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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高晓梅——

30年用心护长城
本报记者 刘乐艺

用脚步丈量长城

内蒙古长城资源丰富，境内分布有秦、汉、明
等多个朝代的长城，总长度7570公里，占全国长城
的 1/3。由于长年遭受风吹雨淋及人为破坏，保存
较好的完整段少之又少，古长城保护迫在眉睫。

考察长城古堡，拍摄长城现貌，研讨长城保
护，宣传长城文化……在高晓梅看来，“爱长城，不
能只是嘴上说说，要付出实际行动。”

一个双肩包、一部手机、一台照相机、一个笔
记本，这是高晓梅行走长城的“标配”。

每年365天，至少有300天，她不是在长城，就
是在去往长城的路上。曾有朋友开玩笑说，“高晓梅
的脸快晒成‘长城色’了。”

丰镇市、凉城县、和林格尔县……为保护尚存
的内蒙古长城，她时常与其他长城文化爱好者去长
城沿线考察。“主要是察看长城的安全情况，如果发
现险情，就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高晓梅说。

行走长城之路有不少艰难和风险。一次，高晓
梅一行人去考察位于内蒙古清水河县的栜木塔长
城。由于下山时天色已晚，四处一片漆黑，汽车在
山上绕来绕去，怎么都找不到下山的路。“当时我有
点受凉，下坡弯道多，胃里翻江倒海，呕吐不止。”
高晓梅告诉记者，那天一直折腾到晚上10点多，才
找到安全下山的路。

还有一次，由于坡陡路滑，高晓梅一不小心从
长城城楼滚落至城墙脚下，幸得树丛阻挡，才没有
摔下山去。等她回到车上，低头一看，裤子磨出一
个大洞，相机的遮光罩和镜头盖也不见了。

然而，各种困难都吓不倒这位坚强的女子。多
年来，她坚持用双脚丈量长城。“下雨了，就找个山
洞躲一会儿；走路走饿了，就冲盒泡面填肚子。”高
晓梅坦言，在长城上行走了快30年，该经历的困难
早就经历过了，对于一切艰辛和挑战，她早已习惯。

她将行走长城的所思所感凝诸笔端。自2016年
起，高晓梅连续 4 年组织召开内蒙古长城研讨会，
先后出版了《情系长城》《长城华章》《话说长城》
等书籍。

2021 年3 月出版的 《故塞长风——内蒙古明
长城科普摄影集》是高晓梅比较满意的作品。3
年时间里，她背着相机，先后到内蒙古兴和县、
乌海市、阿拉善左旗等地，沿着明长城的走向
一路考察、调研、拍摄，记录了长城沿线边
堡、关口、墩台、马市等文物古迹的现状。摄
影作品配文结集成书，为长城保护和修复提供
了一手资料。

摄影集出版后，部分摄影作品还在内蒙
古展览馆展出。这是内蒙古首次举办明长城
摄影作品科普展，为大众奉献了一场长城文
化盛宴。

长城情结代代传

高晓梅为何如此执着于长城保护事
业？这与她父亲高旺有着莫大关系。

1935年出生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的高旺，是长城研究专家。

1977年，在清水河县广播站当记
者的高旺，偶然间读到古建筑学家罗
哲文撰写的一篇关于长城的文章，激起
了对长城文化的兴趣，他决定自己实地走访、搜集
资料，填补相关研究资料的空白。“父亲经常去长城
沿线乡镇，听老乡们讲发生在长城脚下的历史故
事，写了许多有关长城的稿件。”高晓梅说。

了解得越多，高旺对长城的爱就越深。上世纪
80年代，他萌生一个计划——自费徒步考察长城。
对于经济并不宽裕的他来说，自费考察万里长城谈
何容易？高旺卖掉了自家住的窑洞，才凑够钱买了
台海鸥相机。为了节省经费，考察途中，他经常到
老乡家借宿。

有一次在路上，高旺的提包被偷了，里面装有
他近两个月考察长城收集的资料。他急得几天吃不
下饭，只能凭记忆将资料再整理出来。自此他吸取
教训，之后的考察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家里
邮寄资料。

一路走来，高旺始终未曾言苦，走到哪里，就
把“爱我长城”的宣传带到哪里。“每次看到长城被
破坏，他都很心疼。”高晓梅说。

1989年，在清水河县考察长城时，高旺发现部
分村民偷偷拆掉长城砖，用来盖猪舍、围羊圈。他
当即制止，并向上级写材料汇报情况。这一问题引
起内蒙古及周边省份的重视。不久后，清水河县与
山西省偏关县、平鲁区共同组建“偏平清联合保护
长城委员会”，协同开展长城管理和保护工作。

