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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阿龙

在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上，
第 15 届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正式
拉开帷幕，来自兴安盟及其它盟市选
派的 20 支代表队带来的包括冬季传
统、现代成衣、现代礼服、行业工装、
饰品、帽子、中小学生校服、现代体育
休闲成衣等蒙古族服装服饰展演成
为活动亮点，民族服装服饰已经成为
内蒙古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符号。

穿在身上的文化

5 月的鄂尔多斯草原绿草如茵，
山花烂漫，牛羊成群，牧歌悠扬。鄂
尔多斯草原腹地，蒙古族一个古老部
落——鄂尔多斯部落长居于此。

5 月，鄂尔多斯已经走进旅游旺
季，鄂尔多斯部落姑娘阿茹娜在自己
的民族服饰工作室忙得不亦乐乎。

“来鄂尔多斯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
的民族服装也卖的越来越好。”

阿茹娜从小就喜欢属于本部落
的民族服装，“小时候趁妈妈不注意
偷偷帮妈妈剪布料剪得不对还被妈
妈狠狠地骂了一顿。”

如今而立之年的阿茹娜已经是
鄂尔多斯市小有名气的民族服饰设
计师。她介绍，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
袍较长，两侧开衩，大襟右边系扣，男
子喜欢穿蓝色或棕色袍，长袍较肥
大，女子喜欢穿红、粉、绿、天蓝色绸
质袍，比较紧身。鄂尔多斯部落蒙古
袍，不论男女，一般都备有腰带，而且
扎腰带有一定的讲究和规矩。未婚
女子扎腰带，要在身后留出穗头，一
旦出嫁，便成布斯贵。布斯贵为蒙古
语，汉意为没有腰带，代替腰带的则
是紧身短坎肩，以此来分辨未婚与已
婚，穿上坎肩就说明这个妇女可以生
育了。男子均扎腰带，扎时将袍子向
上提，为的是骑马方便，也显得矫健
潇洒。腰带上还要系上鼻烟壶、蒙古
刀、手巾等，手巾颜色各种各样，多用
布、绸、缎等料。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尔虎
服饰技艺传承人敖仁其其格大妈从
6 岁时就开始和祖奶奶学习制作蒙
古袍、帽子、头饰、腰带、靴子及各种
配饰。敖仁其其格说，巴尔虎是蒙古
族中历史最悠久的部落之一，巴尔虎
女子服饰中的盘羊角式头饰、灯笼袖
无腰带断腰长袍和四开衩下摆的对
襟长坎肩最有特点。

布里亚特姑娘斯日格玛说，我觉
得布里亚特部落服装服饰最好看，男
子一般冬季戴红缨角帽，帽边和帽耳
是羔皮或水獭皮等贵重皮毛，脖子上
围有长毛绒围巾，身着羊皮长袍，扎
彩绸腰带，脚穿自制布里亚特式厚毡
高腰蒙古靴。女装同男装一样的帽
子和靴子，女士袍前胸打褶，已婚女
子着肩部打褶的长袍。肩部是否打
褶是女性已婚、未婚的醒目标志。

此前，斯日格玛设计的布里亚特
服装分别在 2016 年中俄蒙国际服装
服饰艺术节暨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服
装服饰大赛和第 13 届中国·蒙古族
服装服饰艺术节暨中国蒙古族服装
服饰大赛上获得第二名佳绩。

蒙古族服装服饰继承了亚洲草
原几千年来的游牧文明传统，受到了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
民族服饰文化影响，吸收了北方诸游
牧民族和中原、西方服饰部分特点之
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随
着时代的变迁，蒙古族各部落有了独
立的发展空间，蒙古族服饰类型和种
类不断增多，部落间的文化也产生变

化形成蒙古族不同部落服饰的独有
特点。目前，在内蒙古，有巴尔虎服
饰、布里亚特服饰、鄂尔多斯服饰、科
尔沁服饰等 28 个蒙古族部落服饰。

如今，拥有 800 多年历史的蒙古
族传统服饰已经成为中国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民族服饰之光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内蒙古参
加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了。”参加
第 15 届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开幕
式的河北服装设计师高晓鹏说：“日
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对服装设计的时
尚理念有更高的要求，来这里看新颖
别致的民族服饰，可以找寻不一样的

创作灵感。”
近年来，内蒙古将民族服饰做为

向游客展示独特地方文化的有力载
体，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民族服装服
饰展示活动，提高内蒙古旅游知名度
和美誉度。

