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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在准格尔旗南部，行走在沟壑
纵横、梁峁交织、山路逶迤的高原，那些与黄土
浑然一色的烽燧，呈圆锥形立于一道道山梁之
上，既可遥相呼应，又能俯瞰丘陵沟壑。站在
一座烽燧上，方可望见另一座烽燧，古城、古道
尽收眼底。这便是内蒙古唯一的一段宋代长
城——北宋烽燧线。

沿逶迤崎岖的土路，探寻北宋烽燧和古
城。在纳日松镇二长渠村一道高高的山梁上，
著名的二长渠烽火台遗址凝然静立。迎着一
阵阵凛凛之风，遥望烽燧和古城的残垣断壁，
仿佛看到当年这里烽烟四起、旌旗摇曳的场
面。二长渠烽火台遗址的表面已长满蒿草，顶
上 2 棵沙柳随风摆动。烽火台为黄土夯筑而
成，轻轻拨开蒿草，夯层依然可见。“在纳日松
镇，先发现 25座烽火台，后来又陆续发现 19座
烽火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准格尔旗
文物管理所所长王永胜介绍说。

44 座烽火台由南向北分布于纳日松镇的
羊市塔、纳林庙、松树墕、川掌、大路村、李家
渠、布尔洞沟、四道敖包、五字湾、石窑沟、双

山梁等村落，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烽燧线。据
了解，烽燧均由黄土夯筑，底部直径 8-20 米，
高 4-16 米，夯层厚 0.08-0.2 米。“公元 1061
年，宋朝为加强军事防御，在这里修复丰州城
垣，新筑了保宁砦和永安砦，修筑了几十座烽
堠（烽燧）。”王永胜说。

在烽燧线东南，分布有 3 座宋代城址，那
就是丰州故城、永安砦和保宁砦。永安砦位
于丰州故城正西，保宁砦位于丰州故城正北，
永安砦、保宁砦距丰州故城均为 7 公里，永安
砦、保宁砦相距 10 公里，构成犄角之势。

从二长渠烽燧遗址向东南望去，宋代丰
州故城依山势而建，由东、中、西 3 个城组成，
平面呈不规则形。东城西墙距中城东墙 50
米，中城和西城相接。东城东墙中部设门，外
加 筑 瓮 城 。 中 城 南 墙 中 部 设 门 ，外 加 筑 瓮
城。3 个城总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城垣东、
北、西三面临沟，沟壑幽深，易守难攻。据介
绍，丰州故城东西全长 850 米，南北宽约 250
米。城垣夯筑，夯层厚约 0.7-0.15 米，基宽约
10 米，城墙现存高度 2-7 米。

“五代时进入准格尔的藏才族王承美藩
部，曾在今纳日松镇二长渠盘踞。宋开宝二
年（公元 969 年），王承美归宋，筑城，宋赐其
城名丰州，与府州（今陕西省府谷县）、麟州

（今陕西省神木县杨家城）构成‘河外三州’，
固守宋朝北边。”王永胜说。

从丰州故城西城南墙的豁口进入古城，陶
器、砖瓦的残片俯拾皆是。让人惊喜的是，在与
二长渠烽燧较近的丰州故城西城城墙上，看到
了较多大小不一接近圆形的擂石。“擂石是从高
处推下撞压敌人的石头。这些擂石都是就地取
材磨制而成。”纳日松镇长城保护员杨占权说。

“在丰州故城附近的古墓中，曾出土墨书
‘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 1110 年）的陶罐。3
座古城中的陶片、瓷片和砖瓦块等与各个烽
燧附近采集的遗物基本相同，均为宋代和西
夏文物。3 座古城的夯层厚度和夯筑方法与
烽燧也基本一致。”王永胜说。

一座座烽火台的预警，永安砦和保宁砦
的护卫、丰州故城的坚守，形成了一条宋朝针
对西夏和辽的军事防御体系。

烽燧与古城的千年守望

梁峁起伏似涛涌 烽台列阵若星连
——内蒙古境内长城系列之北宋烽燧线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中华文明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内蒙古拥有丰厚的长城文
化资源，调查总长度 7570 公里，现存战国（赵、燕、秦）、秦、汉、北魏、隋、北宋、西夏、金、明等 11 个历史时期的长城遗址，分布于 12 个盟市 76 个旗县。

