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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①

谢忠
(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1201)

摘 要:“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力后盾，又是新中国政府行使对西藏主权的重要象征和巩

固国防的必然要求。因此，毛泽东从来没有因为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而放弃进军西藏。他不仅亲自作出了一系列深谋

远虑的军事部署，而且决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提出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进军西藏的战略构想。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构想，西南局提出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获中央正式批准。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是毛泽东

进军西藏战略构想的具体运用和光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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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and the Strategy of“Dispatching
Troops to Tibet in Multi-directions”

XIE Zhong
(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dispatching troops to Tibet in multi-directions”was not only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but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government of New China to exercise it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onsolidat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Thus，Mao Zedong
had never given up the above strategy because of his devotion to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He made a series
of foresighted military deployments，and decided that the Southwest Bureau took the missions of managing Ti-
bet and dispatching troops to Tibet from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west． Based on Mao Zedong's strategic
conception，the Southwest Bureau put forward the plan of dispatching troops to Tibet from multi-directions，
which was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showed that Mao
Zedong concretely used and brilliantly practiced his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dispatching troops to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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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解放西藏的基本方略是立足于战、致力于和。但是，因为西藏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学术界的

研究集中在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实施方略及历史启示等方面①，而对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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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解放西藏的军事战略思想关注不够。事实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因为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而放弃武力

手段。他不仅亲自作出了一系列深谋远虑的军事部署，而且创造性地作出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军”的

战略构想。《西藏和平解放若干史实考释》一文，对西南局向中央提出“多路向心进兵”策略的时间进行

了考证［1］，但对“多路向心进兵”策略的由来、演进、实施的描述，还不够全面。本文以“向西藏多路向心

进兵”计划为视角，对毛泽东进军西藏的战略思想进行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1 毛泽东提出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进军西藏的战略构想

进军和经营西藏，首先要确定担负这一任务的主要责任者。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经过了一个从西

南局到西北局、再到西南局的决策调整过程。
早在 1949 年 2 月初，毛泽东就把解决西藏问题纳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总体部署之中，但考虑到交

通、给养困难以及民族、宗教因素，认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2］380。这

时，毛泽东只是提出了解放西藏的一般原则，并没有把它列为当务之急而进行具体的考虑。到 3 月初，

即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布下了经营西藏的“第一颗棋”。他嘱咐担负进军新疆任务的一野第一兵

团司令员王震说:“你们要准备将来派一支骑兵部队，进军阿里，配合进军西藏主力的行动。”［3］这表明，

王震将担任进军西藏的“配角”，但谁来担任“主角”还未明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西藏上层民族分裂分子以为挑战中央政府

治藏主权的时机已到，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趁机制造民族分裂事件。1949 年 7 月 8 日，在印度驻拉萨

代表黎吉生的一手策划下，噶厦以“防共”为名，发动“驱汉事件”，限令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和其他机关的全体人员，连同妇女、小孩、佣人、夫役等共 200 余人，在两个星期之内分三批启程赴印，返

回原籍［4］293。事实证明，所谓“驱汉事件”，“驱汉”是假，图谋分裂是真。
西藏当局这一分裂祖国的严重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从此，毛泽东开始积极为解放西藏

作准备。8 月 6 日，即一野发起兰州战役前夕，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准备解放西藏的第一份指示电［5］95。
该电指示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要求攻兰州时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为解

决西藏问题作准备［6］1。9 月 3 日，新华社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
南岛、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7］2。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明确提出了解

放西藏的历史任务。从此，毛泽东开始为进军西藏调兵遣将。
10 月 10 日，毛泽东致电率部进军新疆的王震，再次指示:“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

北。”［8］4为了增强经营大西南的力量，毛泽东决定将一野十八兵团划归二野建制，并由贺龙率领由陕入

川。10 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一野、二野在西北、西南的作战部署，将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

务交给了西南局。该电指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

人。”［9］24至此，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以西南局为主、西北局为辅担负进军西藏任务的战略部署。
到 10 月底，西北五省全境解放，战事基本结束，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之中。与此同

时，西藏当局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由 11 个团陆续扩充到 16 个团，主要兵力部

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妄图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10］48。为了加快解放西藏的步伐，毛泽东打算

将原定战略部署调整为以西北局为主、西南局为辅。11 月 23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阐述调整的理由，

并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 “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

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

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解

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

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

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6］3

对于毛泽东拟调整原定进军西藏战略部署的上述电报，彭德怀并未直接答复，而是立即派人对西藏

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研究。12 月 6 日，毛泽东启程赴苏访问。途经满洲里时，他得知噶厦正在组

