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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西藏社会生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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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藏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创新了西藏工作新模式，领导全国人民和藏族同胞一道建设美丽新西藏。40 年来，西藏自治区建立了

完整的教育体系，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极大加强，西藏人

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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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8 年到 201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

了整整 40 年，这 40 年是中国社会高度发展的 40
年，也是西藏高度发展的 40 年。40 年来，西藏建

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西藏人民收

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西藏建立了完

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卫生网遍布城乡; 西藏的

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人民安居乐业。
毫无疑问，西藏自治区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变化

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951
年 5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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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标志着西藏获得和

平解放。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

了全面武装叛乱，达赖叛逃，1959 年 3 月 28 日，中央

政府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开始行使西藏地方

政府职权，西藏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从此，占西藏人

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奴获得了生产资料，成为西藏

社会的主人。196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这是西藏的

革命和建设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新时期的重要标志。
197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发展，中

央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更是带来西藏的全面发展和

进步。纵观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

根本改善，“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得到实

惠，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1］。

一、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社会生活变迁

( 一) 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

靠教育”，“要努力让西藏各族群众享有更好的教

育”［2］。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藏自治区在党的正

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实现了免费义

务教育，“国家对西藏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

庭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

策”［3］20，建立了包括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等完整的教育体系。

1951 年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学校，现代化教育体系更是无从谈起。当时

西藏的教育为封建农奴制度和宗教服务、为三大

领主服务，学生毕业后缺乏相应的升学和就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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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数学生在小学就中途退学。西藏和平解放

后，1951 年 3 月，昌都小学建立，这是中国人民政

府在西藏创立的第一所现代化学校。1959 年西

藏进行民主改革之后，其教育事业稳定发展，西藏

教育体系的雏形基本形成。“文化大革命”时期

西藏的教育受到严重摧残，教育质量下降严重。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西藏教育的恢

复和发展奠定了政策条件，1980 年召开的第一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西藏教育事业发展还有待加

强，应该建立包含大学、中学和小学教育的完整教

育体系，西藏的教育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1985
年，招收以藏族学生为主体的西藏学生到内地学

习。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截至 1992 年，西藏自治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

到 54． 5%，15 岁 以 上 的 文 盲、半 文 盲 已 下 降 至

44．43%”［4］。1993 年，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颁 布 了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必须把教育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此后，在大力发展基础教

育的同时，西藏开始调整教育发展结构，兴办了以

培养专业基础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目的的中

等职业技术教育。到 1999 年底，西藏自治区“适

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 83．4%”，实现了乡乡有小

学、县 县 有 中 学 的 目 标。根 据 统 计 数 据，截 至

2016 年，西 藏 自 治 区 学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达 到 99．
2%，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数为 1613 人; 共有普通

高等学校 7 所、中等学校 139 所、小学 805 所。普

通高等学校专职教师 2467 人，中等学校专职教师

16623 人，小学专职教师 20802 人。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及国家发展规划，“十三

五”时期，教育援藏继续以提升各级各类教育教

学质量、提高教育管理水平为重点，以实施好“组

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为示范，采取多种方式提升

西藏和四省藏区教师队伍素质。
( 二)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藏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西藏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也有显著提高。1978 年，

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175 元。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1985 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首次跃上

500 元台阶，1997 年突破 1000 元大关”，“2007 年达

到了 2788 元”［3］19。“截至 2016 年，西藏自治区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094 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 27802 元，职工年平均工资 110330 元。平

均每人年末储蓄存款余额 24014．5 元”。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明显

的提高，消费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

发展态势。1980 年，全区居民消费水平为 276 元 /
人，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 210 元 /人，城镇居

民为 635 元 /人; 2016 年，全区居民消费水平达到

9743 元 /人，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 5952 元 /人，

城镇居民为 18775 元 /人。2016 年，农村平均每人

自有住房面积为 33．85 平方米，城市平均每人自有

住房面积达到 27．77 平方米; 城市每百户拥有彩色

电视机 134．2 台，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 109 台。
“2012 年，西藏城镇每百户居民中拥有汽车、摩托

车分别为 27 辆和 16 辆，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

分别为 86 台、129 台、63 台、88 台。”［5］

根据西藏自治区发展规划，到 2020 年，西藏

人民生活水平将得到全面提升，“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接近全国平均

水平”，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30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3%以上，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