高旺不光考察长城，还研究长城。在实地踏勘
中，他得出不少新认识、新发现，纠正了学界一些
不准确的观点。例如，他发现长城不仅仅是汉民族
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在辽、金、元等朝代，许多
少数民族也曾参与修筑长城。

东起辽宁虎山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历经20
年风雨，高旺走遍了内蒙古、宁夏、山西等9个省
区市，行程达4万公里，收集了关于历代长城的资

料1000多万字，拍摄照片1万多张，整理出版《长
城访古万里行》《长城烽火》等多部著作。

高晓梅从小跟随父亲考察长城，对古人留下的
这一建筑奇观深深着迷。

“10 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长城，感觉特别新
奇，拽着父亲的衣角，不停地问这问那。”高晓梅回
忆说，父亲耐心地告诉她，脚下的土墙就是长城，
他们一起爬过的土墩子是烽火台，鸿门口遗址曾经
是一处交易市场，每到开市，牧民们便赶着牛羊来
这里换生活用品……

“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工程奇迹，长城是需要
保护的。”那天，父亲对她说的这句话，她至今记忆
犹新。一颗“长城梦”的种子在她心中悄然播撒。

高晓梅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
一家媒体当记者。1993年，高旺决定创办全国第一
份中英文长城期刊《万里长城》，人手和经费都很紧
缺，困难重重。25岁的高晓梅毅然从原单位辞职，
帮助父亲创刊。1999年，父亲去世后，高晓梅加入
内蒙古长城研究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一名全
职的长城文化研究者。“我的哥哥和弟弟也帮助父亲
做过不少工作，但只有我一直坚持下来，把长城研
究和保护作为自己的事业。”高晓梅说。

正如当年高晓梅受父亲高旺的影响爱上长城，
高晓梅的儿子王东麟也受她影响，从小就对长城文
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2017 年，14 岁的王东
麟参加“体验长城魂，共筑
中国梦——2017 海峡两岸暨
港澳地区青年学生长城夏令
营”，并在结营仪式上发言。
2018年，王东麟出版书籍《我
以笔墨话成长》，其中多篇作品
讲述了他与长城的故事。

让更多人爱护长城

从 《万里长城》 编辑到呼和
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这些
年，尽管身份在变，但高晓梅对
长城的热爱却未改变分毫。

打开她的随身挎包，里面放
的不是化妆品，不是暖水杯，而
是相机和各种介绍长城的资料。
这些年，她逢人便讲，遇景就
拍，努力将内蒙古长城文化推广
出去，呼唤更多人关注长城、保
护长城。

高晓梅是呼和浩特广播电台
直播节目《品味书香》的常客。每
次上节目前，她都会认真准备，确
保自己能准确回答关于长城的各
种提问。节目主持人江红敬佩地
说：“为了不到1小时的直播，高老

师会准备3天，这充分体现了她的严谨认真。”
2016年6月，高晓梅接到一个任务——为《长

城》特种邮票在内蒙古选景。“国家邮政局找到我协
助工作，我把内蒙古长城的基本情况向他们作了简
要介绍。”高晓梅说，大家经过反复商议，最终选定
清水河县明长城作为取景地，将晚霞映照的长城美
景用镜头记录下来。《长城》特种邮票第四枚“长河
飞龙”，就是根据这次拍摄的画面设计出来的。

“邮票发行那天，我起大早去排队购买。拿着这
套邮票，我感到很自豪，因为其中一枚邮票的设计
与我有关。”高晓梅高兴地说。

因为长城，很多人认识了高晓梅，又因为高晓
梅，很多志愿者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中。由于在长
城保护方面所做的贡献，高晓梅被呼和浩特市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评选为2019年度“青城好人”。

近两年，高晓梅依然不遗余力地奔走着。她走
进学校和街道，宣讲长城文化；根据实地调研和思
考，撰写了清水河县丫角山长城开发旅游的可行性
报告……

“可喜的是，长城保护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
视。”高晓梅说，内蒙古的长城故事还有很多可待挖
掘，她正在创作“长城拥抱黄河”系列文学作品，
期盼能让更多人了解长城、爱护长城，“让长城永远
留在我们的视线里”。

文明中国责编：邹雅婷 邮箱：zytbb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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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年前的面条是什么样？最早
的酒和茶是怎么诞生的？黄瓜、茄
子、胡萝卜是从哪里传入中国？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饮
食文化展”上，丰富多样的文物、内
容详实的展板、有趣的互动体验，让
观众了解许多与饮食有关的知识，品
味“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味道。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绵长而厚重，
不仅包含造型精美的饮食器具、自成
体系的烹饪技艺、浩如烟海的典籍制
度等，还孕育衍化出一系列影响中华
文明发展进程的哲学观念、政治智慧
和科学思想，同时也为传统音乐、舞
蹈、绘画、雕塑、诗歌等诸多文艺创
作提供了不竭源泉。

