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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初
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秦和平

［摘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了治理，其主要途

径有: 解放军进驻，维护安定，作为治理的保障; 派遣中央访问团，传达中央政府的关怀，宣

传共同纲领，争取及团结少数民族，构建新型的关系; 建立民族自治区或联合政权，实行区

域自治，改变旧的管理体制; 开展抗美援朝等运动，向少数民族宣传爱国主义，树立祖国观

念，形成并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人的共同意识; 选拔、培养及任用民族干部，管理本民族事务;

进行民主改革，完成对所有制的改造，开展民主建政，统一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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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讲的西南边疆地区指云南沿边民族

地区、( 旧) 西康地区及西藏地区。追溯历史，在

管理上，清中央政府设立道、府、州、厅各级衙门

或驻藏大臣衙门，派遣官员施以管理; 还袭用土

司制，封土司、委土目等控制基层社会，实现了

边地稳定。进入近代，列强环伺，门户洞开，传

统的统治方式难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局势，滋生

出诸多问题，边地不稳，甚有被列强侵噬之危

险。民国年间，国民政府力谋改变传统的统治

方式，在沿边民族地区及西康等地设县、设治局

或指导区等机构，派官员管理或任命土司土头

任职，实施直接统治，维护疆域完整。然而，受

传统因素及政权力量等的制约，部分边疆民族

地区，尤其是基层社会仍被土司土头控制，政令

难出县衙门。其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产生

了隔膜，呈现“疏离”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仅用数年，西南边

疆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 各级人民

政府建立，对西南边疆实现了有效治理。还有，

化边疆成“内地”，实施了统一的管理方式。为

什么边疆地区能发生如此巨变，本文拟分析缘

由，探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采取了多种措施，经

营治理，实现有效管理的。

一、武装进军，维护国土安全，保障治理实施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遵照党

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迅速挺进西南

边疆民族地区，消灭国民党残军，实现了祖国领

土的解放。1950 年春，解放军第十三军、第十四

军进军滇南及滇西边地，驻扎在沿边地带; 3 月，

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挺进西康西昌、康定等地，解

放了西康全境。10 月，昌都战役打响，解放军第

十八军摧毁西藏地方政府( 噶厦) 营建的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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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进入芒康、昌都等地; 1951 年 5 月 23 日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 十七条协议) 订立，表明

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该协议规定，解放军必

须进驻，且“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

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之前，解放军先遣连已

从新疆进驻藏北改则县，根据“十七条协议”规

定，先遣连会合增援部队迅速进至普兰、噶尔及

日土，在西藏西部驻防，维护国土安全。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推翻了地方旧政权，

从军事上实现并维护领土的安全，巩固了边境

线。要控制及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军队是保障、
是力量，只有完成了军队驻扎，有了震慑的力

量，才可能施以治理。毛主席曾指示西藏人口

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将其改造

为人民民主的西藏。［1］6 － 7 这指示清楚地说明解

放军进入与开展社会改造的关系，“改造”就是

治理，解放军能为控制及治理边疆民族地区提

供力量的保障，支援治理，这也正是党中央指令

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边疆民族地区的原因所

在。反之，历史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什么会

呈现“松散”的统治，缺乏有效的治理，甚至还存

在“割据”或“割裂”的危险，症结即在该地区缺

乏政府驻军，各级政府的权威受到制约，施政的

力度或强度受到制约，有边而无防，有心而无

力。

二、访问团传达中央政府关怀，争取及团结

各族人士，构建新型关系

1950 年 6 月，西南边疆地区尚未完全解放，

政务院特别组建中央访问团，代表中央人民政

府访问民族地区，传达中央政府、毛主席对边疆

各民族的关怀; 宣传《共同纲领》，介绍新中国的

民族及宗教政策，藉“访问”名义走访边疆民族

地区，联系各族各界代表人士，介绍情况，听取

意见，沟通思想，消除隔阂，拉近关系，形成共

识，鼓励他们协助军政委员会或各级人民政权

从事政权的建设，搜集或反映少数民族对人民

政府的要求、亟待帮助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最重要的是，藉“访问”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凝聚并巩固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向”意愿。
最初中央访问团的出访区域是西南民族地

