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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

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1936 年毛泽东在陕

北与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

“对于这个新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

有助于我们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

队围剿的斗争。”[3]22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贯彻

执行六大决议时，是同本地区实际情况结合

起来，使六大决议精神落实到实处。制定的土

地政策，成功实现了对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
四、以六大决议精神建设红军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29 年 3 月下

旬，红军在长汀休整期间，毛泽东组织部队

官兵学习了党的六大决议。前委根据中共六

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

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

政治部主任，并在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

党代表兼主任。红军政治部的设立，对加强

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发

挥了重要作用。
1929 年 4 月初，前委收到中央“二月来

信”。信中提出要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

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

……”[1]60 针对这种悲观情绪和思想，4 月 5

日，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复信，提出

了不同意见。信中依据六大《政治决议案》中

最大限度地发展红军以及“六次大会指出了

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的精神[1]60，指出这种

悲观思想“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

影响”。这部分同志认为军队只管打仗，“不

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

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此时则更助长了这

种单纯军事观点和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

义错误倾向的发展。与这些错误倾向的斗

争，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建设起一支

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的问题。正是在这

种条件下，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认真总结了

红军建军两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所作出的

决议案，强调了党必须对军队实行绝对领

导，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础之上。其基本的思想，是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

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

红军建成无产阶级领导的坚强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后，部队按决议要求：一是抓紧了

士兵的政治训练；二是改进士兵会的组织与

工作；三是规定了对士兵管理教育的七条原

则；四是加强了军纪教育。在政治宣传方面，

红四军政治部按决议要求编写了士兵讲义，

创办士兵读物；另外是出布告、画册、壁报、
政治简报、编唱革命歌谣和戏剧等；加强了

对俘虏兵的宣传教育。重要原则的确立和措

施的建立，使部队政治工作产生了一个新的

飞跃，使红军成为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

武装集团，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

旧式军队的界限。
六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整正

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六大还

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政权联系起

来。作为党的六大决议最主要的贯彻者和发

展者，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党的六大

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六大路线

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

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

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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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毛泽东指示二野以主力或

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6 月 2 日，毛

泽东亲自点将“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从此开

始了邓小平一生比较辉煌的时期———主政

大西南。1950 年 1 月，毛泽东决定由以邓小

平为首的西南局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如何

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邓小平潜心思考，精心准

备，充分展示了其和平解放西藏的谋与略。
毛泽东：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在全国解放前夕，西藏当局在英美等帝

国主义的唆使下制造了驱逐汉族和国民党

驻藏人员的“驱汉事件”，并集结兵力试图阻

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1949 年 8 月，彭德

怀率第一野战军会攻兰州，毛泽东高瞻远

瞩，指示西北局要做好班禅的工作，以为解

决西藏问题做准备。9 月 28 日，十世班禅额

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

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2 月 27 日

成都解放，西藏成为祖国大陆上最后一块待

解放的领土。而此时，西藏地方当局则在入

藏咽喉要道布置了大量全副英美装备的藏

兵，并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四处寻求国外支

持。至此毛泽东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

不可能的，并于出访莫斯科的途中提出“进

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远方来电，邓小平紧急受命

1949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给彭德怀

发去电报，设想交由二野及十八军团经营西

藏。彭德怀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于 12 月

30 回电毛泽东，指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

进军有困难，仅完成入藏准备就需要二年，

由南疆进军可行军时间短，其余时间大雪封

山，不能行军。毛泽东收到电报后陷入了深深

的思考，怎么办？解放西藏已经不能再等了。
1950 年 1 月 2 日凌晨 4 时，毛泽东起草

致中央、德怀并转发小平、伯承、贺龙等的紧

急电报，决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同时考虑到西

南局的任务繁重且完成入藏有时间性，特地

在电报中征求邓小平等人的意见，“这些建议

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西南局

于成都解放后着手经营川、黔、康、滇，二野大

部分官兵脱下军装，由战斗队转为工作队，且

面临着恢复社会秩序、剿灭土匪等繁重任务。
1 月 3 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的紧急电报后，

立即着手准备进军西藏，与刘伯承等毫不犹

豫地复电毛泽东，毅然接过进军西藏的重任。
精心谋良将 悉心细安排

接受入藏任务后，邓小平首先要解决派

谁率军进藏的问题。当刘伯承询问邓小平的

想法时，邓小平略加思索便说：就让“地主”
去吧。刘伯承哈哈大笑说：真是不谋而合呀。
刘伯承、邓小平所说的“地主”就是“人才地

主”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张国华（1914—
1972），永新县怀忠镇人，15 岁参加红军，17
岁入党，后参加长征，领导敌后抗战。刘伯承、
邓小平于1 月 7 日立即给十八军发去电报，要

求“张国华同志及每师一个负责同志，速来重

庆受领新的任务”。1 月 8 日，张国华、谭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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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十八军几个师以上主要领导风尘仆仆从泸

州赶到重庆，正式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
进军西藏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战斗，涉

及复杂的政治、宗教、民族等问题，而且西藏

地处世界屋脊，高寒缺氧，补给困难，不利于

行军。以邓小平为书记的西南局接受进军西

藏的任务后，为保证顺利完成任务，邓小平倾

注了大量的心血，悉心安排。1950 年 1 月 13
日，刘伯承、邓小平要求所属各军尽一切可

能，从装备、运输各方面全力支援十八军。1
月 15 日，邓小平接见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

