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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藏：“珠峰小镇”，世界之巅的乡村振兴方案

人生高处，相见珠峰。 10 月 10 日，由西藏自治区体育局、

中共日喀则市委、日喀则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市第九批援藏
干部联络组、日喀则市教育（体育）局、西藏登山队与携程集团
承办的“世界之巅·攀登者论坛”活动于定日县“扎西宗珠峰小
镇”成功举办。

“珠峰小镇 ”所在的扎西宗乡 ，距离珠峰大本营约 49 公
里，是通往珠峰、洛子峰和“世界十大景观”之一的珠峰东坡-

嘎玛沟等旅游景区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资源优势
极为突出。今年以来，上海援藏按照“文旅先导、三产融合、乡村
振兴、智慧赋能”工作思路，在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全力推进“珠峰小镇”建设，不断提升配套设施品质，着力打
造“环珠峰生态文化旅游圈”核心地标。

“珠峰小镇”是助力日喀则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标杆项目。 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日喀则
市委副书记孟文海表示， 文旅产业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大市场，

在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方面大有可为。 上海援藏正着
力在新发展格局中，将珠峰旅游环线打造成一条“生态优先、三
产融合、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线。 通过“文旅帮扶”，助力日
喀则在迈向高质量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续写不断
“攀登”的新篇章。

聚焦珠峰核心资源
改善文旅供给体验

站在“珠峰小镇”入口处，一条
笔直的大道将小镇一分为二，左边
是当地村民自己修建的房屋 、商
铺， 右边是上海援建的小镇主体，

包括商业街广场、 登山体验馆、房
车营地、酒店等。

上海援藏为什么要建设这样
一座“珠峰小镇”？

这与 “文旅先导 ”的工作思路
密不可分。 珠峰是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 来到珠峰脚下、遥望世界之巅
更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 但是，

珠峰天气多变，如果不是专业登山
者，一般游客如果错过一睹世界之
巅真容的机会 ，可能只能无奈离
开 。 而处于前往珠峰大本营必经
之路的小镇建成后 ， 现代化的设
施和住宿条件 ， 将给游人多一个
选择。

今年，在上海援藏项目投资基
础上，通过携程集团引入战略合作
伙伴西藏平措康桑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装修运营了平措康桑酒
店。 此前的“十一黄金周”，酒店实
现满房 ， 就连其中单日价格高达

1500 元的高端客房 ， 也是一房难
求。 这座刚刚开业的酒店在户外圈
“驴友”中有很强的影响力，配备了
地暖、全天候弥散式供氧设备等舒
适性设施，甚至提供现磨咖啡。 此
外，上海援藏还用上海地产集团捐
赠的 10 辆房车打造了一个 “房车
营地 ”，内含双人床 、空调 、沙发等
设施，包含咖啡、卡座等功能，集休
息 、卫浴及休闲为一体 ，进一步提
升文旅配套设施品质和接待能力。

酒店负责人刘东波表示， 带有
户外运动需求的游客往往自驾出
行、自助规划路线。他们对于价格的
敏感度较低， 但对住宿环境的要求
较高。 如果建起了符合他们需求的
酒店， 定日就会变成游客必须打卡
的目的地。

上海援藏通过规划和引进优质
市场主体， 有效补充了高端住宿产
品匮乏的短板， 也改变了当地经营
者的旧观念。

以往， 珠峰大本营可以夜观繁
星， 但只能睡帐篷， 定日县城里的
酒店单日价格普遍较低， 距离扎西
宗乡政府 10 公里范围内酒店价格
最高不足 400 元。 现在， 平均单日
房价达 700 元以上。 当看到 “一千
多元的房间也能卖出去”， 很多人
固有的观念改变了。 周围已有一些
旅店老板开始重新装修 、 提升服
务、 提高单价。 以往， 很多旅店没
有接入在线酒店预订平台， 游客订
房间不方便。 现在当地经营者逐渐
接受了线上预定模式， 即便远隔千
里， 也能更好更快地对接内地市场
需求。

此前，“珠峰国际登山产业运营
服务中心” 揭幕仪式在日喀则文创
园区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委托自治
区体育局向日喀则授予 “西藏日喀
则国家高海拔登山训练基地”，这也
是西藏首个国家级综合型高原训练
基地， 标志着日喀则山地户外运动
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并将
为以山地户外运动产业为重点的日
喀则文旅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这里找到答案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 珠峰脚
下的土地将走出一条怎样的乡村振兴之
路？ 这是上海第九批援藏一到日喀则就
开始思考的问题。

“珠峰小镇”的建设，就是上海援藏
对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答案———聚焦当
地优势资源，发挥援藏优势，提升文旅配
套服务能力，打造旅游品牌，有效拉动旅
游客流的稳步提升，以此带动乡村振兴。

为了打造“珠峰小镇”，上海援藏于

2020 年开始谋划，2021 年正式启动建设
“珠峰小镇”，着力打造“环珠峰生态文化
旅游圈”的核心地标。 不到一年的时间，

新建珠峰广场、卫生院、制氧站，进行道
路美化， 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同时有
效加强旅游服务保障能力； 坚持生态优
先， 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中转处理
中心，缓解扎西宗乡生活垃圾处理压力，

保护珠峰生态环境；开展污水处理项目，

在污水处理厂引进先进技术， 有效处理
扎西宗乡排放的生活、商业等污水，优化
乡容乡貌，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产
业， 促进农牧民增收。 扎西宗乡地处珠
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大量核心区土
地不能用于建设， 生态保护和脱贫增收
之间的平衡， 考验着守在这方土地上的
人们。 扎西宗乡托桑林村 52 岁的格桑
从小编织邦典， 一种用于搭配藏装的毛
织围裙， 目前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格桑织的邦典色彩搭配讲究，

