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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人民解放军之进驻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

张　皓

[摘要]1950至1952年之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一次特点鲜明、意义非凡的战备进军。中共中

央、西南局对进驻部队第18军进行特殊的政治训练，第18军将士深刻认识到进军西藏是一项光荣的战

备任务。第18军在政治上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搞好统一战线；在经

济上不吃地方，生产自给；在交通上构建运输网；在军事上进驻交通要道和边防前哨，从而构建一套

新型的中国西南边疆的国防体系。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仅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而且改变了西

藏“有边无防”的历史，巩固了喜马拉雅山边疆。

[关键词]第18军；特殊政治训练；“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1)04-0066-18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晚清民国史上西方列强企图使西藏变成中印之间

的战略“缓冲区”。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巩固国家西南边防，还是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实现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关系正常化，人民解放军都必须进驻西藏。由于西藏处于特有

的地理环境，具有独特的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人民解放军的进驻颇有特点。本文就专门分析人

民解放军是如何进驻西藏、完成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的a。

一、对入藏部队“加以特殊政治训练”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一项特殊的战备工程，需要慎重研究施行。1950年1月2日，毛泽

东致电指示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筹划进军西藏，提出三条重要原则：（1）入藏部队“需要一个充

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2）对入藏部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

器”；（3）“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b。这几条原则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入藏

部队必须进行“特殊政治训练”。

进行特殊的政治训练，首先是对第18军干部。1月15日，西南局专门召集第18军师以上干

部，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此后，西南局又多次指示第18军要注意的事项。

其一，西藏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广大指战员要深刻认识到进军西藏的光荣使命。第

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第18军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解放西藏是一个艰

苦的任务。因而，也就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西藏居世界之最高峰，虽然人烟稀少，山高路远，然

*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治藏主权的恢复：反对外国干涉下之西藏和平解放研究》（17LSB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a　有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可以参见王贵：《藏族人民支援解放军进藏》，《西藏研究》1991年第2期；翟全贞：《新疆军区

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进军西藏阿里纪事》，《军事历史》2006年第8期。

b　《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1987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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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对保卫我国的西南边疆，维护世界和平和支援世界革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a

西藏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因而毛泽东对西南局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

的任务。”b朱德题词：“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是光荣而伟大的任务！”c邓小平在《解放西藏进

军纪念》册上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

的光荣。”d2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联名发布《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进

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进军西藏是一个光荣任务，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西藏人

民，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不让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国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把五星红旗和

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e政治动员令要求深刻认识“进军的政治意义，勇敢担负起这个任

务；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帮助他们从被压迫与落后的困苦环境中解放出来；在解放西藏进军的同

时，每一个指战员必需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f。

其二，进军西藏主要靠政治，政策极为重要。邓小平对第18军干部指出：“西藏问题有军事

问题，需一定数量的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

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以前和蕃（亲）。”g

在这里，邓小平提出“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他进而对第18军干部强调指

出“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h：“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于我们进军

解放西藏具有决定的意义。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

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

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i

至于具体的政策，邓小平特别提出两点：“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j，“要团结达

赖、班禅两大派。”k

其三，进军西藏具有特殊性，要处理好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邓小平对第18军干部强调：

“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治性很强。”l

因此，刘伯承要求第18军“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和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

领民族政策”m。邓小平要求“专门成立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作为政策制定的基

a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民族出版

社2007年版，第306页。

b　《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9页。

c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0页。

d　《在<解放西藏进军纪念>册上的题词》（1950年5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

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e　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90页。

f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页。

g　党岩：《邓小平与西藏的解放事业》，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

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

h　党岩：《邓小平与西藏的解放事业》，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

录》（上），第82页。

i　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92页。

j　党岩：《邓小平与西藏的解放事业》，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

录》（上），第82页。

k　阴法唐：《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萧心力主编：《伟人邓小平——中外人士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

86页。

l　党岩：《邓小平与西藏的解放事业》，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

录》（上），第82页。

m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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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他“告诫进藏部队的各级指战员动员起来”：（1）学藏语。“学会几句藏语，以便适应宣传工

作；要沟通和藏胞的语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语，一到藏地你就

成为聋子，就要吃亏。”（2）紧密联系群众，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西藏工作，必须紧密联

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

成见，把西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下。”（3）遵守纪律，认真执行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要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藏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严

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a。

张国华代表第18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面前保证：“我们十八军绝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全

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满足西藏人民渴望解放的愿望。”b2月1日，第18军党委向全

军发出《进军西藏工作指示》，“要求全军上下在进军前，以四十天的时间做好准备，从政治动

员、物资准备、组织调整三个主要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首先完成”c。根据中共中央、西南

局、西南军区的指示和要求，第18军从以下几方面对进军西藏部队“加以特殊政治训练”。

其一，进军西藏，是“保卫祖国国防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伟大任务”。第18军各师召开“挺进

祖国边疆——西藏动员大会”，军长张国华自豪地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解放西藏、保卫祖国

国防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十八军。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毛泽东的胜利旗帜插到祖国西藏的边疆

上去，把祖国的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去。为此，我们必须把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赶出

西藏去，把被压迫的西藏人民解放出来，保卫好祖国的西南边疆。”d

“只有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我们全国大陆的解放才能完全和巩固，不然，我们的国防线将

是在金沙江边，四川也不会那么太平。”“我们要认清一个革命军人担负着解放西藏、巩固国防

的重大使命。我们的国防不仅仅是在国境线上派个哨兵，就算是守好国防了，这只是其中很小一

部分，更重要的是解放西藏，把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搞好西藏的经济建设。要修公路、飞机

场，还要修铁路，改变西藏的交通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加速西藏的经济建设。有了雄厚的经济

基础，才能谈得上巩固国防。”e

为什么第18军能够承担历史赋予的光荣任务？光荣在什么地方？张国华指出：“我们作为

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能“提出为什么偏偏叫我们十八军去担负解放西藏任务的问题”。

“西藏的兄弟民族需要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样艰苦而光荣的任务交

给我们，正说明党和人民对我们十八军全体指战员的无比信任和关怀，完全相信我们这支经过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锻炼的部队是可以完成任务的。我们应以接受这项任务为光荣，为参加解放西

藏的伟大事业而自豪。”f

其二，提高全军的政治思想认识，正确处理个人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进军西藏面临很多

