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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拔最高縣西藏雙湖縣第二批生態搬遷

雖有不捨但更期待

牧民告別高寒搬新家：

2022年7月21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
社及中新社報道，翻過高高

的山樑，繞過藍藍的湖泊，一輛輛
大巴首尾相連，行駛在蜿蜒的高原
公路上。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
19 日，西藏實施那曲市雙湖縣第二
批高海拔牧民生態搬遷，又一批牧
民告別苦寒高遠的藏北腹地，前往
雅魯藏布江畔的新家。

大多數的人類遷徙，都寄託着改變生
活的期望。全國海拔最高縣雙湖縣

的搬遷亦是如此。2019 年，雙湖縣已完成
第一批搬遷，3個鄉約2,900人。
前日早晨 6 時 30 分，天空還沒有亮透，
雙湖縣多瑪鄉的公路旁，已熱鬧非凡。牧
民們背着行李，挎着包裹，扶老攜幼，邁
着輕快的步伐，登上大巴。「搬遷一代人
幸福幾輩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築牢生態安全屏
障」……懸掛在大巴上的一條條橫幅，標
明了這次搬遷的意義。

◆西藏自治區那曲市雙湖縣多瑪鄉作為雙湖縣第二批高海拔地區農牧民生態搬遷的首個鄉鎮於19 日開始了人員搬遷。圖為多瑪鄉果根
擦曲村的村民將行李搬上貨車。
中新社

新家海拔較低天氣暖近鐵路

母親：為孩子為環保贊成搬遷

73 歲的布瓊患有類風濕關節炎，「我期
待新家的生活。那裏海拔低，天氣暖和，
能緩解我的關節炎。」雙湖縣人民醫院的
醫生普倉隨車隊為搬遷群眾提供醫療保
障。「雙湖海拔太高了，高血壓、痛風、
先天性心臟病發病率很高。搬到新家後，
將有利於這些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她
說。
這是一次跨越千里的遠行。新家所在的
山南市貢嘎縣森布日村，位於雅魯藏布江
北岸，距離雙湖縣約 900 公里，距離拉薩
市區 60 餘公里，臨近機場、鐵路、高速公
路，那裏海拔 3,600 米，比雙湖縣海拔低
了1,000多米。

路途雖然遙遠，心情卻是愉悅的。車
裏，駛向新家園的藏北牧民，眼神裏寫滿
了對新生活的期許。
27歲的次仁央金懷有8個月的身孕，將在
新家附近的醫院分娩。「在高海拔生孩子有
很多風險，能在低海拔的新家生孩子，讓我
減少了很多顧慮。為了路途上的安全，政府
專門安排了救護車。」次仁央金說。
果根擦曲村的娘桑和孩子們正聊着學
習。他的兒子羅布頓珠明年將上森布日幼
兒園。「雙湖縣海拔高，天氣寒冷，常年
大風肆虐，去森布日新家對孩子們的成長
和學習有好處。故土難離，但為了下一
代，我贊成搬遷。」娘桑語氣堅定。



雙湖縣一半以上面積在羌塘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內，是藏羚羊、藏野驢、野牛的
樂園，但區域內草場以每年 3%至 5%的速
度退化。
仲魯瑪村的旦真說：「這是我生活了幾十
年的地方，一下子要離開了，捨不得。但搬
遷也是為了雙湖的生態保護，是件好事。」

第一批牧民搬遷後氣色變好
雙湖縣常務副縣長扎西桑培曾參與了雙
湖縣第一批搬遷。他介紹，總結上一批經
驗，此次搬遷，傢具和人員分批搬遷，考
慮到各鄉牧業合作組織牛羊肉銷售和滿足
牧民日常生活肉類存儲，將在森布日安置
點建設冷鏈庫。
他說：「第一批牧民搬遷後，海拔低了

為了人 也為了自然
2019 年底，雙湖縣高海拔生態搬
遷項目實施，首批3個鄉鎮2,900人
搬到森布日安置點。同時，雙湖其

餘 4 個鄉鎮的部分學生，也隨第一批搬遷群眾一
起搬到森布日新建的學校，其中包括來自多瑪鄉
果根擦曲村的學生旦增貢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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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止痛藥孩子快樂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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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在平均海拔
超 5,000 米 的 雙 湖 縣
城，車隊正整裝待
發。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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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雙湖縣
牧民生態搬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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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點山南市貢
嘎縣森布日村海拔
3,600
600米
米。 網上圖片

氧氣多了，牧民們的氣色都好很多。有時
再去雙湖還會高原反應，都想盡快回。餐
桌變化很大，不再是肉類為主，多了蔬菜
和水果。」
牧民們對草原、牛羊有不捨的感情。即
便搬遷，但也只是在牧民身份上多了一個
森布日的社會角色。扎西桑培表示，雙湖
很多人一生要經歷兩個故鄉，但都是為了
去投奔更好的生活。
20時許，大巴車隊抵達森布日村。
當地群眾手捧潔白的哈達，跳起歡快的
舞蹈，端着象徵五穀豐登的「切瑪盒」，
在鑼鼓喧天的喜慶氛圍中迎接來自遠方的
「新鄰居」們。
夕陽如火焰般灑落在寬闊的雅魯藏布江江
面上，遠處的山脈彷彿熔化在了霞光之中。

