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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
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张 云

文章探析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特征兼有、宗教氛围浓厚，还遭受
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分裂势力活动猖獗的西藏地区，开展维护国家统一、实现社会制度变革、开
展意识形态领域改造和形成治藏方略的成功历程，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与马克思主
义在西藏地方的传播，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主要内容、实现
方法、基本路径、重要标志，旨在厘清史实脉络，彰显其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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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是大陆最晚解放的省区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复杂的国际环境、独特的
社会制度和曲折的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地方的工作走过
了几乎完全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历程，具有突出的特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积累下宝贵
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经营西藏的实践中先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然后开
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西藏传播的历程，
在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藏族及西藏地方发生某种联系，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红军经过四川康
区，还包括红军离开后，曾经担任中华苏维埃博巴 ( 藏族) 自治政府副主席的五世格达活
佛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到西藏，在哲蚌寺学经十年依然保存着博巴政权的印章和红
军遗物; 藏东革命党拉萨茶馆的地下活动; 根敦群培研究过 《共产党宣言》并在为 “西藏
革命党”设计的党徽中包含共产党党徽元素等。①

但是，1949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地方既没有建立根据地、党组织，也没有群众基
础，马克思主义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前并没有在西藏地方传播并扎下社会根基。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一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无论是 20 世纪上半叶英帝国主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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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研究”
( 20＆ZD144)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 ［美］梅·戈尔斯坦等著、黄潇潇译: 《一位藏族革命家: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
涯》，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陈谦平: 《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考》， 《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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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破坏，还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介入中国西藏地方事务的美国政府，都对共产主义
思想传播持抵制扼杀立场，其所支持的西藏地方分裂势力更视共产主义思想为洪水猛兽。二
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性造谣丑化宣传，在西藏这块相对封闭
的地方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的形势，特别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不正常
的关系，噶厦政府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措施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1913 年十三
世达赖喇嘛在英国支持下发起的“驱汉事件” ( 驱除在藏官兵) ，1949 年达扎领导下再度掀
起的“驱汉事件” ( 驱除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人员) ，既严重破坏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
系，乃至阻断了人员往来联系，还让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力量遭到迫害
打压，形成了白色恐怖的局面。四是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西藏宗教上层当权者
既担心共产主义会导致自身失去固有权益，又顾虑 “无神论”思想对佛教信仰带来冲击;
信教群众既受到旧思想控制而相信轮回宿命，又受到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污蔑性宣传的影响，
西藏地方缺乏新思想传播的社会土壤和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的传播史来看，① 在 1949 年之
前并没有在西藏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并发展共产党员，因此谈不上在西藏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影
响和发动群众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在西藏地方缺乏组织建设和思想舆
论基础，却有着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包括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年代业已走向成熟，形成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建立了一支强大
的人民军队并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一整套
全新的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全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局面初步形成并迸发出建设美丽国家的
豪迈情怀。相比之下，西藏地方则呈现迥然不同的状态: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已经走到了
尽头，整个社会呈现出黑暗、落后和停滞的状态; 农奴遭受残酷的压榨和掠夺，没有人身自
由，更无生产积极性; 掌握政教大权的三大领主绝大多数颟顸无能、浑浑噩噩，缺乏变革和
促进西藏地方发展进步的意识，而支持西藏地方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美、英等帝国主义势
力，只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并给中国制造麻烦。这就让党和国家有充足的资源和充分的自信
来解决西藏问题，至于采取军事手段还是政治手段，主动权完全在党和国家的掌握之中。

( 一)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政治解决西藏问题
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时指出: “西藏问题也并不

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② 3 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按照
“北平方式”实现大陆剩余地区解放的可能性增加了，③ 提出 “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
决”。④ 8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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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志民: 《马克思主义的西藏传播史研究———以 20 世纪 50—70 年代为中心》，《杭州师范大
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80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4—1425 页。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80 页。



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① 以强大军事做后盾，政治解决
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已成为党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共识。②

1949 年 2 月，毛泽东分析国际形势指出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
有利于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③ 但是，境内外分裂势力错误估计了形势，开始加大
“西藏独立”步伐，促使中共中央将解放西藏纳入优先解决事项议程。1949 年 7 月 8 日，以
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以 “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
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人幸免，
从而制造了“驱汉事件”。1949 年 11 月，西藏地方政府加紧分裂国家的活动，决定派所谓
“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
助。而此前的 1949 年 4 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露丝·培坎 ( Ｒuth E. Bacon) 在备忘录中提
出: “假若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整个中国，或者发生了某些相应的影响深远的事件，我们就
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实际上独立的 ( 国家) 对待。”④ 1949 年 8 月，美国罗威尔·托马斯
( Lowell Thomas) 父子以“哥伦比亚广播评论员”名义进入西藏，同摄政达扎进行了密谈，
鼓励西藏建立游击队，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⑤