区，刘格平任总团长兼第一分团团长，访问西

康; 费孝通任第二分团团长，访问贵州民族地

区; 张冲任第三分团团长，访问云南民族地区。
其后，因访问区域扩大、“访问”效果显著，请求

“访问”的少数民族增多，中央于是再组建新的

访问团( 西北、东北及中南团) ，相继“访问”了其

他民族地区，建立并密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访问团所到之处传达了中央政府对少数民

族的关怀，宣传了新中国拟实施的民族及宗教

政策，传递了党中央、政务院的声音，传播了毛

主席的领袖形象，宣传“边疆各民族区现行政治

制度及土司头人之现有地位和职权，人民政府

不予变更，凡爱国之土司头人可同时参加各级

人民政府之工作”［2］140，争取团结各族代表人士

协助边疆地区从事民主建政。通过团结、任用

及建设，新型的中央与边疆民族地区关系得到

构筑，还为民族地区留驻了民族干部 ( 如王连

芳、刘树生等) 。于是，“访问团所到之处，各族

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

人’，到处都可以听到毛主席是‘活菩萨’、是‘红

太阳’、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在我们回来

的时候，到 处 都 是 依 依 不 舍，有 的 甚 至 流 泪”
［3］39。接着，各边疆少数民族也组建或参加参观

团来到北京等地，出席国庆典礼，敬谒毛主席等

中央领导人，表达拥护意愿，表示“永远跟着共

产党走，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 认为“毛主席好

比天上的紫微星，大家都跟着他转”。少数民族

人士通过参观学习，与内地各界交流，沟通思

想，形成同识，“留恋毛主席，留恋北京，留恋工

作同志们”［4］22。访问与参观，巩固及增进了地

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等的密切联系，各族

人士积极拥护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中央访问团、少数民族参观团传递了中央

政府的声音，反映了边疆民族的意愿，使指示下

传、舆情上达，思想得到沟通，并形成共识。这

样的双向沟通交流方式被长期沿用，延续至今。

三、创建民族自治区，替代土司制，改变旧

制度

1950 年 11 月，在中央西南局及西康区委的

指导、中共康定地委的组织及中央访问团( 西南

团) 的协助下，在西康藏族地区创建新中国以来

的首个民族自治区政府 ( 专区级) 、西康西昌红

毛彝区建立首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 区级) ，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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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实现了民族的区域

自治，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的事务。
不同于历史上的政权建制，民族自治区政

府或联合政府是在广泛联系各族各界代表人

士，团结交往、反复协商基础上建立的，有广泛

性; 在自治区政府或联合政府中，党员干部以

“协助”名义进入，担任重要职务，意味着自治区

或联合政权将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集中性。还

有，政府领导人由各族各界代表们酝酿、提名及

选举产生，取缔了传统的册封、世袭或委任土司

土目的做法，有民主性。重要的是，通过召开团

结会或协商会，充分酝酿、提名推荐、反复协商、
民主选举政府负责人的作法，废除了沿袭数百

年的土司制度，意味着边疆民族地区的原土司

土目不可能再世袭，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他们

将要受到约束，或被选举产生成为人民政府官

员，也可能无代表选举而失位。当然，若要当选

人民政府的官员，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
人民服务，故民族的区域自治彻底地改变了边

疆民族地区的传统统治方式，建构起新型的管

理制度。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创

建的地区级民族自治区，是在反复协商、充分研

究及系统设计的基础上诞生的，它规定了自治

区政府的任务及工作目标，形成建设民族地区

新型政权的程序及步骤，还为建立新的民族自

治区提供了范式，并为争取当时西藏地区接受

中央政府而实行区域自治作出了示范。接着，

遵照中央政治局及政务院的指示，在边疆民族

地区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的政策及制度，实行区域自治，接受中央政府的

领导，并确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各民族自治区的

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

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5］164，做

到统一和自治的结合，为各族民众服务。从制

度层面上讲，建国初年创建的各民族自治区完

成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确立了统一的

政治制度、构建起同一的组织机构，逐步实施统

一的管理，实现了民族团结、疆域完整和国土安

全，挫败了个别人藉“自立”“自决”名义搞分裂

活动的阴谋。

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宣传爱国，灌输国

家观念

中央访问团访问边疆各民族地区，宣传了

中央政府、毛主席及《共同纲领》。在中央访问

团的协助下，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政权先后

建立，完成了统一的制度建设。然而，要少数民

族真正认同祖国、拥护共产党、爱戴毛主席，有

必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统一的多民族的

祖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多民族“大家庭”观

念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发芽，形成共同意识，使其

自觉热爱，积极拥护。1950 年 12 月，云南省委

书记宋任穷在边疆工作中特别强调: “在少数民

族中，尤其在边地，要强调宣传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揭发他们历来压迫少数民

族与挑拨民族团结的阴谋，启发和培养爱祖国、
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思想，培养伟

