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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亘于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形如屏障。山间的宽谷多为穿越阴山为穿越阴山
南北的交通要道南北的交通要道，，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汉代匈奴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特别是汉代匈奴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阴山阴山
上下上下，，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军事要塞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军事要塞、、长城长城、、古城古城、、古墓等古墓等，，见证了这里的历史沧桑见证了这里的历史沧桑。。

从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出发从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出发，，沿着阴山山脉西段狼山脚下的一条县道西行沿着阴山山脉西段狼山脚下的一条县道西行，，猛猛
然看到两座突兀的暗红色山峰然看到两座突兀的暗红色山峰，，可谓可谓““其山中断其山中断，，两峰俱峻两峰俱峻””。。在两峰之前的台地断崖边在两峰之前的台地断崖边，，
耸立着一座由石头垒砌的千年古城耸立着一座由石头垒砌的千年古城，，散发着久远的气息散发着久远的气息，，这便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筑这便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筑
长城最西端的要塞长城最西端的要塞、、我国古代著名的北方军事要塞我国古代著名的北方军事要塞———高阙塞—高阙塞，，也称也称为达巴图古城。

两峰对峙 状如门阙

远远望去，两座东西对峙的山峰，壁立千仞，
状如门阙，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据险而
设的高阙塞，一关扼两沟，其东侧是宽阔的达巴图
沟，西侧为幽深的查干沟。沿查干沟向西北行，谷
底平坦，细流涔涔，不远处便与达巴图沟会合。沟
中空气清新、深幽寂静，偶尔听到鸟鸣，回顾却不
见鸟的身影。沿沟继续向北走，谷底那些形状各
异的石头，令人目不暇接。渐入深谷，两侧山崖高
耸，哈隆格乃峡谷从西南来交汇，其南口台地上坐
落着古代著名的军事要塞——鸡鹿塞。鸡鹿塞与
高阙塞，构成犄角之势，互为策应，控扼狼山之交

通咽喉。
对于高阙塞的地形及军事价值，北魏地理学家

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有精彩的描述：“山下有长
城，长城之际，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
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
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上古迄今，常置重
捍，以防塞道。”

历代军事家十分重视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
善于巧妙运用山川、河流等地形地貌，建关设塞，修
城筑堡，构筑军事防御体系。高阙塞就是借助山势
的险峻，扼守要道咽喉。

战国始建 汉代扩筑

台地南为陡坡，有 99 层台阶，拾阶而上便能近距
离观赏由南、北两个小城组成的高阙塞遗址。据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巴图古城遗址（高阙塞
遗址）标志牌背面的文字介绍，达巴图古城遗址之北
城略呈方形，南北长 36.8 米，东西宽 35.2 米。南城呈
长方形，东西长 64 米，南北宽 48 米。

古城内外新修了供游人参观的木栈道。南城只
设东门，宽约 2.3 米。站在东门口居高临下，东南宽
阔的达巴图沟沟口和县道上过往车辆等尽收眼底，
南面辽阔的平原一览无遗。走进南城，东墙和西墙
处的石砌房屋遗址清晰可见，北墙共用北城之南墙
并向西延伸。南城城墙较窄，宽约 1.8 米。北城在南
墙中部设门，宽约 2 米，进入北城，不见瓮城和角台，
城内四周贴墙处有 6 处较大的石砌房屋遗址。东北
角临达巴图沟处有登城的石阶。北城墙体高约 6 米，
墙基宽约 5.8 米，均用较大的河卵石垒砌而成，墙
内侧填充小石块和砂子等。南北两城的建筑风格明
显不同，说明两城并非同一时代修筑。

在古城北墙和西墙外的缓坡上，有一段 300 余
米的石墙环绕，墙体用不规则石片垒砌，中间填以砂
石。此墙向东南至达巴图沟沟口，向西南与石城西
面的一个山丘相连，山丘顶部有一座石块砌成的烽
火台遗址，千年守望着查干沟沟口。

