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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古时的西藏昌都，是“茶马古道”重镇，从云南、四川而来的马帮在这里集

散物资，再深入西藏腹地。昌都解放70年来，这座藏东大地上的商路节点城市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深山峡谷中建成了四通八达的路网，而且迈步走

上了产业发展的坚实之路、电商发展的数字天路，兼具古老与现代发展元素的新

型城市正在崛起。在昌都采访的一个个故事中，记者逐渐描摹出这座古镇新城的

清晰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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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昌都市贡觉县养殖大户多贡的阿旺绵羊群正在草原上吃草。群山连绵、草

场繁茂，成群的阿旺绵羊成为贡觉县靓丽的风景。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昌都是哪里？它是西藏的东大门，历史
上茶马古道的重镇，位于川滇藏青四省区交
界的横断山区。

昌都的山有多高？谷有多深？民间的
歌谣说得清楚：“上山云里钻，下山走江边，
对山喊得应，走路要几天。”

昌都的路有多难多险？以前，人们经常
说要考验车技，就去跑川藏公路。“四壁云山
押半空”“重叠川原道路长”是川藏公路的真
实写照。昌都就是川藏公路上的重要节点。

古时，一条茶马古道演绎着藏东大地商
贸往来的故事。今天，以现代化路网为基础
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发展给昌都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昌都解放70年来，在党和国
家的关心支持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昌都市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

司机“跑运输”不再心悸

1950年10月，解放军成功渡过金沙江，
将五星红旗插在了西藏江达县岗托镇岗托
村的土地上。从此，“西藏解放第一村”成为
岗托人的自豪。

横跨金沙江的317国道从岗托村旁经
过，南来北往的车辆吸引了一个少年的目
光。1971年，这名叫贡松格来的岗托村14
岁少年终于有机会走上了自己与汽车的结
缘之路。

跟着亲戚学习开车5年后，19岁的贡松
格来东拼西凑了4000元，购买了他人生中
第一辆汽车——一辆二手的解放牌卡车，成
为岗托村第一个跑运输的人。

贡松格来开着解放牌卡车走出岗托村，
往来于昌都与拉萨、成都等川藏地区。从运
输大米、面粉、日用品再到运输钢筋水泥，40
年来，贡松格来一趟又一趟地穿梭于拉萨和
成都之间，见证了路的变化。

“刚开始跑运输的时候，路面极窄，时刻
都要盯着对面来车，如果有车，老早就要选
好会车的地方。不仅如此，坑坑洼洼的土路
对轮胎磨损也很大，常常一天要补两次胎。”
贡松格来回忆，当时经常遇到塌方堵车，最
长的时候一堵就是一个月，带的干粮吃完了
只能饿肚子。

海拔4200米的矮拉山横亘在江达县和
岗托村之间，成为贡松格来必须要翻越的大
山，每次翻山都让他胆战心惊。

“山上气候多变，风雪一大，只有沿着别
人的车辙小心翼翼行驶才能确保安全。”贡
松格来说，现在矮拉山通了隧道，原来翻山
20多公里的路程被4.8公里长的隧道代替，
不仅路程大大缩短，也更安全了。

昌都山高谷深，常常路的下方就是悬崖
陡坡，江流奔腾，天险无数。以前在这样的
路上，贡松格来每跑完一趟都心有余悸。现
在，随着交通状况改善，贡松格来很享受这
段行程。

