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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蒙古族走马，踏着平稳矫健
的步伐，姿势潇洒优美，动作轻盈自如，速
度稳健持久，长鬃飞扬飘逸。千百年来，
蒙古民族与马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在其
漫长的游牧生产生活中，创造和积累了识
走马、驯走马、赛走马的技艺，在草原上世
代传承和发展。蒙古族走马是蒙古族马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遗产多
样性保护的重要领域。

达贵之驹步态优雅

走马具有悠久的历史，史料记载汉朝
时期已有走马。“我国史料文献中有关走
马的记载较多。在古代，走马被誉为‘达
贵之驹’，骑上尚好的走马，能代表骑手的
身份和地位。”蒙古族马文化研究专家孛
儿只斤·旺其格说。蒙古族走马有独特步
伐，起落舒适，步态优雅。自古以来，草原
牧民驯养的上等走马，主要由长者和成年
人乘骑。走马多用于探亲访友、娶亲送
亲等。向亲戚、好友、尊长赠送走马，是蒙
古族保留至今的传统，如请名医治病，感
谢老师教书育人，祝贺老人寿辰，皆馈赠
走马表示敬意。

春意渐浓，茫茫鄂托克草原将迎来蒙
古马走马比赛。在鄂托克前旗昂素镇玛
拉迪嘎查走马训练场，一匹匹由牧民驯养
的蒙古马走马，体态、形象、步态、姿势、毛
色等非常优美。牧民与心爱的走马配合
默契，用语言和动作控制走马的节奏。昂
素镇牧民朝格都仁已过古稀之年，他从7
岁开始骑马，现在还经常参加蒙古马走马
比赛。老人骑的走马，前蹄如轮轴滚动，
后蹄有力蹬地，动作如行云流水般轻盈自
如。当走马快速走起来时，马蹄节奏快如
鼓点，马身却始终保持平稳。据老人讲，
鄂托克草原自古就有走马驯养师，对蒙古
马进行体力、速度和步伐等的训练。“由于
走马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经济投入高，
过去只有少数人骑走马。随着社会的发
展，如今参加蒙古马走马比赛的牧民越来
越多。”朝格都仁说。

“蒙古族走马，根据其人文因素大致
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天生的走马，另一种
是驯养的走马。也根据蒙古马的走形，分
为“乌孙吉绕”（流水般的走马）、“浩宁吉
绕”（绵羊跑式走马）、“特木吉绕”（骆驼走
式走马）等。”孛儿只斤·旺其格介绍说。

“走马和跑马的步伐不一样，走马的
四个蹄子轻巧翻盏，充满力量的脖颈微微
前倾。一侧两条腿同时同步起落交替前
进，骑手永远处于悬空状态，感到平稳舒
适。而跑马驰骋时四蹄同时起落。”孛儿
只斤·旺其格说。

据了解，蒙古族走马根据其速度的快
慢，大体分为大走、小走、赶路小走。大走
的速度大致与奔跑的马相当，小走的速度
与大步颠马相当。赶路小走有10余种步
伐，即小走式慢步、大步疾走、普通快步
走、套步小走、慢步狼行走、小碎步等。因
赶路小走步伐轻松优美，亦称休闲步伐。
赶路小走是驯马手训练出来的。草原上
的马如果能走赶路小走，才成为乘马。

乌审走马行走如飞

驱车行驶在穿沙公路上，放眼望去，
沙地上长满了沙蒿、沙柳、羊柴、沙地柏、

樟子松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走马）之乡
——乌审旗，是“乌审走马”发源地。元朝
在这里设置官办牧场之一的察汗淖尔牧
场，迁来3000户牧民养马。在牧马业的发
展中，这里逐渐形成富有地域特色、极具影
响力的走马比赛活动，赛马评级、比赛规
则、鉴别标准日臻完善。

在沙地上行走如飞的乌审马被誉为内
蒙古四大名马之一。“乌审马善走对侧步，反
应灵敏，是‘天生的走马’。曾经乌审走马在
200米比赛中创12秒的纪录，在300米比赛
中创18秒的纪录。一匹上等的乌审马，可日
行100公里以上。”孛儿只斤·旺其格说。

乌审马在蒙古族心中有着极高的地
位。成吉思汗陵的温都根查干白马就是乌
审马。在乌审旗蒙古族牧户家门口，飘扬
着禄马风旗，上面印有9匹飞奔的骏马。

每年春季开始，乌审旗都要举办走马比
赛。具有悠久历史的乌审走马比赛，已形成
独特的竞技规则和习俗。据乌审走马驯养技
艺传承人额尔登特古斯介绍，乌审走马的赛
道一般长150-200米，每50米设一名评委，
每位评委评一匹马。每组设定3至5匹马竞
赛。马在比赛过程中走步或奔跑，都不能记
录成绩。初选获胜的马抽签后进入下一轮比
赛。经五轮比赛，直到产生最后的名次。

