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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取消印度在江孜亚东特权的几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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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孜碧绿的谷盆，猬集黄发的洋人，
见此可憎情景，怎有发家之心？

（"）有租界。英国在 &+$) 年前后强占亚东
的下司马镇为租界，英国商务代表在当地享有

这是 &+$% 年英国军队从锡金经亚东入侵
西藏到达江孜以后，西藏抗英军民自发编吟的

人等在当地享有特权，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镇

诗歌。这首诗，与著名的江孜抗英城堡一样，是

里的民事纠纷和案件等均由英国商务代表审

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和西藏人民坚决反抗

理。英国人和印度、尼泊尔商人等的违法活动均

英军入侵的历史见证。它反映了藏胞对英国侵

受英国商代处的保护，藏政府官员和亚东头人

略军的憎恨和家园被人侵占无心顾家的悲愤心

无权过问。

理。&+"& 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 &)
军部队进驻江孜、亚东。当时部队掀起了学习藏
语的热潮。我从江孜、亚东一带的藏胞中，学到

&+%, 年印度独立以后，继承了英帝国主义
的上述特权，只不过英国商务代表处改名为印
度商务代表处（西藏和平解放后，改称商务代理

这首充满反帝爱国激情的诗歌，并记录下来，保

处），英国军队变成印度军队而已。

存至今。

类似领事裁判权的权利，直接统治该镇。英印商

旧中国，清朝政府造成的这些丧权辱国之

江孜、亚东一线，经 &+ 世纪末 #$ 世纪初英

事，北洋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不仅无力解决，反而

军两次武装入侵，强迫中国与之订立不平等条

加重了这些困难。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在西
“西藏不
藏和平解放前后，竟然厚着脸皮地说：

约以后，英国在这一地区获得许多严重损害中
国主权的特权，主要有以下几项：
（&）开设商埠，强行通商。在通商的江孜、亚
东两地，还常驻英国商务代表（又称商务委员），
设立固定的官方机构。
（#）驻扎军队。在江孜常驻一个连，亚东常
驻一个排，名为英国商务代表处的卫队。
（*）建立邮电设施。从锡金经亚东到江孜，
架设电线，举办邮政，由英国人经营电话、电报、
邮政业务。
（%）设置驿站。以 &+$% 年英军入侵时的兵

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充分暴露了他们亲
帝卖国的嘴脸。
“十七条协议”第十四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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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军于 &+"& 年 && 月进驻
江孜，&+"# 年 , 月进驻亚东。中国取消印度继
承英帝国主义的上述特权势所必然。

站为基础，在亚东——
— 江孜沿途的春丕塘、下司

&+"& 年 &# 月下旬，第二野战军第 &) 军司
令部侦察科的部分同志跟随第 "# 师政治部主

马、告乌、帕里、堆纳、多庆、嘎拉、萨马达、康马、

任周家鼎之后，进驻江孜。我亲眼看到了驻江孜

少岗、江孜等地设置 &# 个驿站，由英国人管理、

的印度商务代表处、兵营，也碰到过骑着高头大

经营。

马去江孜一些贵族家中活动的印度官员。我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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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了解到江孜藏民群众长期无偿为印度兵营供

为了贯彻执行中印协定和换文，除江孜分

应柴草，加重乌拉差役负担的痛苦事实，迅即搜
集上报了这方面的情况。以周家鼎主任为书记

工委加强领导外，中共西藏工委于 $(&# 年春决
定成立亚东边防党委，全面领导亚东地区的边

的江孜临时分工委也调查整理了这方面的情

防，负责对外工作的开展。此外，外交部和西藏

况。对印度继承英帝国主义在江孜——
— 亚东一

工委于 $(&# 年夏决定在西藏外事处下设亚东、

线享有特权的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是由

江孜、阿里三个外事分处。$(&# 年 ( 月，我从西

杨公素同志为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外事帮办办公室（即西藏外事处）进行的。

藏军区司令部调亚东外事分处任秘书。
( 月中旬，我们亚东外事分处的人员从拉

经过外事部 门两年多的 准备、酝 酿，到

萨出发去亚东，经浪卡子、热隆、涅如翻山到康

$(&# 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中央人
民政府代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后，于
当年 # 月 !( 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

