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阿荣

在阴山西段，向一目荒旷的山麓望去，嵯峨
的山巅上是蜿蜒千回的石筑城墙。在草原深
处，草浪翻涌，远山绰约，一条突兀的土筑长城
绵延不绝。内蒙古境内长城规模宏大、结构严
密，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工程史上不朽的瑰宝。

夯土筑墙 垒石平砌

“通过内蒙古长城调查队和基层长城考察
人员的实地考察，基本掌握了内蒙古境内长城
的建筑结构。”内蒙古文物学会王大方说。

“内蒙古境内长城或以不规则的石块垒砌
成石墙，或用版筑夯为土墙。”王大方说。包头
市固阳县色尔腾山山脊上存留一段秦长城，便
是就地取石块垒砌而成。包头市、呼和浩特市
的战国和秦汉长城遗址，有石块垒砌的石墙和

版筑夯的土墙。
内蒙古境内的战国赵、燕长城均采用版筑

夯土的方法修筑，这是我国最早采用的筑城方
法。所谓版筑就是两版相夹，内填粘土或灰
石，一层一层地用杵夯实。用这种方法筑的土
墙就是版筑夯土墙。战国时期版筑的夯土墙，
夯层较薄，为9-10厘米。到汉代夯层逐渐加
厚，为10-12厘米。长城土墙底宽顶窄，顶部
宽度一般为墙宽的四分之一。

“战国时期的长城大部分是夯土墙，也有
石块垒砌的石墙。秦汉时期的石筑墙，比战国
时期前进了一步。从固阳县北部的秦长城和
察右前旗呼和乌素的汉代长城的石砌墙来看，
均采用比较规则的片石垒砌。虽然用的是毛
石，但是在上下两层石块之间勾缝，石墙直立
而起，高达5米。这样的石筑城墙，能承受更
大的垂直荷重。”王大方说。

据有关专家介绍，明朝在建筑技术上有了
很大的改进，修筑长城所用的建筑材料除了
土、石之外，还使用大量的砖。砖石砌筑的城
墙、敌楼、城门等，均以条石作基础，砌筑到离
地面1米多高，上面再砌大城砖。由于砖的体
积小，重量轻，使用灵活，便于施工，所以就用
来砌筑城墙的上层。这样的结构更加坚固，又
能抗御自然侵蚀。

记者在清水河县明长城遗址看到，墙基用
经过锤凿加工平整的大条石砌筑，内部填满土
和石块。墙基以上的墙身用大城砖砌成，外砖
内土，白灰勾缝。城墙顶部用三四层砖铺砌，
石灰勾缝。墙面陡峭处砌成梯道，以便上下。
墙顶内侧用砖砌成高1米的“宇墙”，也称“女
墙”，以保护巡逻士兵的安全。外侧则用砖砌
成高2米的“垛口”，即“雉堞”。垛口上部有一
小口，称“瞭望口”，下有一小洞，叫射孔。城墙
顶上有排水沟，用来排除墙面上的雨水。还有
一条长长的石槽伸出墙外，叫“吐水嘴”，以防
雨水冲刷墙身。

为使城墙坚固，发挥防御功能，历代都非
常重视建筑质量。石筑长城先要找平地基，垒
石平砌，上下咬缝，以避免塌陷。明代砖石合
筑的长城对质量要求更为严格，所砌条石、城
砖都是平行的，墙缝笔直。内蒙古南部的明长
城有相当段落是版筑土墙。这种城墙也很坚
固，虽经数百年风雨侵蚀，遗迹至今尚存。

“蒸土筑城”就是以胶泥为主，掺石灰、细沙，加
水发酵，搅拌捣匀，然后铺筑，待稍微干燥，用
平夯打实，再铺第二层。因生石灰遇水后释放
出大量热量，故名“蒸土”。因用蒸士筑城坚固
耐久，故后来在有条件的沙漠地带修筑长城也
采用了“蒸土”。