困难，张国华列举了三大困难：“一是对西藏的情况，特别是政治情况不熟悉，历史上反动统治

阶级的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造成了汉、藏兄弟民族之间的长期隔阂，语言不通，宗

教和生活习惯极不相同；二是路途遥远，交通极其不便，运输困难，部队的供应只靠少量飞机是

a　党岩：《邓小平与西藏的解放事业》，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

录》（上），第82页。

b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07页。

c　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90页。

d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07页。

e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09页。

f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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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的，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一定要做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充分准备；三是走路也是个困

难，这是因为其他部队进驻城市，不走了，我们还要进军西藏，这就成了困难，大家思想上难免

会产生种种想不通的念头。”a

这主要是民族隔阂、补给困难、交通不便三大问题。在思想上，一个连指导员就坦白了自己

的包袱：“上级说的三年一换，不能不实现呀？这样远的路程，去，走一年，回来再走一年，在

西藏住上三年，能五年实现也是不错的。这三年生活不同，语言不通，怎样进行工作呢？环境那

样艰苦，病了也无法医治，哪能很好地生活下来？老婆问题何年何月才能解决？”b

指导员存在这样的思想问题，更不用说普通战士。一些战士不愿意离开“天府之国”到山高

地远、贫瘠的西藏高原，出现了逃兵现象。

针对这些困难和思想包袱，第18军针对性地“加以特殊政治训练”。张国华就如何认识“三

年一换”指出：“我们现在是走着去，将来要坐汽车或坐飞机回来。现在步行需要走好几个月，将

来可能三天或三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我们还是走回来，那就是我们被西藏人民赶回来了。所以，

我们决不能用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问题，仍然用去一年、回来一年、呆上三年的计算方法，来对

待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我们应当勇敢地到西藏去，把西藏人民，从灾难深重的压迫下解放出

来，这才是我们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c

如何正确处理个人方面的“老婆和家庭问题”“艰苦问题”两大问题呢？张国华指出：总的

原则是，“这两个问题都必须同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关系摆正确，党和上级处处都在关心和帮助每

个同志，而我们个人应在不违背革命利益的原则下，去合理地解决个人的种种问题。但是，当个

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自觉地使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才行。”不要担心个人问题。

“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有句老话，叫做‘自古美人爱英雄’，我们去完成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

史任务，可以说大家都是英雄……找个老婆不成问题”。有人提出能不能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

都知道古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到西藏，“现在我们到了西藏，也可以同西藏姑娘结婚，而且

藏族妇女都非常勤劳和善良”d。

发扬光荣传统，正确对待困难。“在对待艰苦与幸福、生与死的问题上，千万不要忘记了我

们革命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不能因为怕苦或有点危险，就悲观，就动摇，甚至脱离

革命……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爱护自己过去艰苦斗争的历史，珍惜个人为革命奋斗多年的荣誉。

至于真正的困难，上级和人民一定会积极地设法帮助我们解决的。每个同志都应当放下包袱，振

作起革命精神来，把毛泽东的胜利旗帜插到祖国的西藏边疆去！”e

第18军“全军上下立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进军思想教育，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掀起一

个轰轰烈烈‘为解放西藏再立新功’的‘请缨’运动”。张国华在全军誓师动员大会上率众宣誓：

“一定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坚决把五星红旗插

上喜马拉雅山”！f他号召在五方面立大功：“要打好仗，在战斗中立大功！”“要认真研究西藏

问题，在执行民族政策中立大功！”“要搞好人马健康，在爱护节约粮食公物中立大功！”“要在

a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08页。

b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

308～309页。

c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09页。

d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09页。

e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0页。

f　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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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西藏，巩固国防上立大功！要学好藏文藏语，在帮助西藏人民提高科学文化上立大功！”a

对18军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之成效非常显著，第18军吴忠师长曾做了总结：经过学习、讨

论，“大家对于解放西藏、巩固国防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每个同志对于党和人民交给我们

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更加坚定了信念，从而使大家消除了许多不必要的疑虑和不安”。大家

“把我们今天的艰苦，同红军长征时的艰苦比一比，同八路军抗战和大别山打游击时的艰苦比一

比，就不感到艰苦得那么怕人了；把我们今天的危险同解放台湾的任务比一比，同许许多多牺牲

的革命先烈相比，就感到什么都不可怕了。党和人民对我们进军西藏的指战员们的衣、食、住、

行考虑得那么周到，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更增加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勇气了”b。

政治训练效果显著，在三年一换的认识上深刻体现出来，第18军将士的思想认识大幅度提

高，树立了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第52师副政委阴法唐就此指出：“我们应有的态度：树立长期

建设西藏的思想，不要有换班的思想，不受年限的限制，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每个同志注意学

习。”c魏克也谈了自己的思想认识：“三年一换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长期建设好西藏的打

算，是我们每个革命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从人民的要求，党的事业和我们个人利益打算，只有好

好建设才成。这样军队亦能早一天到达西藏，换也有道理，不然怕不换而不学藏语文，不好好地

工作，违背了革命利益，对自己也不利，换也无脸面。大家不愿意去是因为建设不好，如果建设

好了，又是自己亲手建设的，不愿回来这是很现实的思想。”d又说：“关于长期建设西藏和三年

一换正确关系的三点认识：第一，不建设既进不去，也出不来，还谈什么解放西藏。国防的巩固

需要有人民的觉悟、便利的交通、工业的发展和雄厚的武力相结合。第二，不建设对不起党和人

民，不干也不像话。被动地干，还能叫人再接出来吗。第三，有条件建设，建设重点上级也给一

个计划，早完成早回来，不换不积极，越换越积极，不全换即不算换。”“三年一换是确定的，这

是上级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必须有建设的思想，住一天就要很好地建设一天，不能坐等挨

饿和从西藏人民身上弄吃的。我们要给西藏人民树立个好榜样，保卫国防也有保证。不建设就会

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去长期建设西藏，一切为了把西藏人民解放出来，换

是上级对我们的照顾，不换是我们的本分。”e

总之，进军西藏是一项特殊的重要任务，进军部队必须是经过特别政治训练的高素质军队。

经过特殊的政治训练，第18军将士的思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认识到“解放西藏是一个划时

代的历史任务，比过去任何一次进军都远，也是最后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进军，又是最艰苦、最伟