沿北城石阶登上高阙城，北望达巴图沟，两侧山
势峻拔，远道而来的赵长城逾沟跃上台地。古老的
固塞要道、长城烽燧，仿佛诉说着两千年前金戈铁
马、战火硝烟的悠久岁月。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
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今河北省蔚
县境内）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高阙塞始建于战国时期，为战国赵长城最西端
之要塞，为抵御漠北匈奴入侵中原而修建的重要军
事要塞。秦汉时期重修，一直沿用至西夏。据有关
专家介绍，古城北城为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筑，而南
城应是汉代沿用时扩筑的城池。古城曾出土了汉代
的铁釜、铁甲片和箭头等文物。

历史烟云 诗歌吟咏

高阙塞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北方军事要塞，历
史上有多少帝王与此有关连？有多少将士在这里纵
马疾驶、弓如满月、箭似流星？据《史记·秦始皇本
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又使蒙
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胡人”。据

《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

《史记·匈奴列传》载：“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
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

据史书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
祭彤与南匈奴左贤王信出朔方、高阙塞，伐北匈奴，行
出高阙塞 900 余里；唐开元年间，玄宗命郭知运等大
将征讨回鹘，回鹘退乌德健山，南去西城 1700 余里，
西城即高阙塞也。高阙塞在唐代被称为西城。

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 1697 年） ，康熙帝第三

次亲征噶尔丹，由宁夏北进，至狼山一带。其随从
高士奇在随行记事《扈从纪程》中记述了这次远征，
并写到狼山与高阙塞：“两狼山，去船站百余里，两
山 夹 峙 ，中 分 一 路 ，沙 深 数 尺 ，流 走 不 定 ，马 蹄 过
处，沙复掩之，夜静有声，故曰鸣沙，我西师所经之
路也。”

高阙塞也为历代诗人所吟咏，如唐代诗人徐九
皋的《关山月》：“玉塞抵长城，金徽映高阙。”唐代诗
人卢照邻的《雨雪曲》：“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
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
城。节旄零落尽，天子不知名。”这首诗表面描写了
高阙自然地理景观的特点，但其意指高阙为边塞屏
障，是战争兴起与消弭之地。明朝诗人卢楠在其《云
中曲》中提到高阙塞：“高阙塞头战云横，居延川里少
人行。黄河欲渡李陵墓，明月长悬苏武城。”

保护古城 合理利用

高阙塞不仅是秦汉时期扼守边关的重要军事要
塞，也是汉朝与匈奴经济、政治往来的主要通道，为
研究古代边塞建置、石城建筑、古道演变、民族交往、
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为了抢救、保护高阙塞遗址，近年巴彦淖尔市按
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
物保护方针，坚持保护古城建筑的历史真实性、传统
风貌的完整性，对高阙塞遗址实施抢救性加固保护
工程。记者看到，古城遗址周围已安装网围栏，坍塌
的古城墙体得到加固和修复，墙体多处挂着“保护长
城文物”的牌子。“在高阙塞遗址的加固保护工程实
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严格按照国家
文物局批准的保护方案施工，没有添加任何人为的
东西。人们到此可以充分领略古城丰厚的文化底
蕴。”河套文化博物院院长胡延春说。

在古城遗址所处的呼和温都尔镇那仁乌博尔嘎
查，有许多牧民主动承担起了看护古城的任务。巴
图吉日嘎拉和儿子呼格吉乐图为了方便游客参观古
城，修建了上山的 99 层台阶。巴图吉日嘎拉现已年
过六旬，不方便经常上山维护古城，他的儿子继承父

亲的事业继续守护古城。他用蒙古语憨厚地表达：
“历史文化厚重的古城，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保护古
城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高阙塞遗址吸引着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
探索的目标不仅有古长城、古要塞遗址，还要循着文
化印记，去触摸更为久远的历史文化。

保护与发展相结合将极大地延续古城的生命
力。有关专家建议，古城历史悠久，古朴自然，下一
步要加强研究和深化利用，让高阙塞遗址在价值内
涵得到充分挖掘的基础上“活起来”，成为具有厚重
历史感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旅游文化景区。

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狼山不同时代的地层、
岩石呈现不同的颜色，连绵群峰上的白云，散发出
玉石般的光亮，与彩色的狼山相互映衬。遥想当
年，这里群山肃立，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如今狼烟
烽火早已散尽，古老的军事要塞也完成了其历史使
命。悠远的一座座石城不但为狼山增添了雄浑壮
美，也见证了阴山古道沧桑变迁。高阙塞和鸡鹿
塞、阴山岩画等著名文化遗址，吸引着人们纷至沓
来。

