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非遗

□文/图 本报记者 阿荣

在 苏 尼 特 右 旗 蒙 古 族 小
学，学生们按照“传统蒙古包”
缩小版实物教材，或围起哈纳，
或安装门、陶脑、乌尼杆等。教
室外，一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
领下，参观一顶教学蒙古包。
搭建蒙古包，体验古老的蒙古
包营造技艺，是“非遗进校园”
系列活动之一。

近年，为了让更多的学生
参与搭建传统蒙古包，学习这
项古老的民族建筑艺术，自治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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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斌等人精心设计、制作了“传
统蒙古包”实物教材和教学蒙
古包，并向苏尼特右旗蒙古族
小学捐赠了教学蒙古包，在多
个幼儿园、小学、中学安装了教
学蒙古包。他们还与一些职业
高中合作，通过学校、工厂两个
平台，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模式，把这项技艺传授给下一
代。

“传统蒙古包”实物教材和
教学蒙古包，具有浓郁的民族
特色，为传统框架蒙古包。“苏
尼特草原上的蒙古包，一般采
用榆木制作，主要由架木、苫
毡、鬃绳三个部分组成。架木
有哈纳、陶脑、乌尼杆等，不使
用任何铁件。毡子上绣着云纹
和吉祥图案。圆形顶陶脑，可
通风、采光。”班凤斌说。

班凤斌的父亲于 1957 年
来到苏尼特右旗赛汉乌力吉苏
木，开始制作传统蒙古包、蒙古
族生产生活用具等。班凤斌、
班胜利两兄弟从小耳濡目染，
向父辈潜心学习技艺，已制作
数百顶传统蒙古包。近年班凤
斌、班胜利在延续传统蒙古包
的全木骨架结构、皮条节点、毛
绳捆扎、毛毡保温等传统手工
技艺的基础上，附有手工彩绘、
实木雕刻工艺。

班凤斌还建立了蒙古包营
造技艺档案室，收集并保存了
大量文献及图片、实物资料，其
中 一 顶 100 多 年 历 史 的 蒙 古
包，采用传统苏尼特蒙古包的
制作方法，具有苏尼特蒙古包
扁平、哈纳木棍弯曲的特点。
蒙古包直径 3.9 米，陶脑直径
80 厘米，乌尼杆 80 根。蒙古
包的哈纳、绳带、苫毡、乌尼杆
等均保存完好。这顶蒙古包是
班凤斌从赛汉乌力吉苏木一户
牧民家购买的。

传承和发展蒙古包营造技
艺，已成为班凤斌的责任和使
命。近年班凤斌不仅手把手传
授传统蒙古包营造技艺，还利
用网络以图文、视频的形式，讲
解搭建、拆卸蒙古包的过程。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班凤斌、班胜利为社区捐献了
多顶防疫蒙古包。

蒙古包营造技艺已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
保护、传承和利用好这项古老
的民族技艺。

用心传承
古老技艺

美丽辽阔的内
蒙古，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人文古
迹荟萃。漫漫张库
大道，曾是我国北方
一条重要的国际贸
易运输线，有“北方
丝绸之路”“草原茶
叶之路”之称。兴盛
了数百年的张库大
道从张家口到恰克
图，穿越蒙古高原，
留下了极其珍贵的
遗迹遗存。

2019 年 11 月，
本版精心策划、倾力
推出“张库大道寻
访”系列报道，从同
年12月21日刊发首
期《古道寻踪问驼铃
——张库大道（化德
段）寻访》，至今共刊
发 5期，先后对内蒙
古境内张库大道遗
址遗迹，以及嘉卜寺
站、七台驿站、斯日
本站、滂江站、伊林
驿站等遗址遗迹进
行全面深入报道。
从隆冬腊月至夏日
炎炎，记者驱车至起
伏的丘陵、辽阔的草
原、苍茫的沙漠，探
寻神秘悠远的古道
驿站，触摸镶嵌于草
原的铺路碎石，遥望
向北延伸的“草原茶
叶之路”。在化德
县、商都县、镶黄旗、
苏尼特右旗、二连浩
特市采访了 10余位
有关专家学者、文物
工作者，收集了珍贵
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努力挖掘“草原茶叶
之路”的深厚文化内
涵，展示古道的历史
风貌和时代变迁。

“张库大道寻访”系
列报道至此告一段
落，感谢诸位的支持
和帮助。

——编者

深度整合资源

在万里茶道繁荣之前，沿线特别是蒙
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还是一派旷野茫
茫、人烟稀少的景象，随着商贸繁荣，大批
人从事水路、陆路运输，使商贸服务产业得
到长足发展，推动了当时的城镇化建设，大
批城镇在万里茶道影响下萌芽、发育。如
今，铁路、公路和航空早已取代沧桑古道，
飞驰的中欧班列、平坦的高速公路和呼啸
的飞机成为“世纪动脉”互联互通的纽带，
把中蒙俄三国紧紧连接在一起。