马以后，沿途看见康马至亚东一线的英式铁制
电线杆、电话线和驿站（藏语称“扎极诺”）。这些
驿站设备比较好，一般都有一间建有英式壁炉

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两国

的客厅，几间卧室，还有卫生间、塘瓷澡盆、厨

政府以换文方式解决印度在藏的特权问题。换

房、马厩等。住宿驿站者，首先是英国、印度进出

文规定：
（一）印度政府愉快地将目前驻在中国西藏

西藏的官员及随员，其次是赴印度、锡金的西藏
上层人士，一些与英、印有特殊关系的西藏商人

地方亚东和江孜两地的武装卫队自本照会互换

或其他人员也可以住宿，但必须持有英、印驻拉

之日起，) 个月内完全撤走。
（二）印度政府愉快地以合理的价格将其在

萨总领事馆或驻亚东、江孜商务代表处签发的

中国西藏地方所经营的邮政、电报及电话等企
业及其设备交给中国政府。
（三）印度政府愉快地以合理的价格将其在

住站证。各驿站还装有电话机和邮箱等，住站人
员可以向印度、锡金和亚东——
— 江孜沿途各驿
（管房
站打电话、寄信。每个驿站设一名“康涅”
员），负责看管驿站房屋、用具和邮电设备，并接
待过往的住站人员（“康涅”均为西藏人，系英

中国西藏地方的 $! 个驿站交给中国政府。
（四）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

国、印度的雇员，领取英、印的薪金）。这些在我

方亚东和江孜的商务代理处院墙内的房屋得由

国境内由外国人建立并经营的邮电、驿站设施，

印度政府保留之。印度政府并得继续向中国方

长期为英、印人员和少数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

面租用商务代理处院墙内的地皮。同时，印度政

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府同意中国政府驻噶伦堡和加尔各答两地商务

经过 $! 天的行程，我们于 ( 月下旬到达亚

代理处向印度方面租用地皮并建筑房屋供其使

东。一进入下司马镇，立即看到东山坡上盖满红

用。中国政府对印度驻噶大克商务代理处自用

色铁皮顶西式小洋楼的印度商务代表处和印度

的房屋问题，将尽可能给予协助。印度政府对中

兵营。驻当地印军一个排已经大部撤走，但还留

国驻新德里商务代理处自用的房屋问题，亦将

驻有五六人。印度商代处后山的山崖上，刻写着

尽可能予以协助。
（五）印度政府愉快地将其在亚东的商务代

白底黑字的英军本世纪初某年某月某部队进驻
此地的英文大字，十分醒目。下司马镇上夹杂在

理处院墙内所占用的地皮以外曾经使用或占用

藏族居民住房中的几家印度商店里，席地坐着

的地皮，一律交给中国政府。

经营外货的印度商人，店铺外面张贴了许多英

这样，我国就成功地取消了印度继承英帝

文、印地文的广告、图画，店里播放出阵阵印度

国主义在西藏享有的各项特权。这也是新中国

歌曲和其他外国音乐。西藏高原南部这块小小

第一次同资本主义国家以谈判的方式取消其在

的外国租界里，充满了浓厚殖民气息。当时我们

华特权。

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深感接管下司马租界地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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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
— 江孜沿途邮电、驿站设施的工作应该
尽快完成，以捍卫我们伟大祖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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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与噶厦协商决定：成立 “下司马管理委员
会”机构，由主任 & 人、委员 # 人组成、噶厦委派

