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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为了更好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执行“十七条协议”中把

帝国主义势力驱除出西藏的任务，各路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在进军西藏过程中完

成了在各边境要地的驻防。通过换防、平叛、垦荒生产，同时配合外事工作，印度在中国西藏的

特权得以消除，现代边防体系得以建立。西藏边防的巩固，保卫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安全，为新

生政权的稳固提供了战略支撑，为西藏地区进入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军事保障，为

西藏后来的守边、固边、兴边、强边的实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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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战略
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西藏边境线长达 4000 余公里，
1951 年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在边境
部署武装力量，通过军事强边消除帝国主义势力在
西藏的影响，维护陆地边境安全和稳定，结束了旧中
国西藏地区边防羸弱的局面，为新中国现代边防事
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近代以来中国西藏边防糜烂，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

1788 年、1791 年，廓尔喀军队发动对后藏①地区
的扰袭，清政府于 1792 年派遣福康安率军入藏，击
退廓尔喀军队，稳定了临近尼泊尔的西藏边境地区，
并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驻藏
大臣每年五六月奏明，轮流一人，前往后藏巡视边
界，操阅番兵”“后藏江孜、定日分驻官兵二百零八

名”“番兵三千名……驻扎后藏一千名，驻扎定日五
百名，驻扎江孜五百名”“济咙、聂拉木、绒辖、喀尔
达、萨喀、昆布、定结、帕克哩沿边一带，均已设立鄂
博，驻藏大臣于巡查边界之便，随时派人堆砌石块，
不得日久废弛，致有偷越”［1］，规定在江孜、定日设
防，在辖尔多、擦木达、古喇噶木炯、宗喀等通往尼泊
尔交界处的小道设定本、边防兵，在喀尔达设关卡撒
甲岭、春堆，在定结设关卡擢拉山，在帕克哩设关卡
哲孟山、哈尔山、宗木山，并补放与不丹、哲孟雄②、
廓尔喀等交界处以及江孜等地营官、守备、把总、外
委和清军士兵等，稳固西藏边境地区。尽管清朝在
西藏地方边境要地派有驻军，设有营房和海关，但人
数极少，且上述营房、守备主要是防备廓尔喀进犯，

① 按传统习惯，根据藏语方言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部分地区
称为“卫藏”，其中日喀则又被称为“后藏”。

② 即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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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阿里、哲孟雄一带边防力量较弱，加之守边军队
缺乏操练和先进军事技术，当面对英帝国主义入侵
时，溃不成军，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
边疆地区，先后挑起中国西藏与喜马拉雅南麓临近
地区的争端，将西藏附属的邦国一一剥离出去，为其
对中国西藏进行实质性入侵作战前准备。1846 年，
英国以拉达克属于克什米尔为由，占领了西藏地方
藩属地———拉达克。1847 年，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德
庇时( S． J． Davis) 向清两广总督转呈了划定克什米
尔与中国西藏边界的条文，遭到清政府拒绝。1860
年、1864 年，英军先后占领哲孟雄、不丹大片土地。
哲孟雄国王和不丹国王分别向驻藏大臣松蟲、摄政
达擦呼图克图阿旺贝丹等官员写信: “种种迹象表
明，英国人不久将侵犯佛教圣地 ( 中国) 西藏，故敦
请及早派遣得力人员卫戍边境，加强战备，以防英人
入侵”［2］。

1886 年，为防止英国人进一步侵占西藏边境，
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建卡设防①。根据 1794 年
设立的界碑，热纳宗和隆吐属于中国领土，西藏地
方政府在边防设卡的正当行为，却被英国认为是
“越境设防”，并向清政府提出无理抗议。1888 年
3 月，英属印度总督以此为由，命令军队对西藏发
动军事进攻。这是英军发动的第一次侵略中国西
藏的战争，也是近代以来西藏经历的第一次反抗
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时任驻藏大臣文硕坚决支
持奋勇抗英的西藏军民，请求朝廷派军驰援西藏
的抗英斗争，并向前线发出坚决抗英的命令。隆
吐山战役，是中国军队为维护国家主权、边境安全
和领土完整，与英帝国主义军队进行的一场战役。
这场抗英战争终因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衔升泰完
全执行清政府妥协让步的路线，以及双方实力悬
殊过大等原因，以中国政府战败而告终。1890 年，
中英签订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清政府
正式承认哲孟雄归属英国，以“地理原则”即以分
水岭或山脊等鲜明地理特征为界的原则，划定中
国西藏与哲孟雄的界址。英帝国主义以武力打开
了中国西藏的门户，而西藏地方也失去了拱卫这
一区域的屏障［3］。1893 年，中英双方在大吉岭订
立《中英会议藏印条款》:亚东被迫开关通商，并任
由英商前往该地进行贸易及租赁住房栈所，甚至