织所谓“亲善使团”一事，立即给中共中央与西南局写了一封信。其大意是: 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

解放西藏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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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彭德怀根据调查研究结果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明:“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

难以克服。由打箭炉( 今四川康定———作者注) 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

藏，较青新两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

要两年。”［8］6然而，当时国内外形势对解决西藏问题变得更为有利。一方面，在 12 月举行的成都战役

中，人民解放军全歼了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基本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

陆，并形成了从新疆、青海、西康、云南四省包围西藏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指出:“现在英

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6］9

鉴于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由西北进军西藏的困难以及国内外有利形势，毛泽东决定改由西南局

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 年 1 月 2 日，他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和

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

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

藏。”［6］6在此，毛泽东将原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最迟时间( 1950 年秋季或冬季) 提前了三个月，显然他是担

心西藏问题“夜长梦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和建议。
如，“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 例如一月中旬) 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

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在五月中旬以

前，“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

“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

武器”［6］6 － 7。
至此，毛泽东进军西藏的战略构想最终形成。其要点有: 其一，以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其

二，派遣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 其三，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出兵西藏; 其四，争

取在 1950 年 10 月以前占领全藏。

2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构想，西南局提出“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

西南局接到电报后，立即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邀请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
谢国安等藏学专家进行座谈，全面了解进藏道路以及西藏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军事及气候等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西南局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从内地通往西藏的大道有三条: 从西宁到拉萨的青藏道; 从打

箭炉( 今四川康定) 到拉萨的川藏道; 从云南中甸到西藏洛隆宗( 县) 的滇藏道。历史上，清朝在西藏大

规模用兵时，往往采取三路围攻的策略，从而真正给西藏地方的反叛势力造成巨大的震撼力，最终赢得

战役的胜利［11］66。二是从西南、西北进军各有优劣。从西北进藏，优点是道路比较平坦易行，历史上中

央政府的军队也多从这个方向进藏; 缺点是物资支援困难。从西南进藏，优点是物资支援比西北好，清

末赵尔丰经营川边，钟颖率川军进驻拉萨，都是从西南进去的; 缺点是道路艰险难行。总之，人民解放军

从西南进军虽有很多困难，但仍是可行的。
1 月 8 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并转毛泽东、贺龙，提出了对进军西藏的意见。其要点如下: 第

一，“完全同意于今年九月占领全藏”; 第二，“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

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予以协助”; 第三，

“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 第四，“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

康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时，则由张国华统一指挥参加藏东作

战，任务完成后，随即归还西康”［12］49。显然，刘、邓的上述意见是毛泽东进军及经营西藏战略构想的具

体化，标志着“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初步形成。但是，上述电文只是刘、邓代表西南局向中央、毛
泽东提出的关于进军西藏的建议，因此，所谓“协助”的含义并不明确，语气也不肯定。

1 月 10 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及西北局，表示“完全同意”刘、邓提出的

进军西藏计划，并授权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商定有关协助事宜。电文指出:“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

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6］915 日，朱德

致电毛泽东，建议在进军西藏的同时，新疆、青海、云南、西康等与西藏接壤的四省，调部分部队进军，以

便与西藏连成一片［8］8 － 9。这说明，在进军西藏的问题上，朱德的设想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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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和朱德的建议，对西南局逐步完善“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月 16 日，西南局、第二野战军致电中央军委，对刘、邓 1 月 8 日提出的进军西藏的意见作了进一

步的补充和说明。电文说:“在决策进军部署及拟定补给线时，曾考虑到新、川、滇界线围绕康、藏成一

手枚形。我们当以主力从横断山脉及五河由正面前进。如可能时，最好由青、新各派骑兵配合，似较省

事与收效，亦请考虑。”［8］9 － 1018 日，西南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进军西藏的大体安排。电文说: “我们

大体上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三月初出动，三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五月间占

领昌都。……再一个月即六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

题。”［12］51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提出的进驻西藏的时间比西南局原定计划( 1950 年 9 月) 提前了三个月。
这说明，刘、邓等人对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持非常乐观的态度。19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军委的报告

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宜以沿四省( 此电报加了云南) 适当路线作向心的迂回部署，尤其照顾到

地形、经济困难，亦以多路的向心进兵为宜。”［8］10 至此，以二野十八军为主、康藏两侧部队配合的“向西

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最终形成。
1 月 20 日，经毛泽东同意［13］358，外交部发言人就噶厦组织所谓“亲善使团”一事发表谈话，标志着