内蒙古已经成功举办了 14 届中
国蒙古族服装艺术节和多届冬季蒙
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经过多年培
育打造，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作为
内蒙古节庆旅游产品日臻完善，已经
成为内蒙古草原旅游的大型知名品
牌活动，在传承草原文化、展示草原
旅游魅力、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
农牧民就业增收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并深受内蒙古各族人
民和国内外游客的喜爱。

去年年底，自治区旅发委组织的
“美在内蒙古——霓尚草原”第 14 届
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有 142 支参
赛队、1300 多人参赛，还有来自国
内外的 7 支表演队以及问鼎国际舞
台的时装队加盟助阵, 来自蒙古国、
俄罗斯等国家的国宝级艺术家登场
献艺, 是历届规模最大、比赛项目最
多、社会关注度最高的。

第 15 届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
突破以往利用 1 个月集中办活动的
做法，从 5 月持续到 10 月，利用半年
时间在每个盟市、每个月都举办有
特色的民族服装服饰展示活动，持
续形成亮点扩大影响。同时，建设
集中的蒙古族服装服饰文化特色街
区、小镇、文化创意园区等，延长旅游
产业链条。

在自治区旅发委带动下，呼伦贝
尔、包头、通辽等盟市积极开展民族
服装服饰艺术节，部分景区也将民族
服装服饰展演作为一项让游客了解
内蒙古的必备旅游项目。

当服装遇见旅游

随着内蒙古民族服装服饰展演活
动日益频繁，品牌效应凸显，众多景区
为提升文化内涵，积极研发设立民族
服装服饰展示、互动等旅游项目。

乌兰察布市黄花沟旅游区把蒙
古族服装服饰展演作为文艺演出的
重要组成部分。

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在传承中创
新，以“鄂尔多斯婚礼”为蓝本，推出了
鄂尔多斯婚礼实景舞台剧，华丽的鄂
尔多斯部落服装服饰和精彩的剧情为
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吸睛无数。

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总经理牛
永憨说，游客来内蒙古除了要看辽阔
的草原，更为重要是要体验蒙古族浓
郁的民族风情，我们在民族文化上做
文章，让游客穿上蒙古族服装服饰，
品尝原汁原味的蒙古美食，观看蒙古
族文化演出，让地方文化与旅游产品
完美融合在一起。

民族服装服饰已经成为旅游融合
文化的最好载体，同时，旅游也成为挖
掘民族服装服饰市场的最强动力。

呼伦贝尔作为全国重要的草原
旅游胜地，每年夏季都有大批游客前
来观光游览。日前，笔者在海拉尔区
温州城步行街部分民族用品店看到
游客不时进出商店，挑选购买民族特
色商品，生意红火。这些商店挂满了
颜色鲜亮、款式各异的民族服饰，货
架上整齐摆放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
工艺和生活用品，如太阳花项链、皮
质钥匙链等。

诺图格民族用品店销售员说，很
多顾客都来定制传统民族服饰去参
加民族婚礼、那达慕大会和祭祀等重
要活动，每年旅游旺季生意最红火，
不少外地游客定制民族服饰留念。

位于康巴什象棋广场的孟克珠
玛文化中心，于 2015 年 6 月底投入
运营，中心一期启动 1.1 万平方米，
其中蒙古族服装服饰是主打旅游商
品之一。

旅游带动民族服装服饰销售，同
时也带动民族服装服饰生产企业的快
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内蒙古
民族服装服饰生产企业有千余家。

北京往北，你最不可错过的自
驾路，一整年的绿都被压缩在六七
八这 3 个月。这里是离北京最近的
自驾胜地，这里有草原东方明珠、
滦河神韵草原十八拐，这里曾是多
部电影拍摄地，这里每年吸引了无
数摄影发烧友——

●中国 66 号草原公路
张北草原天路被誉为中国 66

号公路，每年的 6~8 月，是草原天路
绽放的时节。这条草原公路，全长
130 多 公 里 的 山 路 ，连 接 野 狐 岭

（西）和桦皮岭（东），连接起崇礼和
张北草原。它穿行在茫茫草原间，
遍地野花和碧绿地毯交织在一起，
一路看到交错的梯田、白色的风车
和无边的花海。

自驾路线：北京出发—八达岭
高速(京藏高速)—宣化—张家口方
向—五一路出口出—张石高速—
张北南收费站出口出—野狐岭—
草原天路

夏季的桦皮岭，遍地都是翠绿
色，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桦皮岭
的，“天下十三省，冷不过桦皮岭”，
所以就算是炎热的夏天，桦皮岭上
的气温也不会高于 20 度。

