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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举办内蒙古文物展

讲述长城文化带故事
本报记者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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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位于吉林省通化市的杨靖宇烈士
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迎来了一批批凭吊者。

81年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
宇在吉林省濛江县 （后改名靖宇县） 与敌人战斗
时壮烈牺牲，年仅35岁。

1958 年 2 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在通化市浑江
东岸靖宇山揭幕，同时为杨靖宇举行殉国18周年
公祭安葬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敬献花圈。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位于杨靖宇烈士
陵园内，2005年建成开放。

步入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杨靖宇将军的
高大铜像：身穿大衣，头戴皮帽，手扶枪匣，气

势凛然。苍松翠柏肃立于道路两旁，兵器园、陵
堂、纪念馆、生平业绩展厅等几座建筑依次排
布。人们到此不由得放慢脚步，对着铜像脱帽鞠
躬，满怀敬意走进纪念馆，聆听抗日英雄的故事。

“消息树”彰显革命智慧

提起杨靖宇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很多人
可能不知道，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是河南确山
人。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党组织
派往东北工作，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1933 年，
中共中央提出要在东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杨靖宇积极响应，广泛联合各支抗日队伍。1934
年，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杨靖宇任总
指挥。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致电以杨靖宇
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称颂其为“冰天雪地里
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基本陈列分为六个篇
章，分别是“屈辱篇——民族苦难”“义勇篇——还
我河山”“众志篇——烽火关东”“喋血篇——配合
抗战”“艰苦篇——烈忾英魂”“胜利篇——东北光
复”。在第四部分“喋血篇”，陈列着两根看起来
普通却别有意义的木头，被称为“消息树”。仔细
观察，刻在木头上的文字隐约可见。

“‘消息树’在抗联部队互通有无、传递消
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化市革命烈士陵
园管理中心宣教部部长姚帅如告诉记者，东北抗
日游击战最艰苦的时候，为保存实力，抗联部队
转战于深山密林之中，战士们充分发挥智慧，将
随处可见且不易被敌人注意的木头改造成“消息
树”，作为部队之间沟通联络的工具。

姚帅如讲起了一个“消息树”立功的故事：
1936年，在集安市老岭山区二道崴子，杨靖宇率
部伏击伪奉天骑兵教导团。抗联队伍提前埋伏在
骑兵教导团的必经之路，当走在前列的 3 个敌兵
踏进埋伏线时，杨靖宇立即命令警卫员将消息树
放倒，鸣枪为号，以示伏击开始。这场伏击战共
俘敌 200 多人，缴获三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一
挺、三八轻机枪两挺，还有大量的粮食、布匹和
其他军用物品。

“‘消息树’的另一个作用是抗联战士们练
字的工具。”姚帅如介绍。考虑到大多数战士出身
贫苦，抗联部队里建立了识字班。在物资匮乏的
情况下，树干、树皮、雪地……都成了战士们的
练字板。

“携手吧！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
展厅里响起铿锵有力的抗联歌曲，屏幕上浮现出
战士们在密营里储备军需、宣传抗日、缝制冬衣
等一系列画面。密营由原木搭建，顶盖用树皮树
枝覆盖，便于隐匿在山林之中。功能比较完善的
密营群落，包括指挥部、兵营、厨房、药房等。“这些
深山中的密营遗迹，是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条件下
发挥革命智慧、坚持斗争的见证。”姚帅如说。

马鞍见证不屈意志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首 《露营之
歌》，是经历过 50 天断粮危机的李兆麟将军和战
友们在东北抗联西征途中所作，战斗的艰辛从中
可见一斑。

在杨靖宇将军生平业绩展第一陈列室，有一
只破旧斑驳的马鞍，它陪伴了杨靖宇的西征历
程，也见证了抗联战士们不畏艰险的钢铁意志。

为打通东北抗联与党中央及关内红军的联系
渠道、摆脱东北抗联孤军苦战的被动局面，1936
年 6 月、11 月，杨靖宇组织抗联一军一师、三师
先后两次西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消灭了一
批敌军有生力量。

1936年秋，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师骑兵部
队从长白山根据地出发，向热河方向西征。当队
伍到达辽河岸边时，由于辽河尚未封冻，部队无
法继续前进，先行至一个岔沟休整，却逢敌人集
结7000人的兵力赶来包围。敌人在沟外喊话，许
以高官厚禄，威胁酷刑斩首。然而任凭敌人软硬
兼施，战士们始终严守纪律，不为所动。两军对
峙到深夜，杨靖宇下令突围，十多名战士率先向
敌人的帐篷匍匐前进，靠近后投掷手榴弹，随后
骑兵大队快速突围，一连穿过敌军 8 道帐篷搭成
的封锁线，冲出包围圈。

