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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健伟、薛文献、王泽昊

海拔 4800 多米的德姆拉雪山，盘山公路蜿蜒
曲折。翻过云雾缭绕的山垭口，一路向南，桑曲
(河)顺着峡谷自西北向东南潺潺流淌，两岸崇山
峻岭苍翠如黛，印度洋暖湿气流将藏东南换了一
幅景色，葳蕤的森林与蔚蓝的天空遥相呼应，云卷
云舒，一派原始森林景象。

这里就是被誉为“西藏江南”的察隅。

察隅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南接缅甸和
印度，是边陲重镇。“一山有四季，四季不同天”的
神奇自然景观源于察隅独特的亚热带气候。而在
这深山峡谷间还居住着一个神秘族群——— 僜人。
这个目前在中国境内仅有 1632 人的族群，在上世
纪 60 年代还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民主改革 60 年来，西藏沧桑巨变，如今的僜
人究竟生活得怎么样？发生了什么变化？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日前从拉萨驱车上千公里，深入到僜人
村落，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

远去的神秘“部落”

党和政府将僜人从深山老
林里迁出之前，他们长期过着
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敬神驱鬼
的原始部落生活
居住在藏东南林区的僜人，一直富有神秘色

彩，就如同这片高山峡谷时常笼罩在缭绕的云雾
下一样，深藏不露。

僜人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
没有文字。僜人中讲两种话，一部分人自称“达
让”，一部分人自称“格曼”，通用达让话。

1954 年，国家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关于族称
问题曾征求过当地僜人代表人士的意见，他们说
自己是“登”。在僜语里，“美登”是穷人的意思，是
与“莫化”即富人相对的称呼，因而当时汉语称他
们为“登人”。后来由于是族群称，改“登”为“僜”，
统称“僜人。”

目前生活在西藏境内的僜人主要分布在察隅
县上、下察隅镇的新村、夏尼村、嘎腰村、京都村、
自更村、沙琼村、迟巴村、体育村、格拥村等。

僜人生活方式比较简朴，起居穿戴有自己的
习俗。新村党支部书记金夏开玩笑道：“我们僜人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引领潮流，我们都穿皮草，

而且很性感。”
这位僜人村干部所说的皮草，其实就是用打

猎获取的兽皮做衣；而所谓“性感”，是指这“皮衣”
仅为几块遮羞布，勉强遮体。

在上世纪 60 年代党和政府将僜人从深山老
林里迁出之前，他们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结绳记
事、敬神驱鬼的原始部落生活，房屋以树枝、干
草、兽皮等搭建；生产工具主要靠木棍、刀、箭等；
食物以野生动物、野果野菜为主，粮食产量很低。
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僜人除了惊叹，还是
惊叹。

1959 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在党和政府

的帮助下，僜人走出深山，迁居到河谷台地，不再
以狩猎为生，有了房屋和田地，学种水稻、玉米、薏
仁、鸡爪谷等，接受现代教育，买卖婚姻的陈规陋
习也慢慢绝迹，逐步过上现代生活。

记者踏访了几个僜人村落，一片片绿油油的
稻田、一颗颗套了袋正待成熟的猕猴桃、一座座拔
地而起的崭新房屋、一个个背着书包嬉笑归来的
小学生……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新时代小
康村美好生活的画卷，原始部落的影子了无痕迹。

“我的这套房子，在内地应该叫别墅了吧！”在
下察隅镇夏尼村，村民真得青指着即将竣工的二
层楼房告诉记者，“我们家有田地 10 多亩、果园
30 亩、家猪 30 头，去年全家收入达到 12 万元左
右。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不比城里人差。”

当地干部介绍，2018 年，僜人人均现金收入
达 11499 元，告别了绝对贫困，生活越来越好。

从原始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野蛮走
向文明，僜人只用了半个世纪；其变化之大，可谓
翻天覆地。

