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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長城上讓我折腰的嚴欣強
李少白

從九十年代初，我就開始爬長城，拍攝長城了！起因是，我發現有相當多

的攝影家是因為長城拍的早、拍的好而出名的。長城是一個重大的題材，也是

一個非常豐富的攝影礦藏，我也很想借長城這個偉大的平臺使自己的知名度得

以提高。有一次在拍攝長城的過程中，結識了讓我很欽佩的攝影家翟東風。當

我讚賞他的長城攝影成就時，他卻謙虛地搖頭，說擔當不起，並說我誇他的話

應該用於另一個人的身上才合適，此人名叫「嚴欣強」。說來也巧，就在翟東風

讓我知道拍攝長城有一個叫嚴欣強的達人後，第二天我就在北京箭扣長城的一

個敵樓內遇到了嚴欣強先生。從此，我就和嚴先生成了朋友。我認識嚴先生之

後，很快就受到了打擊和刺激。我是一個很要強，也很自信的人，在長城上爬

上爬下的結果，除了積累了一批從數量到質量上都相當驕人的片子外，還在內

心裡儲蓄了志奪天下的豪氣。可是當我看到嚴欣強所拍攝的照片後，我卻泄了

氣。這些照片讓我感到自己真有些夜郎自大，因為他的那些照片很多是我不僅

未見，甚至是未聞的。我醒悟到，面對長城，面對真正熱愛長城的攝影人，我還

遠遠不夠，要想在長城上爭雄，還得把嚴欣強先生當成老師，當成對手。從此，

我只要有時間，總是不放過機會追隨着他去爬長城。嚴先生胸懷寬廣，不因我

爭強好勝、把他當成對手，而對我排斥拒絕，而是主動地向我提供有關拍攝長

城的信息、知識、經驗，而且只要有可能就帶領着我去長城，尤其是那些我從

未接觸過的長城，他更是力爭讓我能隨他前行，並且介紹我加入了中國長城學

會，認識了更多的長城專家，得到了更多的了解長城的機會。

雖然如今在拍攝長城上我已可以算功成名就了，但是我在嚴欣強面前依然

還是要折腰。不僅在拍攝長城上，他是我最尊敬的老師，而且至今仍是我拍攝

長城的最強大的對手之一。他雖然是學美術出身的，但他拍攝的長城照片，不

喜歡玩光弄影，不喜歡用雲啊、霧啊、雪啊、花啊來給長城塗脂抹粉，而是非

常平實地描繪了長城的本來面目。他的照片多數看來頗平淡，但平淡卻是一種

高級。就在那些貌似平淡的長城圖像中，我分明看到了長城在嚴欣強心中偉大、

崇高的位置，又清楚地看到了在長城巨大的軀體上，閃着嚴欣強溫和、親切、

摯愛的目光。

希望廣大的讀者看了嚴先生的長城照片和讀了我對他的介紹，即便不折

腰，也能對他有一個深度地了解：他是一個真正持久熱愛長城的人，而且知道

如何將對長城的愛轉化成有價值的照片的人！

李少白

中國當代著名攝影家。1942 年出生於重慶市。

曾就讀北京體育學院足球專業，畢業於北京郵電

學院無線電技術專業。先後任《大眾攝影》、《中

國攝影》、《攝影與攝像》等雜誌的編委，並任中

央民族大學現代圖像藝術學院客座教授。 

李少白先生是一位堅持從人本主義的審美角度展

現、詮釋中國傳統標誌性建築（群）的攝影家。

出版了《李少白攝影作品選》、《神秘的紫禁城》、

《偉大的長城》、《走進故宮》、《中國長城之最 -

司馬臺長城》、《長城野韻》、《看不見的故宮》、

《看不見的長城》等多本畫冊，視角獨特，影響 

深遠。 

李少白的長城和故宮攝影作品曾在北京、上海、

臺灣等地展出，並在法國、德國、日本、愛沙尼

亞、瑞士、美國等國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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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兩千年來，在中國北方，伴隨着農業文明和遊牧文明衝突與交流的歷程，