大中华民族的正统观念。”［6］就是说，要采用多

种方式，教育引导，改变少数民族上层及群众对

“中国”的旧观念，①形成新的正统观念，认同中

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热爱毛主席、拥护中

央人民政府。
1950 年 10 月，因美军入侵朝鲜，中国人民

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军，保

家卫国。抗美援朝爆发后，各地各界民众组织

起来，游行示威、签名表态或捐钱捐物，踊跃参

加志愿军，以“美帝国主义”为靶子，同仇敌忾，

投身运动，保家卫国，激发出强烈的爱国情绪。
1951 年 1 月，新疆和田召开军民联欢大会，

维吾尔族上层和群众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

护中央政府，愿为抗美援朝等作出贡献。毛主

席回电“感谢你们积极拥军优属，并为抗美援朝

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7］2，42，给予赞扬和鼓

励。当时各族上层和民众激发出的爱国热情及

行动影响到中央民委 ( 今国家民委) 等，中央民

委决定藉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在少数民族中

宣传祖国，明确敌人，树立爱国思想，并将爱国

落实在实际行动上。1951 年 2 月 2 日，中央民

委向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发来意见，表示“抗

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及爱国公约运动，应

及时和适当在各省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发动和

开展，以便在少数民族人民中肃清帝国主义影

响，加强爱护自己民族和祖国的认识与感情，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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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各地具体情况和条件，利用种种可能的机

会和适合于各地少数民族情况的方式指导这一

运动，以 期 从 城 市 深 入 乡 村，做 到 家 喻 户 晓”
［8］。就是说，各民族地区政府要以开展抗美援朝

运动为契机，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方法方式，对各

少数民族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引导或教育，明确美

帝这些“敌人”，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认识祖国、
认识人民，“加强爱护自己民族和祖国的认识与

感情”。
中央民委在藉抗美援朝等运动在少数民族

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这项决定得到了中共中

央的肯定。第二天( 2 月 3 日) ，党中央向各中央

局批转中央民委这项决定，指示各中央局要高

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在民族地区开展抗美援

朝运动，要将开展该运动情况广泛宣传，影响其

他，“你们须对有少数民族的省市区党委发出适

当指示，以利推行。又要通知各地新华社记者

( 原注，没有新华社记者的地方，应指定临时通

讯员) 将运动情况随时写出通讯，送新华社采择

转播”［9］，3 月下旬，中央统战部还特别向各中

央局通报民族地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

强调在民族地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有重要意义

外，还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必须使每一处每一人

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请你们对此加以指导

督促，请各省委向中央提出专题报告，请注意经

新华社作新闻报导”［10］②，为什么党中央会批转

中央民委这倡议呢? 中央统战部为什么要求各

地指导督促，广泛宣传报导呢? 就是要通过抗

美援朝运动，在少数民族中灌输新观念，确立各

族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帝

国主义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敌人的认识及理

念。
在党中央的直接要求下，抗美援朝运动在

边疆民族地区广泛地开展，各地成立抗美援朝

分会开展该项运动，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

及认知程度，采取座谈会、代表会或村寨、家庭

访问等，利用节日或集期，组织群众集会，进行

普遍而深入的教育。其间，各地鼓励少数民族

订立爱国公约，对照检查，激发爱国行动; 书写

慰问信，慰问志愿军; 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用歌曲、舞蹈等宣传、灌输爱国观念。在有

条件的地方，请返国的志愿军英雄作报告，现身

说法，用具体形象增大宣传的作用; 引导甚至鼓

励各民族上层或群众，捐钱捐物，购买飞机大炮

等，支援志愿军抗击“美帝国主义”。部分边疆

民族地区针对当地的基督教、天主教活动，开展

了“三自爱国”运动，“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在教徒中宣传‘爱教必爱国，国存教才

