玉东	 	
互动视角下反问句的

产生与反馈的韵律特

征研究	
15:20-15:40	 孟凡丽、冯卉	 	

藏族学生的英语

语调特点研究	

司联合 
论韵律形态学 

杨望龙、史文磊、吕

敏	 琼海话“去”的多功

能性成分及其语音表

现	

15:40-16: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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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时段	
分组讨论	

分组与地点	 A组：韵律实

验	
贵宾室	

B组：韵律构

词	
 

第四会议室	

C 组：英文专场（English 
session） 

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	 冯卉、刘希瑞	 陳遠秀、邓盾	 Xiaoxiang CHEN & LIU Tong 

16:00-16:20	 刘希瑞	 	
克木语曼蚌索

话四音格韵律

的实验语音学

研究	

伍巍	 	
简论现代汉语

“重音”与

“断连”的语

法、语义功能	

Xiaoxiang CHEN, Huan ZHANG, 

Junzhou MA, Yuxiao YANG  

Tone Acquisition of Disyllabic 

Words in Southern-Mandarin 

Children 

16:20-16:40	 齐婉廷、冯卉	 	
流水句韵律特

征分析	

陳遠秀	 	
粵語三音節連

詞的韻律分析	

Ya LI & Xiaoxiang CHEN   

Timing and Melody: Rhythmic 

Patterns of Chinese Dialects 

16:40-17:00	 时秀娟	 	
汉语普通话否

定句语调的韵

律结构	

邓盾	 	
词根充实及其

语法后果	

LIU Tong & ZHANG Xiaoqing   

Prosody and constituency of 

“numeral + classifier + noun” 

structures in Chinese 

17:00-17:20	 崔哲	 	
重音对反问句

的引发和识别

研究	

程亚恒	 	
三音节“宾+动
+名”构词法的

有关问题	

LI Jiachun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s of the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Events 

of Causative State Change in 

Chinese 

17:20-17:40	 白晨、刘思

伽、江铭虎	 	
汉语韵律与汉

语句法标记关

系的研究	

张又文	 	
韵律构词学视

角下的形容词

与名词组配问

题	

WANG Qiuchen   
How is [Npatient de V] prosodic 
constraint represented in native 
speakers and L2 learners’ Chinese 
grammars? 

17:40-18:00	 于秒	 	
汉语自然句子

阅读的基本加

工单元-韵律词	

裴雨来	 	
韵律构词与语

素音节对应律	

Zhiqiang LI   
Prosodic Restriction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on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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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奖入围报告	
地点：第一会议室	

时间：2017年 6月 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8:20	
主持人：冯胜利	

现场评委：端木三、蔡維天、林燕惠、馬秋武、施向东	

各青年奖候选人

的报告次序由抽

签决定，每人报

告 15分钟，提问

20到 25分钟	
（具体由主持人

把握）	

报告人、报告题目	

郭懿儀	 	
東漢佛經中新興複合詞的韻律構詞初探	 	
何美芳	 	
汉语二语学习者对带宾动结式的韵律习得机制	 	
胡丛欢	 	
东北方言形容词性四字格的韵律、构词和句法功能探究	
胡丹	 	
连动式与复句的边界调对比分析	 	
刘梦彬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按、按照”韵律语法和语体研究	
唐文珊	 	
韻律制約的被動句複指代詞	
王辰玲	 	
汉语双宾句式的韵律结构分析	 	
谢郴伟	 	
“把”字句的焦点在哪里——语调量化分析的证据	
仝筱菲	 	
句法结构“XX者”的词汇化及其动因	
朱玉柱	 	
试析河南武陟（大虹桥乡）方言的名词变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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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音专场	

地点：行政楼 249报告厅	
时间：2017年 6月 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8:20	