工程复杂 分段包修

在古代，今内蒙古地区人烟稀少、交通运
输困难，因此在这里修筑长城是一项十分艰辛
且复杂的工程。

修筑长城的主力是戍边的士卒。据《史
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北逐匈奴后，以戍
边的三十万大军修筑长城，历时九年完成。据
《金史·张万公传》记载，金修西南、西北路，沿
临潢到泰州的界壕，是以三万士卒连年施工才
告竣。金章宗承安年间所补筑的西北路长城
的女墙副堤也是由戍军完成。王国维《金界壕

考》引用《金史·独吉思忠传》曰：“承安三年改
西北路招讨使。初，大定间修筑西北屯戍，西
至坦舌，东至胡烈么，凡六百里。中间堡障，工
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忠思追缮，用
工七十五万，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独吉
思忠主持修筑金界壕六百里，虽只修建了女墙
副堤，就用工七十五万。独吉思忠使用屯戍军
卒劳役，未劳民力。据史料记载，秦始皇时修
筑长城除动用几十万军队外，还征调了五十万
左右的民夫。北魏“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
人”筑畿上塞围。隋大业三年在今内蒙古境
内“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修筑长城时，征调了
丁男达一百余万。

“古代修筑长城，先要进行规划设计而后才
进行施工。在今内蒙古地区修筑长城，由于当
时这里人烟稀少，交通运输困难，所以工程十分
艰辛和复杂。为了便于管理，保证质量，加快工
程速度，历代多采取‘分段包修、各负其责’的办
法。明代长城就是由管辖长城的九边各镇分段
承包修筑起来的。内蒙古境内的明长城当时属
山西、延绥、大同三镇所管，其修筑也是由三镇
分别负责。《偏关志》载，‘明成化二年（公元
1466年）总兵王玺建，东起老营丫角山，西抵黄
河老牛湾，南折黄河崖抵河曲县石梯隘口，延袤
二百四十里。’这说明位于清水河县南部的偏关
大边由山西总兵包修。”王大方说。

据《历代长城考》记载，在今准格尔旗南的
紫城岩，是明成化七年延绥镇巡抚余子俊所修
边墙的一部分。今乌兰察布市南的明代外边属
大同镇管辖，为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
年）宣大总督翁万达所修。据《明史》记载，“先
是翁万达之总督宣大也，筹边事甚悉。……乃
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
翁万达在任宣大总督时，提出修筑方案。大同
宣府两镇，计修长城一千六百六十九里，翁万达
在任期间完成八百里。因大同外围地势平旷，
最为难守，又在边墙外挖壕堑，壕外又种树木。

筑城设防 用险制塞

利用自然山体的险阻筑城设防，可以收到
事半功倍之效，故“因地形，用险制塞”是蒙恬
修筑秦始皇长城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方
法。这一原则和方法为后代所普遍采用。

固阳县秦长城就是秦大将蒙恬利用阴山的
险峻地形修筑的。这条长城沿山脊内低外高而
筑，“固关”建在固阳县康图沟峡口之处，既能
控制险要，亦可节约人力与材料。和林格尔县
南杀虎口的明代长城，也是沿山脊修筑。因山
脊本身就好似一堵大墙，再在山脊上修筑长城，
就更加险峻了。这种建在山脊上的长城从外侧
看，非常陡险，但内侧却比较平缓低矮。这样既
可以提高防御能力，又利于士卒上下。

山险墙，劈山墙，也是利用自然山险或将
悬崖绝壁劈削而成。山险墙是利用高山的险
阻、嶂壁为墙。在武川县南部和卓资县北部的
大青山山谷里的“当路塞”，就是汉代利用高山
谷口修筑的山险墙。劈山墙是利用险峻的山
岭，顺山势加以人工劈削而成。如清水河县老
牛湾的明代长城，从阎王鼻子至黄河岸边的一
段就是劈山墙。

置关建塞，修筑烽燧、堡戍等，也要选择地
形，因地而建。宋代《武经总要》曰：“唐法，凡

边城候望，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若
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里数。”说明修
建烽燧也要利用地形，建在高山之上，便于四
面了望。