质量又好， 在乡里广受欢迎， 一条邦典
能卖 300 到 500 元。 她说： “我特别喜
欢织邦典， 每次织邦典的时候都会开心
地唱歌。 将来在 ‘珠峰小镇’ 也可以卖
邦典， 客人一定会更多。”

今年 1 月至今， 根据某在线旅游平
台统计，涉及珠峰的跟团游线路新产品，

较去年同期增长 77%，相关产品订单量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95%。

村民罗布盖上了新房子， 出租了楼
下 4 间屋， 而且两个儿子不定期外出务
工，一家人年均增加近 10 万元的收入。

上海援藏干部逐步强化“珠峰小镇”

建设与当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 推动
当地合作社通过营地管理、民宿改造、特
色产品销售、休闲游乐开发等方式，有效
扩大就业供给，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
当地经济发展。 为进一步挖掘日喀则当
地文化旅游价值， 上海援藏为日喀则设
计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特点、民族
特征的主题文创产品和品牌标识系统。

在“世界之巅·攀登者论坛”上，第一批产
品一经推出，即吸引了市场关注，并受到
公众喜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同时， 上海援藏重视保护当地绿水
青山的生态环境。 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与上海浦发银行拉萨分行联
合，以珠峰攀登精神、世界高度和生态环
保为主题开发了系列银行卡， 配以丰富
的卡权益，面向全国客户发行。这是上海
在藏国企深化沪藏合作， 践行金融援藏
的具体体现。 浦发银行将把一部分发卡
收益捐赠用于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日常环保工作。

“未来， 我们还将深入探讨下一步
‘珠峰小镇’ 管理运营的有效模式， 进
一步扩大 ‘珠峰小镇 ’ 的 ‘朋友圈 ’，

挖掘更多独具特色的合作领域， 开拓合
作发展的新机遇， 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
各方资源参与 ‘珠峰小镇’ 的建设， 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贡献上海援藏
方案。” 孟文海说。

弘扬攀登精神
深挖内涵赋能产业

日喀则拥有众多世界级的登山户外
运动资源， 其中仅以珠峰为代表的海拔

8000 米以上高峰就有 5 座，历来就是登
山探险的圣地，登顶珠峰、站在世界之巅
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登山爱好者趋之若鹜
的终极追求。

在世界之巅·攀登者论坛上， 专业登
山者与各行业登山爱好者齐聚交流。这是
上海援藏挖掘当地登山文化，建设具有丰
富文化内涵的“珠峰小镇”举措之一。

论坛专门为 17 位登顶珠峰的勇士
印制手模，这些手模将在“珠峰小镇”“登
山者之家”专属区域展示，让年轻登山者
以及往来游客都能近距离感受攀登精神
的力量。 罗则、桑珠、次仁多吉等登山运
动员回忆攀登历史。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是
中国登山界的传奇， 也是我国第一所培
养登山人才的专业学校———西藏喜马拉
雅登山向导学校(原名西藏登山学校)的
创办者。当年，西藏登山界曾流传过一个
“汉斯之问”：“欧洲人来西藏登山要去尼
泊尔找夏尔巴人。 难道中国就没人能帮
助他们吗？”这在身为向导和联络官的尼
玛次仁心中埋下一颗种子。

1999 年，尼玛次仁借助西藏体校提

供的 6 间平房， 依靠社会力量创办西藏
登山学校。他出任校长，并亲自教授这些
最高只有初中学历的孩子学习登山技
术、高山救援、大本营管理、高山摄影摄
像，以及高山烹饪等职业技能。 20 多年
来，招收农牧民子女超过 300 人，其中很
多人完成了 “7+2”任务 ，即成功登顶七
大洲最高峰和徒步穿越南、北极点；超过

50 人获得国家体育荣誉奖章； 超过 450

人次成功登顶珠峰。这当中，一多半学员
来自定日县扎西宗乡。 比如扎西宗乡托
桑林村 34 岁的索朗，他 17 岁离开家，现
在成了一名登山向导， 供职于西藏登山
协会，每年的登山季都会回到珠峰工作。

小镇上的登山者之家已于 9 月初揭
牌， 成为全球登山爱好者及游客了解珠
峰魅力、感受珠峰文化的绝佳场所。走进
登山者之家， 百年珠峰登山历史跃然眼
前，能看到一件件登山实物展品，还可以

通过“攀登者主题有声图书馆”听见“珠
峰原声”。 智慧有声旅游小程序，将环珠
峰旅游圈旅游、人文内容全面有声化，选
定环珠峰 17 个景点， 精心制作 17 集有
声专辑，7 个 VR 全景地图，涵盖了珠峰
地区自然风貌及人文特色，包括雪山、湖
泊、寺庙、宗教及当地特有民俗风情。

登山者之家以 “珠峰记忆”“珠峰体
验”“珠峰环保”“珠峰精神”为设计板块，

设置了珠峰攀登者手印墙、 登山用品展
示橱窗、直播间、演讲公开课（TED）会场
等区域。这里将向游客讲述什么是登山、

为何要登山， 为前往珠峰的游客提供阅
读珠峰记忆的空间。

未来，“珠峰小镇” 还将汇聚更多的
山地户外运动资源， 培育更多行业市场
主体， 助力西藏日喀则在迈向高质量发
展、 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续写不断
“攀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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