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正式确立。然而，自古以来，有文事必有武备，能战方能言和。更何况，人民解放军

进军西藏，不仅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力后盾，而且是中国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象征，是巩固国防

的必然要求。和平解放西藏必须以噶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

西藏为前提。因此，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解放西藏，进军西藏都势在必行。1 月 24 日，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向西北局、西南局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正式批准了西南局提出的
“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计划，并向有关各方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一，关于派工兵迅速修复由西宁经

玉树至甘孜的公路、调查玉树机场情况之事，望西北局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电告中央及刘邓。其二，

“由新疆向西藏西部进兵问题，望王震立即调查并提出意见”。其三，关于从云南进军察隅，“请刘邓在

陈赓占领云南后令陈赓计划并布置”。其四，西北局藏民干部训练班和北京藏民训练班，应尽快结束学

习，以便派到十八军和西南局工作［7］11 － 12。
综上所述，尽管“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是毛泽东启程访苏之后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有关重大

事项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向毛泽东请示; 具体问题的处理也是在毛泽东确定的基本框架下进

行的。因此，西南局提出的“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无论是进军步骤、完成时间，还是兵力配置、进
军线路等，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进军西藏的战略构想。

3 根据中央、毛泽东的统一部署，“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顺利实施

“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获中央批准以后，进入实施阶段。从中央到进藏部队立即行动起来，

开展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为加强对西藏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央成立了西藏问题研究会。2 月间，

朱德写信给贺龙，就支援进藏和补给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在西北局的协助下，派藏

族干部张竟成等人以商人身份入藏进行联络。2 月 1 日，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在重庆成立，十八军副军

长昌炳桂任司令员，第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任政委。2 日，西南局、西南军区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由

西北方面加派骑兵，分经青藏、新藏向心入藏。出敌侧背，以收协力合击之效”［8］12 － 13。军委批准了此建

议。9 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保障进藏部队供给的指示。15 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联合

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阐明进军西藏的任务、意义和要求。28 日，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进一

步加强了对涉藏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作为进军西藏的主力，第十八军更是迅即开展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1 月 27 至 30 日，在

四川乐山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及西南局指示，研究和部署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2 月 1
日，军党委下发《进军西藏工作指示》，对进军前的动员教育、物资补充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张国华、
谭冠三等主要负责人还分赴各师参加动员会议。2 月 3 日，由第十八军侦察营、工兵营组成的进藏先遣

支队 200 余人，在司令员陈子植( 第五十二师副师长) 、政治委员陈竞波( 军敌工部长) 率领下，从乐山向

西康省的甘孜先行开路，进抵雅安后即为匪患所阻。为此，西南局、西南军区于 2 月 26 日致电中央军

委: 因四川地区土匪骚扰严重，筹集粮食困难，已确定将十八军主力投入战斗; 如粮食确无把握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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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军推迟于冬季入藏。3 月 2 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回电，表示由于土匪骚扰及粮食困难，十八

军入藏计划，不能不稍稍推迟，“但现在不应动摇今年完成入藏计划的决心，而应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计

划”［7］12。可见，尽管进军西藏面临着巨大的阻碍和困难，中央军委、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还是决心实现毛

泽东 1949 年 11 月 23 日提出的最初设想———争取最迟于 1950 年冬季解放西藏。
3 月 4 日，第十八军在四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鉴于先遣支队兵力单薄为匪所阻，第十八

军于 3 月 14 日组成前进指挥所( 简称“前指”) ，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率领，统一指挥北路先

遣部队( 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团) 、南路先遣部队( 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七团) ，由乐山分别向甘孜、巴塘进

发，为主力进军做准备。“前指”途经雅安时，军先遣支队机关并入其中，侦察营、工兵营投入雅安至甘

孜段公路修复施工。公路修复通车后，军长张国华率军机关大部于 9 月 5 日乘车抵达甘孜，“前指”即

并入军机关。至此，第十八军已经兵临金沙江畔，直逼藏东重镇昌都。
在十八军由四川乐山等地向金沙江畔推进之际，其他各路进藏部队也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统一

部署，先后由驻地向西藏开进。在滇藏方向，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于 7 月上旬进驻贡山，后

到达门工东北，配合第十八军行动。在青藏方向，由第一军组建的骑兵支队 600 余人，在支队长孙巩、政
委冀春光率领下，于 7 月 24 日抵达玉树地区。在新藏方向，新疆军区派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作为先

