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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桃花源”
揭开西藏夏尔巴人的神秘面纱

在藏语中，“陈”意为运输，“塘”

意为道路，陈塘的意思即为“运输

的路”。如今这个昔日被称为“喜马

拉雅最后的陆路孤岛”，将成为夏

尔巴人面向新世界、拥抱新生活的

藏地“桃花源”

本报记者周健伟、林威、汤阳

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近百公里的迂回盘旋土路，原始森林
云雾缭绕，巨大的冰瀑挂在漫山的杜鹃花树间……当海拔从
4900 米骤降到 2000 米时，一处藏地的“桃花源”在记者面前豁
然开朗：这里是中国夏尔巴人最大的聚居地定结县陈塘镇，位于
西藏日喀则地区的中尼边境。雪域高原冬天的萧瑟已经完全隔
离在重山之外，森林茂密，草木尤翠。水流湍急的朋曲河横穿整
个陈塘镇，奔流向尼泊尔。

尽管也是 2015 年尼泊尔“4·25”地震的重灾区，这里低海
拔的环境适合全年作业，一座座石木结构的新居已经拔地而起，
道路基建正热火朝天。路上的犏牛还是不习惯车来车往，任性地
挡在路上。

喜马拉雅山中的“桃花源”

陈塘镇平均海拔 2020 米，1989 年被划入珠峰自然保护区，
属河谷湿润气候。夏尔巴人，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日喀则
地区定结县的陈塘镇，定日县的绒辖乡，聂拉木县樟木镇的立新
村及雪布岗村等地是中国境内夏尔巴人主要定居点。

由于在中国境内人口不足 5000，在上个世纪中期进行民族
认定的时候，夏尔巴人被列为藏族的一个分支，而身份证上民族
一栏则显示为“其他他”。目前陈塘居住着 500 多户 2300 多名夏尔
巴人。

生活在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以登珠穆朗玛峰的向导和背夫
闻名世界，而陈塘的夏尔巴人世居深山老林，刀耕火种，过去几
乎与世隔绝。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他们始终顽强地保持着
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陈塘的夏尔巴有两个族群，一个叫“梯格巴”，是指来自尼泊
尔的夏尔巴人；另一个族群叫“冲巴”，为西藏境内本土夏尔巴
人。他们相互通婚，杂居在陈塘镇及下辖的 6 个行政村——— 藏嘎
村、比塘村、沃雪村、萨里村、那当村和修修玛村。因为现在西藏
的生活条件好于尼泊尔，所以通婚者的后代全部都加入了中国
国籍。

据陈塘镇镇长索朗旺堆介绍，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有鸡爪谷、
冬小麦、玉米、荞麦、土豆等，还盛产各种草药，有冬虫夏草、天
麻、雪莲花、三七，还有国家级保护动物金丝猴、豹子、长尾猴等。

以往生活窘迫的陈塘夏尔巴人是要到尼泊尔那边打工的，
而辛劳一整天的酬劳就是一把猪肉罐头大小的鸡爪谷。如今，夏
尔巴人开始告别贫困，2016 年全镇农牧民 513 户 2387 人，经济
总收入 1982 万元，人均纯收入 4732 元。几十年时间，虽然在历
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使夏尔巴人从原始走向现代，
从封闭步入开放，从贫困迈入富裕，跨越千年。

索朗旺堆镇长说，特别是打通了深山幽谷与外界的道路，夏
尔巴人得以走出大山，逐渐融入世界。外界也才开始了解和关注
这里，从而揭开了西藏夏尔巴人神秘的面纱。

一路上见到最多的是夏尔巴人的笑脸，微笑着吐舌头打招
呼。夏尔巴人，以其特有的坚韧和乐观精神，在当地政府的带领
下，转型谋发展，积极投身灾后重建，并与边境贸易、旅游和南亚
大通道的建设结合起来，正在创造喜马拉雅山脉“桃花源”崭新
的幸福生活。