导，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军事、
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所以解放西

藏有军事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政治问题，要军

事、政治协同解决。强调政策问题极为重要，

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

吃饭。同时邓小平强调必须解决好补给问题，

解决公路问题，并奇迹般地修好了雅甘公路。
2 月 1 日，西南军区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

部，全面负责入藏的准备工作，邓小平要求十

八军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做到有求必有应，务

必解决好补给问题。
鉴于西藏的特殊性，邓小平反复思考，

精心部署，甚至连一些细节问题都一一过问。
2 月 17 日，邓小平专门找来张国华，要求张

国华立即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调查了解西

藏的情况。同时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

藏话，以便应酬、宣传，否则要吃亏的。张国华

深感邓小平的细心，随后成立了“西藏问题研

究室”，吸收一大批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
者，搜集整理西藏的情况资料，先后写出了

《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西藏分析》、《对各种

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和《英美帝国主义

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材料，对

进军西藏、经营西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四项原则”、“十大公约” 定和谈框架

党中央在部署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

同时，又从西藏社会的特点出发提出和平解

放西藏的方针。1950 年 2 月 25 日，刘少奇在

为中央起草的致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可采

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实现和解。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再度致电西南局并西北局，

强调进军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

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
邓小平对如何认真理解与贯彻中央关

于和平解放西藏的精神作了认真思考，精心

准备。1950 年 5 月，邓小平主持西南局会议

拟定和谈的有关原则。5 月 11 日，在充分讨

论的基础上，邓小平起草了致中央电报，提出

了作为和谈基础的四条基本原则：（一） 驱逐

英美帝国主义出西藏，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

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

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

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

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中央

对四条基本原则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要求

西南局、西北局在分析西藏历史和现实的基

础上拟定和谈的具体政策。邓小平立即主持

西南局会议，在四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

了与西藏和平谈判的十条政策即有名的“十

大公约”：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

主义出西藏；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

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维持西

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发展西藏民族的

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

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

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

藏领导人员（注：此为毛泽东加上的七个字）

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

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

与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维

持任职，既往不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

藏，巩固国防。5 月 27 日，西南局将十大政策

报送中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

扬，只在第八条加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个

字，对基本原则未作任何修改。
会战昌都 以战促和 定和平解放大局

毛泽东、邓小平为和平解放西藏倾注了

大量的心血，西南局曾派出志清法师赴藏劝

说达赖集团脱离英美帝国主义，但由于受阻

未能到达西藏。同时西康省副主席格达活佛

带邓小平书信一封赴藏劝和，行至昌都被软

禁，不久遇害。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在帝

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拒

绝和平谈判并积极扩军备战。西藏当局积极

扩充藏军，从原来的 14 个代本（相当于团）

扩充到 17 个代本。同时将其总兵力的 2/3
约 4500 人及民间武装、僧兵 3500 人共计

8000 人部署于昌都周围及金沙江以西地

区，妄图利用金沙江扼守入藏的咽喉要道，

以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看来解放西藏问题不用兵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开始筹划以战促和的重要举措———
夺取昌都。昌都位于澜沧江畔，是西藏东部的

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

必经之地。夺取昌都有助于扫清入藏的障碍，

对西藏当局的反动势力也是很大的打击，必

能使西藏当局走到谈判桌上来。刘伯承、邓小

平、贺龙等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昌都战役，

并于 8 月 6 日下达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

令》，要求歼灭藏军主力，解放昌都。8 月 20
日，邓小平签发致毛泽东的《关于攻占昌都之

方案》，毛泽东对作战方案十分满意，要求西

南局照计划做积极准备，“期于十月占领昌

都”，同时要求为做好和平解放的准备，可占

领昌都后将主力撤回，不进军拉萨。张国华所

率十八军积极准备，于 10 月 6 日，分多路渡

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发起昌都战役。经过

近 18 天的艰苦战斗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共歼

敌 5700 余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昌都解放打破了西藏上层反动势力“雪

山恶水胜过十万大军”的幻想，使西藏统治

集团迅速发生了分化。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

子挟持刚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登嘉

措至藏南亚东，企图出走印度，并寻求英、
美、印等国的支持。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

的上层爱国人士，坚决反对分裂行动，主张

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至

1951 年春，英、美、印等国均表示难以为西

藏提供实际援助，滞留亚东的噶夏官员终于

认清形势，决定派员赴京和平谈判。
亲切接见 西藏和平解放

1951 年 2 月中旬，西藏派出以阿沛·阿

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

团前往北京。当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

时，邓小平表示了热烈欢迎，并与阿沛·阿旺

晋美进行了亲切交谈，进一步讲述了中央人

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阿沛·阿旺

晋美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确实伟大、英明，

不同于国民党，能说又能做，深得民心呀。
1951 年 4 月 22 日和 26 日，以阿沛·阿

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

团分两路先后到达北京，4 月 27 日，十世班

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携班禅堪布会议厅官

员抵京。4 月 29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方政府举行正式谈判，经过 20 多天谈判，就

有关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达成协议，于 5 月 23
日正式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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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7 条。10
月 24 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协议

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1951 年八

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分路向拉萨和平进军，西

藏实现解放，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邓小平在实现西藏和平解放这一历史

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将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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