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族入关以后， 满蒙一
家， 中国北方再无其他强悍
游牧民族南下， 作为屏障的
长城逐渐失去其军事防御功
能， 尤其是邢台沿线的长城
关隘， 逐渐演变成了客商进
出两省的边防检查站。

马岭关也是这样。 设立
边防检查站， 是因为这里有
条古道， 古道从关隘延绵至
山下的村庄。一路全是石板，
因为千百年来各种鞋底的踩
踏，已经光滑如鉴，石板和缝
隙里是风干的羊粪蛋。

不仅在马岭关， 在鹤度

岭、支锅岭、黄背岩等长城脚
下，都有这样的古道，邢台人
与晋、陕、甘、蒙的交往，都得
通过这些道路。

在邢台的西部， 常见百
年前的石砌、 砖垒的深宅大
院， 每一个大院都有着一个
商帮兴衰的故事。这些商帮，
行走在这些道路上， 跋山涉
水、闯关过隘，汗水滴入石缝
中滋润了古道旁的野花，行
囊装满亲人的希冀留下了邢
商的辉煌。

石头垒筑的屏障在历史
长河中会湮灭， 崖高千尺的

天然屏障也会被翻越， 只有
老百姓一步步踩出的道路，
默默无闻而又留存久远。

马岭关、支锅岭等，乃是
冀晋两省相通的咽喉要道。
随着时光的流逝， 邢昔、邢
和、邢左公路的开通，一个个
关隘被废弃， 一条条古道也
长满了杂草。

兵戎交锋和马帮驼铃早
已消失， 只有关口古道上的
羊倌和羊群， 依然守望着永
恒的风景。 还有那时不时前
来踏青赏春的游人， 若有所
思般地，遥望着绵绵青山。

� � 邢台市所辖明长城，是
在晋、 冀省界线上所筑内长
城之南段， 全长 50 余公里，

是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一部
分。因山险制宜，在较缓山面的交通
要道筑墙设关， 使山险与墙体有机
结合。

邢台明长城主要有鹤度岭、马
岭关、黄榆岭、支锅岭、黄背岩、大岭
口等处， 这几处关隘多建于明嘉靖
年间， 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而
建。 历 400 余年沧桑， 今大部分圮
废。

明长城：
隐踪青山顶 葺本报记者 麻国栋

� � 在邢台县明水村遥望马
岭关，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
影子， 类似烽火台。 拾级而
上，仍只露出一角，在荆棘杂
草的掩映中忽隐忽现。

直到走完最后一个盘山
道， 马岭关就像突然从天而
降似的出现在眼前。 青石门
楼高大威严， 两旁是带有垛
口的青石围墙， 沿着太行山
顶延绵远去。

马岭关东、南、北三面环
山， 西临深涧， 中为小型盆
地， 南、 北峰巅各有烽燧相
应，西坡有敌台监视涧桥，能
攻易守。

东墙体顺山之陡坡边缘
而筑，长约 800米，西墙沿山
涧东坡而筑，长约 400米，有

东、西二关门，原门荒废，今
天的门为 1984年重修，但也
有所坍塌。

门楼西边， 有两孔平顶
石窑，左边一孔已经坍塌，右
边一孔前脸塌了半块。 这是
古代守关人员的值班室，现
在有烟熏的痕迹， 成了羊倌
的临时住处。

本市美术家牛之问曾撰
文：

遥想当年， 这里应该是
另一番景象：高大的关楼下，
守关人员逐一检查过往的行
人，驴叫马嘶，热闹非凡，关
城像一个繁华的小镇； 云梦
观里，香火旺盛，大殿旁边的
厢房里， 可以留宿来不及下
山的客商； 慕名游山的文人

骚客和地方官员在道人的引
领下登临主峰，或引吭高歌，
或赋诗题壁……

文人为之赋诗， 也并非
杜撰。 1251 年，郭守敬治理
达活泉河道， 大诗人元好问
专程来邢，写了《邢州新石桥
记》一文，并登临马岭关，惊
叹于太行山的峻美和马岭关
的雄奇， 曾赋诗数首。 其一
曰：