乌审走马是乌审旗独特的文化现象。
仔细欣赏，乌审马外貌清秀，性情温驯，体
格较小，头大额宽，颈短厚，眼窝圆，鼻观
大，躯干长，胸廓深而宽，四肢较短，蹄质坚
实，皮厚毛细，鬃毛长而厚。“据不完全统
计，乌审旗现有马匹4600多匹。其中驯养
出来的走马有1000余匹。近年来，乌审旗
出台了一些保护走马文化的地方性政策法
规，重点发展马产业，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
的良好氛围，兴建了马文化博物馆和赛马
场，成立了马业合作社、马文化协会、走马
文化保护基金会等组织机构。近年乌审旗
每年都举办 200余场走马赛事。驯养走
马、赛走马，已成为当地牧民的精神追求和
文化生活。”孛儿只斤·旺其格说。

“在蒙古族马文化研究领域，目前还没
有统一的蒙古族走马地域分类，但乌审走
马是被大家公认的蒙古马优良品种之一。
根据现行政区划，蒙古族走马可分为阿鲁
科尔沁走马、克什克腾走马、科尔沁走马
等。”孛儿只斤·旺其格说。

传统技艺代代相传

起源于元代的走马驯养技艺，在草原
上代代相传，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现年75岁的走马驯养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宝合有，出生于乌审旗嘎
鲁图镇布寨嘎查。他从小向叔父丹森
奥泽尔学习走马驯养技艺。宝合有在
几十年的走马驯养实践中，总结出丰富
的经验，撰写了《鄂尔多斯大走马的驯
养》《略论当前鄂尔多斯走马》等文章，
让更多的人了解走马驯养技艺，传承
发展这项古老的技艺。目前他的两个
侄儿向他学习走马驯养技艺。

鄂尔多斯走马驯养技艺是蒙古族
在游牧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特殊技艺。

“首先要精选马的体型外貌，对其耳朵、
胸部、臀、蹄冠等严格把关。饲养要根
据马的成长变换饲料。马匹 2 岁到 4
岁为驯养阶段，根据马的个性情况来进
行适应性训练。5 岁以后的马基本成
熟，可以参加走马比赛，这时要加强走
马日常训练、管理，以及饲料的补充。
注重冬季数九后的拴马与遛马，做好春
季赛前预备训练。”宝合有说。

现年 51岁的斯琴巴雅尔是鄂托克
草原上的一位牧民，在那达慕走马比
赛中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于 1982
年开始学习走马驯养技艺，经过多年
的学习实践，1988 年开始独立驯养走
马。他驯养走马有独到之处，据他讲，
他使用蒙古族传统的方法和工具，将
生马摔倒，给马戴上马鞍等马具，然后
让马匹随意奔跑与后踢，释放马匹的
野性与精力。在马匹筋疲力尽之时，
将马驯服，然后训练马。他对马的饲
养很有讲究，白露时节把马匹拴起喂
草，多种草换着喂。前两个星期观察
马的喜好，第三个星期马的食量减小
时，开始喂豌豆或草麦等。

走马驯养是一个繁杂而辛苦的过
程，斯琴巴雅尔却乐在其中。他说：“鄂
尔多斯走马驯养技艺需要传承，可掌握
这项技艺的人越来越少，我希望把这项
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在斯琴巴
雅尔影响下，他的儿子德力格大学毕业
后开始学习走马驯养技艺，目前他已能
独立驯养走马，并参加走马比赛。为了
传承蒙古族走马文化，从2000年开始，
斯琴巴雅尔几乎每年都举办家庭那达
慕，为弘扬蒙古族走马文化献出微薄之
力。

驯养一匹走马，需要 3年至 5年的
时间，需要专门的驯养师，严格饲喂，精
细养护，才能驯养出一匹好的走马。如
今的走马具有休闲娱乐的特征，观赏走
马比赛，已是人们的一项娱乐项目。

具有民族特色的走马马鞍，与普通
马鞍制作技艺略有不同，普通的马鞍一
般是两头高、中间平，而走马马鞍的前
鞍峰竖直且圆，后鞍峰低且有坡度，是
为把人体重心转移到马匹的臀部，使马
匹在运动中减少弹跳的力度，使骑马的
人安稳舒适。

