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保护长城， 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长城景区内 “禁止乱涂乱
画” 的文明观光提示牌， 但鲜有人知的是， 在长城周边， 还有一
群致力于保护长城的志愿者， 他们研究长城的历史， 了解长城文
化， 关注全段长城的损坏程度， 更身体力行， 为保护长城出谋划
策。 王长青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长青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从小
就生活在密云古北口长城边上的一个
小山村里。 他被称为“古北口长城保护
第一人”。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
始致力于保护长城，到如今，他不仅成
为保护长城的践行者，更在不断挖掘长
城文化的基础上，探索适合长城周边老
百姓发展的文化经济。

“我们保护文物， 并合理利用长城
文化发展经济，服务于老百姓的小康生
活。 ”在王长青看来，这才是把情怀融入
生活的最直接的做法。

不忍文物受损
一封信掀起了“保护长城热”

了解密云古北口的人可能知道，这
是一个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镇。
史料记载，古北口自北齐天宝六年就开
始修建长城 , 历经北周、隋、唐、五代和
明朝的修缮, 形成了包括卧虎山、 蟠龙
山、金山岭、司马台长城和古北口镇的
防御体系, 是冷兵器时代从没有被攻破
的长城体系……

多年来，王长青走遍了古北口镇的
所有长城及遗址，对于长城文化更是了
解得十分透彻。 他告诉记者，1987 年 ,
古北口长城以构思奇妙、 设计奇特、结
构新颖、形态各异作为中国唯一的一段
完整保留了明代原貌的长城，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但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早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当地不断有人到长城上拆
城墙建房，甚至围猪圈。 一时间，古北口
长城被人为毁坏了不少。 “看着身边的
长城被损坏， 我得做点什么。 ” 于是，
1978年，20岁出头的王长青给 《北京日
报》写了一封信，呼吁抢救古北口长城。

在信中， 他这样写道：“长城, 是我
们的祖先历经无数的岁月创造的杰作 ,
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像
我们家乡的古北口长城, 自隋唐至全国
解放 , 历经188 次战争 , 这么多次的战
争都没有将长城毁灭, 现在可千万不能
毁在我们的手上 , 救救长城吧 , 救救我
们的古北口长城吧…… ”

信寄出去一个多月后, 被刊登在了
《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上, 并送至
中央和市领导的手中。 与此同时，保护
长城的呼声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

“或许正是因为这封信所引起的巨
大反响，后来，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了
‘修复古北口长城指挥部’。 ”王长青告

诉记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被冠
上了“古北口长城保护第一人”的称号。

至此，王长青也正式走上了保护长
城之路， 成为古北口长城的义务保护
员。 而古北口长城所辖的司马台、卧虎
山等段落也陆续得到了修缮。

义务保护长城40载
遍访辖区遗迹

如今，王长青已年过60岁，而细算
起来，他身体力行开展保护长城工作的
年头也接近40年了。 在这期间，王长青
遍访了密云区范围内的所有长城遗迹，
以及相关的古村落。

“刚开始的时候， 我认为阻止人为
破坏是当前最重要的保护工作, 对攀爬
野长城、在长城上乱写乱刻、乱扔垃圾
的人进行批评教育, 对损毁长城的违法
行为决不姑息。”王长青回忆，有一次,他
在巡视卧虎山长城时, 两个外地游客正
要写“到此一游”的留言时, 被王长青看
到并及时制止，加以批评。

那两名游客不解地问他 ： “您是
干什么的 ？ ” 王长青不客气地说 ，
“不管我是干什么的 , 你们都不能在长
城上乱写乱刻! 这是文物， 是老祖宗留
下的财富！”

除了在长城上制止不文明现象外，
王长青还坚持每年对中小学生进行定
期的长城保护教育, 亲自为学生们讲述
古北口长城的历史。 同时，组织动员中
小学生并和他们一起捡拾破损城砖, 并
将其码放到长城脚下, 为修缮长城起到
了保护作用, 在下一代人心中形成保护
长城的意识。

此外， 几十年来， 王长青找市、县

有关单位争取资金几百万元, 对古北口
所辖长城以及城楼进行了保护修缮。 而
对于没有争取到资金进行修缮的长城，
王长青也挖空心思为长城附近的村子
出谋划策。

密云区大城子镇有一处长城造型
形成英文字母“V”字形状，常有驴友前
去观光和攀爬。 “那段长城很有特色，
但并没有完全保护起来。” 王长青告诉
记者， 他去过 “V” 长城很多次， 也给
长城脚下的墙子路村出了很多保护长
城的主意。

王长青建议，村子可以修缮通往长
城的山路，避免驴友爬山受伤；同时，收
集遗落在山上的长城砖，以备修缮长城
所用；第三则是组织一支长城保护员队
伍，防治游客损坏长城。 “墙子路村的村
支书接受了我的建议，把‘V’长城用民
间形式保护了起来。 ”王长青说，如今，
前去“V”长城一睹风采的驴友越来越多
了，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也逐渐被大
家所熟悉， 就连村里小商店的生意，都
好了起来。

说起保护长城的故事，王长青变得
滔滔不绝。 他说，长城保护工作是一件
长远的事业，他会一直不断地做下去。

探索长城文化经济
努力造福后人

如今，保护长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意识，扎根在人们心里，而这个时候，王
长青又开始琢磨新的东西。 那就是在挖
掘长城文化的基础上，造福长城脚下的
古村落。

“多年保护长城的工作， 让我对密
云的每一段长城背后的故事，都非常了

解，特别是古北口段。 ”王长青告诉记
者，1988 年， 他为了编写乡志 , 走遍了
古北口地区的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处古
迹 , 搜集整理和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资
料。 1989 年底 , 厚达410 页20 余万字 ,
历时近两年的《古北口乡志》编篡完成 ,
同时, 王长青搜集整理的 《姊妹楼的传
说》 等数十篇古北口长城民间故事被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及《中国长城
民间故事选》等书报刊发表、收录。

“在古北口这块土地上 , 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 , 抬头就是故事 , 迈步就有传
说。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 有责任把这些
宝贝记录下来 , 保存下来 , 并把它发扬
光大, 打造独具本地特色的长城历史文
化! ”王长青说，“那一次编写《乡志》, 让
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这片饱含着深厚
文化底蕴的热土, 也使他更多了一份责
任感和使命感。 ”

多年来，在王长青的工作中，跟保
护长城同步进行的还有发展密云民俗
旅游经济，他曾先后为密云很多民宿旅
游项目出谋划策，打造了无数广为人知
的旅游项目，密云的人间花海、知青文
化公社等旅游项目的开发都有王长青
的创意在其中。

而如今，王长青的目光还是没有离
开长城，“长城脚下还生活着很多老百
姓， 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大山之中，
有的还是守卫长城的后人。 ”王长青说，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创意，让长城能给它
的守护者们带来经济价值，让山里的老
百姓，日子更加富裕起来。

“就当作另外一种回馈吧。 ”把长城
文化融入到现代经济当中来，王长青正
在这条探索的路上，努力前行。

□本报记者 王路曼

从保护长城到
挖掘长城文化经济
———长城保护志愿者王长青的民族情怀

王王长长青青 （（左左）） 和和好好友友 ““长长城城专专家家”” 董董耀耀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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