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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文彦

阴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文化
与中原农耕文明交融、汇合之地。包头地区
地处阴山山脉中段，地理和文化上的优势使
包头地区深受这种融合性的影响，始终保持
着相依互补的关系和融汇发展的态势。

包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商周时期，
这里为土方、鬼方、羌方、猃狁、戎、狄等游牧
民族驻牧之所，《诗经》等古籍中多有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6年设
置九原县，筑长城、建城镇，开启了这一时期
不同文化交互影响、碰撞、融合的史例。包
头市窝尔土壕遗址发现的赵国“安阳”方足
布范、赵长城遗址等均是当时北方各族与中
原经济文化交流的实证。秦统一六国后，战
和并用，移民实边，设九原郡，修长城，筑城
池，修直道。秦直道南起秦都附近的云阳
（现陕西省咸阳淳化县），北至九原郡（现包
头市西）。此后各历史时期，借助秦直道，阴
山地区的匈奴、乌桓、鲜卑等游牧文化与中
原文化交汇交融。汉代，南匈奴呼韩邪单于
经固阳、昆都仑沟南下，“款塞诣阙”，拜见汉
帝，迎娶王昭君北归，长期在固阳塞、九原郡
居住。包头市麻池召湾16号公墓出土的汉
代铸“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瓦当，固阳县境
内的秦长城遗迹是这一时期多民族团结友
好、文化碰撞、互相融合的实物见证。此后，
包头地区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加深。
1570年，阿勒坦汗降明，在今土默特右旗修
建“仿中原汉式、融合蒙藏风格”的美岱召，
体现了汉蒙藏合璧的文化交融特质。清代

“多伦会盟”后，旅蒙商兴起，直接推动了包
头地区村镇之间、蒙古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
经济联系和文化生活交融，因此有“先有复
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而近300年的走
西口移民进一步加强了汉蒙杂居的局面。
乾隆、嘉庆时期，走西口移民大多聚集居住
在东河村，因山西代州人居多，故东河村又
叫“代州营子”；土默特右旗繁峙营子村，为
原山西省繁峙县姚、孙、任三户贫苦农民创
建；东河区北梁现存的19处古民居等，都是
这段历史的缩影。在走西口的历史过程中，
草原文化与晋、陕农耕文化广泛交流，汉蒙
回等各族人民在共同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上，
情感交融不断增进，生活习俗逐渐同化，文
化交融的新局面进一步打开。

包头现今的许多地名都呈现出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特点，如石门障、边墙、古
城湾、协力气、苏卜盖等地名，记录了战国以
来包头地区的政治变革和军事活动；涉及房
屋建造的，有岛剌板升、公积坂、黑麻板等；
涉及蒙古部落人名的，有塔尔拜、打色令、温
布、阿布盖、北只图等。一些地名与走西口
活动密切相关，有以走西口人原籍命名的，
如榆次营子、五台营子、定襄营子、神木营
子、朔州营子等；有以走西口人姓氏、名字命
名的，如曹家营子、张二海子、岳家圪蛋等；
也有以从事职业命名的，如蒙圪气（银匠）、
祝拉沁（画匠）、此老气（石匠）等；有反映移
民垦殖的地名，如牛犋、窑子、伙盘、板申、三
间房、伙房、公中等；还有以商号命名的，如
万和永、仁义昌、永和公、协和义、兴顺西
等。土默特右旗所有的乡镇皆为汉蒙或汉
蒙回杂居，地名既有萨拉齐、板申气、朱尔圪
岱、沙兵崖等蒙古名，又有寿阳营、张召圪
旦、秦家营等汉名。

包头方言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变也彰显
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痕
迹。包头话主要流行于包头市东河区、九原
区及各下属旗县。包头方言是以山西方言
为母体、在继承众多古代汉语和语音的基础
上，糅合了蒙古语、满语，逐步发展形成。同
时由于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包头方言对古
词语及古音现象的保留甚至超过了现在的山
西方言，如保留了入声音调和上古读音、继承
和发展了古代的分音词。土默特右旗美岱召
镇一带的居民，把ang发音为e，如厂发音为
扯、上发音为社、壮发音为坐、创发音为错等；
土默特右旗苏卜盖乡东老丈营村语言有明显
的山西忻州方言特点，把iang发音为ie，如
想发音为写、讲发音为解、抢发音为且等；再
如生火为凳火、鞋发音为嗨；分音词如巷为黑
浪、棒为不浪、滚为骨拢等。包头方言有明显
的切脚语现象，如圈为屈挛、窠为窟驼。此
外，包头方言还吸收了大量的蒙古语。这一
现象大约始于宋代，进入元朝后尤为普遍，有
些汉语词汇直接引入蒙古语音译如“油糕”

“海棠”“包子”“班食”“扁食”“灯”等，河曲民
歌中“得儿赛”的“赛”字即蒙语的“好”；再如
聊天为倒喇、突然为忽喇巴、贼为忽拉盖等。
大量蒙古语词汇的吸收，不仅丰富了包头方
言，也使其具有不同于山西方言的地方特色，
也证明了包头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多
地域、多民族间不可分割的亲密感情。