築高牆、修長城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也見證了中華民族的誕生與壯

大，中國人可以說是世界上修築長城歷史最長的民族。如果說毛主席的「不到長

城非好漢」濃縮了國人的英雄情懷，那麼《義勇軍進行曲》則將長城深深譜入了

我們的國魂。

相信每個首次登上長城的朋友都曾經被長城那磅礴的氣勢所震撼。有的人

因為這種震撼，踏上了走遍長城之路，用雙腳和時間來證明他對長城的熱愛。

也有人因為這種震撼拿起了畫筆或相機，用作品表達長城在他心中的美。我們

父子二人也是因為這種震撼，產生了對長城的好奇。自 1984 年以來，這份好奇

心一直驅使我們帶着求知的心態，不斷探索長城。

最初，走上長城，攀到高處，只见綿延的長城望不到盡頭，我們以為已經

了解並觀賞了長城，回家後會在拍攝的照片後面寫下時間和地點來作為記錄。

但隨着實地考察長城所收穫的知識越積越多，我們才發現這只是「看到」了長

城，而不是「觀賞」了長城。如何「消化」這些觀察所得並將其變成「營養」，成

了一個難題。如何才能從更高層次來歸納不同地段長城的特點，以及我們的感

受上的差異呢？經過多年的摸索，我們漸漸體悟到，只有從藝術的角度去觀察

長城，長城的特點才能被發現和觀賞。

那麼，藝術的本質是什麼？藝術的本質是在客觀事物中發現美的規律。畫

家從繪畫藝術的視角去觀察長城，攝影家以攝影藝術的角度去觀察長城，而若

想全面、系統地將人類對長城美的感性認識提升到藝術高度，就勢必要格外關

注長城的細節以及其形態構成。

作為經典古建築，長城的建築本身蘊含了大量的細節，相關領域也早有中

國古代建築專家在努力研究，在這裡我們無意班門弄斧 — 然而，長城上豐富

多樣的牆、臺、門、樓、雕刻該如何欣賞，又絕非「古建築」三個字可以簡單涵

蓋，因此亟需一套系統學說與之相配。

同樣的，自從新中國重新融入世界大家庭，作為最有特點的「外交名片」，

長城得到的關注熱度不斷上升，而對長城的理解和認識也迫切需要深化。介紹

長城的書籍可謂不少，但多是以歷史、旅遊或攝影為主題。時至今日，仍缺少

一本聚焦長城的細節的著作，系統性地幫助讀者領略長城的形態之美。

關於「長城的形態美」這個概念，我們所獲得的啟發最早來自於《中國藝術

教育大系》中由辛華泉先生著述的「形態構成學」。其中對構成的目的、形態的

分析等論述令人思緒豁然開朗。

「長城形態說」就是適應新時代長城觀賞與研究的新發展而產生的。它以長

城建築為研究對象，從三維空間的角度，觀察長城形態的各種構成元素以及組

成方式。在本書中，我們歸納整理了過去幾十年來觀察長城所積累的豐富資料，

抽取其中類同的部分，並用形態構成的方法比對其異同，力求將長城的形態美

分類歸納、清晰有序地介紹給讀者。期望令大家不但能從藝術的高度來觀賞曾

經看過的長城，還能留意到長城上許許多多不曾被關注的細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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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長城的牆