1949 年 9 月 3 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声明: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
国侵略; 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我们
警告这些侵略分子立即在西藏和台湾面前止步，否则他们就必须担负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
一切后果的全部责任。”⑥

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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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现印度已发表声
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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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然也有别种可能) 。”⑧ 英明的决策，保证了和平
解放西藏政策的顺利贯彻和执行。

( 二) 高度重视经营西藏的特殊和重大意义
藏族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解放西藏的决

策到慎重稳进方针的制定和中共中央决定西藏重大事项出台，再到毛泽东亲自谋划西藏巨细
一切事务的工作方案，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经营西藏和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西藏战略
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在对进藏战士的动员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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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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页。

刘少奇、刘伯承、邓小平、朱德均在不同场合强调了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参见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81 页。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西藏大事记 ( 1949—2004) 》，中共党史出版

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西藏大事记 ( 1949—2004) 》，第 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辑: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 1949—2005 年) 》，中

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9 页。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23 页。



针见血地指出: “有人说，西藏是不毛之地。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是帝国主义却不
嫌它荒凉，长期以来在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倒不如
帝国主义热心。”① 目的是引起广大官兵的高度重视。

( 三) 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近代以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但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人民将理想变为现实。帝国主义侵略是产生 “西藏问题”的根本原
因，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粉碎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的 “西藏独立”阴谋，实现中华
民族的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完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立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
营西藏的过程中，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放在核心位置，坚持不懈地做这一方
面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1950 年 10 月 21 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 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 )
在向中方递交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备忘录的同时劝诫中方说，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
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力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章
汉夫指出，中国参加联合国和中国解放西藏是两个问题，西藏是一定要解放的，希望西藏能
以和平方式解决。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 “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
简单地答复。”② 同月 28 日，毛泽东批示回应印度的“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
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
对此无置喙的余地。”③ 在涉及国家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来没有半点妥协和含糊的地
方，不给外国势力插手西藏事务任何机会和幻想。

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结束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促成
各民族的大团结是一项极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1951 年 5 月 24 日，毛泽东在庆祝会上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
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
离间的结果。”④ 要解决民族团结的问题就必须先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
主义。

1953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给十世班禅回信中强调了汉藏两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
的团结。⑤ 周恩来在国务院讲话中指出: “今天汉族和藏族的团结和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
团结一样，是反帝爱国的团结。”⑥ 把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统一起来，相辅相成。
10 月 18 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人不分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都可以
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⑦

中央的精神不仅是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汉藏民族的团结，而且也包括西藏内部的团结。
1954 年中共中央指出: “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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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 《张国华与和平解放西藏》，《中国西藏》2014 年第 6 期。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01 页。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34—35 页。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 1949—2005) 》，第 48 页。
参见《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97 页。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 1949—2005) 》，第 129 页。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01 页。



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
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①

针对当时国际国内一些人试图从分裂主义立场出发，把中国等同于汉人，把少数民族地
区视同为国家的恶劣做法，毛泽东亲自加以驳斥。1959 年 4 月 19 日，毛泽东在同意大利共
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世界上的资产阶级骂我们平叛，“他们的第一个论据
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人是西藏人，不是汉人。其实，我们国家里不是汉人的多得
很……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是汉人。”② 同年 10 月 22 日，在同班禅等谈话中，毛泽东再次
指出: “我们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
分。”③ 领袖亲自做纠正谬误的理论宣传工作，明辨了是非。

( 四)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西藏，发展经济、文化、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明确走社会
主义道路

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了西藏必然和全国一样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只是分反帝反封建、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1950 年 1
月 2 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等，要把西藏
“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④ 还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中央的帮助下发展西
藏地方经济、人口和文化的具体构想，毛泽东指出: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
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
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⑤ “西藏人民必须经
过民主改革，才能获得政治的和经济的解放，造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我
们主张的民主改革，不管采取多么和平的方式，都不能不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因为它的目
的是要把农奴制的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⑥ “在民主改革中，要成立农民协会或者
农牧民协会，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的领导权应当掌握在贫苦农民手里，并在这个基础
上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⑦