可见，包头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多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各民族长期杂居相
处，多地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多元
并存、多元融汇的包头文化，在生活空间、饮
食、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民族文化融汇发
展的特质，至今延续。

（作者系包头师范学院阴山文化研究
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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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陶瓷
制造已有 800 年
的历史，鼎盛时
期全县除了 4 家
大型的国有陶瓷
厂外，还有近百
家小瓷窑、小作
坊。然而好景不
长，受当时大气
候影响，产品的
更新换代和新产
品的开发缺位，
各项工艺跟不上
市场的需要，新
的瓷器不会做，
只局限于烧造夜
壶、大瓮等传统
的实用性器具，
甚至出现了偷工
减料，以次充好
等不正当的生产
竞争现象。再加
上交通落后，没
有艺术家入窑指
导 ，辉 煌 了 800
多年的古老瓷窑
走向了歇火的结
局。

要发展清水
河瓷艺，擦亮清

水河瓷艺这张名片，必须要注
重创新。创新是核心竞争力，
是最强劲的发展动力。与清水
河县陶瓷厂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方的
一些陶瓷厂顺应市场需求，不
断改进生产工艺，引进国外的
先进设备，产品一下子走红市
场。纵观全国陶瓷产业发展现
状，无一不是在“工艺提升、产
品优化”方面不断地下功夫。

要发展清水河瓷艺，擦亮
清水河瓷艺这张名片，必须要
打造特色。清水河县境内丰富
的陶瓷原料是发展陶瓷产业得
天独厚的条件，是 800年陶瓷生
产历史的基石。清水河可以立
足区域资源优势、培育扶持陶
瓷特色产业，走出一条人无我
有、科学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
道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
产业，才能避免“捧着金饭碗讨
饭吃”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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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矾沟，出黑矾，还有著
名的花大盘。火罐钵钵油灯
盏，花碗、盘碟、浆米罐、酒盅、
瓷砖、大磨盘……”这段曾经流
行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快
板书道出了黑矾沟曾经盛产陶
瓷的辉煌。

黑矾沟位于清水河县西

南部，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隔黄河相望，矿产资源丰富，
其中制造生产陶瓷制品的原
材料——高岭土，不仅储量大，
而且品位高，为清水河县陶瓷
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2011年，清水河瓷艺被列
入第三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如今，踏上黑矾沟的土地，

散落在窑洞附近的白瓷碎片，
和断裂颓败的夯土墙，仍在诉
说着800多年的制瓷故事……

清水河县黑矾沟古瓷窑群，
是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烧
造瓷器的民窑作坊遗址。黑矾
沟古瓷窑群坐落在一条长约
2500米的季节性河谷内，依坡
而筑、坐北朝南，多为单座、双座
或多座等形式，建造为圆形圆顶
状，俗称馒头窑。2008年，这处
古窑址被国务院“三普”办公室
公布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
大新发现之一。

“馒头窑保存完整的有
25座，另有 2座残缺不齐的。
黑矾沟制瓷的历史，大约有
800多年，这个地方的陶土特
别好，有一种原料在全国是顶
尖的，高级高岭土，氧化铁和氧
化钛的含量是0.5%，南方地区
类似陶土的铁、钛含量在1%至
4%之间，另外我们清水河这个
泥料有一个特性，粘性塑性很
强，不用配料，就一种泥土拉回
来，就能做成陶瓷。”清水河县

委宣传部外宣科科长李时光告
诉记者。

据史料记载，1993年在黑
矾沟村北坡上发掘过一个古墓，
出土一陶罐，里面装有两具尸骨
骨灰，和八个铜钱、一个铜簪的
随葬品。罐口盖一四见方小石
块和一白瓷盘。石片上写着：

“大定十年七月初四合葬父（杜
云金），母（何翠计）。孝男：杜
林、杜明。”从这个白瓷罐、白盘
的做工、质地、式样上看，与黑矾
沟的手工白瓷一模一样。由此
可以断定，黑矾沟的生产历史至
少有800年，并与长期传说的杜
家开辟黑矾沟不谋而合。

黑矾沟盛产日用白瓷，属
于六大窑系中的磁州窑，产品
厚重、结实，适于北方地区使
用。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
辈以瓷业为生。有四个姓氏制
作陶瓷超过百年，张氏家族就
是其中之一，已有300多年的

历史。1940年出生于黑矾沟
村的张选是第九代传承人。

“我的祖辈是明末清初从
山西省保德县跨过偏关，走西
口移民到黑矾沟村的，从杜家
的手上买下了瓷窑，这里陶土
细腻，黏性较大，又紧靠黄河，
水运交通方便，祖辈引进了保
德县陶瓷技术，开始生产陶瓷
制品。产品除了满足清水河当
地需要外，还远销托克托县、土
左旗、包头、五原、和林、呼和浩
特城区，以及大青山以北一带
和甘肃、宁夏等地。”张选介绍。