▲	甘肅永昌的土城牆	 呂　軍	攝

甘肅省永昌縣金川峽的明長城高達 6 米多。牆頭

寬不到 1 米。這段長城多處牆根酥化，一反下寬

上窄的梯形截面。這段長城牆根內縮嚴重，土牆

截面如同出土青銅殘矛的短柄矛頭，遠看十分高

大，近看搖搖欲墜。

▲

	山西朔州威遠堡土堡牆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威遠堡是明長城體系中的一

個軍事重鎮。古堡的夯土牆還保持着 10 米的高

度。老城的東門和南門被徹底拆成大豁口。水泥

小馬路從殘破的甕城穿過。南門兩側的夯土牆開

裂坍塌。村民採取的措施是沿着水泥小馬路修葺

帶垛牙的矮磚牆，以防即將塌垮的夯土牆危及安

全。村民對夯土牆的整體坍塌趨勢束手無策。
▲ 	甘肅高臺許三灣古城土堡牆	 呂　軍	攝

甘肅省高臺縣許三灣古城離許三灣村不到三里

地。古城北有一個帶殘圍牆的大墩。古城只有一

個南門。南門外有高 8 米多的甕城。城南門和甕

城門已是豁口。甕城牆外多處開裂，甕城牆根堆

積塌落的土塊數量頗多，估計超過兩輛大型卡車

的裝載量。

▲	甘肅永昌毛卜喇的土堡門	

甘肅省永昌縣金川峽西的毛卜喇明長城斷斷續

續，遺存的牆體高達 6 米多。斷豁處多呈土埂

狀。毛卜喇有個帶殘圍牆騎長城的大墩。大墩

圍堡東牆有一堡門洞，門洞外遍生荒草，道路湮

滅。門洞內堆積着塌落的土塊。從土塊斷面看已

有些年頭了。土長城的天敵是雨雪浸泡，無人維

護的土長城在風雨中必然會發生損毀。

▲ 	

甘肅嘉峪關外的夯土牆	 呂　軍	攝

嘉峪關是明長城西端最大的關城。明洪武五

年（公元 1372 年）築土城。明弘治八年（公元

1495 年）在土城以西建嘉峪關西關門的門臺及

門樓。明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在土城上建

東西門臺及門樓。明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

用磚包砌西關門臺及羅城（整個土關城的馬道、

垛牆也用磚砌築）。有七百多年歷史的嘉峪關，

在近六十年中得到了保護和維修，既是明長城最

西端的代表，也是明長城夯土牆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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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城牆

第一章  土城牆

根據建築施工材料，長城可分為土牆、石牆、磚牆。

「甘肅，寧夏，陝西三省長城都是土沙城牆，經長期風雨腐蝕已經基本坍

塌。」 中國第一位職業探險家劉雨田先生 1984 年開始獨自徒步明朝萬里長城，

他事後回憶： 「只有山丹，鹽池還留有一些比較完整。」   

同在 1984 年，秦皇島工人董耀會、吳德玉和張元華三人從山海關老龍頭出

發，由東向西沿長城徒步考察，並用一年半時間走到了嘉峪關。事後三人以「華

夏子」筆名合著 《明長城考實》。書中對西北長城現狀記述多為「圮坍嚴重」、「存

毀多半」、「成堆狀土脊」、「僅為土埂狀遺跡」。據我們多年在畫冊中翻看和實地

田野長城考察，他們的記述都是客觀如實的。

與石牆、磚牆相比，土牆在明長城總長度所佔比例大、修建時期早，但是

因為旅遊的發展和國人現在對長城的熱愛，土城牆是在承擔不起這份重擔。歷

史原本、真實的樣貌才是應該被尊重善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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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長城的牆

▲

	甘肅嘉峪關的土坯牆

嘉峪關高大的城牆，除了西門臺和西羅城是用磚

包砌，關城、甕城和長城主線牆，都是夯土牆。

嘉峪關的牆頂馬道和垛牆為磚砌，磚垛牆以下是

土坯（未經燒製的泥塊），掉了牆皮的地方，都

可以看到土坯的存在。嘉峪關牆高 9 米，再算上

1.7 米高的垛牆，總高 10.7 米。嘉峪關是長城夯

土牆中最神氣的代表，其關城牆因不斷的維修，

現在是（長城夯土牆）保存最完好的狀態，在河

西走廊的荒灘上顯得雄偉醒目。

▲	甘肅永昌的夯土牆

甘肅永昌金川口長城。金川口長城沿山谷而建，

遠看長城體態明顯，近看酥蝕斑斕。這段長城是

牆體尚在，垛牆不存。長城牆頂已無法站人。

▲ 	

甘肅永昌的夯土牆	 呂　軍	攝

甘肅這段長城質量最高。在牆頭明顯看到有垛

牆，使長城向背的方向感十分明確。在土築城牆

能有保存至今的土築垛牆這一點是十分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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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城牆