存’的道理”［11］，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从事

破坏活动甚至分裂的企图; 驱逐外籍传教士，切断

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三自”爱国，实现中国人的

宗教中国人办等等。
在各地党委的努力工作下，抗美援朝运动、

“三自”爱国运动等在边疆民族地区相继开展，

并逐步深入发展。藉抗美援朝运动展开教育宣

传爱国团结，效果不错: 在大多数地方，新中国、
共产党、毛主席等政治宣传已深入民心，爱国、
团结及反对帝国主义等思想教育被民族上层及

部分群众认识，激发出他们的爱国热情，并引导

到实际工作上，转化为精神力量。

五、选拔、培养及使用民族干部，当家作主

当边疆民族地区刚解放，中共就提出大量

培养及广泛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为了达到各

民族团结，必须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间

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风气，并且要

有一批热爱祖国、联系群众、懂得政策的各民族

干部”［12］386 － 387。邓小平还指示: “边疆工作的

方针，中央已有多次决定。无非是搞好边防，搞

好自治，关键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

干部应一年比一年多，”强调民族干部在边疆民

族地区工作的重要性。［13］1327

共产党要经营边疆民族地区，首先要争取

地方民族上层，开展统战，团结任用他们，在其

允许或同意下，工作队进入底层社会，接触民

众，开 展 工 作。用 邓 小 平 的 话 讲，就 是“走 上

层”。通过“上层”接触“下层”，再藉“下层”触

动“上层”，实现共同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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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

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

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经过他们上

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

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

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14］201。共产

党进入边疆民族地区伊始，就广泛争取团结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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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步的上层，根据实力及影响，分别予以任

用，担任地方的领导; 同时大量选拔、培养新型

的民族干部，作为治理民族地区的后备力量。
“目前藏区工作应以团结上层为主，同时适当扶

植藏族的进步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要同时防止

两种倾 向: 一 种 是 目 前 不 以 团 结 上 层 为 主 的

‘左’的偏向，一种不注意适当扶植进步力量和

用办训练班等方式逐渐地培养进步力量的倾

向。这 种 偏 向 将 使 我 们 脱 离 前 进 的 基 础”
［15］201。“团结”与“扶植”并行，在团结任用爱国

上层人士的同时，扶植少数民族中的青年“进步

力量”，培养锻炼，委以重用，推至领导岗位。
为能迅速培养及选拔少数民族干部，1950

年 11 月政务院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广泛建设政

治学校或训练班，“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

族干部”，迅速提拔，推至相关岗位，管理边疆民

族地区。次年 5 月，西北、西南及中央民族学院

等相继建立，随即招生入学。在培养少数民族

干部之时，各地党委还物色或选拔农牧区积极

分子，发展少数民族的党员团员，建立农村支

部，在基层社会发挥领导作用。
1955 年，经数年积极培养，边疆民族地区的

新型民族干部及党团员已有相当数量，大多数

干部觉悟提高，能力增强，新型的少数民族干部

队伍已基本形成。原民族上层担任政府领导职

务者，转岗到人大或政协，担任相应级别职务;

而新型民族干部则在地方政府及党委中担任领

导职务，主持工作。接着，在中央的指示下，边

疆民族地区以新型的民族干部为领导开展了民

主改革，废除边疆民族的旧生产资料所有制，改

变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形态，实现了对边疆民

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边疆，

建设了国防。

六、民主改革，统一制度，完成改造

军队进驻、团结上层、区域自治及培养使用

民族干部等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共产党实现对边

疆民族地区管理的“基础”; 开展抗美援朝等运

动，则是从思想层面向少数民族灌输祖国观念、
中华民族等意识，明确共同敌人，保家卫国等，

形成并增强共同体意识，爱祖国、拥护人民政

府。当建立巩固“基础”后，将会实现全面治理、
有效管理边疆民族地区，这就是民主改革。

早在 1950 年 6 月，毛泽东主席就指出: 按照

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

可以改革，但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
“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