从破木房到二层小楼

这些房屋基本为水泥框架结
构，铝合金门窗，朱红色防盗门，淡
黄色外墙瓷砖，黑瓦红边的传统
中式屋顶等，几乎成了标配
夏尼村是一个典型的僜人村落，居住着 43 户

174 名僜人。这里海拔 1665 米，气候温润，雨水丰
沛，贡日嘎布曲潺潺流淌，芭蕉树等亚热带植物布
满村落四周。

除了满眼美景，夏尼村错落有致的一大片新
式房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些房屋基本为水泥
框架结构，铝合金门窗，朱红色防盗门，淡黄色外
墙瓷砖，黑瓦红边的传统中式屋顶等，几乎成了标
配。有的人家是气派堂皇的两层独家院落，有的是
宽敞明亮的精致大平层，让很多城里人也心生羡
慕。

如果将时间退回到上世纪 60 年代，僜人住房
条件差异之大，让人难以置信。25 岁的僜人小伙
胡胡龙骑着摩托车，领着我们到夏尼村旧址参观
他爷爷的老房子。

穿过泥泞湿滑的林间小道，在村庄后山的森
林边缘，保留着一座孤零零的简易木头房屋，杂乱
无章的石头做地基；长条形原木相互穿插，层层垒
叠，形成框架；一张皱巴巴的铁皮盖在屋顶，8 根
朽木充当立柱……几十年的风雨侵蚀，整个房子
严重变形。

“我家三代人在这里住过，夏天遮不住雨，冬
天挡不住风。”胡胡龙说，“这几年政府帮我们盖了
新房，大家都搬走了，好多人也把老屋拆了。我家
没拆，就是想留下来作个见证。”

上察隅镇迟巴村菊玉组居住着 21 户僜人。一
进村，一个个崭新的农家小院，沿笔直的水泥路有
序排列在两边，风格接近又各有特色，鲜艳的五星
红旗飘扬在家家门前。

我们随便走进一户僜人家，水泥地面的院子
收拾得干净整洁，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
全。54 岁的嘎吉古那告诉记者：“我们一家五口，
以前住的木头房子，只有 90 多平方米。去年搬进
新房，有 140 多平方米，我们还添置了藏柜、茶几、
电视。这么好的房子，国家补贴 15 万元，我们只掏
了 9000 元。”

僜人村庄近几年的变化，得益于边境小康村
的建设。察隅县县长杜元文说，在建设边境小康村
时，政府除了帮助老百姓修盖房屋外，还对村里的
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管网等做了整体规划设计和
修缮，为每个村做了产业配套，保证村村都有集体
经济，让群众既能安居，又可乐业。

从无到有的猕猴桃

下察隅共规范种植猕猴桃
2300多亩，今年预计产量可达 50
万斤。按每斤25元计算，营收可达
1200 多万元
听说当地盛产猕猴桃，这可是新鲜事，我们立

即赶往最大的一块桃园。

坐落在山间台地上的夏尼村，村庄东南角
是大片的农田，一根根水泥杆笔直地矗立在地
里，一棵棵猕猴桃苗沐浴在阳光下，愈发翠绿，
毛茸茸的猕猴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这块 360 亩的桃园，将为当地群众带来丰
厚的回报。桃园的管理者，是一位略微有些驼
背，瘦削身材，双眸透着一股子机灵劲的中年男
人——— 郑天成。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老郑”。

“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海拔适中，土
地肥沃，是种植猕猴桃的绝佳地。具体来说，夏
尼村的土地耕种程度低，可以算得上是处女
地。”讲起猕猴桃，老郑头头是道。

老郑是四川雅安人，早年在内地当乡镇农
技员，后来到察隅搞建筑、开宾馆。2011 年，他
发现下察隅气候独特，适合发展种植业，就开始
在夏尼村投资种植猕猴桃。

他拿出全部积蓄，精心培育猕猴桃幼苗，并
耐心给村民介绍种植猕猴桃的潜在价值，传授
种植技艺，让更多人了解猕猴桃。

从 2011 年至 2019 年，郑天成累计从夏尼
村、京都村、松古村村民手中流转土地 1050 亩。
按照每亩土地流转补偿 1200 元，2018 年共为
当地群众增加土地流转收入 126 余万元。除此
之外，近一万人次群众通过在果园打工，每年增
加务工收入至少 150 万元。

在老郑的带动下，下察隅各村越来越多的
僜人加入到猕猴桃种植队伍中来。截至目前，下
察隅共规范种植猕猴桃 2300 多亩，今年预计产
量可达 50 万斤。按每斤 25 元计算，当地猕猴桃
产业营收可达 1200 多万元。

