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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西藏工作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创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

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注重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这些伟大

举措是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提供了最

为初原，经过了实践和历史检验的重要借鉴，必须始终予以牢牢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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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中指出，在 60 多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形成

了党的治藏方略，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必须坚持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

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

原则; 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

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

摇; 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

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 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中做好西藏工作; 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人才

队伍建设，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 以下简称

“六个必须”) ［1］。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党的治藏方略的开创者，在治藏

的具体实践中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矢志不

渝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创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始终

坚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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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这些伟大举措是中国共

产党治藏方略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为中国共产

党治藏方略的形成提供了最为成功的经验和借鉴。

深入分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治藏方

略形成的成功经验和历史贡献，对于理论上全面认

识、深刻把握以及实践中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治

藏方略无疑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藏的成功经验

自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开创了治藏的具体实

践。经过民主改革、稳定发展和对西藏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西藏

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迈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跨

越，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实保障，西藏

各族人民从此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

庄大道。这一历史进程中西藏取得的巨大成就，得

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治藏的成功实践与经验。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西藏革命建设

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西藏各族人民在长

期斗争实践中做出的正确选择。西藏之所以能够实

现从封建农奴制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飞跃，是

因为百万农奴的强烈要求，这是实现飞跃的内在依

据，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实现这种飞跃起了最根

本的决定性作用。

西藏的革命建设是在一个非常特殊和复杂的民

族地区进行的。解放前的西藏，一直是一个政教合

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实行的是以封建

领主所有制和农奴对“三大领主”①人身依附为基础

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同时，西藏又长期遭受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不但经济、政治、文化极其落后，

而且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为妄图维护自己

集团的腐朽利益，积极实施分裂祖国的活动，给西藏

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给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

造成严重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入调查研究西藏历史

和现状、科学分析西藏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的基础

上，为既能实现祖国统一、西藏解放，又能避免伤害

民族感情，减少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有利于西

藏人民利益，科学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革命任务。

随后根据形势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广大劳动人民强烈要求改革以推翻封建农奴制的

新形势下，又适时提出了西藏的民主改革任务，不断

带领西藏人民在革命建设事业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

( 二)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革命建设事业取

得胜利的根本之路

社会主义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

西藏回到祖国怀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社会

发展、民族进步的根本之路。解放以前，由于西藏反

动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严重束缚了西藏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占西藏人口 95% 的农奴和奴隶，遭受

着封建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

悲惨生活。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启发和教育下，广大农奴觉悟不断提高，逐步认识到

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是苦难的根源，也是西藏社会

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况的根源。他们强

烈要求同国内其他地区和民族一样，走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因此，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广大农奴积极参加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

砸烂脖子上的锁链，实现了从奴隶到国家的主人的

历史转变，翻身获得解放。在民主改革和发展经济

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农牧区又

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2013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07． 67 亿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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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578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20023 元。西藏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延续

上千年的贫困，基本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2006 年

以来实施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全面完成，46. 03 万户、

230 万农牧民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房屋。农牧民人均

居住面积达 30． 51 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达 42． 81 平方米。人口大幅增长，2013 年达到 312．

04 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为 68． 2 岁，分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三倍和两倍”，［2］而西藏民主改革之

前，1958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 2． 02 亿元［3］536。

鲜明的历史对比，生动而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 三)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革命建设

事业取得胜利的政治保障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采取什么样的国家

结构形式来处理国内民族问题，关乎国家长治久安

和各民族前途命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历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邓

小平同志 1950 年 7 月 21 日在欢迎西南地区中央民

族访问团大会上就曾指出，“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

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

西藏‘不吃地方’。”［4］27 邓小平之所以这么讲，是因

为早在 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中，就确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

行民族的区域自治”［4］3这一基本民族政策。而关于

如何实现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周恩来总理特别指

出，“凡是少数民族都有自治权利，在统一法令之

下，自己管理自己，……将来西藏解放后，也要组织

区域自治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只有好处，没有

坏处。今天在我国大家庭中是希望团结的，唯一正

确的方法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4］17 西藏自 1959

年实行民主改革和 1965 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以来，保障了西藏人民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

享有的平等权利，巩固了祖国的统一，维护了国家的

稳定，加强了民族团结，充分发挥和调动了西藏各族

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西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民

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历史

优秀文化得到不断传承和弘扬，西藏成功地走上了

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平等发展、共同

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 四) 坚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西藏革命建

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则

搞好经济建设，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

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领导西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以后，各项事业

出现了新局面。但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平叛改革激烈

斗争以后，广大农牧民群众需要在自己分得的土地

上安心生产，休养生息。基于此，毛泽东、周恩来等

国家领导人都提出，西藏要稳定发展，改善民生。

1961 年 1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在同班禅额尔德尼·

确吉坚赞的谈话中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

从封建农奴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

个时期。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发展生产，

使农牧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4］247次日，周恩

来总理在与班禅、张经武讲话时谈到，“不要主观，

一切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西藏的方针、政策概况起

来就是，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体所有制，这个制度要

继续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产。这条要坚定不移地

执行下去。”［5］1834 月 21 日，中央下达《关于西藏工

作方针的指示》，提出今后西藏必须采取稳定发展

的方针。“从今年( 指 1961 年) 算起，五年内不搞社

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 连试点也不搞) ，更不搞

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

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

让翻了身的农奴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

的好处。”［4］254为贯彻落实稳定发展方针，西藏工委

先后制定了农区、牧区、寺庙和边境地区的工作条

例，并规定了《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

( 即农村 26 条) 、《关于牧区当前若干具体政策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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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即牧区 30 条) 等若干具体政策，成立了中共西

