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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王攀

四头巨大的牦牛，静静地伫立在广州艺术
博物院的展厅里。它们或者昂首向前，或者回
首窥望，仿佛还是在雪域高原之上，承载着一
段厚重的历史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西藏牦牛文化
展”在广州举行。这是继 2016 年在北京展览
后，初创不久的西藏牦牛博物馆再次赴外地展
出。 500 多件、总重近十吨的各种展品，讲述
着人类文明进程一篇独特而宏伟的“高原篇
章”。

沿着牦牛的足迹穿越时光

灯光照耀下，展柜里的金质牦牛熠熠生
辉。指着这个只有成人大拇指大小的雕像，西
藏牦牛博物馆工作人员尼玛次仁说，这份国家
一级文物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是出土文物
中较早刻画牦牛形象的艺术作品，展现了藏族
人民自古以来对牦牛的热爱。

“俗话说，有藏族人的地方，就有牦牛。
几千年来，我们已经和牦牛融为一体了。”他
说。

在西藏工作和旅游过的人，对牦牛都不会
陌生。巨大的体型，粗长的裙毛，硕大的牛头
和尖角，使得它们成为最能代表青藏高原的动
物形象。

中国牦牛总数占全世界牦牛总数的 90%
以上。主流观点认为，早在 4500 年前到 3500
年前，藏族先民就将野牦牛驯化成了家牦牛。

从那时起，牦牛一直是藏族人民衣食住行
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总有人问西藏牦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
什么，如果一定要选，那就是牦牛粪。作为牦
牛产区历史上最重要的燃料，它温暖过无数代
藏族牧民。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历史物证吗？”
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吴雨初说。

“牦牛走进羊城——— 西藏牦牛文化展”的
展厅专门在地上铺砌了牦牛蹄印指示方向，并
特意竖立起一堵高大的牛粪墙。和牛蹄、牛粪
一起展示的，还有大量来自民间的各种牦牛制
品。

从牦牛毛帐篷，到牦牛皮船，到长长的牧
鞭、用牦牛骨和牛角制成的锅碗杯盆，在吴雨
初看来，这些价格并不昂贵、带有浓烈生活气
息的藏品，不仅真切印证了牦牛和藏族群众的
紧密关系，也富含遥远和丰富的历史信息，构
成了内涵深邃的牦牛文化与“牦牛精神”。

“在彼此相处的几千年中，牦牛逐渐从物
质现象，逐渐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文学、音
乐、美术、舞蹈，都有牦牛的形象和题材，深
刻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他说。

从油画到雕塑，从清朝彩绘牦牛哈达，到
当代艺术创作，开掘“牦牛文化”的丰富内
涵，也为人们更深刻了解西藏、走进藏族群众
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打开了窗口。

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陈伟安说，在三个多
月的展览期间，广州艺术博物院还将结合这些
展品，举办形式多样的公共教育活动，包括体

验藏历新年、亲手制作牦牛墨镜、寻找神奇
的动物、彩绘牦牛之美等。

“展览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今冬明
春，走进羊城的牦牛，将给岭南群众生活带
来前所未有的体验。”他说。

“高原之舟”的使命仍在继续

出现在展览上的一幅“文成公主进藏”
唐卡上，人们可以清晰看到牦牛的形象。西
藏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在西藏的民间传
说中，当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时，
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马匹、牦牛、船只和食
物，接送文成公主。

“牦牛曾经是高原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历
史上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从藏北向藏南运
盐。我们这次展览的展品中，就有一大批驮盐
的托架，记录了那段艰苦的路程。”尼玛次仁
说。

年届九旬的“老西藏”蔡发祥对牦牛的
吃苦耐劳印象深刻。 20世纪 60 年代进藏工
作、扎根西藏 20 多年的他回忆自己在波密
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时，每天驮着货物和旅
人、从门前经过的牦牛队，是最难磨灭的记
忆。

“今天我是全展馆里最高兴的观众。”
拉着藏族老伴的手，蔡发祥说，又看到这些
牦牛了，让他想起当年各族人民支援西藏建

设的火热岁月。
如今，牦牛“高原之舟”的美誉已经为

世界所熟悉。然而，数量巨大的各色“牦牛
展品”不再是靠牦牛自己走下的雪域高原，
运送它们的，是更加闻名于世界的青藏铁
路。

“从拉萨到广州的铁路里程，一共是
4980 公里，一些展品超大超长，但是现代
物流顺利解决了这些难题，我们很快就把这
些展品送进了展馆。”吴雨初说。

“高原之舟”跋涉千里的作用慢慢消
退，但它承载的沟通、交流意义却更加显
著。作为援藏省份之一，“十三五”期间，
广东规划投入援藏资金 23 . 39 亿元，正扎
实推进产业援藏工作由“输血式”向“造血
式”转变，着重增强受援地区的自我发展能
力。