1955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央指出: “在党和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经过国家对西藏民
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多的长期的援助，同时在西藏民族内部完成了民主改革、消
灭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上，西藏民族可以通过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自己的道
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⑧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选择。

( 五) 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0 年 5 月 11 日，西南局请示中央拟定的和谈四条件中，在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

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之后，便是实现西藏民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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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① 同样，《十七条协议》中的第三条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
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与西藏地方领导人谈话，或者有关会议中，反复强调
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大力
培养民族干部，“实现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并与国内其他各民族建立像兄弟一样的友爱互
助关系，共同建设新中国和新西藏”。②

1952 年 10 月 16 日，周恩来在招待西藏致敬团及各地区民族代表致辞时提出，要 “更
有计划地大量培养与本民族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更有效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卫
生、教育及其他经济文化事业，更加注意教育广大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
惯”。③ 同年 12 月 16 日，中央进一步指出: “一般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干部的对象大体有三种
人，即爱国知识分子，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与人民有联系的中上层领袖人物。在西藏地区，
目前将以僧俗爱国知识分子和在人民中有影响的中上层人物为主”，在条件成熟的昌都、日
喀则地区办短期政治训练班或学校，在卫生机关和贸易机关开办初级训练班等。④

1954 年 9 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同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政协副主席。
1955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参观团时说: “实行区域自治的各民族的事情都归本民族
自己管。”⑤ 1956 年 2 月，毛泽东再次对藏族代表人士说: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
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⑥ 1956 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既是前一
个阶段贯彻《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成果，又为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自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到 1958 年，已吸收和培养 6128 名藏族干部和学员，发展了
1190 名藏族党员，1934 名藏族团员，⑦ 建立和发展了爱国青年、妇女的组织，从而为实行
民主改革、建设西藏打下坚实的干部基础。

( 六) 依法治藏、长期建藏、慎重稳进、中央决策、争取人心、夯实基础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藏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工作原则，包括

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央决策西藏事务的原则等。⑧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原则同样是经验和智
慧的凝结，诸如遵守《十七条协议》，依法治藏。《十七条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
方政府经过认真协商后确定的，具有法定的约束力。毛泽东反复强调贯彻执行 《十七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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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原则立场，他在《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 1951 年 5 月 26 日) 讲话中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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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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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期建藏的思想在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即已形成，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由三年一轮
换，以励士气，到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转换。② 与此相关的是富民兴藏，早在 1952 年在
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毛泽东就强调，中央要 “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各
业。改善人民生活”。③“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
是很好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
善。”④ 进藏人民解放军就是这项政策的执行者、践行者，他们义务为百姓治病防疫，根据
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⑤ 统战工作
赢得了部分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而关心群众疾苦，切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得到了西藏广
大群众的真诚爱戴，通过看了八年，比了八年，群众做出了跟共产党走的坚定抉择，成为西
藏顺利开展平叛和民主改革的重要保障。

至于修建七一、八一农场站稳脚跟，1954 年修通青藏、川藏两条公路，并开展与南亚
地区的贸易，1956 年建成当雄机场，以及实行民主改革、培养干部，大力兴办教育、医药
事业，采取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等，都为西藏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 七) 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动宗教改革，坚持政教分离原则
在西南局 1950 年 5 月 11 日提出的关于解放西藏的四条原则、6 月 2 日的十项谈判条件，

以及最终的《十七条协议》中，始终保持的其中一条就是实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
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⑥

1950 年 11 月 8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刘伯承、
贺龙、邓小平颁发公告，郑重宣布: “我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为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
尊重西藏人民之风俗习惯，必须切实保护各地喇嘛寺庙，未经寺庙主持人许可，不得在寺庙
驻军，不得损毁寺内之一切建筑、经典、佛像、法器等，不得干涉僧众举行宗教仪式。”⑦

这些政策在藏传佛教广泛信仰地区，既赢得了西藏上层的理解，又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对于
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和沟通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评论说，中共当局采取分化瓦解西藏宗教集团的策略，得到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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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的支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赢得了这些活佛的公开支持，
从而就增强了康巴民众对共产党所作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诺的信心，这样，共产党和平解放
西藏的计划就有了根本保障。”① 应该说，戈尔斯坦说对了一半，前半部分说得并不正确。因
为当时西藏地方达赖、班禅方面长期处于隔阂乃至对立状态，恰恰是中央政府解决了长期悬而
未决的班禅的历史地位问题，促成了格鲁派两大活佛之间、西藏地方上层内部之间的团结。

