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一）

“东方树叶”从内蒙古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冯雪玉

一片树叶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
道，从此有了茶。

一行驼队悠悠走来，联结起亚欧大
陆，开启了商品贸易与文明互鉴的茶叶之
路。

一条跨越亚欧的“世纪动脉”——
万里茶道，宛如一首穿越古今、长达1.3
万公里的绚丽长诗。

万里茶道由内蒙古进入欧洲，走向
世界。内蒙古是这首“长诗”上的华彩篇
章。

驼铃声声的历史之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资料显示，
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输出，可追溯到南
北朝时期。

“一些以肉、奶为主食的国家非常
需要茶叶来消食化腻，西伯利亚一带的
游牧民族甚至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
一日无茶的地步。”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孙金松说。

草原上并不产茶，而茶文化传入草
原以后，逐步融入了草原上独特的自然
环境和人文环境。在这里，奶与茶这两
种看似不搭界的饮品“水乳交融”，诞生
了醇厚浓郁的奶茶，从此与牧民生活结
下了不解之缘。

草原上的人们饮用的奶茶多采用
砖茶熬制，砖茶中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
等丰富的营养成分，有利于身体健康。
今天，奶茶红遍中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小
巷，成为人们排队购买的时尚饮品。

随着茶叶需求的旺盛，当年，以晋
商为代表的商人们在福建武夷山等茶
源地采购茶叶，再通过马、驴、骡、骆驼、
牛车等运输方式逶迤北上，最终抵达俄
罗斯的圣彼得堡等城市，而后转销欧洲
各地。到17世纪，茶叶已成为中国最
大宗的出口商品。

1691年，康熙皇帝举行了著名的
“多伦会盟”，建立了驿站制度，设立了喜
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5
路驿站。驿站的设立为茶道的畅通打下

了基础。
“张库大道”是万里茶道诸多线路中

最知名的一条，位于二连浩特的伊林驿
站是“张库大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二连浩特市文化馆工作人员斯琴毕
力格说：“伊林驿站是进入漠北的重要驿
站，商人们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

今天站在伊林驿站外，向北延伸的古
车辙印仍深深镶嵌于草原上，清晰可见。

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中转地和集
散地，内蒙古至今保留着很多相关遗址遗
存。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大召寺就是茶道
上的重要遗址。据呼和浩特市的一些老
人讲述，当年商贾云集、驮马众多，每逢大
召寺庙会，牧民和内地商人便驱赶牲畜，驮
载货物前来进行贸易，十分热闹。

万里茶道遗留的大量文化遗产成为
记录茶道往事的重要物证，见证了这条
活跃了两个多世纪、横跨欧亚大陆、绵延
万里的国际商道，是如何在地球北部嵌
刻下一条深深的印记。

通达天下的交流之路

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端，有一片河
流纵横、水草丰茂的土地，这便是因水得
名的多伦诺尔。

多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新鹏说：
“多伦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万里茶
道兴起后多伦再次成为重要节点。”

在多伦诺尔驿站里至今保存有万里
茶道时期的很多文物，比如商号使用过
的账簿、合同、票据，茶铺的各种饮茶器
具等，一字一物皆是过往“漠南商埠”繁
华的证明。

锡林郭勒盟文旅局局长何明鉴说：“最
鼎盛时期，多伦诺尔拥有商号4000余家、
人口超过18万，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

万里茶道带动了内蒙古商业的兴
起，“复盛公”“大盛魁”等知名商号相继崛
起。

国家一级作家、内蒙古文史馆研究
员、万里茶道协作体（中国）副主席邓九刚
在他的著作《大盛魁商号》中提到，大盛魁
各商号每逢除夕夜，掌柜伙计都要喝一碗
稀粥，纪念王相卿等创始人创业的艰辛。

邓九刚说：“‘大盛魁’经营十分灵

活，别的商号是我有什么顾客买什么，
‘大盛魁’是你要什么我就卖什么，甚至
还承办各种仪式，很像今天的私人订
制。不但经营方式灵活，‘大盛魁’还是
我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民营企业，以

‘大盛魁’为代表的晋商管理模式十分
先进，财东把经营权交给掌柜后，就不
再干涉，所有经营活动及人事任免都由
掌柜负责。‘大盛魁’最兴盛时拥有六七
千人，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万里茶
道俄罗斯的茶叶都由‘大盛魁’这样的
通司商号来经营。所谓通司就是能够
从事翻译工作的商号。‘大盛魁’是万里
茶道上华商的旗舰店。”

