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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55

康家地
我是暑期被母亲寄放在山上帮家里放猪

的女儿，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山上是个什
么概念。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屈子行吟图》
傅抱石国画中的人物形象多选自历史人物

或古典文学名著，注重人物内在气质的刻画，用
笔洗练，力求神似。

多康诗魂
康藏人文

《格萨尔王传》史诗蕴含历史、哲学、经济、思想、
宗教、文学、语言、艺术、法律、天文、地理、医药、军事、
民俗以及社会制度等等，涉及了藏文化的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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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到解放前。
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地区

后，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战
略转移，迎接他们前来会师，做
好北上的战斗准备，便开始在
康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6年
3月，在道孚筹建了以邵式平
为书记的中共川康省委，作为
康北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在康北期间，红四方面军帮助
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泰宁、道
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今
新龙）6个县级波巴（藏语中的

“藏族”之意）人民政府。
州档案馆副馆长熊剑讲述

了这枚木质印章的由来过程。
“在县级波巴政府成立后，建立
统一的波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
1936年5月1日至5日，在甘孜
县城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德格、甘孜、炉霍、道孚、
泰宁、瞻化、白玉、邓柯、石渠、同
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个县
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5
月5日，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

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隶属
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这
次大会选举了中央政府的领导
成员，多德任主席，达吉、孔撒、
格达任副主席，均为藏族，并颁
布了中央政府的十条政纲。”

据介绍，波巴人民共和国
是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
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其主席

和副主席、政府机构各部部长
都是赞同“兴番灭蒋”的大土
司、大头人等。为了加强中国共
产党对波巴人民共和国的领
导，党和红军派中共川康省委
书记邵式平担任波巴人民政府
党代表，刘绍文担任顾问。

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机关设在孔萨大楼，设有总务

厅、军事部、民政部、农业部、牧
业部、司法部、宗教部、国家政
治检察处等办事机构。政府组
织大纲规定，波巴政府由波巴
全体人民推选代表组成，凡年
满16岁以上，不分贫富男女，
宗教民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并有监督政府与服兵役
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还制定了
中央、区、乡、村寨的组织结构，
规定了任期时间等事项。

但由于时间短促和条件限
制，不少政府机构和办事程序
直到红军离开甘孜都没能按照
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但
它毕竟是在封闭了几千年的封
建农奴制度下诞生的，是西康
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
一场惊天地的革命事业。

“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
藏族人民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红
军的思念。这枚波巴人民共和
国中央政府印章，就是当时被
藏族人民保护下来的革命文
物。”采访中，谈到这段历史，熊
剑对藏族人民敬佩不已。

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木质印章

馆藏档案里的红色记忆

日月同辉的造型、

藏汉双语的文字，这一

枚木质印章，高1.5厘

米，长宽皆为12厘米，

印面刻着藏汉双语“波

巴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印”。

这枚小小的印章，

静静地躺在州档案馆的

玻璃展柜里。它对于康

巴藏族来说，有一份亲

切感。“波巴”在藏语里

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

府”即藏族政府。

与这枚上世纪30

年代波巴人民共和国中

央政府的木质印章同样

丰富的是它背后的故

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经过我州时，曾帮助我

州藏族人民建立“波巴

政府”，这是红军第一次

在民族地区尝试建立民

族自治政权。红军在甘

孜涉藏地区首先建立的

是县一级波巴政府，在

县一级波巴政府建立的

基础上，又筹建了波巴

中央革命政府。波巴人

民共和国是红四方面军

在藏族聚集区建立的藏

族人民革命政权，为新

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

了实践基础。

日前，记者走进州

档案馆，揭开这枚木质

印章鲜为人知的故事，

感受藏族群众用信任守

护初心的情怀。

◎甘孜日报见习记者
周燕 文/图

今年3月，在川渝两地各级
各类档案馆组织推荐的珍贵档案
中，“印记100”活动将评选出首
批100件川渝地区档案馆馆藏红
色珍档名录，整合开展“印记
100”系列宣传活动。其中，我州
推荐的上世纪30年代波巴人民
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木质印章成功
入选。

“通过这次入选，能够让更多
人近距离地接触到这枚木质印章
带着的厚重历史的真迹，还能进
一步知道了解那些年代真实深刻
的红色记忆。”州档案馆开发合作
科科长王雪峰告诉记者。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征
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
宣言书。在漫漫的红色征途上，红
军一边行军打仗，一边以有力的
宣传文化工作播撒革命的火种。