大、最光荣的任务”。他们发出誓言，要把完成进军任务和实现立功的决心“贯彻到甘孜、昌都、

拉萨、亚东去”，“我们的工作成绩和胜利将刻在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上，将我们的胜利和立

功喜报传播到全国，送到家里，传播到全世界去”f。

二、“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构建西藏高原上的国防体系

上文已经指出，毛泽东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两条基本原则之一。

a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6页。

b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0页。

c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d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39页。

e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40～41页。

f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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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项原则，西南军区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指出：“西藏的

经济、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条件，给进军部队的衣、食、住、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补给问题

必须解决好。我们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a这项方针，是从政治上、经济

上与军事上构建西藏边防体系。

（一）“政治重于军事”

其一，“政策就是生命”。政治重于军事，政治中最重要的是政策，政策就是生命。毛泽东

要求入藏部队和工作人员遵守五个必须：“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

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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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策之一，即是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邓小平指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

于我们进军解放西藏具有决定的意义。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

命。”c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

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d。

张国华深刻体会到邓小平指出的“政策就是生命”的深刻意义e，提出“在态度和工作上应当

做好以下准备”：“遵照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精神，我

们一定要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使大家自觉地严格执行党中央对西藏的民族政策，尊

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要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加强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使所有的人都弄通思想，高高兴兴地进军西藏；要兵强马壮；

军事上也不能轻敌麻痹，要认真研究一下山地作战和打骑兵的战术、技术问题。”f

第18军成立政策研究室，由王其梅兼任主任。政策研究室组织一批研究西藏的专家学者，收

集整理资料，写好《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的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

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和《进军守则》

等，详细列举了各方面的问题及应采取的行动和注意的事项。特别是《进军守则》列举了入藏要

遵守的34条守则。此外，政策研究室专门编写了《藏文课本》，供入藏部队学习藏语。

第18军严格执行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张国华记载说：“在进军途中，我各部队无论是在大

风雪里，在茫茫的黑夜里，或是冰雹劈头盖脸打来或大雨湿透全身的时候，从来不进寺庙，不住

民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饿了，几个人分碗炒面，喝点雪水，从不向群众征一粒粮。

我军入乡问俗，每到一地即进行调查研究和政治宣传，对于藏族人民的经幡、经塔、神山、玛尼

堆等和一切宗教建筑及风俗习惯，一律加以保护。”g

入藏部队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效果显著：“我军这些行动，在藏族人民面前展开

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祖祖辈辈也没有听过、见过的‘新汉人’来了，躲到深山去的藏胞纷纷回

来了。当我军又匆匆向他们告别继续前进时，那些热情、朴实的男女藏胞们尾随在部队后面，有

a　《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b　《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

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c　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92页。

d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e　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95页。

f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08页。

g　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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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呼‘菩萨兵，菩萨兵！’有的主动要求给我们带路，有的修补被匪军破坏了的桥梁道路，纷

纷叫回被欺骗和裹胁去与我军为敌的藏族子弟……人们看到了真理在哪一边，看到了光明的前

途。”a杨一真也记载说：“我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在藏族同胞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因而

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真挚热爱和赞扬。他们称赞我们是‘新汉人’，歌颂说：‘哈达不要多，只要一

条洁白的就行；朋友不要多，只要结识一个解放军就行。那时啊！我就会心花怒放。’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开始消融了。”b

其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邓小平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和宣布之后，在

第18军进军进驻西藏各地之际，着重提出几点，要求注意。

第一，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巩固国防。邓小平在1951年6月8日举行的西南各界庆祝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字大会上指出：依据十七条协议，“西藏人民即将获得和平解放，从而

永远脱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奴役，永远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和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充分享

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权利。”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要“坚决地贯彻执行协议，加紧准

备并动员西南全体人民支援入藏部队，以巩固国防。严格教育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及一切工作人

员，认真执行协议。”c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为西藏社会的改革要等待时机成熟才能进行。邓

小平就此指出：“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

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

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d

二是要搞好经济。只有搞好经济，才能巩固国防。邓小平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

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

解决，就会出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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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e

第二，搞好各阶层的统一战线。西藏的统一战线很有特点，主要体现在搞好上层统一战线。

邓小平指出：所有一切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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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

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f。

当然，不仅仅是上层统一战线，还包括搞好其他阶层的统一战线。邓小平指示张国华：“当前

的首要任务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平协议。派下去的干部，除

宣传协议，团结与争取上层分子外，更重要的是设想研究情况，不是一去就马上将《十七条协议》

都一下搬出来执行，要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g西藏的情况与内地不同，凡是反帝爱国、在

不同程度上接受协议的，无论其阶级地位如何，都应团结和争取，不要“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

a　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95页。

b　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97页。

c　《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1951年6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

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页。

d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4页。

e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7页。

f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8页。

g　党岩：《邓小平与西藏的解放事业》，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

录》（上），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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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看不惯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剥削”而“犯急性病，违犯政策”a。

总之，进军西藏，要搞好两种统一战线，要团结各阶层。邓小平指出，“团结是战胜敌人的

基础，从此基础出发，我们将看到侵入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被彻底驱除，将看到祖国在西藏地区

的国防得到巩固”b。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阿沛·阿旺晋美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角度提出的和谈主张，勉励他

永远保持爱国本色，继续为西藏人民的利益做出贡献。对于具有“亲帝”名声的上层分子比如拉

鲁、察绒等，第18军也努力争取。只要他们赞成和接受十七条协议，都要团结。对于搞好上层统

一战线和其他阶层统一战线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政策的执行，可从第18军将士的日记中

反映出来：“团结上层是我们民族政策中的主要内容，团结上层正是为了发展新的力量，接近群

众是为将来社会改革打下基础，有问题同他们商量，即使是过去的反动人员，只要拥护我们，也

同样可以团结。团结也要有原则，我们在解决好双方矛盾，只要有一点好处，我们就可以给下层

解决一些困难，给予利益。我们团结不只是为了团结，而是为了提高其觉悟，我们提出‘团结中

要耐心，而反对无原则的团结’。”c

这说明，第18军对统一战线的执行，尺度把握得好，效果突出，有利于巩固西藏国防。

（二）“补给重于战斗”

其一，修筑公路，构建国防交通网。

1950年2月9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布指示指出：“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修路。”d