“茶叶是万里茶道上最大宗的商
品，以茶为媒、从封闭走向世界是万里
茶道最大的历史价值。”自治区文物局
一级调研员陈雅光说。

万里茶道带来的商业繁荣极大地
刺激了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大批城镇
在万里茶道的影响下萌生、发展、成型，
如多伦诺尔、海拉尔、满洲里、定远营、包
头、集宁、呼和浩特等等，茶路的繁荣使
它们快速发展，成为功能齐全的商业城
镇。

城镇的发展带来了交往和交融。
多伦诺尔的18条街巷里，商业店铺、手
工业作坊、会馆、庙宇与民居错落有致。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刘春子说：“四面八方的人们聚居在一
起，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俗促进了当地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可
以说，万里茶道很好地体现了‘和合天
下’的价值理念。”

走向未来的世纪之路

2012年6月，万里茶道沿线省区
文物部门齐聚湖北赤壁，提出了万里茶
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构想。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
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重
要演讲，称赞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中
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此次演讲有力推动了万里茶道申
遗工作。

2017年，中蒙俄三国达成申遗共

识，正式开启三国申遗之路。
2013年９月，第二届万里茶道与

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在内蒙古二
连浩特市召开，来自中蒙俄三国和万里
茶道沿线31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并签署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和共同
申遗倡议书，达成“万里茶道是珍贵的
世界文化遗产”的共识。

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王风竹认为，万里茶道申遗是支撑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文化工程，
国际上可以增加交流合作，对各省区来
说是在打造“世界名片”，对带动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多
个国家响应，三国申遗的稳步推进，万
里茶道正在以全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出
现——中蒙俄经济走廊。

内蒙古是万里茶道上唯一毗邻俄
蒙的地区。今天，中国通往蒙古国的
唯一铁路口岸在内蒙古，中国唯一公
铁空三位一体的沿边国际口岸在内蒙
古，到2025年内蒙古口岸进出境货运
量有望超过1亿吨。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位于核心
枢纽地区的内蒙古，必将承担重要角色。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
值680.7亿元人民币，其中对蒙古国进
出口170.2亿元，蒙古国是内蒙古最大
贸易伙伴。“桥头堡”的价值进一步突显。

全新的万里茶道不仅是经济走廊，
更是人文交流之路。

2020年2月，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为
严峻的时刻，蒙古国向我国赠送了3万
只羊。3万只“暖羊羊”从二连浩特入境
后，经检疫、屠宰、加工一路运送到湖北。
同年12月，湖北省政府除了防疫物资外，
将3万块赤壁青砖茶回赠蒙古国，“羊来
茶往”成为了万里茶道上新的佳话。

一片古老的“东方树叶”，随同各种
商业贸易、人文交流，走过风光秀丽的
南国水乡、山河壮美的中原腹地、气象
雄浑的塞外大漠，万里跋涉至欧洲大
陆，编织起万里茶道的传奇之旅。今
天，这段传奇之旅正以前所未有的新姿
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
交流互鉴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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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地处北方高寒地区的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牧场公司迎来“丰收季”，该公司耕种的32万亩粮油作物陆续开镰收割。今年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扛
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油菜扩种，油菜种植面积达14.44万亩。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喜开丰收镰

□本报记者 周秀芳 徐亚军 宋爽

“同学们，中秋节要做些什么，你们
知道吗？”

“我知道，要和家人一起吃月饼”“晚
上还可以赏月”……

“你们说得非常棒，但作为和林格尔
人，我们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那就
是剪纸。”

“万里此情同皎洁，一年今日最分
明。”又到一年中秋佳节，9月8日，记者
一行走进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第五小
学，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给
学生们上课的牛春霞，是和林格尔剪纸
呼和浩特市级传承人。

课堂上，牛春霞拿出提前准备的“花
好月圆”“嫦娥奔月”等与中秋节相关的精
美剪纸，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同学们
一边操作，一边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庆“我们的节日·中秋”。

在牛春霞的悉心指导下，同学们听得
认真，剪得仔细，很快掌握了折纸、描画、
裁剪的诀窍，由里往外，从小到大，红色的
纸张在大家手中翻转、折叠，寥寥数剪，一
幅幅精美的作品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这堂课很有意义，我要把我剪的作
品带回家，给爸爸妈妈欣赏。”四年级学生

王子怡笑盈盈地说。
和林格尔县第五小学大队辅导员辛

勃告诉记者，学校和盛乐博物馆开展非遗
进校园活动，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
了一份别样的色彩。这样的活动不仅能
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还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创造力、合作意识与探索精神，同学们乐
在其中，悟在其中，从而实现全面发展。