▲ 	陝西定邊的土長城

從陝西省定邊縣到甘肅省蘭州市，高速公路邊有

與高速路毫不相干的遊覽提示：「明代長城」。

按提示看去，長城似乎無心站立，全趴下了。看

不出一點垂線，橫直的地平面攤着一串巨大的鼓

丘，蜿蜒看不到盡頭。這是目前明長城的真實狀

態，這一段還不是保存最差的土長城。

▲	陝西神木的土長城	 羅	 宏	攝

陝西省神木縣解家堡質量差的土長城，呈現酥垮

的狀態。

▲ 	陝西府谷新民堡的夯土牆	 羅	 宏	攝

陝西省府谷縣新民堡質量好的土長城，還能看到

完整的牆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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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長城的牆

▲

	山西河曲的夯土牆	 山雪峰	攝

在河曲縣，長城沿着黃河岸邊而立，基本保持着

原有高度，但牆體分段塌垮。

▲

山西朔州的夯土牆	 郭茂德	攝

山西省朔州市高石莊鄉沙家堡的牆體立面完整。

但牆體以柱樣開裂塌垮。

▲

山西偏關的夯土牆	 郭茂德	攝

偏關縣老營堡的夯土牆還保持着 8 米的高度。這

是一段雖然高大，但正在坍塌的土長城。

▲

山西偏關的夯土牆	 熊啟瑞	攝

在山西，明長城也有內外之分。外長城位於山西

省與內蒙古自治區的交界線上。內長城沿偏關縣

柏楊嶺、神池縣、代縣、繁峙縣、靈丘縣分佈。

內長城也有很多很完整的高質量遺存地段，但偏

關縣教兒墕鄉柏楊嶺這一段長城，是山西土長城

中保存較差的地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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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城牆

▲ 	

山西朔州的夯土牆	 羅　宏	攝

山西省朔州市阻虎鄉正溝村的夯土牆有厚度欠高

度。酥垮成緩坡的夯土長城。

▲ 	山西山陰的夯土牆

山西省山陰縣的夯土牆有高度欠厚度。已是臨危

狀的夯土長城。
▲

	山西寧武的夯土牆

山西省寧武縣大水口的夯土牆基寬 5 米牆高 6

米，大部分完整。

▲ 	山西大同的夯土牆

山西省大同市新榮區鎮河堡的夯土牆基寬 10 米

有餘，牆內面斜垮成坡，牆外面還有 6 米高立面

的夯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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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陽高的夯土牆	 山雪峰	攝

陽高縣孫仁堡鄉守口堡兩側的地形險要依舊。守

口堡長城夯土牆大都保持 6 米高。夯土墩臺也比

較完整。陡峭山崖上的長城成了今天山西省大同

市長城發燒友靈感的匯集地。。每當春花遍野，

或是大雪初霽時，不光「晉」字小臥車塞滿了路

邊，其中甚至還有不少「蒙」字、「京」字牌的小

臥車來湊熱鬧。

▲ 	山西朔州的夯土牆	 山雪峰	攝

位於山西省與內蒙古自治區交界的朔州市，長城都是夯土的。看不出長城兩邊的土地有什麼區別，樹

木、莊稼，甚至民居看起來都差不多，但站在長城上，你能想像當年長城外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虎視