中尼边境的自由贸易

在陈塘采访的时候恰逢周六。据介绍，冬季的时候，只有周
三和周六中尼边境才通关，允许边民互市贸易。

陈塘镇山脚下的嘎玛藏布是中尼边境上的一个天然分界
线，山脚下的比塘村还有一座“中尼友谊桥”——— 乌布其桥，1962
年立的中尼 69 号界碑分处两端。桥身由一米多宽的铁架和木板
铺设而成，十分简陋。

据边防战士韦宇介绍，每天最多有 200 个尼泊尔人从尼方
到陈塘来，他们带着尼方签发的“one-day pass”(一日通行证)，
人背畜驮，把药材、鸡爪谷、菩提手串等手工艺品带到陈塘卖出，
然后买些大米、方便面、被子等日用品回去。人民币已成为边民
互市贸易通用的货币。

“那木斯德，那木斯德(尼泊尔语，你好)。”尼方一个小学校
长次仁也在来陈塘路上的人群里。他什么都没带，“学校放假了，
我过来采购些文具用品。”从学校走到镇上需要一个多小时。

记者注意到，中方开始在这条简易的互市贸易通道上修建
水泥石头的步梯，改善羊肠土道的步行条件，提高边民往来的便
利性。

据统计，从 2011 年-2015 年，陈塘通道承担的中尼进出口
额由 715 万元增加到 1865 万元，贸易量由 485 吨增加到 1265

吨，出入境人员由 2953 人次增加到 7700 人次，均增长 1 . 61
倍。

中方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口岸规划也正在进行。
在雪崩、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与崇山峻岭的阻

隔下，始建于 1964 年的陈塘到定结县城的公路，在 2011 年之
前，一直没有修完。如今 318 国道连接萨陈(萨迦县至陈塘)的
公路已经于 2011 年通车，全长 384 公里。

然而，其中从定结县的萨尔到陈塘的 99 公里山路还是瓶
颈区，道路常因自然灾害中断。定结县副县长达瓦扎西说，现
在这条公路将升级为省道 514 线，铺成为柏油路，交通条件将
大为改善。

据了解，自治区计划将陈塘口岸与 69 公里外的日屋口岸
统筹规划建设，形成“一口岸两通道”的发展模式。

据介绍，与日屋-陈塘口岸接壤的是尼泊尔东部发展区，
占尼泊尔国土面积和人口各约 1/5，其中与日屋通道接壤的
面积为 8196 平方公里，人口约 160 万，与陈塘通道接壤的面
积为 9669 平方公里，人口约 260 万人。

专家称，随着互联互通条件的改善，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
下，在更远的将来陈塘可能形成一条中尼印孟的贸易新通道。

古老猎人的新职业

在沃雪村，身着橘红色护林员制服的珠巴刚刚巡山归来。
他告诉记者，近几年山上的林木恢复很快，冬季的主要任务是
森林防火。昔日刀耕火种的民族如今在保护环境、封山育林的
大背景下开始转型谋发展。

今年 36 岁的珠巴和村里的男人一样，都曾经是猎户。“过
去进山打猎要花四五天时间，主要打岩羊、盘羊，用的是弓
箭。”因为与大山外隔绝，捕获的猎物无法买卖，基本上是自己
食用。

“我十三四岁起就跟着村里人上山打猎，经常是饥一顿饱
一顿，猎物也越来越少，那时的生活真是太艰难了！”珠巴说。

2009 年，政府实施禁猎，珠巴和村里的男人终于放下了
使用了数百年的弓箭，穿上了印有“森林防火”臂章的制服，成
了扩林员。

陈塘镇目前安排了林业生态岗位 660 个。县里还发放公
益林补偿费，补偿标准为每亩 3 元。该镇 2016 年核准补偿的
公益林面积 34 万多亩，共兑现生态补偿资金 102 万多元。