距桦皮岭入口约 15 公里路边
有一处制高点——阎片山，鬼斧神
工般的石头奇景造就奇峰突起，在
平缓丘陵中显得很突兀，周遭草场
草深没膝，百花盛开。

梯田是北方不多见的风光，塞
北梯田不同于南方的清秀唯美，多
了一些北方的豪迈大气。

沽源滦河曾是历代帝王的狩
猎 避 暑 胜 地 ，水 草 丰 美 、风 景 秀
丽。最震撼人心的景观当属九曲
十八弯、百转千回的滦河河道。

张北坝上主要是指中都草原，
是锡林郭勒草原的一部分，曾经是
清帝秋游巡猎的地方。

五花草甸有“天下第一草甸”
“华北最美花海”之美誉。每年夏
天，数千亩草甸上盛开着五颜六色
的野花，构成一幅美艳的图画。

●京北第一天路
京北第一天路是因为它横亘

于京北第一草原丰宁坝上之上，穿
越千松坝森林公园和柳树沟森林
公园两大景区。天路全线 100 多公
里，蜿蜒起伏，走山巅、穿云海、过
森林，像一条巨龙横卧在平均海拔
1800 多米的丰宁坝头地带。

自驾路线：北京—承德丰宁—
塞罕坝—克什克腾旗—阿斯哈图
石林—达里诺尔湖—锡林浩特—
张家口—北京

京北草原又称丰宁坝上草原，

位于丰宁县西北部大滩镇，距北京
280 公里，分为围场坝上(木兰围
场)、丰宁坝上、张北坝上和草原天
路等区域组成。这里最具特色的
是森林草原景观，一年四季，风光
各异，被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
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千松坝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承
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境内，
京北第一天路的 A、B 段就设在千
松坝国家森林内。公园因山谷沟
壑生长着几万株原始云杉而得名，
云杉平均树龄 280 年，是华北地区
保存面积最大的原始云杉林，堪称
华北森林之冠。

相比千松坝，柳树沟的风景更
原始一点。柳树沟与千松坝隔路
相望，京北第一天路将两颗明珠巧
妙连在一起。开车进入景区不远，
会看到两侧峰岭连绵，树木苍翠，
沟谷中长满了丁香树。

闪电湖又称坝上草原闪电湖，
地处河北沽源，是滦河上游最大的
湖，像一道闪电，是丰宁最温柔的
一抹风景。

这里还有个影视村——情人
谷。《我的父亲母亲》《二十五个孩
子一个爹》《锦秀中华》的影视剧曾
在这里取景，你也许会在不经意间
撞见电影中的场景。

金莲山庄这里是一个塞外天
然野生动植物园，5 月杏花、6 月玫
瑰、7月金莲、8月芍药、9月山菊、10
月红枫，无论在哪一个季节来到金
莲山庄，你总能见到缤纷的色彩。

京承皇家御道线自驾路线：从
北京出发，沿京承高速( G45 ) 东
北 行 ，经 G112 国 道 ， G111 国
道，继续沿 G111 北行，进入木兰
围场。这条线曾经是清朝皇帝塞
外巡游的路线，每到秋季，草原褪
去了绿色，红的、黄的层林尽染，在
蓝天下，好一番壮丽景色。整条线
路串起了皇家文化、丹霞地貌、长
城精粹、森林草原、满蒙风情等承
德独特的景色，让人有一种行驶在
300 年前山水画卷的意境。此线入
选中国 36 条最美自驾线路，获得中
线休闲类唯一金奖。

金山岭长城位于滦平县境内，
距承德市区 90 公里，是明朝爱国
将领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官时期
主持修筑，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
秀”之美誉。看过金山岭也就能领
略到长城的雄伟和壮观。

木兰围场实际就是塞罕坝森
林公园和红山军马场这两大部分
组成。木兰围场又是清代皇帝举
行“木兰秋狝”之所。7~10 月是最
好的季节，野花点缀，牛羊漫步，好
一幅塞上美景。

皇城之外皇城之外
竟有两条最美天路竟有两条最美天路

中国 66 号草原公路。

木兰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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