修筑长城多为因地制宣、就地取材。由于
长城沿线地理情况不同，有高山峻岭，也有沙
漠戈壁、黄土高原，为了避免长距离运输，节约
人力物力，明代之前修筑的长城在山区均采用
石块，在平地则用黄土。固阳县色尔腾山全是
岩石，其上的秦长城，便是就地取石块，垒砌而
成。察右后旗、四子王旗、达茂旗草原上的金
长城，均为夯土筑墙。明代修筑长城所用的建
筑材料有土、石、砖、瓦、石灰等。这些建筑材
料从何而来？就近地方设采石场、窑场，烧制
砖、瓦、石灰。在清水河县板申沟村、福兴沟村
的明长城脚下，曾发现明代的采石场遗址。“板
申楼”的红色基石，就是来自板申沟村的红石
头沟采石场。

“在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高原修筑长城
是极其困难的。在清水河县，有一段从海拔
1700米的柏杨岭经红门口至老牛湾的明长
城，沿线高山陡立，深沟万丈，地形十分险峻，
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古代，其施工的难度可
想而知。”王大方说。

据记载，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加快工程进
度，筑城工匠在实践中创造出一些办法，如在
运送大石上山时，采用滚木和撬棍，并安装绞
盘，把大石运上山去。在深沟峡谷处则采用

“飞筐走索”的办法，就是将料装在筐内，从绳
索上滑到对岸。在比较平缓的地带搬运砖石、
灰土等，主要靠人背肩扛、筐挑、杠子抬、人工
传递运送等。此外，还利用驴和骡子运送砖石
和石灰。

内蒙古境内土筑烽火台遗址较多，那么土
筑的烽火台是如何修筑的呢？“先把泥土运
到台址附近，然后修一条栈道，人们推车抬筐
把土从栈道上运到台址处，填土夯筑。随着烽
火台一层一层加高，栈道也相应地加高、延
长。烽火台完工，拆除栈道。”王大方说。

修筑烽火台，还采用绑扎脚手架的方法。
人登上脚手架，逐层填土，夯筑成墩。记者在
乌兰察布市隆盛庄镇明代土筑烽火台遗址看
到，墙体留有碗粗的圆孔，有的是上下交叉孔，
有的则为一排排圆孔，一层又一层直到顶上，
这就是绑脚手架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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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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在《长城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十周年之际，本版精心策划、倾力推出“内蒙古境内长城”系列报道。从同年10月28
日刊发首期《赵北长城千年风雨藏阴山》，至今已刊发8期，先后对赵北长城、金界壕、明长城、秦汉长城、北魏长城、燕北长城、隋长城、
北宋烽燧线进行多角度、全景式的报道。2年来，记者走进草原深处，触摸遗留在草原上的文化印记——金界壕；登上海拔2000米的
阴山山脉，遥望随山势起伏绵延不绝、东西相望不见首尾的秦长城；驱车在茫茫戈壁中，探寻汉代居延边塞、烽火台、城障；行走在梁峁
起伏、沟壑纵横的高原，寻找极其珍贵的北宋烽燧线……采访累计行程约3000公里，采访了10余位有关专家学者和基层的长城保护
人员，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信息，力求挖掘长城文化的深厚内涵，用心体味千年沉淀的旷世奇观。

“内蒙古境内长城”系列报道至此结束，但我们探寻长城文化遗址的脚步不会停止。 ——编者

用心体味
千年沉淀的
旷世奇观

□张百会

60多年前，这片土地还是一派大
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景象。

1950年 5月，白云鄂博地质调查
队（241地质队），对白云鄂博展开大
规模地质普查。提交了大型的地质
勘探报告。那么满足包头钢铁基地
炼钢所需的焦煤资源以及石灰岩等
辅助原料在哪里呢？为解决工业建
设“等米下锅”之急，当时的地质部部
长李四光，将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
年轻的地质专家地质部地质工程师
关士聪。

关士聪接到任务后，便去请教他
的老师、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袁复
礼教授曾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鄂
尔多斯开展过地质普查。又于1927
年 5月率领中瑞西北考察团途经此
地。袁复礼教授告诉他，从地质构造
看，绥西的桌子山存在着焦煤资源以
及石灰岩储藏的可能。