“政府每年发 4900 元的工资。除了护林防火，我们自己还
可以采挖药材、养猪，都可以运到大山外面去卖，今年除了工
资外，还有 4000 多元收入。”珠巴说。

陈塘镇镇长索朗旺堆说：“政府鼓励贫困村民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成为生态保护的守卫者，让村民有更多途径脱贫。”

从刚刚闭幕的西藏自治区人代会传来的消息，2016 年，
西藏共安排了 50 万名像珠巴这样的贫困人口从事生态保护
岗位，通过生态补偿脱贫。

去年，政府还给村里每户补助 12 万元，用于地震灾后重
建住房。珠巴和村里的大多数村民一样，刚刚搬入新家。

“现在山里的动物可多啦，有雪豹、黑熊，经常能看见长尾
猴。树木也越来越密，连过去的小路都找不着了。”

“已经没有人再去打猎了，打猎用的弓箭还留着呢，想着
给后代作个纪念。”珠巴望着大山喃喃地说。

鸡爪谷酒的故事

夏尔巴人的夜晚是属于鸡爪谷酒的。
鸡爪谷是陈塘夏尔巴人重要的粮食作物，鸡爪谷播种面

积占陈塘镇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90% 以上，亩产五六百斤。以

往，鸡爪谷是夏尔巴人的主食。如今随着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外来的大米已经成了主食，鸡爪谷主要用于酿酒。

夏尔巴人每家每户都酿有这种类似醪糟的鸡爪谷酒，并
用竹管“吸”着喝。加了酒曲的鸡爪谷在发酵后，装在一个半升
大小的木桶里，倒上温开水，用竹管上下舂几下。吸饮之前，要
用手指压住吸嘴，然后插进去舂几下之后倒过来，被吸起的酒
浆就会流出，因为竹吸管是重复利用的，在当地人看来，这样
可以消毒。

一桶发酵好的鸡爪谷，能连续多次加水，插上竹管吸上一
口，再添加温开水，搅一搅，又是一壶酒，直到饮酒者觉得口味
变淡。在当地的餐馆中，一桶鸡爪谷酒售价大约为三十五元。

陈塘传统的酿制鸡爪谷酒工艺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当地政府正在推进鸡爪谷酒产业化，力争提高酒的附
加值。定结县副县长达瓦扎西告诉记者，他们尝试用鸡爪谷酿
造白酒。目前新的鸡爪谷白酒酿造厂房基础设施和示范基地
建设项目已经完工并通过验收。

“我们产业化的目的是让鸡爪谷酒能标准化，(酒精度)不
能一会儿 40 度，一会儿 50 度。”达瓦扎西解释说。

据了解，当地鸡爪谷种植面积达 1000 亩，长势良好，已初
步形成年产 50 吨鸡爪谷的藏白酒加工能力。达瓦扎西说，这
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区位优势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将鸡爪
谷藏白酒打造成定结县的支柱产业。

深山里走出第一个大学生

加布家的两层楼大房子就在朋曲河畔。他今年 40 岁了，
在镇上是个致富能手。

“2008 年我开始做竹编。”加布回忆道。夏尔巴人代代相
传竹编技艺，但比较粗糙，附加值很低，一个竹筐卖不了多
少钱。

2010 年县里选送了 30 个人去四川青城山镇学习竹编。
这是加布人生转型的开始。之前他的生活是夏尔巴人中最常
见的：平时采药材，打零工，冬天在家编些竹筐来卖。

“进山需要两天的工夫，采药一个星期，出山也要两天，每
次采药要 10 多天的时间。”加布说，即便如此辛苦，每年的纯
收入也只有 2000 多元。

如今加布的竹编合作社已经办得红红火火，产品种类从
生活用具的桌椅板凳到艺术品的唐卡。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
主要销售给游客，并在西藏的各大交流会上参展。如今加布的
年收入已经达到 15 万元。

与此同时，加布还开了一个培训班，将致富的手艺传授给
更多的乡亲。加布掩饰不住自豪的笑容，“我已经教过 50 个学
生了。”