在开关 5 年内，除违禁品外一切货物一律免除进
出口税，印度方面也可随意派人驻在亚东以查看
英商的商贸情况。这些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西藏
进一步损害了在经济、交通、海关等方面主权。

1894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英帝国主义利
用西藏地方政府与驻藏大臣的矛盾，加紧对中国西
藏的侵略，在占领岗巴宗所属甲岗地方后，要求与十
三世达赖喇嘛会面讨论边界问题及英藏通商事宜，
遭到拒绝后便发动了第二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
1904 年，英国以中国西藏方面拒绝商讨“定界”与
“通商”等为由，发动第二次侵略中国西藏战争，并
在江孜、亚东设兵站。尽管西藏僧俗官兵浴血奋战，
但江孜抗英保卫战终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英军侵入
拉萨后，在没有得到清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强迫西藏
地方政府与其签订所谓的《拉萨条约》。该“条约”
规定:除亚东以外，将江孜、噶大克开为商埠;赔款未
缴清前，英军占领春丕; 另“自印度边界至亚东、江
孜、噶大克边界，沿途不设关卡”“自中国与哲孟雄
边界至拉萨的防御工事一律拆除”。该“条约”一没
有清政府授权，二没有驻藏大臣签字，三没有十三世
达赖喇嘛授权，是英国用强权强迫中国西藏地方政
府所签的非法无效条约。后经交涉和谈判，中英于
1906 年 4 月 27 日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正约六
款，即有关西藏问题的《北京条约》，虽一定程度捍
卫了清政府在西藏的主权，但双方承认将《拉萨条
约》作为附约，并规定中方赔偿英国军的军费从 750
万卢比减为 250 万卢比，分 3 年还清，之后英国从亚
东撤军。英国还获得在亚东、江孜驻扎军队，以及在
亚东至江孜间建立邮电、驿站等特权，此后英国开始
在西藏地方上层内部培植亲英分裂势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后，1913 年英帝
国主义胁迫北洋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参加“西
姆拉会议”，强迫中国政府在所谓的《西姆拉条约》上
签字，遭到中国政府代表严词拒绝，最终英国同西藏
地方代表夏扎密谋，用秘密换文的方式，以所谓的“麦
克马洪线”为界，企图非法割占我国 9 万多平方公里
的领土，致使西藏和平解放至今，在不被中国政府承
认的情况下，这部分领土仍被印度非法实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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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立哨卡的同时，还委派霍康和

定日代本为洛扎、门隅、错那等地边防总管，率领藏军驻守。



此后，国民政府进一步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在拉萨建立了代表中央政府的机构———国民政府蒙
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但是在内忧外患之下，国民政
府无暇顾及西藏地方的边境事务。英帝国主义势力
趁机加紧在西藏地方上层培育分裂势力，占上风的
亲英分裂分子梦想“西藏独立”，在主权问题上同英
帝国主义妥协。因此，“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西藏边
境安全和国家整体安全问题并没有得以消除。

二、和平解放时期人民解放军进驻
西藏边防过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帝国主义加紧策划
“西藏独立”，严重威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西藏地
方安全。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解放西
藏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
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的协议》( 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 后，人民解放军
各路部队向西藏各边防要地和平进军，驻边建防，改
变过去西藏地方边防溃乱的局面。

( 一)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及有关巩固国防的
规定

昌都战役取得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 1950 年
11 月 9 日的指示，西藏工委、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
领导人和政策研究室、各机关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向
西南局和中央上报了关于西藏情况的综合分析报
告，指出西藏地处边疆，与印度等国家有商务关系和
宗教种族上的联系，解放并经营西藏，国防问题是民
族问题，同时也是宗教问题，明确指出和平解放西藏
和巩固国防的关系［4］3。