“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6］。
( 三) 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逐步完善

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藏自治区实现了基础医

疗卫生大发展，建立了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1980 年，西藏共有医院、门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等卫生机构 832 个，共有床位 4328 张，共有卫生

技术人员、医师、护士等 8382 人; 到 2016 年，西藏

共有医院、门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卫生机构

1476 个，共有床位 14882 张，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医师、护士等 18933 人。每千人拥有床位 4．5 张，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4．63 人。
西藏全区实现了免费医疗农村全覆盖，100%

的农牧民都享受了免费医疗保障。以政府投入为

主导，家庭账户、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农

牧区医疗制度全面建立，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城乡

的医疗卫生网建立起来，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
村有卫生室。2012 年，西藏自治区政府颁布了

《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医疗管理办法》，规定:“大病

统筹基金从之前的 33%变化为 60% ～ 70%，家庭

账户基金比例由之前的 60%变为 28% ～ 38%，风

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占 2%，取消了医疗救助基

金所占比例，由财政另行安排。”［7］

《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纲要》显示:“十三五”期间，西藏自治区

将以推进健康西藏建设为目的，以满足西藏城乡

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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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资源配置，提升西藏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 四) 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极大加强

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藏自治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得到极大的加强和改善。
党和政府大力支持西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1978 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为 15852 公里，公路养护

7247 公里，桥梁 665 座 /15919 米; 到 2016 年，西藏公

路通车里程为 82097 公里，公路养护 67118 公里，桥

梁 9191 座 /307353 米。“客运班线发展到 405 条，增

长 19%，覆盖率达到 60．46%; 全区乡镇和建制村公路

通达率达到 99．79%和 97．4%。”［8］。铁路方面，截至

2017 年底，西藏自治区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 954 公

里，拉日铁路建成通车，国家将川藏、滇藏铁路纳入

“十三五”规划中，加快推进川藏铁路拉林段建设。
民航方面，2017 年，西藏共有“拉萨贡嘎、昌都邦达、
林芝米林、阿里昆莎、日喀则和平 5 个民用机场，航

线总数达 86 条”［9］。能源保障方面，国家不断加快

西藏电网建设，青藏联网工程和川藏联网工程两条

“电力天路”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了西藏户户

通电，解决了西藏人民的用电问题。“截至 2017 年

底，西藏的水电、光伏和清洁能源装机达到 257 万千

瓦”，2018 年“藏电外送电量预计突破 10 亿千瓦

时”［10］。水利工程建设方面，“十一五”期间，“西藏

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69 亿元”，“十二五”期间，“国家

对西藏水利投资增加到 116 亿元”。截至 2017 年，

“以旁多水利枢纽为标志的一大批水利项目建成并

投入使用，大型灌区体系基本形成，拉洛水利枢纽及

配套灌区工程顺利实现截流，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水利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显著提升”［11］。
“十三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将在“能源、交通运

输、水利、通信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施一

批重大项目，补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的短板，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12］。

二、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国家的西藏
发展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分别

在 1980 年、1984 年、1994 年、2001 年、2010 年和

2015 年举行了六次座谈会。六次座谈会贯穿了

西藏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始终。
( 一) 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形成促进西藏发展

的特殊工作机制

维护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提高西藏人民的生

活水平，既符合人民期盼也是大势所趋。党和国

家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开创了西藏工作新模式———
西藏工作座谈会。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指导

思想、确定工作主题，制定各项政策、分解指派任

务”，“参与这一工作机制的成员，则以会议精神为

指导，以制定的政策为依据，按照任务分工，逐级进

行动员并组织具体工作的实施”［13］。
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根据不同的形势明确

了不同阶段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重

大举措。每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为雪域高原的发

展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14］。实践证明，以西藏工

作座谈会的形式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

符合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的，这为维护中国的民族

团结、祖国统一和西藏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与时俱进把握西藏工作，适时提出西藏

工作新思想

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西藏的发展和实际情况，

适时召开了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时俱进提出西藏

工作新思想。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党和国家治藏

方略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藏不

同时期社会主要问题及矛盾变化的认识和深化。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针对西藏的特殊情况，