1952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说: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
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② 26 日，《中共中央关于必须极端谨慎对待宗教
问题等的四点指示》发布，其中第一点就是 “必须充分估计到佛教在西藏民族的悠久历史
及其深入人民的传统影响，以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人民中享有的很高的佛教信仰，同时充
分认识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国际关系、在西藏地区怎样对待佛教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
意义”。③

1955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时，参观团团长拉
鲁·次旺多吉说: “以前，听到解放军要来有点害怕。真正来了以后，看到解放军尊重宗教
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帮助人民解决困难，顾虑打消了。”④ 可见，这些工作确实推动了一
部分宗教上层人士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1959 年西藏地方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毛泽东再次谈到了宗教问题: “关于宗
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
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⑤
关于如何进行改革，毛泽东在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指出，“我赞成有几千个人学经，成
为佛学知识分子，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
化及一般知识”。⑥ 就是要逐步改革藏传佛教传统的学经方式和学习内容，促进藏传佛教与
社会发展相适应。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藏地方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西藏地方传播是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开始的，人民解放军既是这一理论
的传播者，又是践行者。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大量身体力行做意识形态
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 一) 进军西藏，成立党的机关工委
经营西藏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实践的过程。

毛泽东在 1950 年 1 月 10 日给中央并转西南局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和西北局的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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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指出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经营西藏。西南局当即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报
告，拟定以第二野战军的第十八军入藏，在党组织方面，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
记，谭冠三为副书记。① 1952 年 1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在拉萨召开干部大
会，宣布中共西藏工委的组成及各部委人员名单。1952 年 3 月 7 日，中央确定由张经武任
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任第一副书记，谭冠三、范明为第二、第三副书记。西藏工委在中共
中央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贯彻和执行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在深入调查研究西藏情况，提
出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组织筑路运输生产等方
面，做了大量复杂艰苦的工作，从而领导和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完成了祖国大陆统
一大业。这个时期的西藏工委不仅为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还为西藏后来党
的工作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5 年 9 月 1 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国共产
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张国华为第一书记。

( 二) 从释迦牟尼代表老百姓利益，是一个改革家谈起，解决围绕佛教与共产党无神论
之间的所谓冲突问题

1955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提道，不仅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也要
把世界的事情搞好，并借助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为免除众生的痛苦，不当王子，创立了佛
教的故事，强调在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痛苦这一点上，信佛教的人和共产党人 “是有共同
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② 1959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与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再次谈起
释迦牟尼王子不做，和老百姓在一起，做了群众领袖。③ 为把长期被歪曲的共产党的宗旨纠
正过来，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初衷谈起，并在帮助普通百姓和解除压迫剥削这一根本共同
点上关联起来，引起了共鸣，这可能是毛泽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达赖、班禅思想
方面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地方，赢得了他们高度认同。

( 三) 通过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适时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和领导作用
1951 年 12 月 13 日，毛泽东在给班禅的电报中指出，“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④ 这里突出强调的
是中国共产党。1953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指出 “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
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
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⑤ 这些都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1955 年 2 月 23 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达赖喇嘛表示: “正
如主席指示的，我们西藏各方面的条件还很落后。但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⑥ 达赖本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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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10 月 23 日，在毛泽东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时，青年团负责
人悦希凭卓说: “我 1951 年在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青年团……今
后我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带动广大青年参加祖国建设，并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实现。”① 西
藏地方上层代表人物的发言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不断增强和巩固。

( 四) 兴办干部培训班，创立西藏公学等，既培养了人才，又初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 ( 1949 年 11 月 14 日) 中指出，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
是不可能的”。② 培养藏族干部始终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党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为马克
思主义传播开辟了有效途径。

西藏的干部培养，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以培养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为主; 后
期则以培养翻身农奴及其子弟为主，并且从民主改革以后积极在藏族中发展党员，他们积极
掌握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开展工作，起到了先
锋模范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

民主改革既是一场社会变革，也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是西藏地方从以政教合一
制下的传统佛教神学思想为主导过渡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分水岭，实现这一转变的
方法也是非常成功的。

( 一) 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党的干部，建立各级党组织
1959 年 3 月 22 日，中央指示，“必须注意从积极参加斗争的藏族劳动人民中，培养和

提拔大量的干部”。③ 5 月 10 日，毛泽东指出: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
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
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
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④

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传播并占据西藏地方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
1959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等谈话时说: “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

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
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⑤ 1961 年 1 月 23 日，毛泽东同班禅额尔德尼
再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 “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
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

—0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29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138 页。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1949—2004) 》，第 137 页。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204 页。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210 页。