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指出:
“印度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有无侵
略野心还不能保证”“现在西藏根本没有国防……
目前西藏更有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一旦有事，军
队开进去谈何容易”［4］156。为慎重起见，中央政府代
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各派专人具体研究拟定了
《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共
七条，作为正式协议的附件，其中第一、二、四条规
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兵
力为一个军左右。驻地为国防要点及交通要点”
“进军计划及驻军部署，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命令行之”“人民
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成立西藏军区。统一领导和
指挥西藏境内之一切武装部队。军区司令员、副司
令员和政治委员，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5］129。经
过六轮正式谈判，中央和西藏地方全权代表在进行
认真充分的协商后，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签订了“十
七条协议”，内容涉及国防和边防的有: “为了顺利
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和
西藏人民获得解放……举行了谈判”“西藏人民团
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
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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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
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
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
的通商贸易关系”［5］125 － 127等。协议表明，和平解放
后在西藏地方的国防事业及处理有关涉外、领土事
宜由中央负责，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自清朝乾隆时
期以来只有极少数西藏地方军队和中央军队分驻西
藏边境地区的状况。

( 二) 人民解放军进驻边防要地
1951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中央军委

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 “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该
协议①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
力进驻西藏”“另以一个营编成独立支队，由硕督
( 即硕般多) 地区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之工布地区西
进②，担任宣传与侦察任务”“西南军区之十四军一
二六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西北军区由
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噶大
克③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
藏”［6］47 － 48。以上训令不仅有人民解放军从各路进
军路线的考虑，同时也对了解掌握东西线边境地区
情况和进驻边防要地作了提前安排和部署。

1951 年 10 月 8 日，贺龙、邓小平就入藏部队的
驻地问题经请示中央军委后致电人民解放军进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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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十七条协议”。

雅鲁藏布江西进路段临近我国西藏东南印控区。

即阿里地区噶尔县。



队，“规定你们进去的六千( 人) 部队，应以三分之一
( 约两千人) 开赴日喀则、江孜、亚东地区及日喀则、
拉萨中间地区”［5］141。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两次侵
藏战争均发生在日喀则，并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
得在亚东、江孜驻扎军队的特权，中央军委在人民解
放军进驻西藏之初便考虑在这些地方驻军，也是为
了更好地执行“十七条协议”中有关驱逐帝国主义
侵略势力出西藏的任务。

为执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指示，进驻
后藏重镇及边境要地，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一五五团
一营于 1951 年秋进军则拉宗①，1952 年 1 月进驻山
南隆子宗;一五四团率团直和第二营、第一营分别于
1951年 11月 15 日进驻江孜和日喀则，于 1952 年 7
月进驻亚东。至此，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前方部队完
成了在边境要地的驻防。1952年夏，西藏军区调整部
署，由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率师部进
驻江孜，进一步加强江孜、日喀则地区防务工作。

1950 年 10 月，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的独立骑
兵团先遣连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带领下抵达阿里改
则的扎麻芒保。继先遣连后，根据中央军委在“十
七条协议”签订后发布的训令，该独立骑兵团后续
部队派出两个连和机关人员约 280 余人于 1951 年
5 月 28 日到达扎麻芒保，同先遣连会合。该部队到
达普兰并留下一个连驻守，8 月 9 日，该部队抵达噶
达克。同年该独立骑兵团营长率一个连追击吾斯满
残匪进藏，歼灭残匪后，于 7 月经扎麻芒保进驻日
土。1952 年 2 月，以独立骑兵团四个连为基础，组
建阿里骑兵支队，同年 10 月组成阿里分工委，担负
起驻守阿里边境和经营阿里地区的任务。十四军四
十二师一二六团在昌都战役后，从察瓦龙一带进藏。
1951 年 6 月，该团派出先遣队进驻竹瓦根，为入藏
部队进驻察隅做准备。同年 8 月 30 日，该团第二支
部队抵达竹瓦根［5］41，同先遣队会合。10 月 1 日，该
团进驻察隅。年底，经上级批准，该团以一个排进驻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北侧的沙马，一个排进驻竹瓦
根以南的中缅边境中国一侧，在察隅建立起国防前
哨阵地。至此，各路入藏部队完成在西藏各边防要
地的进驻，开始担负起守卫边防的神圣职责。