这次西征被党中央评价为“东北抗日联军同
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
探”，对打击日本侵略者意义重大。抗联部队所到
之处，百姓欣喜相传：“东山里的红军打过来了！”

展墙上一幅老照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姚帅
如介绍，这是杨靖宇的女儿马躲在向自己的女儿
讲述“躲儿”这一名字的来历。1928年秋，杨靖
宇被党组织派往河南信阳，临行前，他回乡看望
家人。此时他的女儿刚出生 5 天，妻子郭莲让他
给孩子取名，杨靖宇说：“我为了干革命东奔西
走，你们因为我东躲西藏，这孩子就叫‘躲儿’
吧。”此次分别后，杨靖宇再也没有回过家，而郭
莲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化名杨靖宇的抗日英雄正是
自己的丈夫马尚德。

听完了躲儿的故事，不少参观者悄悄抹起了
眼泪。

炕桌体现团结力量

在第二陈列室有一张照片，记录了杨靖宇牺
牲时的遗物，其中有一把大镜面匣子枪。“这把枪
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前，向敌人射出最后一排子弹
的双枪之一。它背后还有一段团结抗战的故事。”
姚帅如说。

1935年，东北抗联部队联合抚顺抗日“山林
队”共同作战。杨靖宇让随从人员赠送给“山林
队”领头人朱海乐的部下两支步枪，作为联合抗
日的纪念。朱海乐深受感动，便把自己经常使用
的大镜面匣子枪送给杨靖宇，当作并肩作战、坚
决抗日的信物。从此，这只手枪一直伴随在杨靖
宇身边，直至生命的最后。

东北抗联军在艰苦环境中持久奋战，离不开
广大群众的支持。展厅左侧摆放着一只炕桌，这
是抗联部队经过长白山单大娘家时用过的。

“九一八”事变后，不少土匪打着抗日的旗号
大肆劫掠，以至于村民们听说“部队来了”便心
惊胆战。一次，抗联部队路过长白山一处屯子，
想要借宿一晚，里面的农户却怎么也不肯开门。
第二天，天色刚亮，村民单大娘蹑手蹑脚开门查
看情况，看见地上整整齐齐睡满了人。一名战士
过来道歉：“大娘，天太冷了，我们把您家的谷草
拉开当铺垫了，这就收拾好！”

单大娘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抗联战士，接连说
了几声：“你们真好，真好啊！”她请战士们进
屋，在炕桌上招待了早饭。部队临走前一家家访
问乡亲，宣传抗日思想。等到队伍集合准备出发
时，屯子里的大人小孩纷纷出来欢送。

回顾抗联历史，鱼水情深的故事比比皆是：急
行百里为部队送鞋的“鞠百川”，严守抗联战士行踪
秘密的村民，不给百姓添麻烦、不和百姓过春节的
部队规矩……时隔多年，研究党史的同志走访抗联
部队战斗过的地方，许多村里的老人对他们的故
事记忆犹新，有的还会唱几句抗联歌曲。

“每年都会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参观者，清明、
‘九一八’、国庆等时节，前来缅怀先烈的人尤其
多。”姚帅如说。身处和平年代，人们依然铭记那
段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永远缅怀那些挥洒热血
的民族英雄。

精美夺目的动物纹金带饰，神秘古朴的突厥石人像，华丽考究的契
丹贵族马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日前开幕的“长城内外皆故乡——
内蒙古文物菁华展”，一件件来自内蒙古的珍贵文物让人领略到北疆草
原的独特风采，同时也感受到多元文化交融激荡的魅力。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正北方，不仅有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也有
山脉、湖泊、盆地和沙漠戈壁。横贯东西的长城，见证着中原农耕文
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了著名的“长城地带”。长城地
带是游牧和农耕生产方式的过渡地带，也是一条特殊的文化地带，留
下了丰富的文物遗存。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
古自治区文物局联合主办，展示了240多件套精品文物，通过“农牧结
合的早期形态”“长城的修建与民族交融”“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
融”三个单元，系统揭示内蒙古地区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
融合、升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
过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内蒙
古以草原游牧生活为主，事实上，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族群的
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距今3500年左
右，受干冷气候影响，草原地区才逐渐形成“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
式。在展览的第一单元，几件夏商时期的彩绘陶器引起记者注意。这
些陶器是专门制作的随葬品，器身上绘有连续、繁缛的几何纹，这在
中原地区同时代的陶器上几乎看不到，却与中原青铜器上的纹饰较为
相似，表明了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姻亲关系。