剪纸之美，美在手工，更美在其中蕴含
的深厚文化。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和林
格尔剪纸具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北
方剪纸最具代表性的剪纸文化遗存之一。

在和林格尔县，剪纸拥有广泛的群
众基础，百姓家里的床头上、学校的课堂
上、博物馆里都能看到剪纸创作和作品。

传承亦是传情。和林格尔剪纸在内
容、表现和材质上做了很多的尝试，就是
为了把这项古老的文化和新时代结合起
来，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如今，经过
数代人不断传承与发展，剪纸这一民间
艺术已逐渐走向成熟。

“中秋节，蕴含着中国传统节庆文化
中深厚的历史底蕴，凝聚着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家国情怀，我们探索通过剪纸
等方式让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更时尚，是
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题中之意。”盛乐博
物馆馆长赵强胜介绍说。

巧手“剪”出中秋味

□本报记者 李倩

9月 9日，中秋节前夕，赤峰市林西
县新城子镇老虎石沟村的轩辕霞还在村
部活动室里忙活着。

只见，活动室里有七八个人，每人身
边都放着玉米皮，还有一个小包包，他们不
时从里面掏出剪刀、夹子等物。66岁的轩
辕霞正手拿剪刀上下翻飞，走近了一瞧，竟
是个可爱的玉兔月饼，玉兔身上有镂空的

“中秋”二字。
“这不过节了嘛，我寻思着设计一款中

秋主题的玉米皮贴画，摆在家里应个景，送
个亲戚朋友也比一般的礼品招人稀罕。”轩
辕霞说。

同桌的宋玉华，从今年1月份开始学
做玉米皮粘贴画，她从包里掏出一本《暑假
作业》，翻弄着，里面夹的有鸟、树叶和花
朵等玉米皮作品。“这些还是半成品，有的
还得修改一下。”宋玉华略显羞涩地拿出要
修改的树叶，“这个叶梗的颜色有点浅，搭
配起来不好看，我准备再换个叶梗。”

只见一片长约1厘米、宽不足0.5厘米
的褐色“树叶”，竟是用3张不同的玉米皮
制成，叶片左右两半的纹路清晰可见、对应
工整，叶梗曲线灵动自然。

宋玉华介绍，制作完成一件玉米皮粘
贴画要经过“精选、清洗、晾晒、着色、定型、
备料、防腐、制作”多个步骤。“我们有老师，
也有老师们设计的图样，用心学、用心做，
一点儿也不难。”宋玉华以前没想过，自己
这双侍弄土地的手，有一天能够跟艺术沾
边，能创作出那么美丽的作品。

2021年林西县玉米皮粘贴画入选自
治区第七批“非遗”代表性项目。据林西县
妇联主席李成华介绍，玉米皮工艺美术产

业，是林西县县委、县政府扶持的重点文化
扶贫产业。自2019年3月份开始在林西
县试点推进，2020年末在全县范围内扶持
发展。其采取“合作社+基地+妇女”的运
作模式，实现了“四统一”即“统一集中培
训、统一购置模具材料、统一回收产品、统
一订单销售”，使广大妇女“守着家、带着
娃、做着画、有钱花”。

目前林西县玉米皮文创产业覆盖在4
个乡镇14个行政村，培训学员2000余人
次，制作玉米皮手工艺产品达14类60多
个品种8000余件。除工艺品外，还研发了
家居用品、宠物用品、儿童DIY手工材料包
等产品。自年初以来共制作订单产品6批
次，实现订单收入20余万元。

中午了，宋玉华要回家了，她热情地
邀请记者前去她家看看。

她的家靠着后山，宽敞的大瓦房居
高临下，将近一亩的小院儿有菜园有果
树，最打眼儿的还是院子里、仓房里那一
箱箱的果子。

新城子镇大力发展林果产业，宋玉
华家有20亩果园，光果园收入能达8万
元。王爱文非常支持妻子农闲时做玉米
粘贴画，“这活儿轻松、不累，能顾上家，
还有多项收入，她一年靠这个能挣个万
儿八千的，而且感觉她精气神儿都不一
样了，把家拾掇得也更漂亮了。”

正说着，宋玉华将月饼、西瓜、沙果、
海红果等一一摆上了桌。“我在一年里有
两个时间段最开心，一是5月份，那时候
漫山遍野的果花开着，漂亮极了；一个就
是现在，中秋节前后，果子丰收了，能卖
钱了。”王爱文说，“今年果子价格高，这
个节过得更开心了。”