( 三) 西藏军区成立后在边防要点和沿线审慎
部署兵力

1952 年 2 月，西藏军区成立大会上，司令员张

国华提出西藏军区成立后的任务是保卫国防，建设
西藏，维护治安，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中心任务是
彻底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指出:
“现在的情况是，人民解放军还要继续进军，国防需
要建设，交通修路尚须继续努力。和平进军西藏的
任务是胜利了，但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势力是不会因
此而甘心的”［4］203。中央将西藏军区定为二级边防
军区，隶属于西南军区，肩负着统一领导和指挥西藏
地方所有武装力量，抵抗外来侵略，防止分裂势力破
坏的重要使命和职责。西藏军区的成立，是实施
“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央巩固西南边
防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自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提出后，察隅往西至不
丹以东的藏东南地区长期被英国非法实控，印度独
立后继续非法实控该区域。西藏军区成立后，中央
发出指示:“向珞瑜进军的提出，也为时过早。珞瑜
受帝国主义侵略已久，现在有帝国主义从察隅附近
到不丹东境的军事防线 ( 所谓“巴里巴拉计划”防
线) 和一些部落性的傀儡政府，情况极为复杂，必须
待我们将收复该区的准备工作 ( 包括政治、军事和
外交的布置) 做好后，提出这一问题，是对我们有
利”［7］。该指示体现了中央在取得人民解放军进驻
西藏及边防要地的胜利后，仍继续坚持“慎重稳进”
的重要方针。

1955 年，西藏军区进行整编，兵力部署主要涉
及拉萨、波密②、昌都及江孜和日喀则四个重点地
区，涉及边防的有:原属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六团的
一部分改编为新的第一五六团，进驻则拉宗;第五十
四师除师部、直属分队和第一六一团外，分别进驻江
孜、亚东边境各要点及昌都地区; 察隅公安第八团
( 原云南省军区第一二六团进驻察隅的部队) 番号
改为第一五三团［4］310。部队的科学部署和正规化进
一步增强了边防力量。

( 四) 驱赶英印驻军，取消印度在西藏特权
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首先必须保证边防安全并推动边境地区各项
事业的发展。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利用不
平等条约和非法条约在中国西藏日喀则等地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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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工布则岗宗，今西藏自治区巴宜区城南则拉。

该地区临近察隅、墨脱、米林等边境地。



遗产，如在江孜留有驻兵; 在江孜、亚东等地设有商
务代表;在到江孜的路上设有邮政和通信等，这些都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边防安全和边境建设。

1952 年 2 月，印度向中国提交《关于印度在西
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列出保留的权益共七项，涉
及边境地区的有: 驻江孜和亚东的“商务代表处”;
驻噶大克的“商务代表处”; 在到江孜的商路上的邮
政及电讯机关;驻江孜的军事卫兵等，并称这些权益
“是由于惯例和协定产生的”［4］284。同年 8 月，印度
驻锡金政治专员卡布尔提出要循惯例到西藏视察其
在江孜、亚东的“商务代表处”和驿站。同年冬，印
度政府提出派兵到江孜、亚东换防。清除帝国主义
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取消印度在西藏的英帝国
主义政治遗产，废除不平等条约，完成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是执行“十七条协议”的重要
内容。为此，中央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发展中印两国关系，坚持凡属特权的必须取消这一
原则。1954 年 4 月，中印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
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
土的一部分，中国在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同时互
换照会，取消印度在西藏的特权: 改印度在亚东、江
孜、噶大克三地的“商务代表处”为商务代理处，取
消治外法权;约定照会互换之日起 6 个月内印度全
部撤退其在亚东和江孜的武装部队; 印度将其在西
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以及亚东至江孜段
的十二个驿站折价移交给中国政府［8］52 ; 印度将在
亚东等地“商务代表处”院墙以外占用地皮归还中
国［9］。同年 7 月，印度在江孜驻军和“商务代表处”
及建筑物因被洪水冲走，提前完成撤防。同年 9 月，
印度在亚东驻防也根据照会全部撤走。1955 年 4
月，中印双方签订印度移交邮政、电讯机关和设备的
协议书，举行了移交仪式。至此，印度在中国西藏地
方享有的特权完全被取消，我国解决了在西藏日喀
则等地边防事业建设中的一大隐患，捍卫了对西藏
的主权。

