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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8 月 22 日，为解
放西藏和平谈判而奔走呼吁
的格达活佛，在前往拉萨途经
昌都时，被分裂主义分子谋害
身亡。格达活佛的遇害，标志
着西藏地方当局事实上已经
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西藏地方当局对于全国
人民要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呼
声置之不理，拒绝中央人民政
府要求西藏代表团赴北京谈
判，赴藏劝和人员和劝和团不
是被拒之境外就是遭到拘押
甚至杀害。与此同时，西藏地
方当局更是集结武装主力和
民兵共计8000余人部署到昌
都及金沙江一线，决心要与人
民解放军进行军事对抗。

形势清楚表明，若不给予
西藏地方当局顽固势力以沉
重打击，和平之门断难开启，
和平解放西藏的善良愿望断
难实现。

1950 年 8 月 23 日，毛泽
东批复西南局昌都战役计划。

1950年10月初，发动昌
都战役进入倒计时阶段。各路
参战部队已经进入指定位置，
各项准备工作均在紧张有序
的进行之中。张国华、王其梅、
李觉、天宝、刘振国等西藏工
委的领导成员，都在夜以继日
地工作，为昌都战役的实施作
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
中共西南局作出一项决定：调
天宝到康定，筹备成立西康省
藏族自治区。

为了昌都战役的顺利实
施，天宝已经做了大量的工
作，除了向西康涉藏地区上层
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
提供牦牛支援运输，还参与西
藏工委对昌都战役的研究。天
宝对实施昌都战役的意义有
着深刻的理解，在工委的会议
上，他说，“我们实施昌都战
役，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
要实现西藏问题的和平解
放。”天宝的意见，得到了工委
同志的一致赞同。

在这个时候接到调令，对
于天宝来说太突然了。不过，
无论是天宝，还是张国华等
18军领导都看得非常清楚，
尽管从组织关系上天宝离开
了18军，但是天宝在新的岗
位上仍然与18军、与解放西
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西康建省始于清末。宣
统三年（1911 年）清朝决定
以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
所辖地建立“西康省”。西
康省的辖境东起打箭炉（康
定）、西至鹿马岭（西藏大
昭）计 1500 余公里，南抵维
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和，
计 2000 余公里，包括今四
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辽阔
地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
全省，将西康分为江东和江
西 两 大 片 区 。民 国 元 年
(1912 年)，民国政府设立川
边经略使，筹划西康建省，

未果；1927 年夏，刘文辉入
主西康，成立西康特别区临
时 政 务 委 员 会 ；1928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
将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
省；1935 年 7 月，西康建省
委员会在雅安成立，次年迁
至康定；1938 年 3 月，国民
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
1939 年元旦，西康省政府
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
刘文辉为省主席；1949 年
12 月，刘文辉在成都战役
期间与川军将领邓锡侯、
潘文华在彭县（彭州）通电
起义，西康和平解放。1950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62 军进驻雅安，成立雅安
军事管制委员会；1950 年
4 月，西康省人民政府正式
成立，廖志高任主席，张为
炯、鲁瑞林、格达（藏）、夏
克 刀 登（藏）、果 基 木 古
（彝）、刘聚奎、白认、康乃
尔任副主席。

18 军进军西藏必经西
康，物资运输也必经西康。西
康的社会稳定和运输条件将
直接关系到进军西藏的成败。

1950 年 11 月 24 日，这
是一个喜庆的节日！

这一天，西康省藏族自
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大会经过充分协商，选举
产生了自治区政府组成人
员，天宝被选为第一届自治
区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
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倾巴
当选为副主席。选出政协委
员 28 人，秘书长昂旺格桑、
副秘书长李春芳。

这 一 天 ，从 康 定 东 大
门、南大门和北大门三个方
向，不断有马队排着长队进
入康定城——沿茶马古道，
以刘格平为团长的中央访
问团，以及西康省委书记、
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军
区代司令方升普等领导同
志一行在人民解放军的保
卫下来了。他们是代表中
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领
导、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
会、西康区党委和西康省人
民政府向康区各族人民、全
体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表
示慰问和祝贺的；他们向自
治区人民政府带来了毛泽
东主席题词“中华人民共和
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锦
旗，以及刘伯承、贺龙、邓小
平同志赠送的“团结各兄弟
民族共同建设新西南并巩
固西陲国防”的锦旗。