“我们这里千百年来从来没有种过猕猴桃。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更别说种了。”僜人小伙雄
伟龙是猕猴桃种植的受益者，已经成了种植大
户，“刚开始有点困难，但老郑不厌其烦地教我
们，一遍学不会就教两遍，三年下来，我基本上
全掌握了。”

2015 年，雄伟龙在自家地里试种了 2 亩猕
猴桃，共收入 2 . 6 万元。两年后，他更换了新品
种，把种植规模扩大至 10 亩。“现在猕猴桃挂果
3 万颗，今年预计收入能达 6 万多元。”雄伟龙
高兴地说。

长在深山里的“僜香猪”

“我们每天只给猪喂一顿苞
谷面，猪吃完食就跑回山里。这
样确保猪不会走失，同时又保持
特有的品质”

从夏尼村向东南行驶 10 多公里，盘山路旁
一间简约别致的屋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房子
背靠幽深的山林，鹦鹉叽喳的叫声空谷传响，一
静一动宛若世外桃源。

京都村村委会主任阿胖等候在这里，给我
们介绍他“发明”的“僜香猪”。

“我们这里的猪，是藏香猪与当地野猪杂交
而成的。这种杂交猪瘦肉多，口感好，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身为京都村阿胖养猪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阿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到了猪身
上，“杂交猪因为有了野猪基因，免疫力大幅提
高。当瘟疫来的时候，一般家猪很多都患病，而
我们的猪几乎不受影响。”

阿胖本来就是京都村里的养猪大户，最多
时家里养着 100 多头猪。2015 年当选村委会主
任后，为了带领群众致富，他决定以“合作社+贫
困户”的方式，卖掉家猪，开始培育杂交猪，并给
这种猪起名为“僜香猪”。

生长于藏东南林区的藏香猪远近闻名。合
作社起步阶段，阿胖把 10 头藏香猪放进山林，
吸引野猪来杂交，繁殖，后期再不断投放猪苗进
山。三年下来，养猪场已经出栏 200 多头“僜香
猪”，目前存栏量也有 300 多头。

“我们每天只给猪喂一顿苞谷面，猪吃完食
就跑回山里。这样确保猪不会走失，同时又保持
特有的品质。”阿胖说。

合作社成立以来，阿胖免费给村里的 18 户
贫困户发放苞谷种子，秋天又挨家挨户去收购，
确保贫困户每年都有固定收入。去年，养猪场收
购苞谷的资金有 7 万多元。

此外，村里还有 20 多人在合作社打工，主
要负责清理猪圈、锄草、拌猪饲料、喂猪等。每人
每天不仅可以挣得 160 元务工费，一日三餐阿
胖也免费供应。长期在合作社打工的村民一年
可以挣 2 万元，短工一年也能挣 4000 多元。

阿胖说，今年县里产业办向养猪场注入了
50 万元扶持资金，用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下
一步，他们将扩大养殖规模至 1000 头，还计划
给“僜香猪”注册商标，开办“僜香猪”熟肉加工
作坊，生产腊肉、香肠等，走品牌化发展道路。

守护自己的“根”

一个火星很可能就会引发
一场森林大火。因此，防火在察
隅极端重要，一批青壮年僜人走
上护林员岗位，成为生态卫士
独特的亚热带湿润气候，使得察隅境内生物

种属繁多，植被类型多样，不仅有原始森林植被，
也有高山草甸和灌丛草甸植被，成为藏东南高原
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的 3个主体县域之一。

在获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一把“达摩克利
斯之剑”也高悬在察隅人民的头上。茂密的森
林、陈年累积的落叶，一个火星很可能就会引发
一场森林大火。因此，防火在察隅是一项极端重
要的工作。为了守护美丽家园，一批青壮年僜人
走上护林员岗位，成为生态卫士。

来自体育村如苏组的青龙，担任护林员已
经有 6 个年头。得知我们要采访，他骑着摩托车
从巡护现场急忙赶来。这位皮肤黝黑、身材壮实
的僜人小伙，身穿一件印有“察隅林业”字样的
橘黄色工作服，略带羞涩地给我们讲述他护林
的故事。