第18军由第一参谋长陈明义“带领53师、54师、52师156团和3个汽车团、两个工兵团和西南

公路局等单位共同担负修路、修机场和物资运输等任务”e。昌都战役发起前，西南军区抽调汽

车、辎重、工兵13个团，并组织大批民工，“夜以继日地赶修”雅安至甘孜的公路，“架起了上

百座大小桥梁”f。这样，“十万筑路大军，开赴各修建战场”g，广大军民发出“尽快把公路修

通，把粮食、弹药送足，让大军在高原七八九（月）正好走的季节挺进到西藏去”的口号h。1950

年8月26日，雅安至甘孜段公路修筑完毕通车。12月，从甘孜往西修到德格马尼干戈。这为昌都

战役的发起提供了运输保障。

随着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的举行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人民解放军要进驻西藏国防，交通建设

要跟上。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指示由第18军第53师、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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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示：康藏线，“甘孜—昌都—丁青—乌所—太昭—拉萨

公路由十八军负责抢修，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青藏线，“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

齐—丁青公路由西北军区负责修筑，并将黄河沿—玉树—囊谦段继续修通”i。1951年4月，由

a　阴法唐：《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萧心力编：《伟人邓小平——中外人士的评说》，第86页。

b　《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1951年6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

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80页。

c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201页。

d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66）》，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e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f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2页。

g　陈明义：《壮丽的诗篇　英雄的道路——记进藏初期后方运输与修筑康藏公路》，《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

18页。

h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2页。

i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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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军后方部队司令部与西南交通部组成公路工程委员会，担任从马尼干戈向西修路的任务a。

接着，康藏公路工程委员会成立，后来演变为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陈明义兼任司令员，穰明德

兼任政委。西南军区对陈明义指出：进军西藏的任务“能否圆满完成甚至提前完成，关键就在于

物资补给能不能成功，就在于交通运输和修路任务完成得如何”！b

1951年11月26日，甘孜机场修建完毕。康藏公路1952年内不能完成，“也许需要两年至三

年才能修通”c。1952年春，第18军第155团同民工一块修建墨竹工卡、仁进里一带康藏公路西

线。7月，西南交通部公路第一局进驻太昭，“担任从拉萨向东修路的任务”d。至1954年11月，

川藏、青藏两条公路同时通车。从甘孜到拉萨，“要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修一条长达2200

多公里的公路，在中国和世界公路交通史上都是罕见的”e。

国民政府曾在1941年左右打算修筑日玛线，但是未能成功。1951年8月14日，张国华指出：

“现在公路有四条，一是从四川到拉萨，二是从西宁到拉萨，三是从新疆到拉萨，四是从昆明到

拉萨。先是纵深修，然后是横断修，这是一切建设的开端。我们去年花了4千亿元，有4.75亿人

民支持我们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先修公路，再修机场，最后再修国防工事。因为将来打仗主要是

打技术、汽油和钢铁仗。”f当时勘察川藏公路有南北两线，贺龙提出走南线：“第一，南线气候

温和，海拔低。在西藏高原，这是黄金都卖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森林、草原、湖泊、高

山，物产丰富。不仅我们修路有木材、石料，还有青稞、牛羊、水果、燃料等，方便施工和生活。

更重要的是，将来开发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广阔的前途。”g除此之外，南线有利于

巩固西藏东南部的国防。毛泽东拍板同意。英国政府认为，新中国政府在迅速修建公路以加强西

藏地区的国防：在西藏西部，中国“修建一个巨大公路，穿越喀什噶尔（Kashgar）南部半圆形地

区，经由西藏西部边界地区到拉萨”；这条线“大致与克什米尔与新疆的边界线平行延伸，然后

向东进入西藏向拉萨延伸”。在西藏南部，新中国政府“对经越锡金到西藏的容易路线进行更为

有效的控制”h。

其二，补给重于战斗。

张国华指出：“补给重于战斗”，“这就是说补给是进军的关键，主要补给问题解决了，进军

是会成功的，这主要从政治上团结好藏民，使其帮助我们，要激发其爱国热情，另外，则靠进军

部队爱护物资，正确地使用物资，以战斗性、群众性的精神来克服困难。”i

为了有效地运输补给，实行统一领导。1950年1月22日，西南军区成立以昌炳桂和胥光义分

任司令、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筹集粮食、食品、帐篷等物资，修建公路，组织运输，统一领

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5月，将“支司”同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合并，成立统一的“支司”，

由张国华任司令兼政委，统辖7个工兵团和1个空军大队。昌都战役发起之后，成立第18军后方

a　杨宗辉：《回忆川藏公路南线踏勘》，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13页。

b　陈明义：《壮丽的诗篇　英雄的道路——记进藏初期后方运输与修筑康藏公路》，《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

15页。

c　《入藏部队的当前任务和兵力部署》（1951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78～179页。

d　杨宗辉：《回忆川藏公路南线踏勘》，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13页。

e　陈明义：《壮丽的诗篇　英雄的道路——记进藏初期后方运输与修筑康藏公路》，《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

19页。

f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230页。

g　陈明义：《壮丽的诗篇　英雄的道路——记进藏初期后方运输与修筑康藏公路》，《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

20页。

h　FC1372/2，The Times: Chinese Border Policy, Cutting Dated, 12,April 1952.

i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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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司令部，陈明义任司令员兼政委，负责前线的补给。

利用现有条件，尽一切可能运输。陈明义指出：“我们采取了三条运输渠道。第一是已通公

路的地方，用汽车运输。西南军区抽调了4个汽车团、4个辎重团在川康线上进行接力运输。公

路提前修到甘孜以西，有力地支援了进藏部队。”“第二条渠道就是空运。军委从华北调飞机六

架组成西南空运机构。1950年5月7日，飞行员王洪智、李嘉谊等驾驶C46—8003号运输机，飞

越高原天险到达甘孜上空进行空投。到11月底，共空投物资900余吨。第三条渠道就是在没有公

路的地方，组织骡马、牦牛运输。马尼干戈公路终点以西，完全靠畜力、人力运输。”a

在没有公路的地方，一个师“要装备八千匹牲口来保证随军前进”。从四川到拉萨设立50个

兵站b。杨一真描述说：“在进军西藏的整个过程中，强有力的后方支援是我们完成行军作战任

务最重要、最坚定的保证。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明：一是后勤运输任务极为庞大、繁杂，运输量极