这一天，沿折多山、雅拉
河，康区北部、东部、南部地区
以及长期处于自我封闭而与
外界未有往来的俄洛、沙尔达
等地区的上层土司、头人，各
派寺院的活佛、堪布、大喇嘛，
各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及工、
农、商、牧等界的代表来了
——他们带来了青稞酒、哈达
和吉祥的祝愿。

(上接第十版)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的胜利结束，蒋介石
集团赖以维护其统治的主
要精锐部队已被基本消灭，
国民党政府濒临土崩瓦解，
中国革命闪烁出胜利的曙
光。经毛泽东提议，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
坡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
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
去”，并号召“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
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
产党的号召，得到了民革、
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热
烈响应。从当年的8月份起，
各方面的代表陆续到达解
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
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
党“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
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时
不远了。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
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天宝
作为藏族唯一的正式代表参加
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赋有特殊的
重大历史使命：制定《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
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临时宪
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政
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确定新
中国的国都、国歌、国旗和纪
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一个小“扎巴”，成为唯一代
表藏族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而
且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名
流、海外归侨代表共聚一堂，
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共商建立
新中国的重大事项，这是何等
的荣光！

当然，天宝并不知道正是
这次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
北京（新中国成立之前叫北平）
之行，将会决定他参加和平解
放西藏的伟大进军。

1949 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夜，
新中国的第一次盛大国宴在
北京饭店举行，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
人士共 600 多人出席宴会庆
祝新中国成立。作为全国政
协委员，天宝应邀出席了这
次盛大的“开国第一宴”。就
在宴会之后，天宝在休息大
厅遇见了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刘伯
承握着天宝的手说：“桑吉悦
希，我们就要进军大西南了，
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
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就这
样，天宝从第一野战军转到
了第二野战军，党组织关系
也从西北局转到了西南局，
并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解放大
西南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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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 1949 年 7 月。那
时，政协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
……然而，正当天宝和全国人民一
样满怀激情地期待人民政协会议
召开的时候，遥远的青藏高原却乌
云翻滚，卷起阵阵寒流。

1949年7月8日这天，西藏地方
当局以防共为借口，驱逐国民政府蒙
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企图将西
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严重事件，通过
印度噶伦堡电台的电波，迅速传遍整
个世界。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行径，
居然赢得英国、美国和印度媒体的一
片喝彩。一时之间，鼓吹西藏从中国
分裂出去的言论甚嚣尘上，西藏地方
当局的分裂活动也更加紧锣密鼓。
1949年9月17日，西藏地方当局在
拉萨召开官员会议，作出了从军事、
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对抗人民解放军
解放西藏的决议。“官员会议”之后，
西藏地方当局迅速将“文武对策”付
诸实施，竟然以“外交局”名义致电毛
泽东主席，狂妄宣称西藏是“一直享
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请不要将
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俨然以主
权国家自居，并疯狂扩充武装力量，
大肆准备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进入
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倒行逆施分裂祖
国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
慨，特别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
甘、青、川等藏族聚居地区的人民，更
感切肤之痛，无不义愤填膺，迫切希
望早日解放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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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进军及经营
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由
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
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在西藏
问题上特别使用了“经营”这个词，这
在其他情况下并不多见。毛泽东所用

“经营”一词内涵非常丰富，既包含和
平解放西藏的内容，也涵盖了长期建
藏、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大义。

1950年1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
电告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以及正在
成都的贺龙：“拟定以二野之18军担
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
核心……”1月10日，毛泽东回电，批
准了二野进军和经营西藏的计划。

进军和经营西藏，最大的困难莫
过于处理好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宗教
以及组织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问题。
在解决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中，极需
要像天宝这样经历过长期革命锻炼
和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1950年2月
的一天，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约见天
宝并下达命令说：“天宝同志，西南局
和刘、邓首长决定你参加进军西
藏……”参加进军西藏，天宝并不感
到意外，也没有提任何条件。多年来
党的培养，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解放
西藏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吗?