本版特别推出“内蒙古境内长城遗址”系列，现已刊发赵北长城、金界壕、明长城、秦汉长城、北魏长城、燕北长城、隋长城 7 期。本版今日带您在准
格尔旗连绵起伏的山梁上，领略北宋烽燧线的深邃苍凉之美。 ——编者

□文/图 本报记者 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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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日松镇松树墕村一座烽燧的不远
处，一棵宋神宗熙宁年间自然所生的油松，傲
立于有沙的黄土高岗上。油松迄今约有 932
岁，为中国油松之冠，故称“油松王”。仰视油
松，松干挺立，松枝虬曲，松针氤氲，伞盖蓬
勃，松果累累，松涛殷殷。“鸟瞰油松，形似八
宝，状如莲花。这里干旱少雨，四周丘陵起
伏，植被稀少，唯有这棵大油松岿然高耸，苍
翠挺拔。油松王既是生物科研之标本，又是
这里历史沧桑的见证。”油松王旅游区管理站
副站长李存师说。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记
载，宋辽金时期，鄂尔多斯高原西部、中部等
大部分为西夏领地；东北部的今达拉特旗、东
胜区、准格尔旗被辽占据；准格尔旗南部属于
北宋管辖，为宋丰州属地。

据史料记载，唐、宋、西夏、辽、金、元，都曾

在今内蒙古地区设置过丰州，其中，唐丰州城
址在今巴彦淖尔市，辽、金、元丰州城址在今呼
和浩特市，宋、西夏丰州城址在今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丰州之名，源于辽丰州天德军。

宋太祖时期，藏才族首领王承美被任命为
丰州衙内指挥使，开始兴筑丰州城，由于土地
贫瘠，依赖朝廷供给，30 年后，丰州城才筑成。
王承美在对辽作战中取得多次胜利，宋真宗时
期，，宋朝升任王承美为丰州刺史宋朝升任王承美为丰州刺史。。公元公元 10381038
年年，，西夏建国西夏建国，，李元昊称帝李元昊称帝，，公元公元 10411041年年，，西夏西夏

攻陷丰州攻陷丰州，，丰州归西夏丰州归西夏。。10611061 年年，，宋仁宗趁西宋仁宗趁西
夏政局不稳，出兵收复丰州，以郭霭为内殿承
制知丰州，加强军事防御，修复丰州城垣，并新
筑了保宁砦和永安砦，修筑了几十座烽火台。
北宋末年，西夏与金相约攻宋，1129 年，丰州
归金朝。1146 年，金将丰州赐予西夏。西夏
灭亡后，宋、西夏丰州再未建制。

“北宋烽燧线是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
的重要发现，也是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史上
的重大发现。我国宋代长城分布非常少，见
诸报端的只有山西省岢岚宋代长城。准格尔
旗北宋烽燧线作为内蒙古唯一的一段宋代长
城，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北宋烽燧
线与丰州故城及相关宋代古城，对于研究鄂
尔多斯北宋、西夏、辽、金的社会发展史、关系
史、民族史、战争史、长城史等，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价值，急需加强保护。”王永胜说。

内蒙古唯一的宋代长城

□伊赫

长城在我国古代之所以能够有效地
发挥军事防御作用，除了有坚固的墙体和
无数的城、堡、障、塞等御敌设施外，还有
比较严密的军事信息传递系统。

古代军事信息传递系统有烽燧报警
和驿递。

烽燧报警专用于军事，就是利用烽火
台发出的火光和烟气传递军情。大约起
源于西周时期，当时西周北境不安，为通
报军情，开始设置烽燧。到了战国时期，
烽燧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墨子·号令》

载：“与城上烽燧相望。”说明那时烽燧已
成为长城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驿递，就是由朝廷所设的驿站传递公
文书信，在许多朝代驿站兼司军报。驿站
所用人夫、车马，多作为徭役向民间征发，
并设官吏，掌管讯息传递之事。