大，平均每年要从内地向西藏运进各类物资五万余吨；二是后方补给机构急剧增加。进藏之初，

我们十八军直属队和三个步兵师，只有三万余人，随着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后方机构迅速庞大

起来。汽车部队、工兵部队、兵站和办事处、航空站、地勤站相继建立，全军总人数发展到七万

多人。而进到工布江达以西的部队，总共只有八千多人。这就说，前方一个人，就需要有八个人

在后方支援。这样计算，还不包括内地人民和藏族同胞必不可少的支援。不难看出，没有全国各

族人民的支援，特别是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持，进军西藏的伟大历史任务是很难完成的。”c

可见，“进藏部队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运送”，在当时交通条件下“要把成千成万吨

物资紧随进藏部队运送上去，的确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d，人民解放军创造了特有的高原运

输模式。张国华总结1950年工作时指出：“支前补给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成绩。要说立功，首先

是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的领导、运输部队、筑路部队是第一功，然后才是进军作战部队。”e

其三，抓生产。

抓生产，是解决补给问题的又一主要措施。1951年9月13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指示：“我先

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所率部队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

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

生产”。但是，“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因此，须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

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

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f。

这就是著名的“九·一三”指示。11月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指示第18军“要认真注意明

春生产准备工作，搞好生产是进藏部队长期的一项中心任务”g。张国华认识到，进军西藏“最

大的困难就是补给问题，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历史上进藏的成功与失败就在于补给问题解决得

好坏。要有两个条件才能解决：时间准备好，一面生产、一面进军”h。第18军开展了大规模的

a　陈明义：《壮丽的诗篇　英雄的道路——记进藏初期后方运输与修筑康藏公路》，《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

15～16页。

b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2页。

c　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01页。

d　陈明义：《壮丽的诗篇　英雄的道路——记进藏初期后方运输与修筑康藏公路》，《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

15页。

e　陈明义：《壮丽的诗篇　英雄的道路——记进藏初期后方运输与修筑康藏公路》，《西藏党史通讯》1988年第2期，第

16页。

f　《入藏部队可以生产与筑路并重》（1951年9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03页。

g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66）》，第32页。

h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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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第52师干部魏克12月7日日记说：“为了执行毛主席9月13日的指示，我们一面生

产，一面进行修路。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防，西藏工委决定各兵站、分区、解放委员会于明年全部

生产自给，军直属队和154团自给一半，我们师和155团先开一份菜地，另外砍伐大批树木，准

备修建桥梁和房屋。部队已开始进行开荒生产和开采煤矿，对群众影响极好。”a

至于具体的生产措施，以第52师为例，魏克12月25日日记记载：第52师“成立了生产建设

委员会，阴法唐副政委为主任，委员为郭洪太、刘春林、魏克、吕永德、刘恩沛。营、团除设生

产建设委员会外，下设土地调查分配组（团由民运股、营由一个营的干部负责），生产管理组（团

由供给处、营由供给员负责，包括负责生产基金、种子的采购和分配、田园看管、检查工作），工

具制造组（由军械员负责，其工作是制造、修理、分配、改良等），生产指挥组（选择有农业经验

的人组成，负责技术的研究、气候、地质、种子、施肥、耕作等工作）。连设生产建设委员会，下

设土地调查报告组，由政策纪律观念强的干部参加，其工作只负责调查报告，不能进行分配和使

用，生产管理组其工作同团、营生产指导组相同”b。

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领导体系和分工协作的组织体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青藏高原地区推行

的特色军垦。这种军垦的成效显著。11月25日，张国华、谭冠三带领进驻拉萨的机关和部队到

拉萨西郊开荒。“当年开垦荒地两千多亩，铲平堆积了千百年的垃圾粪山，次年在此基础上建立

了八一农场，昔日的荒坝子上长出了粮食和几十斤重的大白菜、十几斤重的大萝卜等蔬菜。”进

驻察隅的部队“辛勤耕作，较快达到了蔬菜、肉类自给有余和相当程度的粮食自给”c。

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边防的过程中，毛泽东于1952年4月6日起草《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

从西藏建设、国防建设的角度提出两条基本的生产自给政策。第一条，“精打细算，生产自给，

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他解释指出：“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

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

去。”“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因此，“以这

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

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

生活上有所改善。”他总结指出：“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

的物质基础。”d

进军西藏，在政治上执行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搞好各阶层

尤其是上层的统一战线，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自给、“不吃地方”的措施，在交通上构建运输网。

这样，构建起以政治为保障，以交通建设为支撑，以经济建设为依托的西藏高原国防体系。

三、“多路向心进兵”：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边防

中共以第18军为进军西藏的主力，并“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兵向西藏多路向心进

兵”e。以第18军为基干，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组建新的第18军，号召第二野战军各军“调

a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320页。

b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326～327页。

c　《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的特殊作用》，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64页。

d　《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1952年4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226～228页。

e　《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电报》（1950年1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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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战士、好马、好枪支援进藏部队”a。第52师干部魏克就此记载说：“各部队很快给我们十八

军挑选了优秀战士一万四千六百零九人，本军也把体弱、有病的战士精简了二千七百七十九人。

我们师经过补充，达到了历史上最多的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八人，我们五中队补进的中学生就达

二百三十三人，他们的五连补了十八名学生，全连达到一百六十人，其中党员六十三人，占全连

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三。我去检查工作的六中队七连，其中党员七十六人，占全连的百分之四十六

点九。我们全师还补充了大批强壮的骡马，换发了便于携带的火炮，配发了大量自动火器，各种

装备也都焕然一新。”b

第52师是进军西藏的主力，经过充实达11638人，兵力充足；每个连的知识分子较多，文化

程度高；党员比例大，政治水平高；装备先进。

在接受入藏任务之后，第18军多次拟定入藏时间表。最早的计划是1950年6月“结束昌都战

役，9月抵达拉萨”c。继之，第18军“根据重庆方面对进军西藏的方针决定：一、根据康藏地

区自然条件和我军物资供应情况，决定进军西藏分阶段进行，即第一步全军8月底解放昌都；第

二步解放拉萨、日喀则、噶大克。二、对拉萨当局应想尽办法，争取其归顺新中国人民政府，政

治进军西藏”d。尽管8月底解放昌都推迟至10月，但是这个计划明确了进军西藏分两步走，第

二步为政治进军。5月20日，第52师副师长陈子植在第52师部署会议上传达军部的决定说：“进

军西藏是肯定的，决不要动摇，而且四路进军（新疆、青海、云南和四川）不要怀疑。今年占领昌

都，明年到达拉萨的任务是毛主席制定的，必须一气完成。”e

8月20日，西南局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昌都战役实施计划：“使用第18军4个主力团及