古时狼山悬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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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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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阙犹在

一座座沐浴千年风雨的草原古城

，因历经沧海桑田

、岁月更替而更显从容深邃

，因历史厚度和人文积淀而愈加经典耐读

。

地域辽阔的内蒙古

，地理环境丰富而多彩

。数千年前

，这里就存在令人惊叹的文化形态

。西汉时期

，这里建造了较多的城郭和军事交通

要塞

。元朝在草原营建的城市对世界文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

，这里兴建的城池逾

500

座

。

近两年来

，本报记者探寻草原古城和古要塞的脚步从未停止

，先后走进塔利古城遗址

、敖伦苏木古城遗址

、鸡鹿塞遗址

、霍洛柴登古城遗

址

、麻池古城遗址

、高阙塞遗址

。

让我们目睹草原古城的绚丽身姿

，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拂去历史浮尘

，探寻故城印迹

。

—
—

编者

99 层台阶。拾阶
而上便是高阙塞。

春风骀荡看文化

沧桑话

呼热敖包烽燧遗址。 欣荣摄玻璃沟古城遗址标志牌。 欣荣摄

群虎岩画
在狼山巴日沟岩画中，一幅刻画精致的《群虎图》，让人叹为观止。

“巴日”是蒙古语，意为“虎”，“巴日沟”就是“老虎沟”。这幅岩画凿刻于沟东侧灰白色
石壁上，高 1.26 米，宽 3.45 米，构画完整，造型优美。细细观赏，画面由几只大虎和小虎等组
成，着重突出虎的形象。左上方的虎，四肢前伸，作远眺状。与其相邻的一只虎的嘴里衔着
一个立着的动物。右侧的一只老虎卧于地面，与相邻的老虎吻部相连，作亲昵状。其左侧
的虎四肢微屈，前爪踏一只小虎⋯⋯画面中的老虎体态肥硕、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或眺望，
或回首。身体花纹以人字形纹来表现，眼部似句点。画面的其余部分以骆驼、骑者等来填
补。岩画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生动景象：山际之间水草丰茂、树木葱茏，一群憨态可掬的老虎
悠然自得。 （巴日斯）

千年烽燧
烽燧，又称烽火台、烽台、烟墩、烟火台。阴山山

脉的一座座烽燧与长城相伴向西延伸。汉代的呼热
敖包烽燧遗址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挺立于狼山之上。

呼热敖包烽燧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站在烽燧上，风力强劲，周围地貌一览而
尽。该烽燧由天然石块垒砌而成，棱角整齐，中
间以碎石加筑成实心体。墙体残留高度约4米，
顶部和底部的宽度基本一致，东西长约 12.8米，
南北宽约 10.6米。烽燧南侧的围墙基址与烽燧
相连，也由石块垒砌而成，围墙残高 1.2米，东西
长约12.8米，南北宽约11.6米。

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秦始皇遣大将
军蒙恬夺取河套地区，为抵御匈奴，一面对赵长
城维修延用，一面自高阙塞向西，沿狼山修筑长
城，经今乌拉特后旗和磴口县，进入阿拉善盟境
内贺兰山中。这段长城后为汉朝维修延用。但
汉朝在阴山南北建立的军事防线，决不仅限于对

“故秦时蒙恬所为塞”的维修沿用，而是以更大的
气魄修建了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赫瑜）

古城吟风
在狼山脚下，一座鲜为人知的汉代古

城遗址立于山冈上，在风中发出有节奏地
声响。它与著名的高阙塞、鸡鹿塞基本处
于一条线上，为研究汉代边关的军事防御
体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呼和温都尔镇西补隆嘎查的县道
旁，一块蓝色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玻璃沟古城遗址”标志牌格外醒目。
这是一座用石块垒砌的古城遗址，城址平
面呈正方形，边长约 50 米，城墙残高约 1
米。城址东侧有2处房屋遗迹。古城遗址
周围已设围栏。据当地文物工作者介绍，
玻璃沟古城遗址是汉代为防御漠北匈奴
入侵而修建的军事防御体系。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太
初三年（公元前 102年），汉武帝遣光禄勋
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
城障列亭至庐朐。”这些城障、列亭等组成
军事防御体系。 （欣荣）

拾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