驿递在我国起源很早。据考，在殷商时
代已有驿递制度。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驲
传”的记载。“驲传”就是指驿站专用的车
辆。《说文通训定声》谓：“车曰驲、曰传，马曰
驿、曰遽。”古代称车为驲、为传，称马为驿、
为遽。

隋代至清末，驿传隶属兵部，可见其
与军报关系密切。

邮驿在唐代得到空前发展。当时官
办的驿站以长安为中心向四方扩散，三十
里有一驿，还在水路设水驿。驿有驿田，
设驿长。全国计有 1639 个驿站，从事邮
驿服务的人员约 5 万人。

烽火报警系统在唐代也有了改进，
“烽炮”犹如现在的信号弹，不但有火光烟
焰，还有强烈的响声，这样既提高了军情
传递的准确性，同时也加快了传递的速
度。

明代对烽燧的管理十分严格。烽子、
戍卒等均不得擅离职守，贻误军情。明成
化二年的法令规定：“合设烟墩，并看守堠
夫，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秆草，

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
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
息。”“传递得宜克敌者，准奇功，违者处以
军法。”

明代的驿递也十分发达，各州府县均
设驿站，有水驿、马驿、急递铺、递运所。
驿站所需人夫、马骡、车船等，作为差役由
当地州县向民户分派。清朝则改差役为
雇役，并置站专门传递军报。明清两朝，
均置驿丞，掌邮传诸事。朝廷或边关大吏
遇有紧急情况，要“驿马不停”以“日八百、
日六百、日四百”里的速度传递。一般的

“塘报”，即通报军情、政令的官方文书，也
要日行三百里。

烽燧报警与驿递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有一顶 100 余
年历史的蒙古包。这顶蒙古包直径 3.9 米，它
的架木、顶棚、绳带、苫毡、乌尼、哈那等保存完
好。蒙古包里的传统柜子、木箱，一件件老物
件，再现了苏尼特草原牧人生活的景象。

这顶蒙古包是锡林郭勒盟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蒙古包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班凤
斌从苏尼特右旗赛汉乌力吉苏木一户牧民家
购买的。“这顶蒙古包具有苏尼特蒙古包扁平、
哈那木棍弯曲的特点，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
产。如今在苏尼特草原很难找到这样的蒙古
包。”班凤斌说。将一些古老而珍贵的蒙古包
放进玻璃房里保护起来，建一座蒙古包博物
馆，是班凤斌正在努力做的事儿。

班凤斌的父亲是苏尼特草原制作蒙古包、
蒙古族家具的匠人。耳濡目染，班凤斌从小就
非常喜爱蒙古包营造技艺，现已成为技艺娴熟
的工匠。

2012 年，他创办了以生产传统蒙古包、民
族家具及蒙古族日常生活用品为主的加工企
业。制作的蒙古包既继承了传统风格，又具有
地方特色。 （孙智广）

百年蒙古包

在兴安盟突泉县水泉镇，古老的草编技艺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新建的草编
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传统草编技艺、欣赏各种
草编手工艺品的地方。这里擅长草编技艺的人
非常多，他们利用闲暇时间手工草编笤帚。

“水泉镇草编手工艺品主要以长纤维高粱
草为原料，经过挑选、打磨，然后编织成非常实
用的大小笤帚，以及小挂件、装饰品等。水泉
镇草编技艺已列入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水泉镇草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翠华
说。王翠华 15 岁时开始向父亲学习传统草编
技艺，后来拜师学艺十余载，如今已是远近闻
名的草编匠人。

发展和利用传统草编技艺，水泉镇将各家
各户召集起来，既可以在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
产加工，也可以把原材料带回家，利用农闲时
间进行手工编织，现已形成了“家家是车间、户
户能生产、人人赚外快”的局面。企业每月定
期回收产品，按计件付给报酬，不仅调动了手
编工人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产业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涂荃）

小镇里的草编业

拾翠

传承

古城内的陶片和砖瓦块

城墙上的擂石

丰州故城西城南墙

油松王油松王

准格尔旗二长渠宋代
烽燧遗址

宋代丰州故城挺立于山梁上

，周围沟壑幽深

，梁峁起伏

传统木柜和老物件

100 余年历史的蒙古包

草编笤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