事实证明，收回印度在西藏江孜、亚东等地的驻
军、邮政、电讯等特权，成功避免了 1958 年局部叛乱
势力从亚东入境以及 1959 年后全面平叛等特殊时
期，印度可能借机在我国边境制造事端，与分裂势力
内外勾结的风险，阻止了印度将中印战略缓冲区推

进至亚东、江孜等地带的图谋。
( 五) 在平叛中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控
民主改革前夕，中央为稳定西藏形势，决定收缩

西藏工作。1957 年，西藏军区遵循“保点、保线，自
卫作战”的原则，将驻藏部队收缩到 14 个点，其中
涉及边境地区和沿线的有日喀则、江孜、亚东、林芝、
扎木、察隅，同时阿里地区保留噶尔、日土、普兰 3 个
点①。边防要点驻兵、重点设防，边防力量在保卫边
界安全的同时，还要应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叛乱。
1958 年，驻守在察隅的边防部队在平叛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有效地维护了边境地区安全和社会秩序。
截至 1959 年 3 月，阿里、江孜、帕里、亚东、林芝、扎
木、察隅等边境要地或邻近边境的地区，都在人民解
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6］175。其他情况复杂、地处偏
远、中国边防部队一时还未能设卡的地区，人民解放
军对活动在这些地方的叛乱武装一边进行清剿，一
边取得对这些地区的掌控权。

1958 年 6 月叛乱武装盘踞山南地区，并在 7 月
成立所谓“四水六岗卫教军”。1959 年 4 月，西藏军
区派第一三四师的四个团两个营对山南叛乱武装进
行围剿，一举荡平叛乱武装根据地，招降隆子宗叛军
司令，封锁米林以西、亚东以东的边境实际控制线，
割断了没来得及逃往印度、不丹的叛乱分子与境外
的陆路联系通道［8］100。其他各边防部队也对扎木、
萨嘎、定日、阿里等地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并占领
边境线中国一侧要地，阻断叛乱分子外逃。1959 年
7 月，拉萨、山南等地漏网的游散叛武装分子逃入阿
里地区，与境外分裂势力取得联系，煽动当地部落叛
乱，企图利用中尼边境的自然地理、历史等条件，跨
界盘踞。1960 年 3、4 月份，阿里地区的革吉、改则
叛乱武装和三号地区漏网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窜入。
根据西藏军区指示，各部队分别由集结地向叛乱武
装盘踞地发起进剿，占领边境线本侧要地，阻止叛乱
武装外窜，历时 32 天，基本肃清残余叛乱武装。平
叛的胜利，不仅彻底解放了西藏人民，同时还通过对
盘踞边境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加强了对边境地区
的控制，如毛泽东曾提出“情况极为复杂、有部落性
傀儡政府”的珞瑜地区，“地广人稀、边境通道多且
复杂”的仲巴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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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时期阿里边防为新疆军区所管辖。



1959 年 12 月，随着西藏叛乱的平息，边防部队
陆续全面进驻中印、中尼、中不、中缅、中锡边境要
地。至此，西藏和平解放时期通过进军西藏、换防、
平叛等多种方式，完成了从察隅到日土所有边境要
地的布防，牢牢掌握了西藏地区边境控制、防备和抵
抗外敌侵略、制止叛乱武装颠覆的主动权。也正因
为如此，面对印度自 1959 年以来在我国边境地区的
军事挑衅，中国军队在 1962 年被迫自卫反击中才有
了更多的底气，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1960 年，西藏工委成立边防委员会，加强对边
防工作的领导，逐渐将打击外逃叛匪回窜扰袭作
为西藏边防斗争特别是中尼边境地区边防斗争的
一项战略性任务。“四水六岗卫教军”外逃后，主
要盘踞于尼泊尔靠近中国的木斯塘地区，利用地
广人稀、地形复杂对我国边境地区进行扰袭。西
藏工委、西藏军区采取“增加兵力，调整部署”“统
一领导，统一指挥”“组建武工队”“加强政治争取工
作”“加强边境地区群众工作”，叛乱武装内部矛盾
加剧，加之中尼关系进一步密切、中美关系开始正常
化，1972 年，与中尼边境地区外逃叛乱武装回窜的
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 六) 加快交通运输建设，开展开荒生产
西藏和平解放前，中国政府对西藏虽拥有主权，