培训可以致富，教育则带来希望。自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
记吴英杰前不久来陈塘考察后，在陈塘建中学的消息在夏尔
巴人中不胫而走。“所有的设施可以一步到位！投资大约 5000
万元。”副县长达瓦扎西兴奋地说，“地址选好了，2017 年开始
建，2018 年就可以招生了。”

这对加布无疑是个好消息。他有三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
儿子。大女儿在 250 公里外的拉孜县城上高二，二女儿在 120
公里外的定结县城上初二，都是海拔超过 4000 米的艰苦地
区，每年只有放寒暑假一家人才得以团聚。三女儿和两个儿子
在当地上小学，以后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在家门口升学。

镇长索朗旺堆告诉记者，全镇儿童入学率已经达 100%。
勤奋聪明的夏尔巴人有不少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藏嘎村，记者
偶遇陈塘镇的第一个大学生普布次仁。普布次仁毕业于西藏
民族大学，学的是英文专业，目前在定日县一所中学教英文。
陈塘镇的夏尔巴人中已经出了 23 个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颇
高，约为 1%。

在藏语中，“陈”意为运输，“塘”意为道路，陈塘的意思即
为“运输的路”。如今这个昔日被称为“喜马拉雅最后的陆路孤
岛”将成为夏尔巴人面向新世界，拥抱新生活的藏地“桃
花源”。

打通了深山幽谷与外界的道路，夏
尔巴人才得以走出大山，逐渐融入世界

每天最多有 200 个尼泊尔人带着尼
方签发的“one-day pass”(一日通行证)
从尼方到陈塘买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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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巴人的旧居。

新华社记者

《《中中国国诗诗词词大大会会》》，，让让今今年年的的新新
春春佳佳节节格格外外““诗诗意意盎盎然然””。。放放眼眼海海外外，，
中中国国古古诗诗词词文文化化和和国国学学热热近近年年来来同同
样样在在不不断断升升温温，，爱爱好好者者中中除除华华裔裔还还
包包括括不不少少土土生生土土长长的的外外国国人人。。

受益匪浅的承袭者

今今年年的的《《中中国国诗诗词词大大会会》》上上，，不不
少少观观众众对对新新加加坡坡华华裔裔选选手手李李宜宜幸幸满满
腹腹诗诗书书的的气气质质印印象象深深刻刻。。李李宜宜幸幸 99
岁岁随随父父母母移移居居新新加加坡坡，，此此后后在在母母亲亲
引引导导下下开开始始背背古古诗诗词词，，渐渐渐渐对对中中国国
古古典典文文学学产产生生兴兴趣趣。。

李李宜宜幸幸参参与与《《中中国国诗诗词词大大会会》》也也
在在新新加加坡坡引引发发关关注注。。《《联联合合早早报报》》报报
道道说说，，李李宜宜幸幸对对中中国国古古典典文文学学的的爱爱
好好，，是是移移居居新新加加坡坡后后培培养养起起来来的的，，这这
非非常常难难得得。。

新新加加坡坡南南洋洋理理工工大大学学中中文文系系学学
生生王王书书雅雅认认为为，，在在新新加加坡坡使使用用古古诗诗
词词的的机机会会不不多多，，但但对对华华人人而而言言，，不不能能
完完全全从从功功利利的的角角度度去去看看。。她她说说：：““古古
诗诗词词是是老老祖祖宗宗留留下下的的东东西西，，学学习习古古
诗诗词词能能够够了了解解古古人人的的思思想想境境界界，，有有
净净化化思思想想的的功功能能；；在在书书面面语语中中，，偶偶尔尔
使使用用一一两两句句古古诗诗词词能能为为文文章章增增色色不不
少少。。””