2个营共计战斗力1.3万人，连同指挥机构共1.6万人。此外，还有一个工兵团约2000人为战役预

备队”，“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云南部队）少数部队的配合”；“只要8月底能够修通到甘孜

的公路，10月上半月占领昌都是办得到的”f。这个计划确立了以昌都方面为主、青滇方面配合

的进军；如前指出，雅安至甘孜段公路是8月底通车的，10月上半月进军昌都可行。按照这个实

施计划，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第一步的进军。

第18军决定由第52师第154团、第53师第157团组成两个先遣队，分别由吴忠、苗丕一率

领，以王其梅、李觉“率工、侦两营和研究室及后勤人员一部组成前进指挥所挺进康定。其任务

是统一指挥52师、53师先遣队”g。3月29日，第52师师长吴忠率领第52师先遣队从夹江出发，

4月28日抵达甘孜。5月16日，第52师前进指挥所和第154团2个营进驻金沙江东岸之邓柯。7月

30日，第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第157团第1营（先头营）抵达巴安。8月2日，第53师先遣指挥

所及工兵连进抵巴安，“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并以一部兵力控制金沙江江防”h。“除先

遣部队抵达巴安、甘孜、邓柯一线外，决定52师主力、军炮兵营和军前指一部”于8月25日“由

川乘车出发，争取9月上旬到达甘孜地区”i。9月23日至26日，第52师主力“分四个梯队进抵

a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311页。

b　魏克：《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

311～312页。

c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民族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5页。

d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56页。

e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25页。

f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60页。

g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55页。

h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59页。

i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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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岸”a。这样，第18军进驻了巴塘、甘孜、德格、邓柯一线。

青海骑兵支队“以1军骑兵团第2营为基础组成，共计兵力700余人，乘马900匹”b，于6月

18日从西宁出发，7月24日抵达玉树。云南派出第14军第42师第125团、第126团（各欠一个营）

于4月初集结丽江待命。7月12日，第126团先头营由鹤庆出发进抵德钦，“主力仍驻鹤庆以北地

区，鹤庆至德钦段兵站设置已完成”c。7月27日，第126团从丽江、德钦出发。

5月，中共组建新疆独立骑兵师，师长兼政委何加产，担负进军阿里的任务。新疆骑兵师以

第1团第1连“作为先遣分队，首先进入阿里，主要任务是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建立据点，宣传

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对先遣分队的组成极其重视，

“考虑到一连将远离部队领导机关，孤军深入、单独执行任务，会遇到意料不到的特殊情况和困

难，所以从全师抽调了20多个战斗骨干充实到一连，并给一连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

通信等专业干部和掌工、医务人员。为加强武器装备，提高独立作战能力，除一、二、三排每名

战士装备一支步枪，每班装备一支轻机枪外，还给一连装备了‘八二’炮两门、‘六○’炮四门，

组建了机炮排（即第四排）”。连长为曹树林，指导员为李子祥。此外，为增强连队领导力量，选

派特级战斗英雄任副连长。委派“思想老练、立场坚定、政策水平高、独立工作能力强”的团保

卫股股长李狄三，“以团党委和团首长的代表身份，带领一连去执行任务”d。

对于先遣连的人数与出发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先遣连为135人，8月1日从于田县普鲁村

出发e；另一说法为150人，8月29日从于阗出发，向阿里改则地区挺进f。10月底，先遣连抵达

扎麻芒保（今改则县先遣乡），同时在两水泉、多孟各留住部队g。这个先遣连“从于阗出发后，

前进了一千二百十多里。因大雪封山，后方补给断绝，指战员不适应高原气候，又缺粮、营养不

足，一百五十人中大部分病倒，面部浮肿，口鼻出血，并有六十余人先后牺牲。但他们仍克服各

种困难，继续在藏北坚持，终于完成了任务”h。

这样，人民解放军多路进抵西藏，完成发起昌都战役的准备。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第18军军

部第一批人员从新津出发，9月5日抵达甘孜。在人民解放军进抵西藏之时，藏军“加紧在金沙

江以西地区布置防务，企图阻止我解放西藏。其布防特点是：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经生达至邓

柯（不含）一线为重点，在昌都附近及其正面，沿金沙江南至盐井、北抵国德的狭长地带作分区

域的小单位分散配置”。具体兵力部署是：“八代本全部、七代本大部及二、六代本各一部和噶伦

卫队集结昌都，七代本之另一部布防于类乌齐；三代本和真伯代本驻防于以生达为中心的牙要松

多、国德、卡松渡、衣曲卡一带；十代本位于岗托、同普、江达一线；九代本位于宁静、盐井地

区。”“以上共7个代本4500人，约占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另有民兵3500人，配属各代本并

部署上述地区。总计共有西藏地方正规军及民兵8000余人”i。

a　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95页。

b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59页。

c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59页。

d　南疆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进军阿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

的历史记录》（上），第486、487页。

e　南疆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进军阿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

的历史记录》（上），第487页。

f　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95页。

g　南疆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进军阿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

的历史记录》（上），第488页。

h　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95页。

i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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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鉴于“雅安至甘孜公路，预计8月底可全线通车，进军的各项准备已基本就绪”，

第18军军部“发出昌都战役行动命令，决定全军分进藏、留川两个梯队。进藏部队主要任务是夺

取昌都，歼灭该地区之藏军，为1951年进军拉萨开辟道路”a。接着，西南军区于8月26日发布

《昌都战役基本命令》，针对“藏军现以其主力7个代本布防于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积极备战，

企图阻止我解放西藏。为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

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特决定：“一、以18军率52师3个团、军侦察营、炮兵营及支援

司令部之1个工兵团，由玉隆、德格、邓柯之线出动，攻击昌都以西，切断敌之退路，而歼灭之。

以上部队应于9月上旬在甘孜、玉隆集结完毕，9月中旬由改线开进，争取于10月10日前后占领

昌都。另以53师之1个团，同时由巴安出动，歼灭宁静之敌，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52师钳