但由于交通闭塞、道路艰险，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更多表现为中央派员驻藏，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经
营西藏。自清乾隆始，中央在藏派驻少量军队，西藏
军队仍以藏军为主，因此西藏在遭受外部入侵时，中
央军队难以及时抵达边境作战。加快交通运输建
设，既可以加强西藏与其他省市的联系，推动西藏经
济文化发展，也可以应对外敌入侵。因此，中央决定
进军西藏的同时，作出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
指示。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1954 年，康藏公
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
的历史，1957 年 10 月，新藏公路全线通车。交通运
输能力的提高，极大提升了国家在西藏的戍边能力。

为了更好地经营西藏，西藏工委根据毛泽东提
出的“生产与修路并重”［6］54，及时开展开荒生产，并
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和战斗任务。
1950 年 12 月，西藏工委明确指出: “解放西藏只是
我军的第一步任务，而长期建设西藏则是党的基本
方针，也是我军的长期任务。”1951 年 8 月 23 日，

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政治部发出《关于长期建设
西藏思想领导的指示》，提出:“各级党的组织教育
全体人员，要把热爱伟大祖国同热爱西藏、建设西
藏一致起来”。1952 年初西藏军区组成生产委员
会，向包括拉萨、昌都、江孜、日喀则、察隅、太昭、
阿里的部队提出粮食和蔬菜自给半自给的要求。
通过开荒生产，既实现部队粮食瓜果蔬菜自给自
足，又兼顾了民需，同时还将现代农业生产的理念
和技术带进了西藏尤其是边境地区。

故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一方面进行自身
建设，戍边卫国，另一方面积极建设边境，大力开展
“军爱民”为主题的支援农业基本建设的活动，如帮
助群众修筑堤坝、灌溉设施，维修农具、收割庄稼等，
各边境部队将驻地农副业生产作为长期任务。为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屯垦戍边”“建设西藏”指示精神，
1959 年 7 月，中央军委批准组建西藏军区生产部，
先后组建各大农场和牧场，边境地区的林芝、米林、
易贡、察隅、江孜、浪卡子等也组建起农场和牧场，部
分干部和老战士转业复员退伍后成为生产部职工。
这些农场和牧场职工在边境发展生产之余，还肩负
着守边戍边的使命和任务，同时还在边境地区发挥
了推广现代农牧业技术的重要作用。

三、和平解放时期人民解放军进驻
西藏边防的历史意义

近代以来，面对英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西藏虽
然在个别边境地区设立哨卡，但具有现代意义的边
防则是从和平解放时期开始的，其不仅具有拱卫国
防、保卫西南边疆安全的区域意义，还具有巩固国家
整体安全的重要意义。

( 一) 结束旧中国西南边疆羸弱的局面
廓尔喀两次扰袭西藏日喀则地方后，清政府才

开始重视喜马拉雅南麓的边防问题，尽管设有边防
官兵 3000 人，但较之西藏地方漫长的边界线而言，
兵备极为单薄，且布防重心存在严重偏差，采取专注
于对廓尔喀的防御体系，导致后来往往是哪里存在
边防危机便临时设卡补救，这虽然与地处偏远、交通
不便、地势险峻、易攻难守等客观原因有关，但主要
原因还在于清政府软弱，致使中国西藏边防极弱。
因此，从中央决定进军西藏之时起，就将边境驻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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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任务之一，始终坚持必须由代表中央权威、捍
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人民解放军担负守卫边防、
巩固国防的任务。西藏和平解放时期，通过进军西
藏、换防、平叛等多种方式，历时十余年完成了人民
解放军从林芝察隅至阿里日土所有边境要地的布
防，既在先前边境防御重点和战略要地进驻，又对所
有边界重要通道的全面防守，还在地广人稀、气候恶
劣但有战略优势的阿里设立边防营地，由西藏、新疆
两个军区共同负责西藏各段边防。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各路解放军进军西藏之时便开始修筑公路，
改善交通，改变了西藏过去 4000 余公里边境线上长
期只有零星边防哨卡，防御中心存在偏差，兵备单
薄、交通不便，边防形同虚设的状况。

( 二)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边境安全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西藏，