60岁后，贡松格来不再跑运输定居拉萨
了。他买了一辆皮卡车代步，每年从拉萨往
返岗托两三次。

“以前从村里到拉萨顺利的话要一周时
间，现在只要一天半就到了。天险路段被一
个个改造，路越修越好。”贡松格来说，如今
他盼着高速公路能早日修到岗托村。

近代以来，一条茶马古道沿着昌都三江
流域的深山峡谷蜿蜒而行，各种物资全靠人
背畜驮、栈道溜索运输。川藏公路通车前，
昌都几乎没有一米现代公路。解放70年
来，从中央到西藏自治区都持续加大对昌都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制定了一系列特
殊优惠政策，规划实施了一大批重点项目。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国家投资
1100亿元，相当于昌都全市2010年前固定
资产投资总和的4倍，极大改善了昌都以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昌都
市副市长卫强介绍，截至2019年底，昌都全
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836 万公里，县
（区）通畅率达到100%，乡（镇）通达率、通畅
率分别达到100%、93%，行政村（居）通达
率、通畅率分别达到100%、68.8%，彻底改
变了昔日出行全靠人背马驮、走骡马驿道的
落后状况。1995年昌都邦达机场通航并先
后开通了昌都至拉萨、成都、重庆、西安4条
直达航线，每周航班达到80余架次，架起了
连接祖国各地的空中走廊。

随着土路变油路、架桥通隧道……贡松
格来家跑运输的车更新升级了7次。最后
一辆运输车为40多万元的东风天龙卡车，
无论车身和载重都远超从前，贡松格来家的
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走南闯北让贡松格来见多识广，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下一代。如今，他的几个孩子都
通过越来越好的道路找到了致富门路，做起
了服装、珠宝等生意，过上了富足生活。

路已经从昌都的发展瓶颈，成为了发展
的重要机遇。像贡松格来一样的岗托村人
有的承包修路工程，有的跑运输，大家通过
越修越好的路走向了小康生活。

昌都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江世国介绍，
“十三五”期间，昌都市完成交通投资336.37
亿元，比“十二五”同期增长202.98亿元，是

“十一五”的15倍。贯穿昌都境内的317、
214、318国道改造升级，年拉山隧道、贡芒
路等一大批重大交通项目相继建成通车，让
广大人民群众步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快车道。

阿旺绵羊与高原葡萄酒

从贡觉县到芒康县的公路铺油通车后，
将国道317和318连接了起来。公路沿线
群山连绵、草原繁茂，成群的阿旺绵羊像一
朵朵紧贴地面的“祥云”成为贡觉县靓丽的
风景线。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近5年
来，阿旺绵羊成为昌都市重点打造的特色农
牧产业之一。贡觉县成立了藏东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在莫洛镇幸福
村建设的阿旺绵羊繁育基地，收购全县的阿
旺绵羊并进行短期育肥后统一销售。

今年5月，阿旺乡的养殖大户多贡刚刚
把300多只一岁多的阿旺绵羊以每只1800
元的价格卖给了基地。“卖给基地，我不用再
操心市场，可以甩开膀子养羊。”多贡说。

在基地，20余栋现代化羊舍整齐排列，
饲料加工厂、肥料发酵车间、兽医室一应
俱全。

为了打造品牌，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养
殖效益，藏东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天津
奥群牧业有限公司合作，从技术上降低阿旺
绵羊的死亡率，以更营养的饲料配比和科学
化养殖方式，提升阿旺绵羊的成品率和品牌
价值。

“虽然贡觉县养殖阿旺绵羊的历史长达
千年，但过去采用游牧方式养殖普遍是一年
一胎、一胎一羔，繁殖速度慢、死亡率高，即
便羊肉品质优、味道好，却难以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商业化规模。”贡觉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格桑次仁介绍。

近年来，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运营模式，贡觉县投资1.6亿元，逐步建成了
集“培训、科研、育种、扩繁、加工、物流、冷链、
销售”于一体的阿旺绵羊产业链，辐射带动
6200余名群众参与到阿旺绵羊产业链建设
中。截至目前，贡觉县阿旺绵羊基地养殖规模
达到3700只，繁育15569只，产值3088万元；
生产有机肥600吨，产值198万元。

规模上去了，销售也不能落下。2018
年之前，当地没有冷链运输，阿旺绵羊产品
虽好却难以远销。

“随着冷链卡车的引入和稳定冷链承运

商的合作。从贡觉县到成都形成了阿旺绵
羊规模化生产和产业输送的‘新路’，阿旺绵
羊销售额持续增长。”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援
藏干部、贡觉县常务副县长李敬说。