主持人：陈卫恒、吴永焕	

时间	 报告人、报告题目	

14:00-14:20	 陈卫恒	 	
“音系化”（Phonologicalization）：变音暨历史语言学理论研

究的前沿	
14:20-14:40	 支建刚	 	

官话方言 Z变韵研究综论	 	
14:40-15:00	 张慧丽	 	

动词变韵与事件结构的语法化	 	
15:00-15:20	 胡伟	 	

河南滑县方言的 Z变音	
15:20-15:40	 吴会芹	 	

河北邯郸方言后接声母脱落现象考量	
15:40-16:00	 段亚广	 	

登封方言的儿化闪音	
16:00-16:20	 中场休息	

16:20-16:40	 吴永焕	 	
从韵律看汉语方言连调的层级和类型	

16:40-17:00	 辛永芬、李甜甜	 	
巩义干沟村方言儿化变音中的逆同化语音表现	

17:00-17:20	 金佳	 	
澄海話「後字降調」現象探究	

17:20-17:40	 张雪平	 	
河南舞阳方言非现实标记“咾”——兼论普通话“了 2”的功

能	
17:40-18:00	 赵祎缺	 	

明清河南韵书韵图所反映汴洛地区古止开三日母字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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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4日（星期日）上午	
	

第一时段	
分组讨论	

分组与地点	 A 组：韵律句法 

第一会议室 

B组：韵律语体	
第四会议室	

C组：韵律文学	
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	 汪昌松、马宝鹏 刘基伟、袁愫	 贾学鸿、吳瑾瑋	

8:00-8:20	 王伟超、施春宏	 	
当代汉语三音节动

词带宾语现象考察	

刘基伟	 	
汉语单双音节形名

组合形式的分类考

察分析	

施向东	 	
汉语中古音与近体

诗韵律	

8:20-8:40	 汪昌松	 	
从韵律语法看名词

短语的尺寸与合乎

语法性之关联	 —以

“V	 什么 NP”为例	

袁愫	 	
《诗经》四言句重

复式的韵律与语体	

刘学顺	 	
苏轼词的特点之

一：协音律而变韵

律	

8:40-9:00	 Fuzhen SI 
Case Study on the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of Chinese 
Words and Their 
Syntactic 
Significance	

马文津	 	
两类[动+在]式句法

词与“断裂度—时

空性”的语体对应

性	

吳瑾瑋	 	
《聖經耶利米哀

歌》官話譯本之節

奏類型分析		

9:00-9:20	 黃新駿蓉  
從趨向到目的 ——
「來/去」在連動結

構中的位置與韻律

表現	

骆健飞	 	
汉语“二字三体”现
象及其语体分析	

贾学鸿  

宋玉、荀子赋兮字

内置句式的形态及

功能 

9:20-9:40	 马宝鹏  
汉语动量短语语序

问题初探——韵律

语法的视角	

邱莹	 	
单双音节动词的句

法组配及语体特征	

王抒凡	 	
唐诗理论“兴”范

畴群研究	

9:40-10:00	 张德岁	 	
节律和形态对谓词

性成分作主宾语功

能的制约	

方清明	 	
“纪念 X诞辰 Y周
年”构式的形成机

制与规范化	

张莹	 	
黄梅戏唱词中韵律

与语法的互动	

10:00-10:20	 中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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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时段	

分组讨论	

分组与地点	 A 组：韵律教学与

习得 

第一会议室	

B组：历史/历时韵

律构词	
第四会议室	

C组：历史韵律句法	
	
第五会议室	

主持人	 高慧宜、张玲平	 陈鑫海、程亚恒	 李果、苏婧	

10:20-10:40	 高慧宜	 	
浅议韵律句法学在

国际汉语教学实践

中的运用	

陈鑫海	 	
上古汉语叠韵联绵

词的声母组配类型	

李果	 	
上古汉语介词悬空

的韵律条件	

10:40-11:00	 张小玲、陈晓湘	 	
普通话儿童前语言

阶段与早期语言阶

段音高之比较	

李瑞	 	
也论“嵌偶词”和

“嵌偶化”	

苏婧	 	
上古汉语系词

“为”的韵律功能

初探	

11:00-11:20	 周凤玲	 	
韩国学生汉语口语

韵律词的表征研究	

梁如娥	 	
述评韵律在汉语语

法化中的作用	

刘丽媛	 	
近代汉语“得”字

补语能性式的句法

表现及韵律制约	
11:20-11:40	 李婷瑜、刘艺、宁

景虹	 	
巴基斯坦、菲律宾

小学生粤语陈述、

是非疑问句的语调

分析	

胡为飞	 	
双音化在反义量度

复合词词汇化中的

“整合”效应	

卢俊霖	 	
虚指代词“他

（它）”语法化的

诱因与韵律环境	

11:40-12:00	 张玲平	 	
诵读在国际汉语教

学中的运用		

李永春	 	
形式动词“予以”