「在雙湖，老師擔心我們高原反應，很少讓我
們踢球、跑步。現在在新學校，我不僅加入了班
裏的足球隊，還參加了興趣班，學會了吹笛子、
做飛機模型。」今年上五年級的旦增貢嘎說。
「第一批群眾搬遷後，基本告別了止痛藥，孩
子們的個子也長得很快。」雙湖縣委書記楊文升
說，因為當地海拔高、自然環境惡劣，雙湖的學
生剛搬到新學校時比山南同年級的學生明顯矮
一截。由於頭疼等高原反應，在雙湖很多群
眾形成了吃止痛藥的習慣。
為了解決人走後牛羊的問題，有關部
門設置了數年的過渡期——遷出地按
村成立合作社，遷出群眾以草場、

牛羊、勞動投入等入股，由部分青壯年留守統一
放牧，暫時解決牲畜和生活來源的問題。
據介紹，搬遷的勞動力中有一部分繼續從事牧業
生產，一部分參加技能培訓後，從事廚師、挖掘機
駕駛等工作，還有一部分到拉薩、山南等地轉移就
業。目前，森布日已完成矮化蘋果基地、現代牧場
等產業布局，帶動搬遷群眾就業。雙湖縣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2019年的10,516元（人民幣，下同）增
至2021年的13,598元，增長近30%。

大草原將成野生動物樂園
過渡期滿後，留守的青壯年將來到森布日的新
家，和家人團聚。雙湖的廣袤草原將成為野生動
物的樂園。數據顯示，生活在雙湖境內的國家一
級保護動物藏羚羊有 10 萬多隻、野牛 2 萬多
頭。
「從生態方面來講，雙湖群眾的搬遷對羌塘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大有好處。」正
在雙湖開展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的
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部教授劉寶元說。
◆新華社
◆在雙湖縣境內拍攝的藏野驢。 新華社

▲ 來自藏北腹
地的牧民子女在
森布日村展開愉
快的校園生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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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綜合報
道）澳門此輪新冠疫情發生至今有 1 個
月。珠澳聯防聯控工作視頻會議在 19 日
舉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在會上指
出，本輪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澳門將繼續堅定執行「動態清零」的防疫
方針，全力以赴盡快遏止社會面感染個
案，做好疫情防控以保障廣大澳門居民的
生命安全和健康，盡快穩定疫情並科學有
序地推進珠澳兩地人員的正常往來。據

悉，澳門有望本周六進入抗疫「鞏固
期」，工商業場所恢復有限度運作。

澳門託兒所等仍須停運
賀一誠在20日頒布批示，澳門自7月23
日零時至 7 月 30 日零時，除了維持社會必
要運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場所繼續
正常運營之外，其他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公
司或場所在遵守澳門衞生當局的防疫指引
要求的前提下可有限度運營，託兒所、購
物中心內的店舖，以及樓宇的室內裝修工
程仍須暫停營運。
珠海市委書記呂玉印在會議上表示，珠
海疫情發生後，從嚴從快從細開展疫情處

置工作。在珠海疫情處置的關鍵時刻，澳
門特區政府在推進本地疫情處置的同時，
積極支持珠海疫情防控，第一時間通報情
況、共享信息，及時調整通關政策，持續
優化珠澳聯防聯控，為珠海打贏疫情防控
這場硬仗提供了有力支撐。接下來，希望
珠澳兩地進一步加強溝通對接、科學研
判，因時因勢優化珠澳聯防聯控，在做好
防控、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進一步優化完
善通關政策，更好保障兩地人員貨物順暢
往來，最大限度減少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
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
視頻會議期間，雙方也探討兩地疫情穩
定後盡快恢復人員正常往來事宜，以及在

疫情期間有緊急需要人員的往來安排和隔
離酒店需求。

珠海疫情處置仍處關鍵期
據「健康珠海」發布最新通告，珠海本輪
疫情處置仍處關鍵時期，於7月20日起隔離
酒店預約房總數調整至100間；原已成功預
約隔離酒店的澳門入境人員可於20日入境。
據澳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
數據，自 6 月 18 日至 7 月 19 日累計陽性個
案共 1,783 例，其中 7 月 19 日新增 18 例，
而 7 月 14 日、6 日新增個案分別為 31 例、
128 例。而據珠海衞健局通報，珠海 19 日
新增6例陽性個案。

澳門局部疫情影響珠澳往來盤點

澳門周六起有限度復市
推進珠澳往來盡快復常

本輪疫情

疫 情 時 長 ： 2022 年 6 月 18 日
起，至 7 月 19 日，累計 1,783 例
感染個案

關口管控情況：2022 年 6 月 25
日起，自澳門入境珠海人員須持
有 24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
當日隔離酒店網上預約確認單

去年疫情

疫情時長：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10月19日，12宗感染個案

關口管控情況：2021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9 日（24 天），其間
經珠澳口岸入境珠海後實施 14 天
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