万里茶道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一条重
要的人文互通、商旅合作之路。以茶为载
体，以文旅为带动，以创新为手段，依托沿
线多样化的文化遗产，不断推动沿线城市
间人文、旅游、商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是万里茶道在新时代的价值所在。

2012 年中蒙俄三国在内蒙古召开第一
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
会。2013 年，在第二届“万里茶道”与城市
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上，中蒙俄三国达成

“‘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共
识 ，并 签 署《“ 万 里 茶 道 ”共 同 申 遗 倡 议
书》。2014 年中蒙俄三方就万里茶道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达成共识，并展开多方面合
作。2015 年起福建、内蒙古等 8 个省（自治
区）共同发起和推动万里茶道申遗工作。
2016 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保护工作纳
入《国家文物事业发展“ 十三五 ”规划》，
2016 年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成立以来，
中俄蒙共同开发“万里茶道（茶叶之路）”
国际自驾车、专列、包机、旅游夏令营等系
列旅游产品，三国跨境旅游产品和线路日

益丰富。2018 年中蒙俄三国“万里茶道”申
遗工作协调会举行，这是三国就万里茶道
申遗召开的首次工作协调会议，标志着跨
国申遗迈出重要一步⋯⋯

万里茶道是友谊之路、发展之路，对于
欧亚大陆经济、文化发展尤为重要。内蒙
古作为万里茶道的核心区域，参与万里茶
道联合申遗，对于贯彻“一带一路”国家战
略，加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建设，提
升内蒙古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万里茶道以积淀深厚的文化为载体，
涵盖了深厚的草原文化和独特的地域风
情。万里茶道不仅是一条与古丝绸之路媲
美的国际贸易通道，也是一条跨国黄金旅
游线路，更是一条象征开放、文明、友谊的
文化纽带。万里茶路文化品牌的打造，对
于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调动多方力量、弘
扬优秀文化，促进内蒙古地区对外开放、友
好合作、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旅游互动，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王大方说。

二连浩特市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
点，连续举办“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
俄市长峰会。走进这里的茶叶之路博物
馆，循着灯光，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褪色的
清代茶叶袋、泛黄的老品牌茶叶、古朴的饮
茶器具⋯⋯这些珍贵的文物展示着万里茶
道曾经的辉煌。

万里茶道为内蒙古留下了珍贵的历史
文化资源，我区将进一步挖掘其当代价值
和现实意义，再现万里茶道的辉煌。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二连浩特市文化
馆、茶叶之路博物馆等提供）

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
内蒙古，纵横交错的古道，逶迤于
绵延山脉，镶嵌于广袤草原，掩映
于苍茫戈壁。数百年前的国际贸
易运销路线，促进了农耕文化和游
牧文化的融合，推动了欧亚草原文
化的交往。

古道悠长，风云百年，驼铃远去，旷
古烁今。被称为“草原茶叶之路”的张库
大道“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国”，从张
家口出发，通往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市），并延伸到恰克图（今属俄罗斯布里
亚特自治共和国），全长 1400 多公里；闻
名遐迩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始于 17 世
纪末，从福建武夷山出发,经张家口，到
达库伦，进而经恰克图，延伸至圣彼得
堡，全长 1.3 万公里。万里茶道是古丝绸
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
重要的经济、文化国际通道；张库大道是
万里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万里茶道至
张家口,一路汇入张库大道，一路经杀虎
口 、归 化 城（今 呼 和 浩 特 市 旧 城）等 。
2019 年 3 月，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
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珍贵文化遗存

繁荣两个半世纪的万里茶道，在内
蒙古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存。

商道悠悠，茶香缕缕。万里茶道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涉及福建、江西、湖南、
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 8 个省（自
治区）。内蒙古是万里茶道重要的交通
枢纽、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地。这条古道
既是朝廷传达政令、军令，使臣、官员和
商旅往来的交通干线，也是中原与草原
地区经贸、文化交流往来的主要通道。
这条国际商道，横跨欧亚大陆，绵延万
里，嵌入了一条深深的文脉。

“张库商道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路
段之一，见证了 17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
俄茶叶商贸体系、运行模式和商贾群体
生活方式等。”化德县文化研究促进会周
锴说。

万里茶道从内蒙古经过，逐渐形成
纵横交叉的路线，呼和浩特市旧城、包
头、巴彦浩特、隆盛庄、多伦、海拉尔都是
由于万里茶道而兴起，并构成了一条生
机勃勃的贸易路线，是当时重要的茶叶
贸易集散地和驼马转运地。内蒙古境内
万里茶道、张库大道遗址遗迹内容丰富、
特色鲜明，体现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的交融，再现了当年古商道的繁荣。