的来源及其词汇化	

余俊宏、方寅	 	
论诗歌韵文中的挂

单动词“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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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音专场	

地点：行政楼 249报告厅	
时间：2017年 6月 4日（星期日）上午 8:00-12:20	

主持人：辛永芬、陈鹏飞	
时间	 报告人、报告题目	

8:00-8:20	 陈鹏飞	 	
分音词韵律特征的空间变异	

8:20-8:40	 冯文贺	 	
儿化、轻声的音变性质	 	 	

8:40-9:00	 李学军	 	
豫北内黄方言的“VD+NP受事+NP方所”结构	

9:00-9:20	 孟雯、江荻	 	
太原话的轻重韵律与派生词产生的动因	

9:20-9:40	 宁欣	 	
清徐方言重叠两字组的前字轻声、轻音与轻读	

9:40-10:00	 桑宇红	 	
河北阳原话近指代词音变与语法功能关系研究	

10:00-10:20	 茶歇	

10:20-10:40	 王自万	 	
开封方言的 D变韵	

10:40-11:00	 夏俐萍	 	
湘语的韵律轻重格与变调	

11:00-11:20	 辛永芬	 	
汉语方言子变音的分布及其流变考释	

11:20-11:40	 翟占国	 	
皖北中原官话“子尾四字格”的韵律构词分析	 	

11:40-12:00	 史艳锋	 	 	
孟津方言的儿化——兼论卷舌型儿化对平舌型儿化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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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下午	
	

展板会场	
时间：14:00-14:40	

主持人：安丰存、褚智歆	
地点：中州国际金明酒店一楼茶歇区	

安丰存	 	
汉语重叠结构的韵律制约及影响	 	
陈默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韵律教学研究	 	
褚智歆	 	
从韵律句法学角度分析“可能+Mб+VP”的结构	15	
杜媛、张梦杰	
试谈京剧中的四声变调	 	
黄劲伟	 	
古汉语“名数名”结构的句法与韵律	 	
姜兆梓	 	
从 be和“有”看生成语法中的 vP和 v*P	
康军帅	 	
当代汉语新词族的语用拓展及社会文化共变		
李兵、胡伟、侯典峰	
瓦罕塔吉克语双音节词重音实验语音学报告		
刘鸿雁	 	
韵律对成语演变的作用探究		
穆雅丽、骆健飞	
留学生汉语语体意识的考察与分析——以商务汉语的书面表达为例	
佟福奇  

网络流行语的韵律操作机制：个案与共性  

王迟	 	
语体-文体互动的韵律实现：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名词]格式的分布

探究	  

王丽梅	 	
ABAB式四音格音节和谐律的对比——以彝语和布依语为例	 	
Xiaowei	WANG	 	 	
The	phonological	structure	of	person	reference	in	Chinese	s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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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仲儒	 	
包含量词重叠式的名词短语	
徐欣	 	
基于语料库的“在 N	 的 V	 下”历时研究	  

杨海峰	 	
从韵律句法角度看指代性副词“见”	  

于秀金	 	
跨语言(非)现实与时-体-情态的范畴关联及显赫性格局	  

张超、梁如娥  

汉语 NP1+Vi 了+NP2 句式的语义及韵律分析  

庄会彬、马宝鹏、刘振前 
界外——说汉语史上语法化的韵律动因 

周彦每	 	
词媒体：新字词生成的非范畴化逻辑诠释	 	
	
	

特邀发言	
地点：行政楼二楼报告厅（249）	

时间	 报告人、报告题目	 主持人	

15:00-15:35	 Lisa Lai-Shen CHENG   
What wh-questions tell us about syntax-prosody 
mapping	