藏工委技术革新委员会，主抓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

各项工作。这些系列化的具体政策，全面体现了稳

定发展方针的精神，满足了农牧民群众的热切期待，

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很快成为调动

群众积极性和推动西藏工作的巨大力量。总之，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贯穿西藏革命建设整个历史时

期，是确保西藏革命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则。

( 五) 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是西藏革命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

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维

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和题中之义，

是西藏革命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西藏和

平解放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西藏

实践情况出发，慎重稳进，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把各族人民团结在党和中央周围。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1951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主席

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的协议》时，修改道: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

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

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

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

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4］55 1952 年

10 月 26 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示西

藏工委和西南局，“你们必须坚决遵守和执行尊重

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的政策，对纯属宗教范围

内的事情，不要做任何行政的干涉。”［4］89 1955 年 9

月 4 日，中央在回复西藏工委西藏改革的性质问题

时再次指出，“我们党在西藏地区的任务也就是这

样，必须用长期的帮助来实现西藏民族在政治、经

济、文化各方面事实上的平等。……这就要求我们

特别注意汉藏民族间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尊重

西藏民族的平等权利( 包括尊重西藏民族的风俗习

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自由和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等

权利) 。”［4］142即便是在 1959 年对西藏一边平叛一边

民主改革时，中央依然提出要“继续坚持保护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红、黄、白民主改革、花、黑等教派一

视同仁。”［4］204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一以贯

之的，坚定不移的。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长期以来始终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和宗教政策，西藏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不断巩固，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

发展，信教群众得到切实保护和尊重，为西藏革命建

设事业取得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 六)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西藏

革命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

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胜利的重要法宝。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各项政策

的实施与各项工作的开展，都与党的统战工作密不

可分，都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一方面宣传教育群

众，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影响上层宗教爱国人士，建

立、巩固、扩大了党在西藏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西藏和平解放与革命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

亲自参与统战工作。1949 年 8 月 6 日，兰州解放之

前，毛泽东主席给彭德怀的电报就指出，“你们攻兰

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

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6］1周恩来总理在中

央民委举办的藏族干部研究班上也明确指出，“若

跟国民党、帝国主义走，我们反对他; 凡是赞成反对

共同敌人，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者，

我们与他合作，如果达赖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

动派，我们仍要团结他。”［4］17 而邓小平同志在讲到

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时，则进一步指明了西藏统战工

作的方法。“所有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

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

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

4

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形成的历史贡献



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

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

才算数。”［4］281949 年 11 月到 1954 年 4 月期间，毛

泽东、朱德、周恩来更是先后 8 次给达赖、班禅写信、

发电报［4］4—106，跟他们坦诚布公地交流沟通，交换意

见，互赠礼物，并促进他们的团结，为西藏统一战线

工作树立了典范。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西藏实际出发，坚持慎重稳进

和爱国不分先后的原则，孤立少数，团结大多数，通

过各种群众组织广泛联系上层人士，与帝国主义分

裂势力和西藏地方分裂分子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做

到了既讲团结，又讲斗争; 既维护祖国统一，又加强

民族团结。同时，充分尊重和考虑西藏各族人民的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热烈拥护

和广泛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娴熟

地把党的统战政策成功地运用于实践之中，体现了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和实事求是的创造性的高度统一。”［7］

( 七) 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是西藏革命建设

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解决国

内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因为少数民族干部最

了解本民族的特点及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通晓本民

族的语言和文字，熟悉本民族的历史、生活方式、风

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本民族人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他们在本民族中的作用，是别的民族干部所不能代

替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和

关心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把培养少数民

族干部提到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促进

民族繁荣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主席在当初做

出解放西藏的决策时，就要求西北局、西南局训练藏

族干部。“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

( 适当 地) 及 生 活 照 顾 外，训 练 藏 民 干 部 极 为 重

要”［6］4，“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

训练干部，整训部队。”［4］9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三

中全会时还特别强调，“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

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4］21

周恩来总理也多次提到西藏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

性。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他向在西藏

工作的汉族干部提出，要“必须培养民族干部，要大

量培养藏族干部”。［3］3551955 年 3 月 9 日，国务院通

过《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决定

“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并

予扩建，以加强培养训练藏族及其他民族干部的工

作。”［4］132—133从和平解放到西藏自治区成立的 15 年

间，西藏各级党政部门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大量民族干部在实践中接受了考验，提高