在昌都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由贡觉县与
昌都市餐饮品牌联手打造的“阿旺绵羊”主
题餐厅成为地标。下一步，贡觉县计划在成
都等城市开设“阿旺绵羊”主题餐厅。

高原秋风清凉，山间云烟如幕。跋涉于
芒康县的纳西民族乡近3000米的高山之
间，只见一片片果实累累的葡萄园向山间延
伸。“80后”创业者洛松次仁在这里创办了西
藏第一家葡萄酒企业。

从开着拖拉机运货，到立下决心创业，
将家乡和家族古老的酿酒手艺变成改变生
活的“收益”，洛松次仁时常在思考，纳西乡
发展产业的优势在哪里？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只有根据本地特色做到“因地制宜”，
才有机会实现商业上的“适者生存”。这是
洛松次仁的答案。

葡萄酒的手工酿制工艺，在纳西乡已经
传承了百年。但“酒香也怕山大沟深”，洛松
次仁开拓出500余亩高品质酿酒葡萄园区，

立志与合伙人共同打造出世界海拔最高、带
有高原独特风味的有机葡萄酒。

2015年，在西藏自治区科技厅、昌都市
科技局帮助下，洛松次仁在企业开设了“西藏
高原葡萄栽培与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投
入精力和财力钻研最先进的葡萄酒酿制工
艺。随着品质不断提升，其品牌影响力逐步
扩大，在国际上斩获了一个又一个酒业荣誉。

“我们创业的初衷，是将芒康县传承百
年的葡萄酒手工酿制方式，转变为现代化企
业模式，让大家致富，从茶马古道走出时代
的新路。”洛松次仁将企业发展与精准扶贫、
产业化扶贫相结合，每年帮扶农牧民临时就
业700余人，帮扶百姓每人年增收达8000
元以上。

2019年，芒康县葡萄种植规模1.17万
亩，年产量达7200余吨，葡萄加工产值达
7000余万元。截至目前，相关产业共带动
种植户1459户9720人增收，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213 户 1039 人，人均增收达 6018
元。随着芒康县葡萄酒产业的品牌升级和
销路开拓，更多当地乡民将投身这份浪漫事
业中，用古老技艺酿制出甜蜜未来。

茶马古道的数字天路

距芒康县城120公里的加达村内，一片
片盐田波光荡漾，凭借传承千年的井盐晒制
技艺，勤劳的盐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每逢
高原上春暖花开，伴随着桃花的芳香，当地
人引以为傲的“桃花盐”由此踏上古道、销往
远方。

虽然位于川、滇、藏文化交融的核心区
域芒康县内，在过去是“茶马古道”入藏第一
站上的“明星盐产地”，芒康县加达村的手工
井盐却一度因为沟深路远、产量不足，而在
商业化制盐大发展中陷入存续艰难的困局。

2008年，井盐晒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多的人
开始关注和了解井盐文化。

“要想打破僵局，把老手艺推广出去，必
须用适合新时代的新办法，我们年轻人也要
给家乡出力。”来到加达村的游客时常能看
到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姑娘，一边直播着盐
田风光，一边讲解着古法制盐技巧，她就是
扎西拉姆。作为“90后”井盐晒制技艺传承
人，扎西拉姆告诉记者，电商经济、旅游产
业、文化创新等新元素正融入古老的盐田。

加达村全村共有2775块盐田，年产白
盐、桃花盐约20万斤。昔日“盐民们”辛勤地
凿井、背卤、晒盐……工艺复杂、费时费力却
始终卖不出好价钱。扎西拉姆开始琢磨，怎
样才能为故乡的井盐增加附加值，进一步打
开销路。她开始尝试通过网络直播吸引关
注、推广井盐文化，同时，通过与盐类相关的