西岭秋高大陆前， 马岭
寒影踏遍天。

群峰不断浮云色， 绝排
长流落日悬。

地险关门衔急峡， 山奇
削壁挂龙泉。

何人更遇青泥饭， 有客
空歌白石篇。

� �“地险关门衔急峡，山奇
削壁挂龙泉。”元好问的这一
句诗，绝非夸张。

据《汉书》记载，汉高祖
三年，韩信屯兵山西上党，用
奇兵一举破井陉， 消灭了十
余万赵代联军。 他的统帅部
就设在了马岭关。

唐天佑三年， 河东元帅
李克用遣其大将李嗣昭领兵
数万攻打邢州（邢台），进兵
路线和韩信一样，沿和顺、昔
阳县东进， 企图抢占马岭关
一带制高点。 但邢州守将朱
全忠令骁将张范伏兵马岭关
一带天险， 结果李嗣昭还未
看到马岭关的影子， 先头部
队已被歼灭。最后，李嗣昭终
因无法突破，大败回返。

1937 年，红军先头部队
沿太行山东进， 也曾因首先
抢占了马岭关险要， 以一个
连的兵力， 一举歼灭了国民
党田福义部驻扎在明水村装
备精良的一个营， 建立了宋
家庄以西的抗日政权。 1942
年， 盘据在邢台的日军向西
山区扫荡， 因慑于马岭之险
要，未敢到宋家庄以西。而山
西东犯之敌千余人， 当进到
昔阳县铺上村时，因怕遭八路
军伏击，也是迟迟未敢闯关。

邢台有着 3500 年的建
城史，但也从那时，就开始受
到戎狄的进犯。 自周成王末
年（公元前 1033年）起，戎狄
屡见于史书。

戎狄一打就跑， 不打又

来了，怎么办？ 筑长城。 赵武
灵王时， 就曾在太行山筑长
城，秦朝筑长城主要在北方，
主要抵御大漠来的敌人。

到了明朝， 明英宗被瓦
剌俘虏， 给了王朝极大的震
动， 再次开始大规模修筑长
城。在太行山修长城，主要是
为防止北方民族绕道太行山
入侵中原。

然而，8 年之后，也就是
嘉靖二十九年， 鞑靼人就长
驱直入北京郊区， 烧杀抢掠
数日，满意而去。明王朝耗费
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的长城，
被撂在一边，空余笑谈。

天时地利人和， 人借助
天时、地利，会省很多事，但
仅凭天时地利，反而会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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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张爱坤不慎将二代

身 份 证 丢 失 ， 证 号 ：
132228198108172416， 声
明作废。

灭失声明
王占立名下机动车冀

E1J673，车辆型号HJ110，车辆识
别 代 号
LC6XCHX2190B82752， 发动
机号152FMH。此车为黄标车，
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
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此
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一
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
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
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请
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邢台市救助管理站于
2013 年 9 月 19 日，接收救
助公安部门护送来站的一
名女性流浪精神病人，无名
氏，年龄 35 岁左右，精神异
常、身体虚弱，提供不出本
人的有关信息。现此人在医
院救治期间，病情恶化经医
院抢救无效， 于 2015 年 4
月 21日死亡。

望其亲属自登报之日
起三十日内，携带认领人和
此人相关身份证明来我站
认领该尸体， 逾期无人认
领，我单位将按无主尸体处
理。

联 系 电 话 ：0319—
2616275

邢台市救助管理站
二 0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尸体认
领启事

邢台市救助管理站于
2013 年 10 月 2 日，接收救
助公安部门护送来站的一
名男性流浪精神病人，无名
氏，年龄约 50 岁左右，精神
异常、身体虚弱，提供不出
本人的有关信息。现此人在
医院救治期间，病情恶化经
医院抢救无效， 于 2015 年
4月 21日死亡。

望其亲属自登报之日
起三十日内，携带认领人和
此人相关身份证明来我站
认领该尸体， 逾期无人认
领，我单位将按无主尸体处
理。

联 系 电 话 ：0319—
2616275

邢台市救助管理站
二 0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尸体认
领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