着這一切。當年，這列與田地極不協調的大牆就是防禦這股力量的屏障，那力量就是遠在天邊，但如

同寒風一樣可以隨便吹遍大地的蒙古騎兵……歲月散盡，蒙古騎兵的子孫過上了新的生活，而阻擋鐵

騎的高牆在春雨、清風中一點點地鬆散，回歸天地。

▲ 	山西天鎮的夯土牆	 龔建中	攝

天鎮縣李二口的長城用土夯築，即把土堆在固定

的夾板中夯實。萬里長城所經過地區的土質差

別很大。多年的雨水沖刷，土少砂多的部分就散

開、脫落，土牆就溶出大大小小的麻坑，成了長

城的「天花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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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天鎮的夯土牆	 龔建中	攝

在天鎮縣榆林口的山坡上，長城保持着原厚舊

高，但季節洪水把長城攔腰衝斷，連長城的基礎

也衝開了。長城是人修的，而自然的力量有時壓

倒了人的力量。

▲

	河北赤城的夯土牆

河北省是長城大省，但夯土長城並不多。直到今

天仍然高大、堅硬的夯土牆長城，只在赤城縣八

里莊有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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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同的夯土牆	 龔建中	攝

當年大同鎮在新平堡專設了一路「新平路參將」，

是大同鎮東路防守的第一個要害。從地圖上看這

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從實際地形上看這裡幾乎

無險可用。從現存的長城看當年確實下了不少功

夫，這是很典型的山西長城。因為現代當地人不

需從長城上取土掂地，長城僅是自然地風化，保

存狀況是山西長城中比較完好的。

▲

	河北懷安的夯土牆	 呂	 軍	攝

懷安縣的長城大部分是石堆牆，在渡口堡鄉桃溝

村才能看到幾處夯土牆。夯土牆雖然塌垮酥化，

但夯土層面還清晰。

▲ 	

北京延慶的夯土牆	 丁	 岩	攝

北京在永樂皇帝時成為明朝的首都。明長城按九

鎮劃分，北京由薊鎮和宣府鎮兩個鎮拱衛。從修

造水平和質量來說，這兩個鎮是明長城中數一數

二的。圖中延慶區外炮長城的夯土牆至今未被發

掘和開發。這是北京明長城中唯一的夯土築長

城，應該是非常寶貴，亟需認真保護。

▲ 	

河北懷來的石城牆	 張	 俊	攝

懷來縣廟港長城的石城牆在當地有「樣邊」之稱。

意思是非常高級，達到榜樣的水平。其實此處砌

長城的石頭大小沒有嚴格尺寸，也未精雕細刻。

牆立面石頭並不平整，壘砌石縫也不嚴格成行，

但大段保留了石垛牆。在石砌牆長城中因少有而

被人們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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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城牆

石城牆就是用石質材料壘砌的長城。石長城的材料，從砂岩、花崗岩、頁

岩、到河灘石都可以採用。明長城修築時通常就地取材，而石材體積有大小之

別。巨大的石塊需要眾人利用斜坡、撬槓使其翻滾就位，稍次則要多人繩捆肩

抬使其到位，一人可以搬動就算小石塊了。 

根據實地考察，石城牆用的石料有精加工、粗加工、不加工之分，石城牆

保存狀態與石料加工水平、砌石黏合灰漿質量關係很大。至今保存如初的石牆

必是兩者達標，而石料粗糙、灰漿糊弄的石牆肯定經不起風雨。垮成石壟狀的

長城也是歷史的真實寫照。

從形態角度，石城牆可分兩類，平頂牆與封頂牆。平頂牆，牆頂平齊又可

供人員在牆頂活動，並配有垛牆（石砌或磚砌）。封頂牆，牆頂斷面為三角形。

上無垛牆，不可站人也不易攀爬。從石牆立面效果可以看到有石縫成行的平面

牆、石縫成行的毛面牆、石縫不成行的平面牆及石縫不成行的毛面牆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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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節  石縫水平成行的平面牆