司富珍	

15:35-16:10	 马秋武	 	
弱层级假说与汉语普通话连读变调	

牛保义	

16:10-16:45	 赵敏俐	 	
论《诗经》中虚词的音乐功能与诗体功能	

王珏	

16:45-17:20	 冯胜利	 	
韵律语法研究中的几个新进展	

伍巍	

	
	

闭幕式	
地点：行政楼二楼报告厅（249）	

主持人：李香玲	
17:20-17:30	 青年奖颁奖	
17:30-17:40	 马秋武教授宣布下一届会议事宜	
17:40-17:50	 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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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韵律语法研究国际研讨会	

	

参会论文摘要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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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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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大学简介	

 

 

 

河南大学座落在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开封。1912 年,河南大学前身——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 20 世纪初的欧风美雨和辛亥革命胜利的曙光中应运而

生。风雨沧桑，办学不辍。高起点起步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经中州大学、

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1942 年改为国立河南大学，成为拥有

文、理、工、农、医、法等 6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学术实力雄厚、享誉

国内外的国立大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经院系调整，河南大学又先后更名为河

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阶段，1984 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2000 年，开封师专、开封医专并入，组建成新的河南大学。2008 年 10 月 17 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签订共建协议，河南大学正式进入省部共建高校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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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语学院简介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是河南大学历史 悠久的学院之一，已有一百年的办学

历史。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合理的教学体系和颇具特

色的研究方向，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的经济文化与教育

事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科研机构有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理论研究所等。英语语言文

学为河南省第一层次重点建设学科、省级名牌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团队是国家级教学团队。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为省重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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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封市人文景点	

开封是著名旅游城市，拥有名胜古迹 200 多处，是品味宋代文化的经典城

市，这里的景点特色也以此为主。宋都御街、清明上河园、开封府等人文景区

让你穿越回千年，汴梁的风貌原版呈现。在龙亭公园感受宋代皇宫的浑厚气

魄，在铁塔、繁塔参观古佛塔之精妙，去天波杨府了解三代忠烈的清正刚直，

在大相国寺虔诚礼佛，在包公祠听一段包青天的传奇事迹。 

开封，似乎已经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了。小编无法一一列举，只能随手贴

上几处。 

 

铁  塔 

 

开封铁塔位于开封市城区东北隅铁塔公园内，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即公

元1049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铁塔一带于1955年开辟为铁塔公园，占地

面积51.24公顷，是中国百家名园之一。 

铁塔位于铁塔公园的东北部，是园内重要的文物，也是主要的景点。是

1961年我国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享有"天下第一塔"的美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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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高55.88米，八角十三层。因此地为开宝寺，又称"开宝寺塔"。又因遍体通砌

褐色琉璃砖，混似铁柱，从元代起民间称其为"铁塔"。它以卓绝的建筑艺术及

宏伟秀丽的身姿而驰名中外。它设计精巧，完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木式结构形

式，塔砖饰以飞天麒麟、伎乐等数十种图案，砖与砖之间如同斧凿，有榫有

槽，垒砌严密合缝。建成九百多年来，历经战火、水患、地震等灾害，至今巍

然屹立，实为游人和建筑专家叹为观止。今天的铁塔公园，繁花似锦，绿树成

荫，殿阁嵯峨，亭台映波，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数十个景点遍及园内，东北

部与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开封古城墙遥相呼应，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人，是我

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清明上河园 

 

清明上河园是按照1：1的比例把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代表作，堪称中华

民族艺术之瑰宝的《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该

园占地面积500余亩，其中水面150亩，拥有大小古船50余艘，各种宋式房屋400

余间，形成了中原地区 大的气势磅礴的宋代古建筑群，整个景区内芳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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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古音萦绕，钟鼓阵阵，形成一派“丝柳欲拂面，鳞波映银帆，酒旗随风