击昌都之敌。”“二、以云南14军之有力一部与18军进军昌都的同时，歼灭盐井之敌而控制之，

并与18军宁静部队确保联系。另以1个团同时相机占领与控制竹瓦根（科麦、察隅间）。”“三、

建议西北军区令玉树部队与18军之52师取得联系，并归52师指挥，加强昌都作战。”b

这是以解放昌都为中心进军、两路配合的战役部署。依此命令，张国华于9月14日做出部署

并上报西南军区：“以6个团的兵力，分南北两个作战集团，同时向金沙江沿线发起猛攻”：北集

团，“为我军主力，以52师3个团、军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和54师炮兵连及青海骑兵支队组

成。52师主力由邓柯渡江，侦、工两营由岗托渡江作战。统由52师前指指挥”；南集团，“以157

团及53师炮兵连、工兵连和126团及125团1个营组成。157团由巴安渡江歼灭宁静九代本；126

团和125团1个营由德钦和定山以北分两路钳歼盐井、门工、壁土之敌防敌向察隅方向逃跑。统

由53师前指指挥。”c

依据这一部署，人民解放军“分南北两线作战”。北线分三路出击：右路第154团、青海骑

兵支队“日行百余里，经囊谦、类乌齐，直插恩达”，阻断藏军退路；中路第52师指挥部、第155

团、第156团和军直炮兵营“自邓柯渡江后，经生达、洞洞竹卡，直取昌都”；左路第18军侦察

营、工兵营及第52师炮兵连“由岗托突破藏军金沙江防线西进，从正面向昌都进行佯攻”d。南

线第157团从巴安渡江直指宁静（今芒康），阻断藏军南逃之路。藏军第9代本格桑旺堆率部起义，

第3、4、8、10代本放下武器。10月19日，第156团进入昌都。第125团、第126团“解放了壁

土、盐井、门工和整个察瓦弄地区，打开了进军察隅的大门”e。

第一步进军即军事进军至此顺利完成。第二步为战备进军，即进驻西藏各战略要地和国防要

地，随之展开。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军委1951年5月25日发布进军命令，指出“我人民解放

军为了保证该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部署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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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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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雅鲁藏布江之贡布地区西进，担任宣传与侦察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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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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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61页。

b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61页。

c　杨一真：《昌都战役工作笔记摘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Ⅲ，第165页。

d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66）》，第16页。

e　高建兴：《向察隅进军》，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上），第

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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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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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项命令明确规定了第18军以两个师负责筑路，以第52师进驻西藏各战略要地，规定第126

团进驻察隅边防重地，西北军区部队进驻阿里地区。命令特别指出此次进军的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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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协议虽然

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

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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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这段命令的含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此次进军西藏之任务“就是划分几千里长的国防

线”c。遵照进军命令，第18军自1951年7月起“陆续从甘孜、昌都向拉萨等地实施梯次进军”d。

第18军组成一支具有鲜明特点的先遣支队：其一，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军副政委王其梅

任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任参谋长，林亮任政治部主任，平措旺阶任民运部长，徐淡庐任联络部

长，五人组成先遣支队党委会，王其梅任书记。“组成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是完成先遣进

军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e其二，强有力的战斗力、执行力和宣传力。先遣支队“设有司令部、

政治部，并配备后勤、公安、外事等人员，还有联络部数十人，西南军政委员会援藏的财经大队

数十人，民运部藏族干部十多人，以及五十二师文工队数十人”。先遣支队“组建一支精干的小

分队”，“小分队没有战斗任务，但要有一定的武装作自卫。”第18军选定“有红军基础而战斗力

很强的八连（约180人）作先支的警卫部队。这个连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锻炼出来的部队，

连长钱殿立、指导员葛彦德都是久经战场锻炼、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指挥员”。“另外有警卫排、

骑兵排、侦察班约60人。同时先支的各机关干部和战士都配备了武器，如遇到情况，均能做到有

效地防卫。严格压缩组建起来的先遣支队，仍然形成一支近500人的队伍。”f先遣支队于7月25

日从昌都出发，经边坝、嘉黎、太昭，于9月9日进入拉萨。第18军供给部长“带领一批干部跟

进，沿途设置兵站，为后续部队进军作物资准备”g。

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军直一部和已到洛隆、边坝的154团作为第一梯队”，于1951年8月

28日从昌都，经丁青、沙丁、墨竹工卡，于10月26日举行入城式进入拉萨。第52师副师长陈子

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师直和155团为第二梯队”，于10月2日从昌都出发，经边坝、沙丁、嘉

黎，于11月7日进驻太昭h。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第52师研究了“出发时间及序列：师直为

第一梯队（包括炮兵营），8月底出发，10月初到达，行程约1730里，每天以50里计算，预计35

天到达（休息4天）；155团为第二梯队，走中路预计30天到达；156团为第三梯队，预计28天到

达目的地”i。对此，第52师干部魏克的日记记载说：“在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的训令中，因飞

a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78页。

b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79页。

c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232页。

d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0页。

e　夏景文：《回忆执行和平解放西藏任务的先遣支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

协议的历史记录》（上），第421页。

f　夏景文：《回忆执行和平解放西藏任务的先遣支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

协议的历史记录》（上），第421～422页。王先梅回忆的人数不同：入藏先遣支队包括一个连队、一个文工团和机关工作人员共

300多人。参见：王先梅《从昌都到拉萨》，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82页。

g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0页。

h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0页。

i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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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跑道加宽而推迟至10月，公路推迟至明年6月，根据运输补给困难情况，进军人数减少，156

团留在后面修路，我师以两团前进。154团到拉萨，前伸两个营，师直驻太昭，155团驻太昭附

近负责采购。”a

继之，第18军独立支队于1951年8月22日从香日德出发，经巴颜喀喇山麓、通天河、唐古

拉山，于11月3日抵达藏北重镇黑河（今那曲），于12月1日进入拉萨。这样，第18军完成进驻拉

萨及其周围战略地点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更主要的是进驻国防前线，维护国家的领土安全。毛泽东9月13日致

电邓小平，指示进驻拉萨至日喀则一线以及日喀则至亚东一线：“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

所率部队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

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开展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

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b据此，邓小平、贺龙电示第18军：除了“以一部兵力驻拉萨、