确定了“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让农牧民休养生息、
发展生产，尽快富裕起来”的指导思想，提出在西藏

实行土地归农牧民使用、牲畜归农牧民所有、自主经

营的政策，免征农牧民自主经营的税收，给予西藏特

殊的对外开放政策，西藏的外汇出口享受全部留成

等政策。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邓小平解放思

想、发展经济的精神为指导，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西藏政策，在对西藏进

一步放宽政策的同时，扩大西藏对外开放，加强对内

交流，从此西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第三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在总结以往西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深化

西藏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扩大西藏的对外开放，制定

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第四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继续坚持以西藏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

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不断促进西藏经济

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西藏必须“紧紧抓住发

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

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

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

要求、重大举措，对进一步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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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久安工作作了战略部署”［15］1。
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给西藏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西藏发展永不止步，中国共产党西藏发展

方略与时俱进，与西藏发展同步。
( 三) 全国力量支援西藏，提供人财物促进西

藏社会发展

1979 年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在全国边防

工作会议上提出国家应该组织全国各省市地区对

口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

不断推进西藏地区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分片负

责”“对口支援”等援藏工作方针，这些工作方式

已成为中国建设和发展西藏的重要方式。
从 1984 年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共

中央开始布置援藏工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

定了 43 项援藏工程，分别由北京、上海、福建、山东

等九个省市负责完成。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

藏安排了 62 个经济、社会发展工程建设援助项目。
项目实施七年后，“西藏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

速达到 11．9%，连年保持高于全国水平的速度。绝大

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部分群众过上了小康

生活，西藏迎来了历史上发展和稳定最好的时期之

一”［16］。1984—1991 年，仅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西

南省市与西藏签订的联合开发项目就多达 9765 项，从

而使西藏新增产值 38．44 亿元，新增税利 8．1 亿元［17］。
此外，国家对西藏还进行了干部支援工作。自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开始，党中央即向西藏派遣干

部，帮助西藏发展。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

共中央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

法，国家从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派干部进藏援

藏，从此，干部援藏逐渐走上制度化轨道。教育援藏

方面，主要形式为在内地兴办西藏班( 校) ，持续向西

藏派遣教师，在西藏建设希望小学等等。
总之，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援藏工作取得了可

喜的成就，促进了西藏经济发展，西藏与祖国内地

在经济、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不断加深，西藏与其他

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改善。

三、中国共产党改善西藏人民生活的
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藏经济社会取得了跨越式

发展，党的西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西藏 40
年来的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

展西藏，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改善和提高

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 一) 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

藏思想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

发展关系到中国全局的发展，“西藏的长治久安、
长足发展和边疆地区的稳定、繁荣、和谐，才能推

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促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和‘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才能为中国与周

边打造‘命运共同体’打下良好的基础”［18］。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

思想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治藏思想一脉相承，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面考察西藏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形成的思想，是“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治藏方

略和重要原则，是对十八大以来党的西藏工作思

想的发展和完善，内容全面、系统而深刻，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

内在规律的新把握”［15］2。“治国必治边，治边先

稳藏”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治藏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治边和稳藏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的

治边稳藏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对于中国边疆治理

以及国家治理中的极端重要性，反映了当前中国

西藏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

益所在，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
( 二) 矢志不渝地做好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两

件大事

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

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西藏的经济

发展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

此，发展对于西藏仍是紧迫任务，要“深刻认识发

展是解决西藏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的重要思

想，把握机遇，用好用足政策，咬定发展不放松，坚

持不懈地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

“扎实有力推进跨越式发展、坚持不懈保障和改

善民生、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毫不动摇

做好长治久安的基础工作”［19］。
2015 年 8 月 24—25 日，中共中央召开第六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西藏的和谐稳

定、西藏的繁荣进步，不仅仅是西藏地区干部群众的

热切期盼，更是我们党、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夙愿。
西藏的稳定，是保证西藏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前提，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

革和稳定的前提。发展和稳定作为做好西藏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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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大事，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发展促稳定，

用发展的理念、发展的手段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和

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巩固社会稳定基石。
( 三) 持之以恒地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