首要任务是要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消除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权和领土的统一，保卫国防。然而旧西藏边
防形同虚设，兵力孱弱，缺乏现代军事思想和武器装
备建制的现代军队，此外帝国主义势力还在西藏上
层内部培植了一股亲英分裂主义势力，这些都是解
放西藏、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边境安全的极大阻碍。
人民解放军担负着解放国土和保卫国土的神圣使
命，进军西藏后进驻各大边防战略要地，执行守边卫
国的任务，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边境安全，粉碎了西
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妄图使西藏“独立的”迷梦。
西藏边防力量的增强，也为取缔印度在西藏特权、驱
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的外事谈判增加了军事
筹码，外交谈判的成功也为稳定边境局势提供了保
障。人民解放军在边境地区平叛的胜利，维护了边
境地区的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对边境线的控制权，
也检验和提升了这支包括边防官兵在内的人民军队
的战斗力，为后来对印自卫反击战积累了经验并赢
得战争的胜利，终结了近代以来西藏边防遇战事必
败的历史。

( 三) 维护西藏边境地区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
边防力量不仅需要守卫国土，还需要维护边

境地区社会治安秩序。长期以来，西藏边境地区
驻守的边防兵营，除抵御外敌外，也维护着当地社
会治安秩序包括对部落首领在内的农奴主的管理
等。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边防后，坚持内防与外

防相结合，在守边戍边的同时，将维护边境地区社
会安全与稳定，作为关系国家和边疆整体利益的
战略性任务，尤其是在平叛和打击外逃叛乱武装
回窜过程中，军防和民防相结合，加强边境地区群
众工作，清剿盘踞在边境地区破坏当地群众生产
生活的叛乱武装和分裂势力，肃清了长期奴役压
迫边境群众的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维护了边境
地区和人民的安全，为边境地区民主改革、社会主
义改造扫清了障碍，促进了边境地区生产力的解
放和发展，为今天的兴边富民奠定了物质基础。

( 四) 奠定兴边稳边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强调“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
重”。加强边境建设、开发边疆是确保边境安全的
重要前提。中国自古便有屯垦戍边的传统和经
验，边防卫士平日丁凿耕田，战时厉兵秣马。西藏
边境地处偏远，实行军屯制不仅可以缓解战时粮
饷转运的压力，还可以通过农垦开渠等加强边境
地区建设。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人民解放军进驻西
藏边防的过程，不仅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保卫边
防安全的过程，也是谋求边境地区社会全面发展，
促进边境地区生产力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过程。
边防官兵在保卫祖国西南边防安全的同时，严格
贯彻执行中央“建设西藏”的方针，将开荒生产作
为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和战斗任务，在边防建
设中发挥了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作用，既保
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为戍边提供有力的物质基
础，又通过垦边，在边境地区推广现代农牧业技
术。边防部队将驻地农副业生产作为长期任务，
通过“军爱民”活动，在和平解放时期发挥了军队
支援地方的作用，军民共建的优良传统延续至今，
在推动驻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对边境群众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界观念、政策法规等方面的
宣传教育，促进了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增强了边境
地区群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新时代西藏推动军
民融合发展和兴边强边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 五) 实现新时代军事强边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人

民解放军从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进驻西藏地方各边
境重要战略要地、改建西藏地方军为人民解放军、科
学换防、平息叛乱，初步形成由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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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以西藏军区为主，其他军区在战时迅速进藏配合
的综合化、体系化、制度化的军事防御规模和状态。
现在，我国仍保留着西藏军区负责西藏地方边境东
段和中段的边境防卫，新疆军区负责西藏地方边境
西段边防任务的传统。同时，和平解放初期，中央在
西藏边防的部署和军队的顺利进驻，在抗美援朝中
后期对西方帝国主义起到了军事威慑的作用，使他
们不敢利用我国东北线作战之机威胁我西南边陲，
使中国军队能够全力以赴应对朝鲜战场并取得最终
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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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Advancement to the Tibetan Border

During the Period of Peaceful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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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Tibet Studies，Tibet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Lhasa，Tibet 850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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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in order to better defend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y， carrying out the task of expelling the imperialist forces from Tibet as
stipulated in the“17 － Article Agreement”，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all sides completed the garri-
soning of various border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liberating Tibet according to the deployment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defenses，pacification of rebellions，and reclamation
and production，along with foreign affairs，Indian privileges in Tibet，China，were eliminated and a modern
border defens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ibetan border defenses defended the se-
curity of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provided strategic support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new regime，pro-
vided military guarantees for the Tibetan region’s entry into democratic reform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laid a thick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implementation of border guarding，border consolidation，
border promotion and border strengthening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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