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① 真正从基础上、思想上逐步改造西藏地
方社会的结构，从而使党的领导拥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
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影响和核心地位，加之他长期对西藏地方僧俗上层人士做工作所
产生的社会影响，改革西藏社会制度使得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英明决策，以及接
着在全国掀起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等，均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地方传播并占
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

( 二) 坚持政教分离原则，逐渐解决宗教干涉政治、教育和司法等问题
1950 年 4 月 27 日，周恩来在民委举办的藏族干部研究班上的报告指出: “西藏是实行

政教合一，我们要逐步使政教分离。”② 但是，为了照顾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情况，中央
在 1954 年宪法草案增加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
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按照毛泽东的话说， “现在西藏是达赖管事情，
如按照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办，就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③

1959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
布会议厅委员会也相继被撤销和结束工作。西藏民主改革实行 “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
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特权及其内外各种剥削制度，有效保障
了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也为西藏实行人民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 三) 在西藏地方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地方社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逐步深入到西藏

地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西藏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1961 年 4 月 21 日，
中央指示西藏要“向群众深入进行民主改革的政治思想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
义前途教育”。④ 西藏工委根据中央要求，“要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既要
使广大农民明确现阶段党的方针政策，安心而又积极地发展生产，又要使广大农民群众明确
方向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⑤ 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及其自治机关成立，实现了西藏社
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西藏建
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了政教分离的成果，也为马克思
主义在西藏的传播开辟了广阔前景。

( 四)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西藏历史宗教研究
知识界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学术研究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一些著

名藏族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撰写了学术名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位: 一是中央民
族大学 ( 后调任西藏大学) 的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和他撰写的 《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一书; 一是西藏社会科学院恰白·次旦平措研究员和他主编的 《西藏通史》一书。东嘎·
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在利用大量藏文史料的基础上，首先根据恩格斯 《普鲁
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书中对政教合一的定义，即所谓政教合一是指世俗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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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主由一个人来担任，确定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时间，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进行简明而又深入
的分析，阐述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的历程，以及最后被废除的历史。① 恰白·次
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同样发掘和利用大批藏文新资
料，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该书能够取得重大创新成就的关键因素。
正如恰白·次旦平措在接受采访时所言: “我们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才能写
出一部确能如实反映西藏历史进程，以及西藏和祖国关系的书。”② 拉巴平措在该书序言中
评价称: “如果说根敦群培的《白史》把藏族史的研究从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带入了人
文科学的轨道，那么这部《西藏通史》则把藏族史的研究在广阔的领域内从人文科学进一
步引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藏族史研究的重大进步。”③ 历史和宗教研究领域是西藏思想
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上述两项重要成果的产生具有象征性和标志性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奠基于和平解放时期，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
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以人民为中心建
设和发展西藏地方经济、人口、文化等基本原则，丰富和完善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党在进藏部
队贯彻《十七条协议》工作实践之中，具体表现是长期建藏、慎重稳进、中央决策等各项
治藏原则的贯彻和执行。而马克思主义在西藏地方的传播同样起始于人民解放军进藏和西藏
工委富有成效的工作实践。1959 年的民主改革是重要转折点，是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占
据西藏地方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关键环节，而 1965 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其重要标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进藏人民解放军在其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伟大实践，既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历史、结束了西藏地方长期以来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更形成了党在西藏开展各项工作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则和方略，并
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打下坚实的基础，是辉煌灿烂的历
史一页，值得纪念和借鉴。

〔本文责任编辑 刘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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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ught by the imperialists' invasion and separatist force's rampant activities. In addition，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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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ied by the Liao，XiXia，Tubo，Jiaozhi and other regimes，but also distinguish the Jimi districts
( 羁縻地区) that used to be Zheng Zhou from other Jimi districts that had never been directly
ruled. As the former dynasty's Zheng Zhou，Huawai Zhou naturally became the main target of the
territory claim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formation，alienation，and disappearance of this
concept in maps and geography section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s request
for recovering the Han-Tang Old Territory ( 汉唐旧疆) and the actual changes of territory. The
historical map of the Song Dynasty had formed a territory view of the historical China which
composed of Zheng Zhou，Huawai Zhou and other Jimi Zhou．
Key Word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uawai Zhou Territory
From Amban to Dutong: the East Xinjiang under Jurisdiction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Nie Hongping ( 51)……………………………………………………………
Ambans ( 办事大臣) were set up at several places in east Xinjiang from 1755 to 1759.

Although east Xinjiang wa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Gansu province in 1760，these Ambans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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