1954年盛夏，由关士聪任地质队
队长兼主任工程师的地质部桌子山
地质队（205地质队）正式成立。他率
领地质人员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到达
包头，后乘卡车沿绥宁公路经过3天
到达老磴口，由于卡车没有车篷，大
西北的骄阳毫不客气地灼烤着每个
地质队员，坐在车上人们汗流浃背。
在磴口将物资运送到巴彦木仁后，地
质队由碱柜渡过黄河，骑骆驼来到卡
布其附近安营扎寨，帐篷和简陋的地
窨子便是他们的临时用房，“旧洞沟”
这个地名便是后来的煤矿建设者为
纪念当年地质队遗留下来的驻地而
得来的名字。他们历时两年对桌子
山地区进行了地质普查勘探。作为
单位的行政和技术一把手，他总是身
体力行，率先垂范，带领为数不多的
技术人员走遍了地区的每座山谷。
野外工作时，关士聪总是要站在高一
点的山头上，看着整个地形地貌，从
构造上着眼，观察地质情况。每到一
处，他就要在野外记录本上勾勾画
画，他风趣地说“我所到之处，所经过
的路线，都要记下来，回家后画在我
那张关士聪浪迹图上”。卡布其、千
里山、三道坎、甘德尔山、老石旦等都
标注在了这张图上。他认为桌子山
区域的地层系统主要有奧陶系、石炭
二叠系等四种类型的层序界面，划分
5个层序 12个体系域。在此基础上
通过剖面相分析，编制地层、砂岩厚
度和含砂率等图件，结合古构造背
景，采用优势相作图法，重塑了岩相
古地理。认为该区经历了裂陷海湾、
陆表海和内陆拗陷充填三大沉积发
展阶段。特别是在中奧陶系拉僧仲
组发现了珍贵的海百合化石，石炭二
叠系卡布其组发现了三叶虫、海蚌化
石，进而推测桌子山区域为古地中
海裂陷海湾中的即鄂尔多斯地台勃
起部分，自早古生代以来，继续缓慢
上升。地质名词上标注为海勃湾。
根据区域地层系统来进一步研究古
地理的沉积环境，鄂尔多斯西部地区
应蕴藏着大量有益矿物。为日后完
成《中国古海域沉积相与油气》等积
累了大量第一手基础资料。

1955年 4月初，桌子山煤田详查
的野外工作全部结束，除少数留守人
员外，其他地质人员都撤回到张家口
基地。大家继续整理资料和分别计
算煤炭储量，提交的报告则由关士聪
主笔，经正式评审后向地质部提交了
《绥远省伊克昭盟桌子山区石灰岩普
查报告》《内蒙古桌子山地区普查报
告》《宁夏阿拉善旗河拐子乌达煤矿
可选性煤样报告》《内蒙古伊克昭盟
鄂托克旗桌子山煤田卡布其井田地
质报告》等 7篇报告。在这 7篇报告
中，估算了煤田地质储量，提出勘探
开发桌子山煤田的规划方案，根据地
质发现将桌子山地区命名标注为海
勃湾；建议拟建的包兰铁路向南跨过
黄河拐一个弯，以便运输这里的煤炭
和石灰石；并因桌子山与包钢运距
太远，将煤运来，放空车回去，岂不是
在运力产生很大浪费，建议在海勃湾
也建一座百万吨的钢铁厂，两地都炼
钢，满载而来，满载而归。报告为乌
海市煤都的建立和桌子山煤田的开
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60多年艰苦的地质野外勘探生
涯练就了关士聪乐观豪放、平易近人
的性格。2004年 4月 5日，关士聪与
世长辞。他虽然离开了他热爱的工
作和事业，但是他的精神和品质，已
铭刻在这片土地上。

往事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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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筑成垒雄姿在版筑成垒雄姿在 依山取势石墙曲依山取势石墙曲
——领略内蒙古境内长城的工程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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