受命进军西藏以来，18军面临诸
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军长张国
华、政委谭冠三既能打仗，又会做政
治工作，但是过去很少有过搞上层统
战工作的经验，要说做民族、宗教工
作，几乎是一张白纸。而现在需要重
点做工作的对象是土司、头人等，要
和他们打交道，做他们的工作，心中
就更加没有底了。

就在这个时候，天宝来到了18
军。天宝虽然在18军不担任正式职
务，但他很快就融入到了18军这个战
斗集体之中，18军的干部、战士也都把
他当成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亲切地称
他为“天政委”。后来，中央决定18军
改为西藏军区，再后来，天宝担任西藏
军区第二政委，当年18军的“老西藏”
们仍然称他为“天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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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沿折多河两岸的东西两条大街
上，人群如潮，青年学生的秧歌队、腰鼓队以
及康定城各族各界人民组成的弦子队，将古
城康定挥舞成了一条人群欢乐的哈达，鞭炮
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跑马山麓。当晚，康
定的四十八家锅庄及主会场（后来的康定宾
馆内）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康定人民载歌载
舞，通宵达旦，欢庆人民当家作主。

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首届代表会议
上，天宝是这样说的——

“诸位代表先生们：康区各族人民所渴
望的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现在开幕了。我以万分愉快的心情，来
宣布这个空前盛会的开幕！因为我个人是
一个藏民，我们藏族同胞和彝、回各少数民
族同胞，几千年来，受着大汉族主义，特别
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侵略压迫，像今天能开
这样的大会，由我们各族人民的代表协商
康区人民的大事情，这在康区的历史上还
是第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开这样的大会，
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果。经奉中央人
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省人民政府
指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决定实行区域自治，成
立自治区人民政府。……”

这次会议对促进康区各级人民政府的
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之提供了依
据。随后，人民政府应各县请求，于1951年
派出康南、康北两个工作团，分赴各县传达
会议精神，协助各县筹备召开各族各界代
表会议。不到半年时间，全州除色达县因条
件尚不具备而推迟到1955年11月9日-
13日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县人民政府
外，包括康定、泸定两县在内，共20个县召
开了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从而
完成了自治县级政权的建设。

1955年，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建制。西康
省藏族自治区划归四川省，改称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
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在自治州成立的
当天晚上，天宝与自治州的人民群众一道，
围着篝火跳了一个晚上的弦子、锅庄，喝了
一个通宵的青稞酒……

中央为何选定康区建立新中国第一个
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州？有什么特殊的重
大意义？对此，天宝生前在接受《甘孜日报》
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其一，康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
要而光辉的一页。1935年，“博巴政府”就是
在康区的甘孜建立的，康巴儿女为中国革
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
牲。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其二，康区是连
接西藏与祖国内地的重要关口和纽带，是
解放西藏的后方重地。康区自治政权的建
立必定为解放西藏并在西藏建立自治政权
做出榜样。其三，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
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为1950年3月2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6师胜利进驻康
定铺平了道路。从此，康区揭开了历史新篇
章。以上无不为中央所重视，并最终确定为
我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
的首选之地。

天宝就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后，把
协调甘孜地方支持帮助修建进藏公路、机场
以及组织动员群众支援18军进藏作为第一
要务。一年后，18军先遣部队胜利进入拉萨，
随后张国华率领18军军部抵达拉萨，各路
进藏部队也全部进入了西藏各要地，完成了
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

追述自治州追述自治州首任州长天宝首任州长天宝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
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护其统治的主要精锐部队已
被基本消灭，国民党政府濒临土崩瓦解，中国革
命闪烁出胜利的曙光。经毛泽东提议，1948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纪念“五一”国
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并号召“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
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民
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从当年
的8月份起，各方面的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
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政协的筹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