太昭线，既有利于争取西藏上层又有利于部队进行农业生产”外，“进藏部队酌情日喀则、江孜

地区及拉萨、日喀则中间地段”c。按照中央的部署，第18军负责进驻喜马拉雅山中段国防线，

于11月15日同时举行第154团第2营进驻江孜、第1营进驻日喀则的仪式。11月下旬，以1个连

留驻帕里。1952年7月15日，第154团进驻边防重镇亚东。8月17日，1个排进驻边疆前哨春丕

堂和堆拉d。这样，人民解放军进驻了喜马拉雅山中段边防前线。

新疆骑兵师负责进驻阿里边防。1951年5月25日，中央军委下令先头部队侦察到噶大克的

道路。5月28日，独立骑兵师第2团副团长安志明率领的后续部队280多人抵达扎麻芒保与先遣

连会师。之后，连长曹海林带领52人留守扎麻芒保，“看守物资，护理病员”；安志明率领部队

于6月6日往阿里西南出发，于6月29日进驻边境重镇普兰。7月5日，阿里专员赤门色、副专员

满顿巴前来欢迎。8月3日，部队进驻噶大克，改编为阿里骑兵队，“由安志明所率部队和先遣连

以及为执行剿匪任务而挺进到阿里的独骑师二团九连组成，安志明任支队长”e。同时，营长贺

景福率第2连“追剿从新疆向阿里溃逃的哈萨克土匪”，进驻西部边防重镇日土f。

进驻战略要地波密和边防要地墨脱。波密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地区，习惯称“上下

波密、门五错六寺和南方十八大谷”。门，即门巴族；错，“系门巴部落政权的通称”，门五错即

卡布错、花扎错、背崩错、荷嘎错、达岗错；六寺，指墨脱地区的巴如寺、仁钦寺、得儿工寺、格

林寺、罗帮寺、拉东寺；十八大谷，“远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噶扎、那扎两个珞巴族部

落亦受其统治”g。噶厦将上下波密划为波堆、易贡、曲宗三个宗，将地东宗改称墨脱宗。1951

年5月初，第52师第155团参谋长肖猛率领第6连169人从昌都出发，6月1日进抵通麦南之拉月。

11月14日，肖猛率领第6连与从太昭进军的第155团第1营共同进驻则拉宗、足穆宗地区h。

a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222页。

b　《入藏部队可以生产与筑路并重》（1951年9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03页。

c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66）》，第30～31页。

d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417、418页。

e　南疆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进军阿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

的历史记录》（上），第495页。安志明，阴法唐说为安子明，其身份为新疆骑兵师第2团副团长。见：《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

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0页。

f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1页。

g　杨一真：《解放波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上），第

497页。

h　杨一真：《解放波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上），第

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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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边防要地察隅。察隅（原名桑昂曲宗），“约有1000华里边防线，是中缅、中印交界的

三角地带，是西藏边防的一个重要山口，也是缅甸、印度通向西藏的重要通道”。当时，印度军

队占据了察隅河上的瓦弄，“经常沿察隅河而上，到察隅、竹瓦根一带活动”a。因此，民国时

期曾经担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深有体会，建议中共中央：“在西藏察隅一带气候温暖，粮产丰富，

并有一条公路进到察隅，和印度商业关系密切，应有一支兵从云南进到察隅。”中共中央采纳了

这一建议，指示在云南的陈赓负责布置b。解放军解放察瓦弄、壁土后，察隅代表扎西两次到察

瓦弄要求早日进军察隅。十七条协议公布后，西南军区指示必须在1951年10月1日前“进驻察隅

边防要地”c。8月22日，团长高建兴率领1个营约600人“在辎重团约1800名运输人员配合保障

下”d，从扎那出发察隅。该路“经门工、扎好、官房、祖秀、乌拉山、织妹至竹瓦根，9月2日抵

达桑久，10月1日进驻察隅，10日抵达科麦，在僜人聚居的边防地带建立了国防前哨基地”e。

进驻察隅后，高建兴派出1个排“进驻沙马前哨，以沙马河为界与印军对岗”。以1个连驻扎连接

察瓦弄和察隅要道的竹瓦根，“保证供应线的畅通”f。一说10月3日，第42师第126团团长高建

兴、营长郭献璜、教导员王杰敏率领一营和机炮连抵达怒江边察隅的察瓦弄地区g。10月25日，

1个排进至沙马h。这样，人民解放军完成了进驻察隅边防的战备任务。

总结上述，张国华、谭冠三率部于1951年8月28日向拉萨进发，10月26日进驻拉萨。第18

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由青海出发，12月1日进驻拉萨。接着，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等要地。

新疆骑兵师组成的阿里支队进驻普兰、噶大克等要地，由滇入藏部队10月1日进驻西藏东南要地

察隅。以1952年7月15日第154团进驻亚东“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i为标志，“各路进

藏部队按照预定部署，进驻拉萨和各边防要地”j。一些“关心”西藏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人民

解放军进驻拉萨、江孜等交通要地和边防要地“感到恐慌”k。

总之，由于西藏居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以及西方列强的觊觎，进军西藏

巩固国防是一项特殊的战备任务，不仅要对进军部队精心挑选而且要进行特殊的政治训练。经过

特殊的政治训练，第18军将士深刻认识进军西藏是最光荣的任务。不仅如此，进军西藏与进军其

他省份不同，在政治上要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搞好统一战线，

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自给，在交通上构建运输网；这几方面加上进军战略要地和边防要地，一块构

成特有的西藏高原国防体系。进军分为两步，第一步为军事进军，第二步为战备进军，人民解放

军采取行之有效的进军措施，胜利完成了进军任务。“进军西藏的胜利，不仅标志着解放战争的

a　王杰敏、申竹林、郭效孺：《回忆当年进军察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

议的历史记录》（上），第512页。

b　《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电报》（1950年1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10页。

c　王杰敏、申竹林、郭效孺：《回忆当年进军察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

议的历史记录》（上），第513页。

d　高建兴：《向察隅进军》，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上），第

510页。

e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0页。

f　王杰敏、申竹林、郭效孺：《回忆当年进军察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

议的历史记录》（上），第514页。

g　王杰敏、申竹林、郭效孺：《回忆当年进军察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

议的历史记录》（上），第511页。

h　陈炳：《进军察隅》，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73页。

i　《第二次长征与西藏和平解放》，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8页。

j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1页。

k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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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也使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不仅标志着西藏‘有边无防’历史的终结，而且使西藏人

民近百年来受外敌欺凌和奴役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a

�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王昌]

a　《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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