在波巴政府的号召下，康北
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仅丹巴县的
巴底乡就有270余人参加红军。红
三十军在道孚、炉霍、甘孜就扩大
红军200名。波巴政府动员藏族青
壮年组成自卫军，然后一批又一
批地将各级波巴政府指挥的自卫
军等地方武装成建制地转入红军
队伍。另外，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
上时，波巴中央政府组织了100多
人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使红军
得以顺利翻过雪山，走过草地。

王雪峰说，“红军继续北上
前，朱德总司令在红缎上为格达
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
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
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
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
定会回来。”

据介绍，红军走后，反动土
司、喇嘛、头人回来了，他们疯狂
屠杀和迫害波巴政府的成员和积
极分子。红军离开的第二天，就有
40多人被害。草原乌云遮天，格
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积极阻止
敌人的暴行，保护革命群众。与此
同时，他还先后医治和护送200
多名红军战士离开藏族聚居区。
为了躲避反动势力的迫害，格达
活佛不得不以朝佛的名义到拉
萨，并在那里一住就是10年。在
拉萨时，格达活佛一直思念红军，
当他听到红军胜利抵达陕北的消
息时，心里十分快慰。

解放后，格达活佛当选为西
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
委员会委员。1950年，毛泽东和
朱德电邀他以特邀委员的身份参
加政治协商会议。他却毅然决定
冒险赴西藏，劝说西藏地方政府，
争取和平解放。他在给中央的回
信中说：“等西藏解放了我再来参
加会议。”可是格达活佛再也没有
去北京，他在去西藏的途中被英
国间谍福特毒杀，圆寂时年仅47
岁。英雄虽已逝去，但爱国精神永
存。汉藏一家、军民一家的动人故
事万古流芳！

小小印章映四方、日月同辉
聚中央。藏汉本为一家亲，革命歌
声永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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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
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
走了。”1936年一个明媚的清
晨，五世格达活佛望着红军离
开后空荡荡的庭院，不禁情涌
心头，慨然提笔，写下了这首思
念红军的诗歌。这不仅是格达
活佛的个人心曲，更是康巴儿
女的真情写照。

“五世格达活佛被推选为
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
席，成为活佛参与革命政权的
第一人。”熊剑向记者讲述起了
格达活佛与红军的故事，“国民
党反动派为阻挠红军北上，对
共产党和红军大肆造谣诬蔑，
通告群众不准给红军提供粮
草，严禁帮助红军，企图置红军
于绝境。红军到达甘孜后，尊重
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
惯，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

无犯。格达活佛亲眼看见红军
的作为，判断这是一支能够为
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决心亲
近红军。”

据介绍，格达活佛与朱德
总司令9次促膝交谈，结为好
友，传为佳话。在朱德总司令的
感召下，格达活佛开始向往革
命，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
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使更
多的人觉悟过来。他以自己的
威望和才能，动员和组织僧俗
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
措粮草，拥护和支援红军。他还
主动为红军排忧解难，把红军
医院搬进了自己的寺庙，亲自
为红军伤病员疗伤。

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波
巴政府作为一个临时的民族自
治政权，动员和组织广大藏族
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

动，为长征中的红军提供了全
力支援。在波巴政府的动员下，
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
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3
个月内就支援红军17万公斤
粮食。尤其是波巴政府的各级
领导和工作人员带头支援红军
粮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仅
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
席孔撒土司就捐粮9万公斤，
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捐
粮9.5万公斤。

据测算，红军在康北地区
需粮食约450万斤。按当时康北
人口计算，人均为红军提供粮
食约45到50公斤。其中很大一
部分是波巴政府帮助解决的。

各级波巴政府的另一项重
要任务，就是接收、安置和保护
红军伤病员。尤其是红二、四方
面军撤出康北地区北上时，留

下了相当数量的伤病员，仅甘
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
右。在波巴政府的动员和组织
下，藏族同胞把红军伤病员当
亲人，求医购药，精心护理，节
衣缩食，保证红军的治疗和生
活。不少波巴政府成员和藏族
群众为保护红军伤病员而献出
了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到
新中国成立时，继续生活在炉
霍的红军伤病员还有123人，
甘孜县城及附近还有64人。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这
首诗歌穿过时间的帷幕，久久
传诵于康巴大地。人们感念的
是中国共产党人、红军战士为
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幸福的一
片赤诚。这赤诚如一汪温暖的
泉水，流动在万千康巴儿女心
间，滋养着他们奔向美好生活
的劲头。

战火硝烟中，赞成“兴番灭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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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康 巴 传 媒

工作人员介绍印章的故事。

保存完好的木质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