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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里的高老庄真是高庙吗？
西游记里的高老庄真是高庙吗
？
三地
“抢注
抢注”
”高老庄
我们整理各种信息发现，目前在高老庄的“抢注”
行动中，呼声最高的是新疆阿克苏的温宿县。
根据史料记载，
公元６２９年至６４９年，
唐朝贞
观年间，
著名僧人玄奘去印度取经时，
途经西域姑墨国
（今温宿）境内的穆素尔岭（今温宿木扎特古道）时，路
遇高老庄。由此看来，西游记中的高老庄并非虚构。
有关研究人员认为史料上记载的高老庄就在此地。
据当地老人说，这个庄
子一直保留完好，直到文革
时才被毁掉。但我们现在看
到的高老庄遗址是否就是西
游记中的高老庄呢，这还有
待于考古人员的进一步挖掘
研究。
在温宿县有很大一片神
秘的古墓群，这些墓葬里葬
着温宿历史上一些有名的人物，有的有据可考，有的
已无据可查，只剩下传说。墓地当中有一处被当地人
叫做“高老庄”的遗址。有人说，这就是西游记中猪八
戒招亲的那个高老庄。
高老庄所在的古墓群在温宿县北部的卡坡上，所
在的古墓群中，一条长长的像街道一样的通道，将古
墓群分成南北两个区，这两个区都有类似城墙的土墙
将它们围起来。在这两个区里又有大小不同的“院
落”，显然这是家族墓葬。围墙将同一个家族的墓穴
圈在一起，大小错落有致，最高最大的墓里埋葬的是
这个家族中最有威望的那个人。据介绍，温宿县 2000
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生活。研究人员认为这里至少
累积有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上中下３层墓葬。
还有一种声音表示，张掖附近确有一个地名叫高
老庄，此庄原为魏晋时期的古城堡，具体位置在肃南
县，高老庄城堡现已成为受保护的历史遗址，由此断
定西游记中所说的“高老庄”就在张掖市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明花乡草沟井之西 5 公里处。
最后一种传说认为，青海省海东市的高庙就是西
游记中的“高老庄”所在。

虚幻中的现实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是一部神话故事，但
众所周知，所有的虚幻故事都有着历史现实的影子，比
如昆仑神话体系和西王母传说，很多研究者认为确有
其事，这些神话都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演绎。
青海是一个和神仙颇有渊源的地方。世界著名诗
人、
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曾表示，
从自然神话中
诞生的青藏高原，
必将成为一片诞生人类神话的土地，
在
昆仑山下、
在黄河上游，
就在我们的身边，
昆仑神话绝不
是想象和虚构的事物。这里有大量的遗址、
遗迹，
大量的
自然地貌，
甚至大量的考古发现，
都与最为久远的口头传
说和文献记载相吻合或者相互佐证。这就让我们相信，
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令人感激也令人敬畏的神话时代。
吉狄马加认为，神话从未离开过我们，世界所有的
民族都是热爱神话的民族，当今的时代仍然需要神话，
用以维护现实世界的多彩与和谐，而且神话不仅还活
在青海，活在民间，在城市、现代的文化主流中，神话的
意义仍然根深蒂固，神话的价值仍然不可取代，因为正
是来自苍茫的远古文明给我们保持了一个美丽、纯洁、
多姿多彩且井然有序的世界。
由此可以认为，玄奘取经这一中国宗教史中的重
大事件，演化为神话故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很多
故事元素都有着现实基础，这也是全国各地曾经争抢
“花果山”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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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的高老庄是否在
现实生活中存在？为什么有人
说乐都高庙就是高老庄？高庙
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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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带你走进乐都，感受不一样
的高庙。
海东市乐都区湟水河之
滨 ，有 一 个 地 方 可 以 说 世 人 皆
知 ，因 为 那 里 出 土 的 彩 陶 有 着
多 个 之 最 ：规 模 最 大 、数 量 最

高庙就是高老庄？
高庙就是高老庄
？

多、最为集中、保存最完整。可
以 说 ，柳 湾 彩 陶 揭 开 了 一 个 谜
一样的世界。
但是，
这里还有一个谜底没有
揭开，
即有些人把这里认定为西游
记中的高老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很多疑问待解