&’"# 年 &% 月 & 日，亚东外事分处正式宣

四品官赤门·索南班觉任主任，由我任外事委

告成立。傅生任处长，西藏地方政府的小三品台
吉（官衔）丁甲·多吉坚赞任副处长。接管下司

员，社会部刘炳贵任治安委员，下司马镇居民黄
东生（清朝时入藏的汉人后代）、桑珠二人分别

马的具体工作，由我们外事处承担。

任民事委员和卫生委员。我们下司马管委会在

从中央邮电部调来西藏工作的谭学源、那

外事分处指导下，立即开展了工作。傅生、丁甲

启辉等一批干部，与我们一同从拉萨到达亚东，

都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比过去英国、印度人管

承担接管印方邮电设备的具体工作。江孜分工

理得好些才行。赤门主任和我们一道漫步观看

委调李继善等同志到亚东，承担接管印方驿站

镇容，感到街道较脏，缺公共厕所，便立即通过

的具体工作。

亚东头人请来木匠、石匠，修建了几处公共厕

&’"# 年至 &’"" 年春，上述各项接管工作
在以阴法唐为书记的江孜分工委和以王运祥为

所。镇上新开设的一个肉店出现乱涨价现象，群
众反映强烈。丁甲副处长立即告知我们管委会

书记的亚东边防党委直接领导下，陆续展开。

说服肉店，将肉价回落到原来的售价。管委会的

接管下司马镇
下司马镇位于上亚东和下亚东之间，南接

工作就这样逐步开展起来。
东山坡崖石上刻写的几处英国殖民军入侵

玉萨村，北接八江村，东抵中国、不丹界山之麓，

年月、部队番号等英文大字，是历史上我国遭受

西临亚东河，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共有七八十

欺辱的标志。现在收回下司马镇了，应当尽快消

户藏族居民和几户印度、尼泊尔商人。印度商务
代表处建在镇东北山坡名叫“杰丁岗”的小台地

除这些标志。外事分处和下司马管委会请示亚
东边防党委后，确定本着既要去掉字迹，又要注

上。商代处北侧是印军营房。营房东北的山坡

意维护中印友好的精神，采取不大肆张扬，避免

下，还有一小块英、印军的坟地，里面立着几块

公开刺激印商代处，由少数人员携带工具，攀登

英文墓碑。整个商代处、兵营大院，由一圈木栏

山崖，快速砸掉英文字样的办法。据此，下司马

杆围着，与镇上的其他地皮隔开。这圈木栏就是
中印换文所写明的“院墙”。

管委会决定由我带领大个子石匠白玛去执行。
白玛提了一把小石锤，同我一起绕道爬上东山

中印协定签订后，我党我军即于 " 月 & 日
派由第 &"# 团一名参谋任组长、亚东物资转运

文字都砸掉了。我们还抓了几把泥土，将砸平的

站郭书林同志任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下司马，

石面涂抹了两遍，直到没有任何痕迹。回来以

开展工作，为我们正式接管下司马镇打下了基

后，管委会的人都拍手说：这件事，干得痛快。

坡，在石崖下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那几处英

在下司马管委会经手处理镇上的许多民事

础。
长与印度商务代理蔡伯尔、首席秘书旦巴等会

纠纷案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 年夏天一
家印度商店失火，烧毁本店和邻近一些藏胞住

面，磋商具体接管事项，并组织力量绘制了下司

房。开始，印商抵赖，谎称有人纵火，推卸责任。

马镇和商代处的地图，确定商代处院墙内地皮

印商代处的秘书竟然到街上妄加议论，干预我

的租金，恢复我国管理下司马镇的具体时间
等。这些问题逐一谈妥后，外事分处草拟了准备

们审案，直接向我为印度商人说情。我当即说：
“这是我国内政，审案是我们的事，请你们不要

与印商代处交换信件的文稿，上报西藏外事

干涉。”该秘书才停止了议论。经赤门主任带领

处。

我们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审理，完全

在中、印双方达成于 &’"" 年夏由我国正式
开始恢复对下司马镇实行行政管辖后，经西藏

弄清了确系该店本身不慎失火，而非别人纵火，

亚东外事分处成立后，傅生处长、丁甲副处

! "# !

