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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阿里

我是 2015 年 7 月到的阿里地区。虽

是内地最热的时节，但这里却是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雪山直入云霄连绵不绝，远处

望去非常美丽。组织上将我分配至狮泉河

镇、噶尔县县委办基层实践，先后共计 4

个月。

与西藏的结缘源于多年前的一次旅

行。当时与大学同学从新疆叶城沿着新藏

公路（G219），一路徒步搭车，进入了藏

西高原——阿里，这片被称为“世界屋脊

的屋脊”以及“生命禁区”的地方。那时

的新藏公路名为国道，实为一条泥泞危险

的土路。由于海拔高、气候劣，新藏线可

能也是全中国最险的公路。由于战略位置

特殊，通往新疆、拉萨的公路目前仍由武

警部队负责维护。这条公路上有一个著名

的“死人沟”，位于新疆阿里交界处。

1950 年，第一批解放军进军阿里时，一个

连队在此露宿，因为缺氧，第二天没有一

个人醒来，因此得名“死人沟”。实际上，

如此恶劣的气候在阿里高原属常态，可见

这里环境之险恶，条件之艰苦。

当年，我们是搭军车经过此地并停

留片刻。虽然这个地方海拔不是很高，但

可能因为气流缘故，导致氧气、气压比其

他地方更低。因为当时在修路，我们需要

下车徒步跨过高起的路基穿过整个施工路

段。我下车时高原反应很严重，浑身乏力，

后脑勺也异常疼痛，无法跨过路基，只能

手脚并用勉强爬上路基到马路的另一边。

然而一代代边防战士就是这样不畏艰难困

苦，一次次途经这些危险地带，许多人甚

至牺牲在这里。在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

正是无数个这样伟大的战士忠于使命，保

家卫国，守护着西南边疆的稳定。目前，

“死人沟”已改名为泉水湖（此地位于湖

边，并有一股泉水注入），并在此设立了

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成为拱卫藏西北

的门户。

旅行过程中宏伟壮丽的自然风光让

我流连忘返，但我也逐渐注意到这里的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祖国其他地方落后了几十

年。这种强烈的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当时就产生了要通过自身所学为这里

做些什么的想法。之后我慢慢了解到，阿

里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等客观因素导致交

通、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是全国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即便有很多国家补

贴）。而我也意识到这贫穷背后的因素正

是缺少资金、缺少人。作为一个金融专业

的学生，我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在

这片土地上，为当地百姓做一些事情，为

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最终，

离开学校后我踏上了去往阿里的道路。

西藏自治区位于祖国西南部，而阿里

地区又在西藏的最西部。阿里地区北与新

疆喀什、和田地区接壤，西与印控克什米

尔地区接壤，南与印度、尼泊尔接壤，东

与日喀则、那曲接壤，总面积约 34.5 万平

方公里，总人口 11 万人，平均海拔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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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上。由于历史原因，阿里地区