在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杭
锦旗，独特的走马马鞍制作技艺得以传
承。走马马鞍选材考究，造型美观，乘
坐舒适，结实耐用。制作走马马鞍的过
程繁杂。据杭锦旗一位走马马鞍制作
技艺传承人介绍，选材是制作马鞍的第
一步，最为关键。木鞍选择当地生长的
柳木和榆木，制作出的马鞍稳重结实，
不容易损坏。将木料切割打磨成几个
主要部件。组装好的马鞍用小牛皮或
毡做里子，外边一般用棕色布料包裹，
尖角用金属条压实，嵌于木头中。其他
部位用光滑或带有花纹的金属片与鞍
架固定，起到美观与固定里子的作用。
马鞍上的装饰配件均用铜制作，马鞍鞍
屉选用优质布料或牦牛毛料制作，也有
皮质鞍屉，上面绣有蒙古族图案。

将走马马鞍制作工艺传承下去，近年
杭锦旗积极组织马文化活动，带动马具制
作产业的发展，保存完整的传统马鞍制作
工艺，在传统走马马鞍制作过程中，尽量
避免使用现代化设备。

驿马
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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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
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
一。据发掘的甲骨文记载，商
周时期，我国就有了专门的邮
驿传递设施。春秋时期，邮驿
传递速度非常快。在一座魏晋
壁画墓的一幅壁画上，驿使手
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
度飞快。汉朝驿传制度基本成
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并
在交通要道上“每隔三十里建
一置”，“置”即“驿置”“传置”，
指配备了马车、专门用来递送
紧急公文的大型驿站。据史料
记载，汉朝时，来自西方的商
旅、使者进入中国境内后，皆可
乘坐驿站提供的车辆或驿马。
唐代邮驿制度非常完备，设有

“传马坊”“长行坊”，均饲养了
大量马匹，包括战马、驿马和征
马。马的身上烙有印记，标明
马的年岁、类型、体力状态等。
唐代诗人王维的《陇西行》中有

“十里走一马，五里一扬鞭”的
诗句。

元朝设立了四通八达的驿
传制度，称为“站赤”。公元
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站
赤条画》，即以元大都（今北京）
为中心，统一邮驿制度，建立以
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
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元朝
中书省、通政院和兵部共同管
理邮驿组织。当时朝廷通信有

“铺兵传递”，主要通过步驿传
递有关日常政务的文书，还有

“遣使驰驿”，主要通过马驿传
递朝廷重要的文书及军情急
务。传递者必须持牌符证件，
以此表明驿使的身份及证明此
文书或军情的重要性。

据史料记载，“站赤”几乎
都备有蒙古马，一旦驿传号令
或圣旨下来，驿传者便飞身上
马。体魄健、耐力强的蒙古马
不分昼夜将驿传者送到下一个
驿站。元朝设立的驿站，绵延
亚洲大陆，各地驿站配备当地
上等好马，供持有牌符的驿传
者更换。有的“站赤”周围水草
丰美、马匹成群。《马可·波罗行
纪》记载：“所有通至各省之要
道上，每隔二十五里，或三十
里，必有一驿。无人居之地，全
无道路可通，此类驿站，亦必设
立。……合全国驿站计之，备
马有三十万匹，专门钦使之
用。”

据史料记载，元朝每个大
型驿站至少有400匹马供驿传
者替换。如果形势紧急，信件
公文必须及时送达，驿传者骑
马一天可奔驰数百里，他们用
皮带束紧身体，随着马匹奔驰
起伏。接近驿站的时候，他们
吹响号角，驿站的马夫听到会
立刻备好马匹。驿传者一到，
两匹鞍鞯齐备、体力充沛的马
已经待命。驿传者又骑上马，
扬尘而去。

蒙古族的走
马，具有体态形
象美、步态姿势
美、毛色纯正美、
表演艺术美的特
点，是蒙古族马
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蒙古族走
马历史悠久，识
走马、驯走马、赛
走马的技艺在草
原上代代相传，
与蒙古族的社会
生活、风俗礼仪、
文化艺术等有着
密切关联。独具
民族特色的走马
马鞍，蕴涵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
起源于元朝的走
马驯养技艺已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
录。应进一步深
入研究和弘扬蒙
古族走马文化，
结合文旅融合发
展的契机，充分
展示蒙古族走
马、马术艺术的
魅力。

——编者

扬
鞭
走

春
渐
浓

—
—

马
文
化
系
列
报
道
12

马
背

荣
耀

□
文/

图

本
报
记
者

阿
荣

长
河

11文化文化 ■邮箱：arongnmg@126.com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阿荣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安宁 2020年4月2日 星期四

清代驿站更换驿马铜牌。

元代乘驿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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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如飞的走马。

蒙古族工匠制作的走
马马鞍。

元代骑马俑。

走马马鞍制作工具。

步态稳健的走马。

乌审走马。

戴着头饰的走马戴着头饰的走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