石縫成行的平面牆，其建築要點之一是石料砌縫水平規矩，不論牆體高低

起伏蜿蜒，砌縫始終保持平行；要點二是每塊石料加工精細，以致單塊石料在

石牆砌合中都保持了與相鄰石塊的協調一致，使石牆立面總體保持平整。在牆

體彎曲之處，每塊石料都恰到好處地整理了凹凸，使石牆立面彎曲得光滑順暢，

遠看效果如刀切斧削一氣呵成，令堅硬石料砌建的長城呈現出奇妙的力度。

精加工的條石砌牆對石料開採及選用有嚴格的尺寸要求。石料外面四邊需

要垂直，石塊厚度要統一。壘砌的城牆石縫平行，牆面平整，石縫嚴密，渾然一

體。人工的精緻與自然地貌產生強烈的反差。這類高標準、高質量的精加工石

牆只在重要地段和重要關口附近使用，並非大面積鋪設。其中比較典型的地段

包括北京延慶的石峽長城、八達嶺長城、水關長城、關溝中間的居庸關長城、

大莊科香屯長城、懷柔西水峪長城。另外，在河北的易縣紫荊關關城，淶源縣

的烏龍溝關城也能看到。

▲	山西偏關的平面石牆	 孫國勇	攝

在老營堡東門的甕門外發現了一段還保留至今的

完好的石砌牆面。該石牆用的石料比八達嶺的

條石小，規格尺寸統一如同磚壘。讓人吃驚的是

牆面雖呈斜面卻十分整齊，雖經幾百年風雨、氧

化，還能保持着光潔感覺。這樣的石城牆在山西

只有老營堡東牆有幾十米遺存，它證明山西也有

極下功夫、石縫成行的高級石牆。

▲	河北涿鹿的平面石牆	 嚴共明	攝

位於涿鹿縣的長城中，馬水長城最神秘，不論文

物考古還是長城旅遊都是有意躲開這一段。馬水

長城的石牆也是按八達嶺長城規格修築。從局部

表面上看很難區分二者。

▲ 	河北易縣的平面石牆	 山雪峰	攝　　

易縣紫荊關北的石頭牆。從每塊石高低的嚴格一

致，從每層石縫的平行筆直，從石牆面的總體的

平整，可以看出來，這段石牆從選料、加工、施

工，到最後的效果，都是石牆中規格最高的，和

長城中最頂級的部分—北京八達嶺長城完全一

樣。能在距京幾百里以外的山溝中，出現這樣一

段高水平石牆，實在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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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延慶的平面石牆	 嚴共明	攝

八達嶺長城的石牆在明長城的石牆中是規格最

高、施工質量最好的。每塊巨型條石五個面均以

90 度相接，主面鑿平。砌築時按水平碼放，石縫

水平成行。因為長城牆體隨山勢起伏，形成巨大

生動的曲線，而石牆的石縫卻在巨大的曲線內描

出工整的水平細線，造成一種強烈的反差對比。

自然的野性與人工的理性構成一種悅目而震撼

的效果，長城磅礡的氣勢與沉靜的細節組合令人 

讚歎。

▲ 	 北京延慶的平面石牆	 李玉暉	攝

延慶區石峽東長城，從建築技術到最後完成的效

果，應該說與八達嶺長城是一樣的。人們找不出

來這段長城與八達嶺長城有什麼不同，都是那麼

整齊，具有氣勢。八達嶺長城是守衛關溝通道的

第二道防線，石峽長城是八達嶺長城的側翼，該

段長城內無道路通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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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延慶的平面石牆	 嚴共明	攝

水關長城比八達嶺長城地勢起伏更大。石牆條石

從山谷低底完全水平依次向高處砌築。該段長城

質量和八達嶺長城在同一等級。

▲ 	

北京延慶的平面石牆	 黃東暉	攝

延慶區香屯長城石牆和八達嶺長城石牆質量似乎

相近。因該段長城外山勢更高，其氣勢顯然不及

八達嶺長城。

▲

	北京懷柔的平面石牆	 馬　駿	攝

懷柔區西水峪長城石牆不比八達嶺長城石牆質量

差。只因不在交通要道，沒有重重關口。名氣雖

不及八達嶺長城，但在位於北京的長城中算得上

一流水平，是絕對值得去看的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