内蒙古是万里茶道上唯一毗邻俄蒙
的地区，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在万
里茶道兴盛的数百年时间里，归化城（今
呼和浩特市旧城）成为中国北方较大的
商贸地，以大盛魁为代表的万里茶道上
的商号，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额之大、获
利之多、历时之久，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归化城大盛魁的茶
叶，由它设在武夷山的铺子直接采购，经
万里茶道运回，重新包装，再向北运出。

“当时，大盛魁装砖茶的箱子大小固定，
出售的茶最为著名的是‘三九砖茶’，即
每箱装 39 块砖茶，此茶颇受欢迎。还有
一箱装 36 块砖茶，名‘三六砖茶’，专销张
家口。‘二四砖茶’专销归化城、包头等
地。”内蒙古文物学会王大方说。史料记
载大盛魁兴盛之时，有员工六、七千人，
骆驼 2 万峰，驼队运输线路或从归化城出

发，过阴山向北进草原，或从张家口沿张
库大道到库伦等地。

元盛德是清代归化城旅蒙商三大商
号之一，主要以托运为主，经营皮毛、药
材、日用百货等。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的
元盛德四合院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
召后街，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保持了原有
的建筑风格，代表了清代归化城民居的
建筑特点。

据史料记载，清代中后期旅蒙商贸
易规模发展越来越大，归化城大商号有
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敦等，年国
际国内贸易额均能达到 500 万两至 1000
万两白银，一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天裕
德、大庆昌、永德魁、元升永等中等规模
商号的年贸易额也达到 10 万两至 15 万
两白银。旅蒙商的货物主要靠骆驼运
输，仅归化城就有 12 家专营运输的驼行，
每年出租骆驼 7000 峰至 7500 峰。一些
大的商号都有自己的驼队。

有专家指出，“一带一路”不是互相
之间没有联系交集的几条线路，它是错
综复杂、互相连接、网格化的交通网络。
在这个相互交接的网格上，历史上有无
数的人和物资在交通线上流动，呼和浩
特市就是这张交通网格上重要的节点，
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多伦县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
曾是草原上的贸易中心，过去称多伦诺
尔，商业店铺、手工业作坊、会馆、庙宇、民
居错落有致，被誉为“漠南商埠”。当时，
河北、山西等地的商人将大批绸缎、布匹、
铁器、木材、瓷器、茶叶、烟草、药材、香料
等运往多伦，并在多伦收购牲畜、皮毛、蘑
菇等，销往中原地区。商业的繁荣推动了
手工业的发展，铜银器制作、皮毛加工、鞍
具制作、糕点制作等手工业久负盛名。特
别是铜器的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器物之
精美，享誉中外。据史料记载，18至 19世
纪，多伦县城人口达到 18 万，各种商号
4000余家。

多伦县山西会馆建于清乾隆十年（公
元 1745 年），是晋商聚会、娱乐、议事的场
所。会馆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大门、戏
楼、仪门、议事厅、正殿等保存完整，其中
戏台建筑十分精美。戏台坐南朝北，台基
用长方形条石砌筑，台基角落各埋一口大
缸，用来提高音量。如今，在戏台后面的
墙壁上，仍保留着百余条清代至民国时期
在此演出的各戏班留言。山西会馆一方
面传播了晋商独具特色的商旅文化，另一
方面推动了多伦诺尔商人之间的交流合
作，为多伦诺尔商贸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作为一条辐射性、带动性极强的商
路，万里茶道还延伸和生发出许多功能
性很强的配套设施。沿途有诸多驿站、
商铺和旅店等，如滂江站北面又有老贾
店，供商队打尖歇脚。在较大的驿站，商
队都要休整几日。

万里茶道是文化、文明、经济、民族、
宗教多种元素的融合。历史的驼铃声已
远，但万里茶道沿途的风景魅力依然。

“百年蒙古包”的陶脑和乌
尼杆。

“传统蒙古包”教材。

多伦县清代山西会馆和戏台遗址多伦县清代山西会馆和戏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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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茶叶商号万里茶道茶叶商号。。

茶叶之路博物馆藏的清代茶叶袋茶叶之路博物馆藏的清代茶叶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阿荣阿荣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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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和 浩 特 市 清呼 和 浩 特 市 清
代元盛德四合院遗代元盛德四合院遗
址址。。元盛德是清代元盛德是清代
归化城旅蒙商三大归化城旅蒙商三大
商号之一商号之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阿荣阿荣 摄摄

19181918 年张库汽车运输线路开通后途年张库汽车运输线路开通后途
经滂北站的汽车经滂北站的汽车。。 （（资料图资料图））

览古觅珍

悠长悠长

烁古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阿荣阿荣

辽墓壁画辽墓壁画《《备茶图备茶图》。》。

19331933 年出版的年出版的《《张库通商张库通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