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

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的干

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6］1399 － 1400。建国

以后，经数年来培养，新型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

相当数量，“基础”基本夯实，从 1955 年起，中国

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逐步实施全面的社会改

造，消灭剥削奴役，建设新社会，完成制度的统

一。
所谓“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

上层及人民群众开展以废除旧的生产资料所有

制为基础的全面社会改造，是对边疆民族地区

“改地换天”的行动。民主改革包括“和平协商土

地改革”与“直接过渡”两类，前者针对尚停滞在

奴隶制或农奴制阶段的少数民族; 后者实施于还

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家庭奴隶制初期的少数民

族。
1955 年上半年，依照宪法的相关规定，云南

省委率先在沿边民族杂居区开展和平协商土地

改革; 接着，从德宏傣族地区起步，在沿边民族

聚居区相继开展并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或

“直接过渡”，废 除 了 旧 制 度，建 立 起 新 体 制。
1956 年初，四川( 含西康) 藏族、彝族聚居区也相

继开展并完成民主改革; 接着，青海及甘肃藏族

地区也开展了民主改革。1959 年 3 月下旬，西

藏少数上层发动叛乱，迫使共产党提前展开了

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彻底改变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

体制，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制( 西藏暂未进行) ，

完成了所有制形态的转变。通过民主改革这项

社会运动，从事建党建团、建设底层政权及建立各

群众团体，支部建到了乡上，党的力量插入了基层

社会，借助改革，建立新体制，实现了统一，从此之

后边疆与内地实现了体制同一、政权建构相同、管
理类似。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期，中国共产党对西南

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是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进驻解放军，捍卫国防，实现稳定，保障治理; 中

央访问团走访慰问，争取及团结各族各界人士，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8 /03 总第 47 期

第

九

卷

36

宣传党的政策，传达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拉近以

至消除“距离”，构建起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 借助协商会或团结会，联络各族代表人士，

废除土司制，协商建立自治区或联合政府，建构

新制度，明确自治区或联合政府统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接受中央管理; 采取

“团结”与“扶植”两项途径，任用及培养少数民

族干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当家作

主，管理当地事务。其间，藉开展抗美援朝等运

动，在边疆少数民族中宣传爱国反帝，灌输祖

( 中) 国观念和民族团结，激发及增强民族群众

的爱国热情，产生心连心、共命运的共同意识。
经过了数年的准备，改革条件基本成熟，党便在

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从改变旧生产资

料所有制着手，对传统社会施以全面的改造，实

现制度一样、结构相同、管理同质，完成了边疆

民族地区的治理。

注释:

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上部分少数民

族将“中国”认为是“汉人国家”。如 1950 年中

央访问团成员访问云南盈江景颇族村寨，教群

众唱“东方红”歌曲，翻译“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句，但“中国”在景颇语中找到的是“汉人国

家”。关于这个问题，参见《中央访问团第二分

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5
年) 有关部分。

②中央政治局要求广泛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等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

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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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thwest frontier region refers
to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long the border area of
Yunnan，( old ) Xikang area and Tibet． Tracing
back the history，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set up different yamens ( govern-
ment offices in imperial China) ，such as dao，fu，
zhou，and ting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the
Amban Office in Tibet． They also sent officials
there to manage the frontier areas． Moreover，the
Tusi system ( a system in imperial China in which a
native head was given official power) was used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local society and stabilize the
border areas． In the modern period，foreign powers
opened the doors to these areas，and it was diffi-
cult to us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governance to re-
spond to the dramatic changes． They faced many
problems，such as instability and the threat of be-
ing invaded by the foreign powers． During the Re-
public era，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d tried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jimi system ( a political sys-
tem implemented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south-
west China during the imperial period ) ，they es-
tablished xian ( county) ，ju ( bureau) and qu( dis-
trict)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long the border
area of Yunnan，and sent officials there，hoping to
control these areas directly． However，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factors and political pow-
er，some parts of frontier ethnic areas，especially
the local society，were still controlled by the Tusi．
Thus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yamen to send out and
carry out its official orders．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adical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people's government was set up there to govern the
areas effectively，and maintain a stable border．
Moreover， unified management was achieved

there． The CPC adopted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govern and manage these areas effectively．

1． The Army advanced into the region to safe-
guard the homeland security and ensuring govern-
an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ctober 1949，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
struct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quickly advanced into the
southwest region，wiped out remaining members of
the Kuo Min Tang ( the nationalist party) ，over-
threw the old political power，and liberated the
whole region． This safeguarded the security of the
territory and consolidated the borderline． Histori-
cally，the southwest fronti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were loosely ruled，lacked governance，and were
in constant danger of separatism． This was due to
the lack of powerful garrisons in the region，which
restricted the government's power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affected the strength of its authority．