“在北京展览期间，我们吸引了 30万人
次的观众，我们希望在广州的展览也能取得
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吴雨初说。

在长期的对口援建过程中，广东人民和
广东援藏干部与西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
谊。尽管不再需要乘坐牦牛进出高原，但越
来越多的雪域年轻一代也走进广州、走进广
东，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

如今，来自青海的藏族女孩韩秋梅已经
在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求学两年多。从小
和父母一起放牧的她，对牦牛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壮”。
“姐姐和弟弟在青海读书，我在广州读

书。等我们毕业，不论是在家乡还是广州，
应该会遇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她说。

时尚牦牛谱写新时代新篇章

对于不少参观牦牛展的年轻观众来说，
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类展品，最吸引目光的，
也许还是门口两只毛茸茸的吉祥物。

在设计师的画笔下，名叫“嘎嘎”的吉
祥物自带“萌”性，与源自远古岩画的西藏
牦牛博物馆标志相映成趣。

“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风尚牦牛展区，
重点展示新时代牦牛产业和牦牛文化发生的
新变化，食品、旅游、玩具、服装，牦牛在
西藏文创产业中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
重。”吴雨初说。

西藏在变，牦牛也在变。“一身是宝”
的牦牛开始和生物科技、互联网、环保产业
等紧密结合，给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带来全新
的体验，也让青藏高原的生态、环保与发展
进步，更主动、积极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陈伟安说，明年，广州艺术博物院将把
广东艺术工作者对牦牛的理解和表达，带回
拉萨，那将是一场“羊城遇见牦牛”的新展
览，也许会激发更多创意的火花，给人们带
来更多的美好享受。

穿越时空的“高原之舟”
西藏牦牛文化展走进羊城侧记

新华社呼和浩特 1 月 1 日电
(记者柴海亮、王靖)野外作业工
人住“房车”，森林管护启用电子
眼，第一笔碳汇成功交易……岁
末年尾，记者走进我国最大国有
林区——— 内蒙古大兴安岭，与林
业职工迎新年说新事，欢声笑语
中透露出全面停伐的国有重点林
区“不砍大木头，照样有奔头”。

小小“房车”：温暖如家

数九寒天，大兴安岭深处雪
原茫茫，气温低至零下 40 摄氏
度左右，身上的防寒服冻得硬邦
邦，呼气在帽檐、围脖上积成了
冰霜。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
林管理局绰源林业局的崔辉、李
兴岭等 12 名森林抚育工结束了
一上午的野外作业，朝着山下冒
着炊烟的“房车”走去，他们已经
在这里住了快两个月了。

这个今冬刚投入使用的“房
车”，是工人们自行设计和焊制
的，车内面积约 30 平方米，两侧
各设 3 组上下铺，厨房和宿舍隔
离，有灯有暖气，由一辆中型拖拉
机拉着走，工人们称之为“新家”。
拉门进车，热气扑面，眼镜片瞬时
起了白雾，阳光透过车窗照亮了
窗边的一小盆绿植。一道门仿佛
跨越了一冬一夏两世界。

“在山上作业，‘住’是最大的
民生。”55 岁的崔辉一边在暖气
上烤鞋，一边说，过去，冬天野外作业，活干到哪，帐篷就扎
到哪，一群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谁也不能嫌谁臭，夜里常
常冻醒，冷得不敢脱衣服，而且做饭、睡觉不隔离，伙夫起
得早，丁零当啷吵得你睡不成。“我们自己设计的这个房
车，就要做得像家一样，现在这个车正在全林业局推广
呢。”

巡山、修枝、清理枯树朽木……尽管干的还是过去的
活，但李兴岭觉得，日子过得不一样了。“告别小工棚，住进
大房车，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幸福，近几年来，我们每年的工
资平均增长 10%以上，这才是大幸福。”李兴岭说，2014 年
他的收入只有两三万元，而 2017 年则达到了 5 万多元。

森林电子眼：火眼金睛护林海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林业局刚启用不久的森林电
子眼工程，受到了广大职工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管护面积
达 31 万公顷的绰源林业局，在 16 处山顶瞭望塔上安装了
视频远程监控系统，从制高点上实时监控林区的状况。林业
职工把这个圆形大摄像头称为“森林眼”。