宋玉华、王爱文夫妻俩的笑声随着
果香溢满小院。

玉兔迎盛秋 禾熟作画来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9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若昂·洛伦索，祝贺他当选连任安哥拉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安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加深，务实合作有序推进，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我高度重视中安关系发展，愿同洛伦索总统一道

努力，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致电祝贺洛伦索当选连任安哥拉共和国总统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幸逝世向英国新任国王查尔斯三世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
名义，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英国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作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赢得广泛赞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是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君主。她的逝世是英国人
民的巨大损失。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英关系发展，愿同查尔斯三世国王一道努力，以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英国首相特拉斯致唁电，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逝世表示哀悼，向女王亲属和英国政府表示慰问。

习 近 平 就 英 国 女 王 伊 丽 莎 白 二 世 逝 世
向 英 国 新 任 国 王 查 尔 斯 三 世 致 唁 电

李 克 强 向 英 国 首 相 特 拉 斯 致 唁 电

■上接第1版
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节日，喜迎二十大胜利召开暨包
头市第十九届民族音乐会《我的祖国》日
前在包头大剧院上演。音乐会上，《我的
祖国》《红高粱》《挑山》《太阳颂》《绿·风
之歌》等民族管弦乐，将民族音乐的和韵
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著名演奏家沈诚
则带来了豪放热烈的《月亚五更》和曲调
优美、旋律动听的《秦腔曲牌》板胡协奏
曲，而琵琶演奏家杨靖的琵琶协奏曲《云
想·花想》，让观众欣赏到了琵琶的刚劲
与柔情、潇洒与灵动。

在乌兰察布市各旗县，月饼作坊成
为了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喜欢老月饼的
人们都纷纷拿着原料前来加工月饼，土炉
月饼的香味与老匠人的绝活让这个团圆
的节日充满怀旧的味道。察右中旗科布
尔镇居民倪玉芳说：“那几天早早就闻见
月饼香了，我就过来先买几个尝一尝，这
不是要快过节了，我又买了二十多个月
饼，还买了个大‘月亮’。”

中秋佳节，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赏月、
吃月饼是我国的传统习俗。记者日前在
锡盟乌拉盖管理区各大商超和店铺看
到，各式各样的月饼、蔬菜瓜果琳琅满
目，顾客络绎不绝。为促进消费，商家还
开展了打折促销活动，有的商家还推出
了奶豆腐、奶皮子月饼，备受消费者青
睐。为确保节日期间群众饮食安全，乌
拉盖管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
中秋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制

售假冒伪劣食品和无证无照生产经营食
品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节日期间食品
市场秩序。

节日前夕，乌拉特前旗民族社区组
织辖区居民开展了以“喜迎二十大 中
秋合家欢”为主题的手工制作月饼和送
月饼活动，将亲手制作的月饼送到贫困
户、残疾人、孤寡老人、老党员手中，为他
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乌兰浩特市和平街红云社区在家佳
福小区党群活动点开展了“情暖聚中秋
和睦邻里情 喜迎二十大”主题活动，和
平街“益·身边人”宣讲员讲述了“三千孤
儿入内蒙”的故事，红云社区梨园戏园的
曲艺表演、居民大合唱等，让大家体验到
浓浓的中秋节日氛围。

乌兰浩特市胜利街党工委联合当地
社会团体开展了“浓情中秋送关爱 温馨
助老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胜利街民政
所、关工委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一同为
雨花公益服务中心送去米、面、油、月饼、
免洗杀菌洗手液等物品，并为老人们准
备爱心午餐。“中秋节快到了，看到社会
上还有这么多人关心惦记着我们，特别
是看到有这么多的孩子能够一同参加到
社会服务中，真的让我感觉到特别温暖、
特别欣慰。”在雨花公益服务中心享用爱
心午餐的关大爷说。

（综合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郝飚
刘宏章 薛一群 吕学先 皇甫美鲜
巴依斯古楞 图古斯毕力格 高敏娜
实习生 梁嘉炫 马欣 报道）

我 区 各 地 喜 迎 中 秋 佳 节

■上接第1版 内蒙古肩负建设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的重大政治责任，必须牢记总书记
的嘱托，进一步提高推进种业振兴的责任
感、使命感，紧紧围绕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

源自主可控总目标，充分发挥优势企业、科
研院所和专家学者的作用，想方设法破难
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为打好种业振
兴翻身仗作出应有贡献。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王 莉 霞 看 望 慰 问 教 师 代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