此次展览分为“食自八方”“茶韵
酒香”“琳琅美器”“鼎中之变”“礼始
饮食”5 个单元，展出文物 240 余件
（套），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
不同角度出发，全面展示中国古代饮
食文化的发展变迁，生动呈现古代劳
动人民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画卷，表
达中华民族对丰衣足食美好生活的憧
憬与追求。

在“食自八方”单元，良渚文化
时期的炭化稻米、春秋时期的炭化麦
粒展现了中国人以谷物为主的饮食传
统，栩栩如生的动物陶俑讲述了“六
畜三牲”的故事，一组装有鸡、鱼、
蔬菜、水果及糕点的明代陶供碟反映
了古人多元化的饮食结构。

在“茶韵酒香”单元，历代茶具
和酒器体现了茶文化和酒文化的变
迁。耳杯又称羽觞，是中国古代的一
种盛酒器具，外形椭圆、浅腹、平
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好似鸟的双
翼。展厅里的“曲水流觞”场景，再现了古人雅集的盛况。古代文
人酒会时，面前是潺潺流水，酒杯顺着水漂流而下，漂到谁面前，
谁就要举杯一饮而尽，并吟诗咏怀。点茶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中
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化活动，折射了宋人精致风雅的生活美学。展厅
中播放的视频介绍了宋代点茶技艺的完整流程，黑釉兔毫盏等展品
令人怀想宋人斗茶的精彩场面。

“美食配美器”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在饮食文化中的体现。“琳
琅美器”单元分为“陶之古朴”“青铜威仪”“漆木华美”“瓷之风
韵”“金玉典雅”5组，展示了不同材质的饮食器具及其在中国古代
饮食文化中的重要性。一套华丽的朱漆皮胎彩绘葫芦式餐具盒格外
引人注目。早在东周时期，就出现了餐具统置于一器的餐具盒。这
套皮胎餐具盒为清代器物，通体朱漆彩绘，包含大盘、小盘、不同
尺寸的碗、圆碟、海棠花口碟、酒杯、饭匙等，诸器外壁或内心分
别彩绘折枝花、牡丹、桃花、梅花、山茶、荷花，美不胜收。

此次展览还设有多项互动项目，观众可以尝试用模具制作面
点，还可以体验古人席地而食的生活习惯。策展人表示，希望通过
好看、好玩、能体验的内容，让广大观众感受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
博大精深，感知中华民族贯通古今的生活趣味。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山西博物院推出“晋韵华彩——
山西琉璃艺术”展，汇聚300余件（组）山西琉璃艺术精品，展现中
国传统琉璃艺术的独特魅力。

山西自古就是琉璃生产、使用的重要地区。山西琉璃，应用广
泛、传承有序、流派众多，是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传承千年而熠
熠生辉。

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天地凝韵”梳理了早期琉璃艺术
发展历程。山西各地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低温釉陶明器；北朝
时期，诸多重要遗址中都可见铅釉陶器；隋唐时期，三彩釉陶成就
斐然；两宋时期，建筑上和墓葬中出现了许多琉璃精品。

第二单元“庙堂神韵”集中展示元、明、清时期山西琉璃的制
作技艺与优秀作品。元代琉璃技术发展进步，元初创建的永乐宫，
各殿瓦顶上的琉璃构件制作技艺极高。明代市民经济发展，城市繁
荣，寺庙兴建，琉璃制作规模、技术均创新高，琉璃艺术佳品丰富
多彩。清代琉璃制造业开始衰退，建筑构件格式化，屋顶上素面脊
筒增多，但很多工匠世袭传承，依然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

第三单元“古彩新韵”，反映了一脉相承的工匠精神。山西传统
琉璃制作技艺一直延续至今，在阳城、太原、河津、介休等地，依
然保留着不少烧造琉璃的工坊。传统技艺的传承与现代技术的应用
相结合，使得琉璃这一古老艺术焕发出时代光彩。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20日。

1月6日傍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寒风凛冽。高晓梅不顾严寒，拨开丛丛酸刺，登上大青山南
麓一处低矮的山坡，架起相机，对准连绵的山脊。在她的镜头中，一条黄色“巨龙”蜿蜒于山岭，这便是有着2000
多年历史的战国赵北长城。

高晓梅今年54岁，是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近30年来，从考察调研到科普宣传，高晓梅一直致力于长
城保护事业。近日，高晓梅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与长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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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明长城科普摄影展在内蒙古展览馆开展，高晓梅
（右一）向观众做介绍。

1993年，高晓梅与父亲高旺 （右） 讨论稿件。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山西博物院展示多彩琉璃

清朱漆皮胎彩绘葫芦式餐具盒。 杜建坡摄

清代建筑上的琉璃脊饰。 山西博物院供图

高晓梅（右）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考察长城时向羊倌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