遣连进军西藏。先遣连 135 人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下，8 月底到达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西北的扎

麻芒保。先遣连是进驻西藏阿里地区的第一支人民解放军，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十多个月，为争

取阿里上层、团结藏族群众以及后续部队的顺利进军做了大量工作。
尽管中央政府为促成和平谈判作出了最大努力，但是，西藏当局妄图依托金沙江天险，武力阻挡人

民解放军进藏。因此，西藏地方谈判代表迟迟没有启程赴京。为了以打促谈，8 月 23 日，毛泽东批准了

西南局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并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

判，求得和平解决”［6］23。10 月 6 ～ 24 日，第十八军在青海骑兵支队以及由滇入藏的第一二六团配合

下，实施昌都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歼灭了藏军主力，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西藏上层的政治分化，被誉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14］147 － 14。
昌都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按原定计划只留 3 000 人巩固昌都，主力部队返回甘孜等地从事筑路

或其他进军准备工作; 青海骑兵支队则返回玉树归建。这固然有大雪封山不利于进军的客观原因，也有

留时间让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抉择的政治考量。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

施”［6］23。正如毛泽东所料，昌都战役后不久，噶厦就决定派出代表赴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1951 年

5 月 23 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十七条协议”) ，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十七条协

议”对解放军进军西藏相关事宜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有:“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

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中央人

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这些规定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提供了法律依据。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于 5 月 25 日发布《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训令首先指出，

进军西藏的目的是保证实现协议与巩固国防; 接着，对进军部署、物资补给以及提高警惕性、加强政策纪

律教育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关于进军部署，训令要求: 其一，西南军区之十八军除留两个师( 五十

三师、五十四师) 于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务外，五十二师进军西藏的

任务不变。该师应以一个团进驻拉萨，两个团( 缺一个营) 进驻丁青、乌所、嘉黎、太昭地区，师部进驻太

昭，另以一个营编成独立支队，由硕督地区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之工布地区西进，担任宣传与侦察任务。
其二，西南军区之十四军一二六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其三，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应由玉树进

驻囊谦地区，并仍属西北军区建制。其四，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达

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6］47 － 48。训令强调:“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

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

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6］4826 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时改写了一

段文字，要求部队和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必须严守纪律、
实行公平贸易、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6］51。

根据上述训令和指示，西南、西北军区进一步研究所辖进藏部队的具体部署，制定了《进军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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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纪律》《外事纪律》等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守; 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抢修公路，采购物资，准备粮

秣。随后，各进藏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统一部署，由西康、青海、云南、新疆 4 个方向，向西藏和

平进军。
康藏方向: 从 1951 年 6 月、7 月，十八军部队从甘孜、昌都向拉萨等地实施和平进军。9 月 5 日，十

八军先遣支队在王其梅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进抵拉萨东郊，9 日举行入城仪式。10 月 26 日，军长张

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军直机关部队抵达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10 月 2 日，五十二师副师长

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师直和一五五团由昌都出发，11 月 7 日前后到达太昭地区。
青藏方向: 1951 年 6 月 7 日，西北局决定由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等组成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范明任

书记。西北西藏工委进藏时命名为十八军独立支队，范明任司令员兼政委。8 月 28 日，十八军独立支

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于 12 月 1 日进抵拉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20 日同先期到达的十八军部队

举行胜利会师大会。
滇藏方向: 1951 年 6 月初，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一营副教导员张达德率领 60 多人的先

遣队，先行进驻竹瓦根，为云南入藏部队进驻察隅作准备。8 月 22 日，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
600 多人在团长高建兴率领下，从扎那出发，9 月 20 日抵达竹瓦根，同先遣队会合，10 月 1 日进驻察隅。

新藏方向: 1951 年 5 月 28 日，第二军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带领进藏后续部队两个连和

机关人员 280 余人，到达札麻芒保，同先遣连会师。8 月 3 日，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 现噶尔县) 。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十八军主力部队抵达拉萨后，所属各部陆续进驻山南隆子宗、江孜、日喀则、

墨竹工卡、太昭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到 1952 年 7 月，一五四团一部进驻亚东。至此，“向西藏多路

向心进兵”计划胜利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各路进藏部队

始终牢记毛泽东发布的训令，遵循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不仅实现了进军西藏、保卫边

疆的战略目标，而且树立了艰苦奋斗、严守纪律的文明之师形象，被广大藏族群众称为“新汉人”“菩萨

兵”［1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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