在在埃埃及及从从事事多多年年汉汉语语教教学学的的谢谢
银银燕燕老老师师告告诉诉记记者者，，中中国国古古代代诗诗词词
中中的的绝绝句句律律诗诗，，读读起起来来朗朗朗朗上上口口，，很很
有有韵韵律律感感，，又又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意意境境。。在在海海
外外古古诗诗词词教教学学中中，，将将诗诗词词朗朗诵诵与与音音
乐乐、、表表演演结结合合在在一一起起，，能能激激发发学学生生学学
习习汉汉语语的的热热情情，，提提升升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的的魅魅力力。。

对对此此，，印印尼尼阿阿拉拉扎扎大大学学孔孔子子学学
院院大大四四学学生生李李安安娜娜也也有有同同感感。。她她说说，，
学学习习中中国国古古诗诗词词，，有有利利于于加加深深自自己己
对对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理理解解。。

孜孜不倦的传授者

““泉泉眼眼无无声声惜惜细细流流，，树树阴阴照照水水爱爱
晴晴柔柔…………””很很多多人人对对南南宋宋诗诗人人杨杨万万
里里的的这这首首《《小小池池》》并并不不陌陌生生，，对对波波兰兰
克克拉拉科科夫夫孔孔子子学学院院的的教教师师刘刘超超来来说说亦亦是是如如此此。。不不过过，，这这首首
诗诗对对他他而而言言，，另另有有特特殊殊的的意意义义。。

去去年年 66 月月，，刘刘超超所所教教的的波波兰兰学学生生在在““小小小小汉汉语语桥桥””比比
赛赛中中就就是是通通过过朗朗诵诵这这首首诗诗获获得得评评委委的的一一致致肯肯定定，，摘摘得得唯唯
一一的的一一个个特特别别奖奖。。

““小小小小汉汉语语桥桥””比比赛赛是是克克拉拉科科夫夫孔孔子子学学院院的的传传统统项项
目目，，每每年年 55 月月至至 66 月月间间举举行行。。学学习习中中文文的的小小学学生生通通过过排排演演
与与中中国国文文化化相相关关的的节节目目参参加加比比赛赛。。一一般般而而言言，，学学生生多多以以唱唱
歌歌或或跳跳舞舞的的形形式式参参赛赛，，刘刘超超则则组组织织学学生生排排演演配配乐乐诗诗朗朗诵诵，，
在在比比赛赛中中吟吟诵诵了了《《小小池池》》《《登登鹳鹳雀雀楼楼》》《《春春晓晓》》三三首首中中国国古古诗诗
词词。。

据据克克拉拉科科夫夫孔孔院院中中方方院院长长韩韩新新忠忠介介绍绍，，尽尽管管中中国国古古
诗诗词词对对于于波波兰兰汉汉语语学学习习者者而而言言比比较较难难，，但但是是通通过过这这些些诗诗
词词作作品品，，让让当当地地人人了了解解中中国国古古典典文文学学，，对对帮帮助助他他们们学学习习汉汉
语语、、了了解解中中国国文文化化大大有有裨裨益益。。

中中国国古古诗诗词词的的海海外外““粉粉丝丝””中中不不乏乏土土生生土土长长的的外外国国
人人。。在在澳澳大大利利亚亚中中小小学学生生参参与与的的最最新新一一届届悉悉尼尼““汉汉语语之之
光光””演演出出中中，，来来自自皇皇冠冠街街公公立立小小学学的的一一群群白白人人小小姑姑娘娘穿穿着着
汉汉服服表表演演了了《《老老子子的的故故事事》》，，她她们们用用还还不不太太标标准准的的汉汉语语有有
模模有有样样地地大大声声念念着着：：““道道可可道道，，非非常常道道…………””这这个个节节目目的的导导
演演马马利利特特是是皇皇冠冠街街公公立立小小学学的的汉汉语语老老师师。。上上个个世世纪纪末末，，她她
去去中中国国教教授授英英文文，，机机缘缘巧巧合合下下学学习习了了汉汉语语。。马马利利特特在在学学习习
汉汉语语的的过过程程中中感感受受到到中中华华文文化化的的魅魅力力。。