在 1979 年前属新疆管辖，1979 年

后归西藏管辖，目前军事上仍归南

疆军区管辖。班公湖、典角、什布奇、

支布奇等中印西线、中线热门对峙

点都位于阿里地区。阿里地区在战

略上也非常重要，是对抗美西方反

华势力的桥头堡，也对中印边境中

西线的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战略

缓冲作用。

因为海拔高，阿里地区只有冬

季和春季。漫长的冬季一般从 8 月

底开始，一直持续到来年 5 月。这

段时间也最煎熬，氧气和气压全年

最低，外来商人和务工人员早早回

到内地的家乡，许多汉族干部也会

休假回家，整个地区人口骤降，十

分清冷，在县城甚至连吃饭的地方

都没有。听老一辈阿里人说，国道

未通前（到拉萨的公路于 2008 年

通车，到新疆的公路于 2012 年底通

车），拉萨到阿里的班车要走一个

星期以上，如果遇到冰雪天气，则

需要 10 天甚至更多。路途中比较可

怕的是感冒，很容易引起肺水肿而

带来生命危险。因为当时路还未通，

司机一般沿着电线杆找路，即便是

老司机，迷路也是常事。路上停车

吃饭的地方很少，即便有一两家饭

馆，也只有土豆、萝卜、白菜等，

价格也十分昂贵。当地的休假天数

也很长，最早的时候一年休假半年，

目前也有每年 70 天。

刚到阿里时不太适应。这里海

拔 4300 米，高原气候对身体的影

响特别明显。我虽没有特别剧烈的

高原反应，但身体还是发出种种“警

告”。首先是缺氧的感觉非常明显，

走路不能快，否则心率加速气喘吁

吁，得马上停下休息一阵才能恢复

正常。由于缺氧，晚上入睡困难，

夜间经常憋醒，睡眠质量不高，一

开始整个人精神比较憔悴。白天气

温不高，紫外线特别强烈，晚上比

较冷，温差很大。白天需穿上冲锋

衣，晚上睡觉则得盖两床被子。由

于刚到高原担心洗澡受凉引发肺水

肿等高原疾病，就一直没洗澡。直

到半个月后，觉得身体基本适应了

高原环境。某天上午休息，我早上

起来后没有吃早饭，直接从宿舍步

行了 20 分钟左右到浴室，洗了半

个小时，洗完穿上衣服感觉十分清

爽，却意外地在回宿舍的路上因缺

氧而瘫倒在狮泉河旁边的马路上。

记得倒地的时候我意识是清醒的，

最后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半个多小时

才缓过劲来。这是我刚到高原第一

次遇到危险，现在想起来都还后怕。

后来才知道，在高原洗澡特别是海

拔 4000 米以上得讲方式方法，洗

澡前必须保持体力充分，得先吃饭，

洗浴时间不能太长、搓澡不能太用

力、得透气，否则就会因缺氧而晕

倒在地。没想到在平原地区再平常

不过的洗澡在高原却成了一件必须

十分小心的危险的事。

基层实践的 4 个月内，我的主

要工作就是下村居调研然后写调研

报告。有一次，县委书记给我交代

了一个关于农牧区的调研任务，我

带着任务在村里待了一个月。这是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藏族群众，让

我对基层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调研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

当地群众基本上听不懂普通话，调

研时只能由村官或驻村队员充当翻

译。调研地点也不局限于群众家里，

还包括合作社、草场、农田、茶馆

和寺庙等，这样才能基本掌握群众

的整个生产活动。相较于“上面的”

机关工作，“下面的”基层工作能

全面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群

众所想，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精准

建议。

记得第一次去牧民家调研时，

这家刚刚搬进政府统一规划的房子

里，非常干净整洁。走进客厅，入

眼一套崭新的藏式家具，墙上挂着

一幅布达拉宫的风景画，茶几上整

齐地摆放着啤酒、饮料、混合着干

果和糖的盘子、木碗，主人热情地

准备了酥油茶，并点起了浓郁的藏

香，令人心情放松。我不禁对这户

牧民的生活状况产生了好奇。他们

非常热情好客，一直往我们的碗里

加酥油茶，总是站着并笑眯眯地望

着我们。他们讲的都是藏语，几乎

听不懂普通话，回答问题时也非常

害羞，有时说着说着就情不自禁地

笑起来了。这户人家里有 5 个房间，

其中 3 个房间都有藏式沙发。这种

房间白天可以当客厅使用，晚上在

沙发上铺上被子又可作为卧室，这

也是当地的特色，不同时节，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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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轮流当作客厅。阴面的一个房

间是仓库，用来存放青稞、米面、

风干肉、酥油、砖茶等物品。最后

一个房间是经堂，一般不让外人进

入。我问了一些基本情况，总体感

觉牧民对自己的事不太了解，比如

每年收到的补贴、家里的存款等等，

对外部世界更不了解。后来了解到，

这应该是偏僻封闭导致的。

为了解寺庙基本情况，我在芝

达布日寺寺管会（寺庙管理委员会，

为政府派驻至寺庙的机构，一般驻

在寺庙里或旁边。这个寺管会负责

该区域内三个寺庙的管理，这三个

寺庙分属三个教派）住了一段时间。

每个寺庙喇嘛人数不多，最少的只

有两个人，最多的也只有十多人，

相较于上世纪 70 年代每座寺庙动

辄几百人的规模小了很多。出家入

寺，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而且每

个寺庙的僧人都有编制，不能超

编。每天到寺庙参拜的人数也大不

同，芝达布日寺是神山冈仁波齐的

“衣领”，转冈仁波齐前一般都会

先转芝达布日寺，所以人数较多。

其他两所寺庙因位置较偏且没有这

种风俗，参拜人数就不多了。芝达

布日寺坐落于山上，门口有许多天

然温泉，听当地人说，温泉可以治

疗很多疾病，很多信众在朝拜完寺

庙后会泡一会儿温泉。我在寺管会

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拎个桶打温

泉水回来泡，确实很解乏。芝达布

日寺和古入江寺也有很多上千年的

修行洞，有一次我到古入江寺调研，

在寺庙僧人的带领下来到了据说有

3000 年历史的修行洞。这个修行洞

位于半山腰，通往修行洞的通道十

分低矮狭长，有些地方甚至需要弯

腰爬行才能通过。修行洞面积大概

有五六平方米，高度两米左右，洞

壁上又凿出许多小洞存放经书。

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我基本

摸清了寺庙的运转模式、干部群众

对宗教和喇嘛的态度、寺庙对基层

治理的影响等等。

通过多次调研，我对基层情

况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对如何有效

调研心里也有了数。撰写报告虽没

有现场跑那么累，但也不是一件容

易事。撰写报告时后脑勺的疼痛让

我记忆尤深，可能因为思考时导致

大脑供氧不足。好在欣慰的是，我

的报告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认可，并

在常委会上专题做了研究，我也因

此有幸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并作了汇

报。

基层实践的经历让我对基层工

作有了深刻认识。做基层工作，能

直接与群众打交道，能全面准确掌

握一线情况，这是机关工作无法达

到的。基层工作也是连接群众和政

府间的纽带，如何实事求是地把基

层情况反馈给上级部门，如何将上

级政策有效落地，都是基层工作的

重大学问。基层实践结束后，我有

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到乡镇工

作，为当地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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