2． Central Missions visited ethnic minority
frontier regions to conve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oncern for the ethnic minority groups，sought their
support，and built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In June 1950，the zheng wu yuan ( the Ad-
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
na) established a special delegation to visit the
ethnic regions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conve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oncern for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frontier; to in-
troduce the ethnic and religious policies of the New
China，to connect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ethnic
groups，and to collect the ethnic people's require-
ments for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nd problems
needed to be solved． Then，the border ethnic mi-
nority groups also formed or participated in tours to
Beijing to attend national ceremony． The ro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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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al Visiting Delegation and the deleg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was important． It conveyed the
voi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reflected the
will of the border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nd
played a two-way role in communication．

3． The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 was set up
to replace the Tusi system and change the old polit-
ical system

In November 1950，the first ethnic autono-
mous government ( at the zhuangqu level) was es-
tablished in the Xikang Tibetan Region，and the
first ethnic coalition government ( at the qu level)
was established in Xichang Hongmao Yi area，in-
dicating that ethnic autonomy was on its way to be-
ing achieved，and the ethnic minority people could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various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
ical power in frontier ethnic minority areas，set up
a unified political system，constructed a unified in-
stitutional framework，and gradually implemented a
unified approach to management． They also gov-
erned the area effectively，achieved unity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safeguarded the region， and
thwarted several conspiracies of separatism in the
name of“self-reliance”and“self-determination．”

4． The“Resist American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movement promoted patriotism and instilled
national values

In October 1950，the War of“Resist Ameri-
can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broke out． At the
direct reques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the
movement of“Resist American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was carried out extensively in the frontier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The association and its
branches were established in various places to car-
ry out the campaign．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
tics and awareness of the local ethnic minorities，
the association and its related branches conducted
general and in-depth education by organizing collo-
quies，meetings，village and family visits，and or-
ganizing mass rallies during festivals． During these
occasions，the association and its branches encour-
aged the frontier regions to hold patriotic conven-
tions，encourage patriotic actions among local peo-
ple，write letters of appreciation to volunteer-sol-
diers，use popular songs，dances，and other prop-

aganda and education to instill patriotic values．
The publicizing of the patriotism and unity during
the movement of“Resist American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had positive results: In most places，
the political ideas，such as New China，the CPC，
Chairman Mao，and so on，had gone deep into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Also，the ideological educa-
tion such as patriotism，unity，and anti-imperial-
ism were recognized by the ethnic elite and the
masses alike．

5． Ethnic minority cadres were selected，
trained，and made to be the masters of their own
affairs

Once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s were liberated，
the CPC proposed to train and use ethnic cadres
extensively． By 1955，after several years of active
training，there were already a fairly large number
of new ethnic minority cadres，CPC members，
and，Communist Youth League member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new ethnic minority cadres
held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s and
party committees and presided over their work．
The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
mittee，they carried out democratic reforms，abol-
ished the old system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changed the old social system by es-
tablishing new social forms． They also realized the
governance of the frontier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consolidated the frontier，and constructed the na-
tional defense．

6． Conducted democratic reform，unified the
system，and completely transformed

Starting from 1955，the CPC began to imple-
ment social reform in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s com-
prehensively in order to abolish the old system．
They also wanted to construct a new society without
exploitation and slavery，and to unify the system．
The“democratic reform”was a comprehensive so-
cial reform conducted by both the ethnic minority
elite and masses togeth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PC to carry out social reforms based on the aboli-
tion of the old ownership system． Its purpose was
“changing the heaven and earth”of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s． Through the democratic reforms that
were carried out，the power of the CPC reached the
local society． Resulting from the reforms，a new
and unified system was constructed．

In sum，during the early to mid-1950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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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s governance of the frontier ethnic minority re-
gions was a big systematic“project”: the PLA was
station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as a guarantee of
governance． The CPC dispatched a central delega-
tion to conve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oncerns
and promote a common program． The CPC intro-
duced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to gain support
from the ethnic minorities，established ethnic mi-
nority autonomous regions and implemented region-
al autonomy． The CPC launched“Resist American
Aggression and AidKorea”movement，promoted
and encouraged patriotism among the ethnic minor-
ity people，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the mother-
land and strengthened the common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Finally， the CPC unified，
trained，and used ethnic cadres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carried out democratic reform to abol-
ish the old ownership system，and unified the so-
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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