“这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首创。”绰源林业局防火
办主任张峻涛介绍说，“森林眼”每隔 30 分钟变换一次角
度，能拍到近景、中景和远景，16个“森林眼”同时工作时，
每一个片区都能被覆盖，火情、盗猎、乱砍滥伐等行为几乎
都能尽收眼底，发现情况，它会第一时间通过微波向指挥室
报警，并传送事发地点的地理信息。

“森林眼”调度指挥室工作人员朱红涛告诉记者，此前，林
区的瞭望巡视全靠人工，需要瞭望员每隔一个小时爬上几十
米甚至上百米高的瞭望塔用望远镜察看，再用对讲机逐级汇
报情况，非常辛苦，又不安全。“森林眼”的使用，不仅大大减少
了人工，而且提高了精准度和工作效率。前不久，“森林眼”就
观测到一处烟雾并报警，工作人员读取位置后立即采取措施，
制止了一起林下违规烧秸秆的行为。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眼”工程将逐
步推广，无人机巡护等方式也正在投入使用。随着科技支撑
力越来越强，林业现代化将步入“快车道”，这道生态安全屏
障将越筑越牢。

碳汇交易：绿水青山“变现”金山银山

2017 年 12 月末，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绰
尔林业局与浙江华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了一笔金额为
40万元的林业碳汇项目交易。这是内蒙古大兴安岭第一笔林
业碳汇交易，标志着内蒙古大兴安岭生态效益转为经济效益
迈出重要步伐。

听到这一好消息，林业职工们群情振奋，备受鼓舞。在
绰尔林业局一支沟林场，职工李旭升拿着手机给记者看，
“你看你看，我的朋友圈尽是这条消息。”

他的妻子臧修梅接过话说：“我在上海读大学的女儿，都
打电话回来问，这是真的吗？我周围所有的人听说这事都可
高兴了。”

“此次碳汇交易，标志着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生态效益正
在转换为经济效益，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绰尔林
业局资源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于世平说，“未来，通过碳汇林
营造等方式，大兴安岭碳汇交易潜力巨大。”

自 2015 年内蒙古大兴安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国有林区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林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直为每一个林业人所关心。

“第一笔碳汇交易的完成，可以说是林区改革的一次
成功实践，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
国有林管理局党委副书记赵宝军说，这是件新事，更是件
喜事，新时代的国有林区，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新事和
喜事将会越来越多，我们虽然不砍一根木头，但生活将会
越来越有奔头。

▲ 2017 年 12 月 28 日，观众在广州艺术博物院观看“牦牛走进羊城——— 西藏牦牛文化展”展品。 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新华社记者

2017 年，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向好，而政治
安全形势依旧复杂。一些旧问题得到解决，但新
问题不断出现。展望 2018 年，世界将面临哪些
悬念？

悬念1：“中东乱局 3 . 0 时代”

如何演变

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土崩瓦解，中东
地区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从反恐转向什叶派和
逊尼派两大阵营间的对立。

如果说， 2010 年肇始的所谓“阿拉伯之
春”引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
亚等国内乱，构成“中东乱局 1 . 0 时代”的
话， 2014 年“伊斯兰国”冒头并“定都”叙
利亚拉卡，则意味着中东乱局进入以反恐力量
与恐怖组织较量为主要特征的“ 2 . 0 时
代”。

到 2017 年终，“伊斯兰国”垮台已成定
局，为“ 2 . 0 时代”画上句号。叙总统巴沙
尔的地位得到巩固，支持他的伊朗和黎巴嫩真
主党等什叶派势力欢欣鼓舞，而沙特等逊尼派
国家越发担心中东出现从德黑兰、巴格达、大
马士革到贝鲁特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2017 年，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黎巴嫩
总理哈里里辞职风波、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
都利雅得发射导弹等一系列事件，凸显沙特与
伊朗关系的全面恶化。

2018 年，在美国、以色列等反伊朗势力推
波助澜下，正在开启的“中东乱局 3 . 0时代”如
何演变牵动各方。

悬念2 ：“通俄门”之火烧向何方

美国检方对“通俄门”事件的调查近来取
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弗林认罪，调查矛头也逐渐指向特朗普
的身边人。

但迄今为止，已公布并获证实的信息还
不足以对特朗普本人构成实质性打击。分析
人士认为，除非共和党在 2018 年国会中期选
举后丧失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否则特朗普因
“通俄门”遭弹劾的可能性不大。反过来，“通
俄门”调查无疑不利于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
其悬念成为美国政坛一大变数。