“我一周巡山两次，一般早上八点出门，晚

上六点半回家，走一趟下来大概有 30 多公里。有
时走累了就靠在树根旁歇歇脚，饿了就吃几口干
粮。”青龙说。

为了顺利完成巡山任务，青龙还特意花 6000
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六年来，他风雨无阻，生怕放
过一星半点火源。虽然每个月只有 700 元的工
资，但在他看来，护林员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
衡量的。

“树越来越多了、密了，因为没人砍伐；动物也
越来越多了，因为没人打猎，巡山时能经常碰见
山羊、狐狸、小熊猫、猴子等动物。”青龙说，政府对
护林员是有考核的，“我还不是干得最好的，要继
续努力。”

僜人在历史上就有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的传
统，虽然跨入现代社会，但传统一直没有丢。

金夏说：“我们遵从古训，从不砍红豆杉等珍
稀树木，即使是掉在地上的红豆杉树枝，也要埋
起来。长期以来，人们从不猎杀受保护的野生动
物。”

据《察隅县志》记载，上、下察隅镇森林资源丰
富，植被类型复杂，全镇森林覆盖率分别达 70%
和 75% 以上。

生于大山，长在大山的僜人，对大山有着独
特的感情。虽然现在僜人早已经离开深山老林，

但那里是他们的根，保护森林，就是保卫家乡。

走出大山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僜人接受了现代

教育，到外面读书求学，在外地工

作，走出深山，经历着不一样的人生

22 岁的迪花参加工作两年了。2017 年，她从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应聘到了林芝市
工布江达县娘蒲乡中心小学附属双语幼儿园。女
儿成为迟巴村第二位教师，父亲嘎吉古那很是自
豪了一阵子。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养活我和两个弟弟很不
容易。为了供我上学，他们省吃俭用，碗里没有菜
和肉是常事，有时用酥油把米饭一拌，一顿饭就
打发了。”迪花回忆道。

上班以后，迪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月都
给父母汇点钱，同时还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去年底搬进新房后，父母腾出一间房子开起了小
商店，其中进货的钱就是迪花寄来的，全家的日
子一天一个样。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僜人家庭中得到
了充分应验。基础差、沟通难、教育意识薄弱，曾
经是僜人留给外界的印象。但现在，越来越多的
僜人接受了现代教育，到外面读书求学，在外地
工作，走出深山，经历着不一样的人生。

在波密县米堆冰川脚下的米堆村，我们碰到
在这里驻村的县文化和旅游局干部阿美英。聊天
中得知，34 岁的她也是僜人，来自下察隅镇嘎腰
村。2012 年大学毕业后，阿美英考上了公务员。

阿美英家里一共姊妹 7 人，她排行老四。在
阿美英小的时候，繁重的家庭负担差点使她辍
学。喜欢读书的阿美英坚决要求读书，父母硬撑
着继续供她。

“幸亏当时没有辍学，要不哪有今天？”阿美英
说。参加工作以来，阿美英特别关心两个弟弟的
教育。在她看来，两个弟弟更聪明，生活条件更
好，他们的未来应该有更多的选择。

察隅县完全小学教师美志高告诉记者，近年
来，僜人孩子几乎没有出现辍学现象，“这一方面
取决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优惠政策，另一方
面僜人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60 年世纪风雨，60 年岁月沧桑。
经历翻天覆地巨变的僜人，用一种独特的方

式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深厚感情——— 2012 年初，
新村的僜人群众在村口竖起一座高大的白色石
碑，上面镌刻着“党的恩情比天高，幸福不忘共产
党”14 个鲜红大字。

当记者结束采访走出新村时，金夏指着石碑
上的文字和图案，真诚地说：“我们僜人特别感恩
共产党。共产党给了我们房子和田地，让我们远
离丛林，再也不用和祖先一样过着野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和汉族、藏族人一样，耕作、上学，过上
文明的生活。”

88 月月 22 日日拍拍摄摄的的僜僜人人小小康康村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周周健健伟伟摄摄

88 月月 22 日日，，新新一一代代僜僜人人走走在在小小康康村村的的大大道道上上。。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周周健健伟伟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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僜人是个目前在中国境内仅有

1632 人的族群，在上世纪 60 年代

还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生活

1959 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

僜人走出深山，逐渐过上现代生活

“我们僜人特别感恩共产党，让

我们远离丛林，再也不用和祖先一

样过着野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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