展，车轿绵如链”的栩栩如生的古风神韵。 

清明上河园作为集历史文化旅游、民俗风情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趣味娱

乐旅游和生态环境旅游于一体的主题文化公园，突出体现了观赏性、知识性、

娱乐性、参与性和情趣性等特点。 

主要景点 

拂云阁：高31.99米，雄健端庄又不失隽秀舒展，供放宫廷重要文件及国画

书籍，也是园内登高远眺绝佳处。外观为四层，内夹三个暗层。取名“拂云”，

一是明示此阁高耸，轻拂白云；二又暗含“吹拂红尘烟云，洗出清明世界”之

意。 

  宣德、宣和殿：两殿造型一致，融为一体，远观似城楼，近看如皇宫，建

筑结构精细，加以彩绘。两殿内分别演出皇家皮影戏和编钟乐舞，精彩绝伦。 

  趣园：是孩子们自由玩耍的天地和大人们童心复萌的乐园。在这里你可以

投镖、射箭、爬绳、钻圈、荡秋千、溜滑梯，纵情嬉戏，体验宋代游戏的乐

趣。 

  官驿：备有标准间、夫妻间和豪华套房，供游客休息下榻。 

  牌坊：进入皇家园林的入口。 

  汴河：千八百米汴河，一展半园碧波满目情。 

  张择端纪念馆：一卷长画传千古，一代巨匠美名留。  

  主题广场：走进大门，绕过一座前有张择端站像、后有清明上河图传奇故

事浮雕的影壁，便是公园的主题广场。广场中央的池水中浮动着一只造型古朴

的宋代木船，船上桅杆高耸，云帆高挂，象征着宋代繁忙的漕运和高超的造船

技术。 

  东京食街：可品尝到味美价廉的各种开封风味小吃。 

  东京码头：再现宋朝舟船云集、漕运繁忙的情景。 

  情系东京：浓缩《清明上河园》中人物与风情，将巨幅长卷呈现在每位游

客面前。 

  东大门：主要入园处，每日开园仪式在此举行。开园仪式是每天都要演示

的“必修课”，也是所有表演剧目中 为隆重的节目之一。每天上午九时，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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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列，盘鼓造势，包公率领护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一班人马自栅门里

快步而出，向各位游客抱拳施礼，热诚致意。 

  民俗街：游客在此选购宋代气息浓郁又有欣赏珍藏价值的古玩字画。 

  十千脚店：展区内集中展示宋朝的文化之精华。 

 

开封府 

  

“开封府”为北宋时期天下首府，威名驰誉天下，包龙图扶正祛邪、刚直

不阿、美名传于古今。一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令人荡气回肠，引起几多

瑕思神往。 “开封府”，位于开封包公湖东湖北岸，占地60余亩，建筑面积

1.36万平方米，气势恢弘，巍峨壮观，与位于包公西湖的包公祠相互呼应，同

碧波荡漾的三池湖水相映衬，形成了“东府西祠”，楼阁碧水的壮丽景观。  

开封府依北宋营造法式建造，以正厅（大堂），议事厅，梅花堂为中轴线，辅以

天庆观，明礼院，潜龙宫，清心楼，牢狱，英武楼，寅宾馆等五十余座大小殿

堂。作为主题景区，开封府坚持动静结合，雅俗共赏，历史与演义相映成趣的

经营理念。在开封府，您除了能够看到大批珍贵史料，轶事和陈展外，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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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开衙仪式”、“包公断案”、“演武场迎宾表演”、“喷火变脸”等丰富多彩

的表演活动，真切地体会到“游开封府，品味大宋文化；拜包龙图，领略人间

正气”。 

 

 

龙  亭 

 
龙亭位于开封城内西北隅龙亭公园内，南接宋都御街。目前，以它为中心

已经形成了开封 大的风景区，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有开封揽胜必

游龙亭之说。龙亭是开封 大的风景区，公园面积为83.13公顷，其中水面过

半。龙亭一带早在一千多年前曾是唐朝宣武军节度使衙署的所在地，后梁时改

建为皇宫，名建昌宫。后晋、后汉、后周定都开封时仍以此地为宫室，改名为

大宁宫。北宋时在此建大内皇宫，使之进入了历史极盛时期。金朝末年，这里

再度成为皇宫禁苑。到了明代，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棣在此建周王府，使其保持

了不衰之势。后因黄水泛滥，渐成废墟的煤山上建了一座"万寿宫"，内设皇帝

牌位，文武官员定期到此朝贺遥拜，后改称"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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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大新校平面图	

 

您

在

这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