“许季姜”青铜簋也反映了东胡民族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交流。此
簋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是春秋时期许国 （今河南许昌一带）
铸造的礼器，有使用痕迹，后在战国时期才随墓主人入葬。器底铸铭
文“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有学者推测这是许国姜姓
女子嫁入胡地时的随嫁礼器。

春秋战国时期，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袭，秦、赵、燕等诸侯国
纷纷修筑长城。秦汉两朝亦大规模修建长城，并不断完善其防御功
能。但长城并没有阻断双方的交往，汉匈和亲、边关贸易、张骞凿空
西域等都促进了长城南北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展厅里有不少光彩照人的汉代金饰品，体现了多元文明的融汇。
一套出土于鄂尔多斯的金镶贝玉首饰，由长方形鹿纹金饰牌、方形嵌
蚌金串饰、包金玉佩等组成，其中的鹿纹是典型的草原风格纹饰，嵌
蚌及其周围的连珠纹工艺则具有波斯等西方文明的工艺特征。一块出
土于通辽的金饰牌，是萨满主持祭祀活动时佩戴的饰件，中间雕有一
高鼻深目、头戴尖顶帽的女性，两侧各有一只怪兽，与西伯利亚地区
出土的双狮守护圣树金饰牌极为相似。

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唐代金银器举世闻名，而在内蒙古赤峰哈
达沟唐代窖藏中，也出土了一批工艺水平很高的金银器。摩羯戏珠纹
金花银盘体形硕大、做工精湛，摩羯纹金花银提梁壶造型优美、刻画
逼真，充分体现了唐代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精美华丽的金银
器艺术风格。

辽代陈国公主墓等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奢华富丽，令人叹为观
止。高翅冠是契丹贵族妇女专用的一种冠饰。陈国公主墓的高翅鎏金
银冠，冠顶缀饰道教原始天尊像，反映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的传播。
而乳钉纹玻璃盘等西方玻璃器的出现，表明宋辽时期中国北方与中
亚、西亚的经贸交往依然繁荣。

此次展览不仅汇集了内蒙古多家文博考古单位的文物精品，还展
示了国博“压箱底”的宝贝。成吉思汗圣旨银牌为首次展出，银牌一
面刻着“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汉字，另一面刻着蒙文，上錾虎头
饰。据介绍，成吉思汗时期的圣旨牌除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外，在
内蒙古清水河县还发现一八思巴文圣旨银牌，在索伦镇发现一八思巴
文圣旨金牌，此外，俄罗斯还藏有3枚，日本藏有2枚。

国博馆藏《九边图》屏也是首次与观众见面。此屏共有12幅，正
面为绢本，粘贴于12块木板之上，画面整体采用写实的青绿重彩山水
画法绘简略地图。明代为防御蒙古南下，在北部边疆设置了九个军事
重镇，东起辽东半岛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形成九边防御体制。九边
屯戍连绵，城堡遍布，是抵御蒙古入侵的屏障，但在和平时期，又是
明蒙之间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地带。此屏摹绘的原本是明嘉靖年间
许论所著 《九边图论》，图中详细绘出九边内外的城镇关堡、蒙古营
帐、山川河流等，主要城镇之间还标有距离里数，为研究明代边防体
制和北疆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华夏之华——
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开幕式在清华大学艺术
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由清华大学与山西省文物
局共同主办，展出山西省 11 家文博单位共计 300
余件古代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达半数以上，展品
年代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明代跨越1万年。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相对
封闭的特殊地形，保留了大量珍贵文物。“历来有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说法，其
实山西不仅地上文物非常丰富，地下文物也相当
可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
说，这次展览的目的是利用山西文物来呈现山西

在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展出
的很多文物是人们在教科书、图录著作上看到过
的，极具代表性。

展览分为文德幽明、瑞节信玉、道生器成、
万流归一、汉唐奇迹、画妙通神六个单元。从庙
底沟文化彩陶壶到龙山时代线刻神面纹玉戚，从
商代龙形觥到西周晋侯鸟尊，从北魏彩绘乐舞俑
到北齐娄睿墓壁画，从唐代石雕菩萨立像到明代
真武大帝坐像……展品类别丰富，精品众多，为
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春秋蟠螭纹铜鼎入藏仪
式。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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