保健品生产等商家合作，为井盐增加附加值。
同样在芒康县，56岁的昂旺邓吉手捧着

印有自己头像的“青稞饼礼盒”载歌载舞，录
制着充满激情和正能量的民族舞蹈。这位
活泼热情的藏族大叔，不仅在抖音平台上拥
有40多万粉丝，更是当地创业致富的领军
人物。

“我的祖辈都以种青稞为生，青稞就是
我们的宝贝。”昂旺邓吉告诉记者，他希望通
过提高青稞附加值让更多乡亲一同致富。
昂旺邓吉坦言，如果没有电商平台，他这个
老头子可火不了。通过平台互动，他把相关
产品放到了商品橱窗，不仅向粉丝们展示着
积极乐观的形象，更将家乡的青稞产品推向
全国。“我还打算学习更多电商知识，让全世
界知道我们家乡的好产品！”昂旺邓吉对未
来充满信心。

随着村级电商服务站的建立、电商业务
培训的增加，电商正在改造着这条“茶马古
道”。截至目前，昌都市已建成县域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3个、O2O展销中心5个、
乡村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116个、县乡物流
配送中心2个。全市现有电子商务企业15
家，从业人员242人。2019年全市电子商务
交易额4644.84万元，其中企业间电子商务
交易额 2864.78 万元，网络零售交易额
1780.06万元。

描摹描摹““茶马古道茶马古道””重镇新容颜重镇新容颜
——西藏昌都解放西藏昌都解放7070年年““商路商路””发展调查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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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传承千年的井盐晒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在曾是茶马古道“明星盐产地”的芒康县，人们正在努力尝试将电商经济、旅游产
业、文化创新等新元素融入古老盐田。图为村民在千年盐田里劳作。

本报记者 覃皓珺摄

在纳西乡洛松次仁的葡萄园里，负责质量监控的
吴昌丽正在取样。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在西藏，昌都是很特别的城
市。不仅因为其多省区交界的特
殊区位和地形地貌，更因为它特
别的城市风貌和人文风情。

与西藏其他市不同，昌都的城
市风貌辨识度很强。绛红色的屋
顶、淡黄色的楼面、品字形的窗棂、
形似晒架的井字形立柱，昌都最繁
华、最具特色的商业区——茶马
城，将如今昌都主城区日趋统一的
建筑特色和风格充分展现。

峡谷中的昌都市区平地很
少。2012年初，昌都市区所在地
昌都镇建成区面积仅为4.6平方
公里，截至目前，建成区面积达
8.9平方公里。随着城市变大，昌
都的绿地、广场、公园面积逐步增
多。虽然土地紧张，但是近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昌都市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改善人
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
魅力。依山而建的公园、滨江而
立的广场、穿山而过的隧道，建设
成本和难度可想而知。像“愚公
移山”一样，昌都市突破发展瓶
颈，将其变为城市品位提升的机
遇，苦干实干，建起了生态宜居的

藏东新城。
“硬环境”在变，“软环境”也没落下。秉承“马上就办、特

事特办、办就办好”的理念，位于澜沧江畔的西藏首个自治区
级经开区昌都经开区实施了招商引资提质工程，积极为企业
排忧解难，实现了从一站式服务到系统服务的转变。

主城区发展了，小城镇也很活跃。沿着国道214线蜿蜒
前行，在澜沧江即将进入云南境内的芒康县曲孜卡乡，特色小
镇建设带来的吸引力正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底气。

2017年，曲孜卡被授予“第二批全国特色小城镇”称号。
随着特色小城镇的打造，来曲孜卡投资兴业的人越来越多。
在打造特色小城镇之前，曲孜卡仅有2家大型酒店，现在舒适
高档的酒店已经达到7家。在曲孜卡，商业、旅游业正在全面
兴起。

曾经蜿蜒的茶马古道上，商帮马队步伐铿锵。如今宽阔
平坦的柏油马路上，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新时代的昌都正走
在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上。

闯和拼是深山峡谷中昌都人的底色。解放70年来，依托
城镇建设，筑巢引凤，昌都人与昌都城演绎着新时代的奋斗
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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