此外，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特朗普似
乎“惺惺相惜”，但在“通俄门”调查和美国国
会中期选举压力之下，2018 年两国关系前景
仍充满不确定性。

悬念3：西方反恐形势能否好转

2017年，西方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从伦敦
到曼彻斯特，从巴黎到巴塞罗那，从赫尔辛基
到斯德哥尔摩，欧洲国家恐袭频发，防不胜防。

美国也未能幸免。10 月 1 日，拉斯维加
斯，“独狼”枪手扫射人群造成 59死、527 伤；
10 月 31 日，纽约发生汽车撞人事件，8 人死
亡；11 月 5 日，得克萨斯州教堂枪击案致 40
多人死伤……

2018 年，西方国家安全形势仍不乐观。
首先，“伊斯兰国”死而不僵，部分残余或

会形成规模较小、形态各异的新的恐怖组织，
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溃散的“伊斯兰国”分子回
流各国，成为安全隐患；其次，恐怖主义袭击
日益“本土化”。从前一阵在欧美发动恐袭的人
员身份看，有相当部分是移民后裔；再者，恐
袭手段更多样，“独狼”式袭击显著增加。

在美国社会分裂加剧、欧洲内部矛盾加
深、恐怖分子从中东转移的大背景下，西方又

能有什么手段来摆脱反恐困境？

悬念4 ：朝美对抗能否出现转机

2017 年 12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
通过决议，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2017 年，朝鲜违反安理会决议多次试射
弹道导弹，并于 9 月 3 日进行了第六次核试
验。朝鲜加速核导研发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
了威胁，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

但同时也应看到，引发东北亚地区局
势紧张的责任并不只在朝鲜一方。特朗普
上台后，将朝鲜视作美国的“首要安全威
胁”，并以“极限施压与介入”方针取代了前
政府的“战略忍耐”政策，甚至在联合国大会
发言时公然对朝发出动武威胁。

针对半岛局势，中方提出了朝鲜暂停核
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的“双暂
停”倡议与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
和平机制的“双轨并行”思路。俄罗斯也提出
了解决半岛问题分步走设想。在此基础上，
2017 年 7 月 4 日，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提出
解决半岛问题的“路线图”。

朝美双方都应当认识到，以强硬对强硬
的对抗方式只会让半岛局势陷入恶性循环，
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双方都难以承受
的，也会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稳定造成难以估
量的破坏。只有落实中俄提出的“路线图”才
能真正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悬念5：美国经济和金融政

策风险会否外溢

2017 年世界经济表现为近十年来最佳。
2018 年有望延续复苏势头，但一个重大风险
在于美国经济和金融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外
溢影响。

货币层面，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力度
与节奏存在不确定性。一旦美国国内通胀压

力加大，美联储或将加速收紧货币政策，从而
对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汇率稳定等
产生重大影响。
财政层面，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大规模减税

政策可能导致一些资金回流美国，从而给新兴
经济体的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带来挑战。

贸易层面，在美国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
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外可能继续打“贸易
牌”和“经济民粹牌”，从而导致国际贸易摩擦
加剧。

悬念6 ：“量子霸权”争夺谁

拔头筹

现在国防、金融等敏感领域所用密码，经
典计算机可能要算 100 年才能破解，而量子
计算机真正面世后可能 1 秒钟就能攻破。业
界认为，实现“量子霸权”，即量子计算机的计
算能力超过经典计算机，需要能够真正操纵
50 个左右的量子位。2018 年有可能在这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

2017 年 11 月 30 日出版的英国《自然》
杂志同时刊出两项突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
人员宣布实现 51个量子位；美国马里兰大学
研究人员宣布实现了 53个量子位。

各方在量子位数量上你追我赶，但尚未
有宣称已实现“量子霸权”的。原来，光有“数
量”不够，还得有“质量”，即通过量子纠缠等
方式让这些量子位互相关联，才能有效利用
它们进行量子计算。

这方面，中国科学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人员 2017年 5月宣布
实现 1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在基于超导
体系的量子计算机研究方面获突破性进展。

2018 年，“量子霸权”争夺谁能拔得头
筹，不仅科技界瞩目，也是大国综合实力竞争
的一个标志。
(参与记者：赵卓昀、刘健、陈静、杜静、黄堃)

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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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登高步步高

▲ 1 月 1 日，登山爱好者在靖安县观音岩风景区登山。

当日，2018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宜春主会场在江西宜
春市靖安县观音岩风景区举行，吸引来自江西各地的 20 个
代表队的近 2000 名登山爱好者参与。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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