宗教政策

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具有重要的战略

地位。因此，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必然是

西藏工作的主要着眼点和着力点。为实现西藏社

会局势的长期稳定，正确贯彻我们党的少数民族

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这里的民众几乎全

民信教，由于藏民族的历史传统使然，人们除了从事

正常的生产活动之外，进行宗教活动已经成为西藏

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 4 月 22—23
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宗教问题必须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

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关系到我们党同各族群众的血

肉联系，是涉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以及国家安全、
统一的重大问题，在我们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具有

特殊地位。我们必须注意到，达赖喇嘛在境外利用

宗教大肆挑起国际事端，国际上的反华势力等敌对

力量不断利用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西藏传统文化

的保护、少数民族自决权等说辞公然支持达赖集团

进行分裂中国、破坏国内人民生活安全的破坏活动。
因此，在西藏工作中，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贯彻和宣

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引导西藏的宗教活动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依法组织宗教活动、
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通过我们党和

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使西藏人民“感觉

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获得感、感受更多的美好生

活的增进感，感悟更多的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感，感知

更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亲和感”［20］，西藏人民与

祖国各族人民一道携手同步迈进小康社会。
( 四) 统筹协调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在西藏发

展中的关系

西藏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央的特

殊支持和关注，党中央将做好西藏工作提到战略

高度，充分认识到: 只有做好西藏工作，才能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才能不断推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实现祖

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全。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西藏工作要把党中

央的关心支持和全国各族干部群众支援与西藏人

民的艰苦奋斗紧密结合，在统筹国内和国际局势

的基础上继续做好西藏工作。
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基

础。同时，做好西藏工作，还需要多方努力，需要

全国的大力支援，这种支援“是坚持‘依法治藏、
长期建藏、争取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是

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生动实践”［21］。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只有处理好

外部支持和内生动力的关系，才能实现西藏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长远看，西藏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还需要提升其自身发展能力，走内源

式的发展道路，不断加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
( 五) 坚定不移地一切从西藏地区的实际情

况出发

西藏作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祖国内地

各省市有很大不同，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地区也有较

大差异。西藏的特殊性是其长期历史形成的，必须

得到充分尊重，否则我们的工作就要脱离西藏实际，

脱离人民群众。因此，要发展西藏，必须坚持实事求

是，一切从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根据西藏

的实际情况，在西藏的农区和牧区采取完全不同

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群众收

入显著增加，到 1984 年底统计，农牧民人均收入

比上一年度增加 10%到 15%。第三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 “加快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关键是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同西藏具体实

践结合起来。无论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改革开放，

都要从国家的大局和西藏的实际出发，事实求是。
这是做好西藏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22］今后的

西藏工作，必须立足西藏实际，科学认识和把握西

藏地区发展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坚

持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和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与西藏的

实际情况有机结合，努力做好西藏工作。
( 六) 旗帜鲜明地反对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

势力的破坏活动

自 1959 年达赖叛逃以来，境外国际反华势力

的破坏活动就未停止过。他们将达赖喇嘛宣扬成

为西藏呐喊的“人权卫士”“和平使者”，伙同一些

西方国家通过所谓的西藏问题“决议”“议案”。
这些假借“西藏问题”扰乱国际和中国正常秩序

的非法活动仍在继续，严重影响了西藏人民的日

常生活和西藏社会的发展稳定。
一直以来，西藏的发展和稳定对中国的内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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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工作都至关重要，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第四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

全，关系到我们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国家

安全和统一，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高

度关注西藏工作，提出了“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确

立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必稳藏”的重要思想，进一步

强调了西藏稳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今后的西藏

工作中，我们仍应继续高举稳定大旗，坚决反对达赖

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对西藏的破坏活动，做好稳定

和发展两件大事，以稳定谋发展，以发展促稳定。
历史充分证明，如果不推进改革开放，西藏就

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可能有翻天覆地的

变化，不可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习近平总

书记在西藏现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

方向，指出了新时代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为

西藏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西藏社会发展

必然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

想，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建设美丽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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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the Tibetan people ＇s life has undergone
earth－shaking chang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held six symposiums on Tibetan work，innovated
new models of Tibetan work and led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to build a beautiful and new Tibet together
with the Tibetan people．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a complete educat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ibet．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ibetan people have been improved greatly． The system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curity
is gradually improve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
ple in Tibet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upg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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