要想找到西游记中的高老庄，首先要沿
着当年玄奘行走的路线前进，从这一点上来
说，甘肃、新疆争抢高老庄的优势更为明显，
因为玄奘取经的常规路线就是沿着古丝绸之
路进行的。
但一个历史因素
也不容忽视，唐代起河
西走廊古丝绸之路因
战火频仍，成为一条通
往西域的危险道路，这
才有了吐谷浑在青海
开辟的南丝绸道，即著
名的青海道。还有不
少史学家认为，玄奘西域取经并非一次性完
成，而确实经历了千辛万苦，也并非仅仅从河
西走廊前往西域，还曾走过青海道。有一点
可以证明，如今在玉树通天河畔，仍保留着晒
经台，说明当年玄奘走的是文成公主进藏的
道路。这就表明，玄奘取经是经过了进藏要
道的青海海东的高庙。
翻开西游记原著也不难发现，唐僧收服
孙悟空来到高老庄时，刚好出了大唐的国界，
而当时的海东高庙，正是处在吐谷浑的掌控
之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来到另一个国度，
语言不通、地形不熟，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一个
翻译或向导，玄奘很有可能在高老庄找了这
么一个角色，并且长相不同于大唐国民，久而
久之演化为奇丑无比的猪八戒。
西游记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佐证，在高老
庄，有人告诉孙悟空：
“ 此处乃是乌斯藏国界
之地，唤作高老庄。”当时吐蕃的势力范围正
在挺进青海东部，高庙应该是藏区的大门。
还有一点，在西游记第十九回中，猪八戒辞别
高员外时说，因为要去取经，来不及和姑舅辞
别请见谅，
“姑舅”
是典型的青海话。

西游记绝非严格的历史地理著作，因此求
证高老庄的真正所在难度不小。
当我们在和煦的春风中到达高庙时，很多
人对高庙是不是西游记中的高老庄都摇头表
示从未听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高庙是一
个有故事的地方。高庙镇柳湾村的王国杰告
诉我们，小时候在田里经常捡到一些陶罐，却
从不往家里拿，
“ 坟里的东西不吉利”，他当时
并不知道，这些被他们当作“足球”踢来踢去的
陶罐都是在地下被埋藏了几千年的宝贝。
在柳湾彩陶博物馆，我们有幸看到了让人
吃惊的一幕：
墓葬中陶罐的数量惊人，
其中不少
是彩陶。博物馆讲解员张建军告诉我们，柳湾
彩陶博物馆现有出土陶器 3.7 万件。这些陶器
的生产日期在 4000 多年前，
上下有 1000 多年的
历史积淀，
因此涵盖了半山、
马场、
齐家、
辛店等
多个类型，
这在全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历史的沉
积让这里埋下
了数以万计的
陶 器 ，远 古 的
陶器加工作坊
也重见天日，
但我们有一些
想知道的疑
问 ，即 彩 陶 上
的颜料来自哪
里？墓葬中还有大量的贝壳，有些颜料会不会
也是“舶来品”？没有人告诉我们答案。此外，
高庙的名称又是从何而来呢？王国杰说，高庙
有一个高大的八卦楼，高庙的名称由此得来。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其他村民们的认同。
柳湾村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就是王佛
寺。82 岁的村民王復勋告诉我们，王佛寺具体
什么时候修建谁都说不上，但民间有“先有王
佛寺、再有瞿昙寺”
的说法。
在规模上，
王佛寺无疑是一个小寺院，
仅有
一间佛堂，
供奉的却是释迦牟尼，
这一点不由得让
人联想到，
当年唐僧不就是要去找佛祖取经吗？
王佛寺还有很多让人想知道的
地方，
尤其是其大门和佛堂屋脊
上雕龙，
还有大殿里四根十几米
高的通天柱，
这些都代表着什么
呢？难道这一切真的和唐僧、
猪
八戒有关吗？

行走视点：高庙镇位于乐都区东部，距县府驻地 15 千米，人
口 2.5 万，以汉族为主，还有回、蒙古、土族等。总面积 130.2 平方
千米。辖西村、
东村、
郎家、
老鸦、
晁马家、
白崖子、
蒲家墩、
旱地湾、
下沟、长里、柳湾、段堡子、新盛、大路、李家口、保家、田蒲家、寺磨
庄、
新庄、
扎门、
脑庄 21 个村委会。民国初置高庙镇，
1950 年仍设高
庙镇，
1958 年成立高庙公社，
1984 年复设高庙镇。.
高庙是青海省主要的菜篮子之一，也是全省最大的苗木供应
基地，
这里出产的大樱桃远近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