黑矾沟的陶瓷生产规模经
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粗
放型到精细实用型的转变过
程，尤其是以张氏家族的业绩
更为突出。历经一代又一代人
的努力，黑矾沟的白瓷在上世
纪末，代表清水河的建材产品
大批量地进入了北京“亚运
村”，并出口到日韩等国。

瓷器述说历史

清水河县陶瓷生产最兴旺
的时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大大小小的陶瓷厂不计其数，
产品小到家庭生活常用的盆盆
碗碗，大到高楼建筑装饰用的
内外墙地砖，粗陶细瓷品种多
达500多个。

由于生产扩大、交通、技术
等原因，黑矾沟燃烧了几百年
的窑火熄灭，传统馒头窑被正
式废弃，陶瓷厂转移到窑沟乡，
手工作坊变成了机械化生产，
当时在窑沟乡一带从事陶瓷生
产的有近万人，陶瓷业成为清
水河县的支柱产业。

“随着南方瓷艺的传入，清
水河瓷艺失去了市场，陶瓷厂
也纷纷倒闭……”说起曾经红
极一时的黑矾沟瓷艺逐渐走向
衰落的过程，今年 82 岁的张
选，脸上写满了落寞的神情。
张选1957年参加工作，和陶瓷
打了一辈子交道，曾担任清水

河县陶瓷厂分管生产、技术的
副厂长，清水河建筑陶瓷厂厂
长，清水河县陶瓷总公司总经
理，和清水河墙地砖厂厂长。
2006年被内蒙古工艺美术学
会评为内蒙古工艺美术大师
（陶瓷）。

从黑矾沟村出来，张选带
着记者来到了他位于清水河县
的工作室，他熟练地将一团陶
泥放在桌上反复揉搓成枣核
状，同时把陶泥中多余的空气
排掉，和好后放到搅轮上，靠惯
性进行拉胚造型，他一手护着
陶泥边缘，一手抟土塑型，不到
一分钟，一只碗便呈现在眼前，
再用一根细线从底部划过，碗
便和剩余的泥分离。

完整的陶瓷制作流程不止
于此。在这之前，还得经过挖
泥、碾泥、脱水沉腐，紧接着就是
张选演示的焖料和泥与手工拉
胚的步骤，随后还要经过修胚、

上釉、彩绘、装窑、烧成、出窑打
纣等工序，才能装车运输，最终
送到客户手中。这其中光脱木
沉腐就需要6到8个月的时间，
用煤炭烧制的过程从点火到停
火累计需要3天3夜约70个小
时，停火后还需等待自然冷却。
张选说：“我现在用电窑炉烧制
陶瓷，时间大大缩短了。过去用
火烧需要攒够一定的数量一起
烧制，现在用烤箱没有数量限
制，两三个也能烧。”

张选介绍，彩绘环节是最
考验功力的一个环节，没有应
用照片喷绘技术时，碗沿上的
花纹、瓷砖装饰上的迎客松、酒
瓶上的商品名称等都是一笔一
画画上去的，“陶瓷颜料不像我
们普通颜料颜色分明，陶瓷颜
料都是矿物质，看上去都差不
多，都是灰色，只有经过烧制以
后才能看出来到底是什么颜
色，只能靠画师凭经验去品。”

匠心坚守不渝

如今，在内蒙古西部地区，
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仍旧
在使用那个年代生产的大缸、
大瓮、坛坛罐罐来腌咸菜、放月
饼。“传统器物和中华传统文化
生活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性，既是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
更是积淀深厚的生活经验。”呼
和浩特海关退休干部王文京表
示，“就拿我们中秋节吃的月饼
来说，把月饼放在缸里，从头一
年的八月十五放到第二年的正
月、甚至三四月都没问题，还是
软软的、酥酥的。要是放到冰
箱冷藏里，就会变硬变干。这

个大缸，到啥时候都是一件趁
手的家具。”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虽然
年轻一代的审美在不断发生变
化，晶莹剔透的骨瓷、高洁莹润
的玉瓷、色彩斑斓的彩色瓷走
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黑
矾沟生产的那些粗犷厚重、结
实耐用的黑色坛子、缸、瓮却悄
悄记录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的高光时刻。

眼下，张选最大的心愿就
是让清水河瓷艺技艺传承下
去。自从2017年开设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清水河

（陶）瓷艺个体传习所以来，每
年都有中小学生、制陶制瓷爱
好者慕名而来，找张选请教、开
展集体教学工作。

“我还在研究新的技术，也
带了十来个徒弟给他们免费授
课，虽然不能继续开厂售卖很
遗憾，但是有不少徒弟都学习
这门手艺开了陶吧，让孩子们
体验清水河瓷艺的制作过程，
这也是一种传承。”张选告诉记
者，“也许不会创造很大的经济
价值，但是它是本土的一张文
化名片，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推
广、去传承。”

非遗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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