了素质，成为了广大农牧民群众创造新生活中信得

过的领头人。“到一九六一年底，全区藏族和其他

少数民族干部达到 1． 5 万多名，占全区干部总数的

53. 4%”，［3］359这些民族干部在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

改革以及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治藏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不难得出，这些经验

是中国共产党“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完整体系的

理论之源、实践之母，与中国共产党“六个必须”的

治藏方略一脉相继。

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藏成功经验的

现实指导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

特别是在 2008 年拉萨“3·14 事件”和 2009 年乌鲁

木齐“7·5 事件”之后，有关中国民族制度和民族政

策“苏联模式”的妄自菲薄、自我贬低之声不胫而

走，个别学者不能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主流，用

“美国经验”质疑中国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造成

了民族工作领域和西藏工作的思想混乱、自信缺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

藏的成功经验，对于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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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治

藏方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共产

党治藏方略所必须坚持的根本政治方向和强大政治

保障

201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西藏 60 年不平凡的发展

历程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只要我们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

西藏必将迎来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

天。”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

持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藏所必须牢牢坚持的正确

政治方向和强大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西藏各项事业取得胜利

的坚强领导核心。在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

区成立、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西藏具体实际相结合，团

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制定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

策，在雪域高原进行了最广泛、最深刻、最生动、最伟

大的社会实践，推动了西藏逐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

落后走向进步、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穷走向富裕、

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西藏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都无法比拟的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实现了西藏各

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历史有力地

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西藏革命建设事业取得

胜利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

好西藏的事情，也关键在党。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

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做好西藏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西藏各项事业取得胜利

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尊重人民群众

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它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仅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

专制统治的黑暗历史和百年备受压迫、奴役、侵略的

悲惨境遇，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

主的伟大飞跃，也实现了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

年的制度巨变。“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

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

步得到改善。”［8］157社会主义制度遵循了生产关系一

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

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我国这样一个“一

穷二白”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繁荣昌

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历史进

程中，西藏实现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繁荣、民

族融洽、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生态良好。总之，社会

主义制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推

动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调动西藏各族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维护民族

平等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也有利于实现各民

族的共同富裕，这一制度必须一以贯之，始终坚持。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各项事业取得

胜利的基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和

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强调: “解决民族问题，中国

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

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

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

度的优势，不能放弃。”［8］257 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民

族地区所实行的羁縻怀柔制度不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实事求是，顺应人心;

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

作主。在 2015 年中央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党的民

族政策的源头，民族政策均由此而来，依此而存。这

个源头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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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对“第二代民族政策”“苏联

模式”等错误观点的根本否定，是“我们党对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最深刻

的阐释”［9］，必须牢牢坚持。

( 二) 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所必须坚持

的基本政策要求

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藏一条重要

的成功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

机遇和挑战并存，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

水平并存，国家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与基本公共服务

依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

及民族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分裂斗争成效显

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并存的现实条件

下，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无疑有

着重要的意义。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不是因

为没有政策，而是因为有政策不落实。”因此，在落

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就要求必须坚持统一和

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二者不可

偏废。要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

加强对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在确保国家法律和

政令实施的基础上，依法保障行使自主权。同时，也

要求西藏主动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责

任。

( 三) 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是实践所证明了

的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所必须坚持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坚持不懈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是确保西藏革命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原

则，贯穿了西藏革命建设整个历史时期，在西藏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牢牢坚持。和

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虽然得到显著发展，但与

内地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没有根

本扭转，长久下去可能会造成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

衡。特别是在西藏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改善民

生、凝聚人心不仅关系到发展目标和发展动力，也关

系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因此，这就要求西藏必

须要加快推进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重点抓好

教育和就业等基础性、保障性民生工作，大力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加快对外开放的步

伐。同时，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

远性工作，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凝聚好人心这一最

大的政治，切实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认同，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

线。

( 四)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这是实践所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所必须依靠的根本力量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因为有着一支坚强有力

的干部队伍，使得各项工作的局面迅速打开。特

别是在近些年国际风云变幻，不少国家和地区民

族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西藏干部队伍确保了

西藏始终保持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

济发展的良好局面。目前新的形势下，西藏的干

部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结构不尽合理，

政工型干部较多，专业技能型干部偏少，具有适应

市场经济和复杂环境能力的干部在数量方面还有

待于进一步增进，这都要求必须继续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加大各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力度，把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

好干部充实到干部队伍中。此外，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还要求各民族干部首先要加强民族团结，以

党和国家事业为重，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了解彼

此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形成全心全意

服务各族人民群众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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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Mao Zedong as The Cor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to the Formation of CPC’s General Strategy
of Governing Tibet

Wang Shaoming，Phubu Tsering
(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epartment，Tibet University，Lhasa，Tibet 850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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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o Zedong as the cor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had many suc-

cessful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in governing Tibet，including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sticking to the path of socialism，pioneering the practice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developing the e-

conomy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correctly implementing the Party’s ethnic policy and religious

policy，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broadest patriotic united front，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ranks of ethnic cadres． Those great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re the sourc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oundation of the CPC’s general strategy of governing Tibet，which provide the original refer-

ences and lessons tested by history and those great successful experiences should be always ins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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