如如今今，，马马利利特特在在教教授授汉汉语语时时尝尝试试化化繁繁为为简简，，设设计计浅浅显显
的的故故事事情情节节，，让让孩孩子子们们在在笑笑声声中中走走入入宏宏大大精精深深的的中中华华文文
化化海海洋洋。。由由好好莱莱坞坞影影片片《《捉捉鬼鬼敢敢死死队队》》引引出出钟钟馗馗捉捉鬼鬼的的故故
事事；；通通过过排排演演情情景景剧剧《《年年兽兽》》介介绍绍中中国国的的春春节节风风俗俗；；从从““冬冬
至至吃吃饺饺子子””开开始始介介绍绍中中国国的的饺饺子子文文化化…………马马利利特特说说，，她她能能
感感受受到到澳澳大大利利亚亚孩孩子子对对中中华华文文化化““无无法法抑抑制制””的的爱爱。。

《《老老子子的的故故事事》》演演出出结结尾尾处处，，在在伙伙伴伴们们的的吟吟诵诵声声中中，，一一
个个小小姑姑娘娘走走出出队队伍伍，，举举着着毛毛笔笔，，大大书书一一个个““道道””字字。。““这这个个细细
节节是是孩孩子子们们自自己己设设计计的的””，，马马利利特特说说，，““大大道道之之行行，，他他们们是是
未未来来。。””

诗词文化升温彰显无穷魅力

在在刚刚刚刚结结束束的的印印尼尼日日惹惹中中华华文文化化周周中中，，有有不不少少与与中中
国国古古诗诗词词相相关关的的活活动动。。比比如如，，印印尼尼中中小小学学生生““唱唱古古诗诗””比比
赛赛，，参参赛赛者者在在指指定定的的多多首首古古诗诗词词中中选选择择一一首首在在舞舞台台上上朗朗
诵诵并并演演唱唱。。参参赛赛者者穿穿着着中中国国古古代代服服饰饰，，古古色色古古韵韵，，在在表表演演
中中感感受受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意意境境。。

印印尼尼华华文文报报纸纸《《印印华华日日报报》》总总编编辑辑李李卓卓辉辉对对学学习习中中国国
古古诗诗词词的的益益处处深深有有感感触触。。他他说说，，自自己己写写文文章章的的时时候候，，一一些些
经经典典的的诗诗句句自自然然而而然然就就来来了了，，引引用用起起来来恰恰到到好好处处。。

毕毕业业于于中中国国人人民民大大学学的的印印尼尼华华人人学学者者梁梁孙孙逸逸博博士士表表
示示，，学学习习中中国国古古诗诗词词，，让让自自己己受受益益匪匪浅浅，，能能够够提提高高自自身身的的
修修养养和和品品位位。。

印印尼尼阿阿拉拉扎扎大大学学孔孔子子学学院院中中方方院院长长黄黄彬彬认认为为，，让让学学
生生学学习习中中国国古古诗诗词词，，能能够够帮帮助助他他们们从从文文字字的的角角度度、、专专业业的的
角角度度更更系系统统地地了了解解汉汉语语，，了了解解中中国国的的历历史史与与文文化化。。黄黄彬彬正正
计计划划在在孔孔子子学学院院试试点点开开设设中中国国古古诗诗词词课课程程。。

““以以诗诗言言志志、、以以诗诗寄寄情情是是中中国国古古代代诗诗人人最最常常用用的的表表现现
形形式式，，””波波兰兰华华沙沙大大学学汉汉学学系系留留学学生生杨杨思思思思说说，，““不不少少爱爱国国
主主义义诗诗人人通通过过赞赞美美山山河河表表达达对对祖祖国国的的热热爱爱，，寄寄情情于于景景。。这这
类类诗诗词词能能够够激激起起海海外外华华人人的的归归属属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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