印商最后承担了自己失火的责任。下司马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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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终于结案，并处罚了失火印商。这一坚决维护

报，邮送藏、汉、英、印各种文字的信件，业务量

我国主权和群众利益的事实，使下司马管委会

大为增加，成为亚东地区开展对外交往和境内

在群众中的威信很快提高。委员桑珠高兴地说：

各项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门，在亚东的革

如果是过去，失火印商肯定不会受罚，商代处会

命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收回的驿站，也继续发挥了作用，在

包庇他们。
丁甲副处长和赤门主任都感慨地说：过去
几十年，下司马这块地方，我们自己不能管，反

$’&) 年公路通车亚东以前，各驿站承担了接待
骑马或步行往返江孜、亚东一线的干部、职工的

而由外国人来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工作。公路通车亚东以后，大部分驿站不需要再

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才重新有权自己管理下

接待过往行人，因而改为当地的公用住房，下司

司马。

马驿站则较长时间用于接待临时来亚东工作的
干部、职工等。下司马驿站的“康涅”名叫乌金，

接管邮电、驿站
在我们接管下司马镇的同时，中央邮电部

是个十分忠厚、勤劳的藏族劳动者。驿站收回由

于 $’&# 年秋派晨阳同志进藏，负责全面接管印
方邮电设备的工作。晨阳同志带干部从江孜南

我国管理后，我驿站管理干部平等待人，政治上
关心，生活上照顾他们这批“康涅”。外事分处的

行，一路查看、登记沿途的印方邮电设备，到亚

干部还常对他们谈话教育，要他们好好学习、工

东后，即在我们外事分处同印商代处人员商谈

作。乌金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工作积极性极

具体接管邮电设备、档案资料和今后中印双方

高。他经常把驿站收拾得干干净净，热情接待住

交换邮件事项。江孜分工委派来的李继善同志

宿人员，精心管理站里的几十株苹果树，工作做

也带领周克仁等干部查看、登记江孜至亚东 $!
个驿站的设备、物资，并与看管各驿站的“康涅”

得很好，后来成为亚东县机关职工中的一名积

逐一谈话，让他们作好脱离印方后转回为祖国

极分子。
至于印度从江孜、亚东两地撤走其驻军问

工作的思想准备。
$’&# 年 $! 月至 $’&& 年 ( 月，
阴法唐、侯杰（江孜分工委副书记）、晨阳、丁甲

题，也按照中印换文的规定，于 $’&# 年 ’ 月 ("
日以前完成了。其中驻江孜的印军一个连约 *"

等受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外事帮办的委托，同

名官兵，本来高高兴兴地准备回国，却于当年 +

印方的蔡伯尔等人一道，完成了对上述邮电设

月 $+ 日凌晨突遇水灾，大部分官兵及其家属、

备和 $! 个驿站的全面清点、估价工作。接着，我

子女被淹死，只有 $$ 人被我江孜分工委机关干

国政府一次向印方付清了 ($ 万卢比的折价款
项。从 $’&& 年 # 月 $ 日起，我们正式接管了上

部救了出来，不久即撤回印度。驻亚东的印军一
个排（约 (" 人），也陆续离开下司马，经春丕塘、

述邮电设备和驿站。

乃堆拉出境，由锡金回到印度，至 ’ 月 (" 日全

在接管的基础上，我们在亚东建立了邮电
局和驿站管理处。邮电局长由谭学源同志担任，
驿站管理处的正副处长分别由李继善和诺杰
（藏政府的六品官）担任。各驿站的“康涅”都转
为我国的工作人员，领取我国薪金。
当时的亚东邮电局，营业范围和工作质量

部走完。
英国、印度在我国西藏江孜、亚东沿途地区
享有半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特权，在和平解放西
藏不到 # 年就顺利地消除了。回忆当年参加这
些工作的往事，我总是为党的英明决定和社会
主义祖国的强盛而感到无比自豪。

都大大超过了原印方的邮电企业。过去印方的
邮电，仅仅为英、印官员、商人和少数西藏人员
服务，业务量很小。而我们的邮电，既为广大藏、
汉各族干部、职工、群众服务，同时也为印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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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方其他人员服务，可以拍发汉、英、法文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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