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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西藏武装反抗运动”？

1956春，中共四川省委在阿坝和甘孜部分地区开展
强制性社会改造，内容包括土改、收缴民间枪支、
划分阶级成分、没收私人财产和寺院财产等，激起
藏人武装抵制。遭到军队强力镇压后，零星反抗力
量逃到卫藏境内。1959年“拉萨战役”后，主要反
抗力量转移到境外，在CIA的支持下成立“木斯塘游
击队”。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CIA 停止对木斯
塘游击队的支持，游击队解散。藏人武装反抗运动
终止。

藏人反抗运动，在中国官方历史叙述中称为“反革
命武装叛乱”。



藏区武装反抗运动产生的原因

背 景

 冷战/ “冷战边缘地区”

 合作化运动加速

 工业化加快

 大跃进运动



“民主革命”+ “社会主义改造”

1. 土地改革（c.1956- c.1962）
2. 镇反 （2-3次）
3. 反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1956-1958)
4. “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1956-1962)
5. “宗教制度改革”(1958-1960)
6. 基层建党、建团、建政
7. 合作化/人民公社 （1956 –）

“民主改革”的具体内容



各藏区社会改造开始时间

云南：1955
四川：1956
甘肃:  1958
青海：1958
西藏：1959



“民主改革”的方式
基本步骤:

发动群众 (宣传,  组建民兵，收缴民间武器，组
织诉苦大会、批斗大会等）

划分阶级成分

没收和分配财产（包括寺院财产，大部分没收
财产收归国家财政或集体所有）

建立基层党团组织和政权组织

成立合作社/人民公社



藏区武装反抗运动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6 年初 ~ 1958年6月
地区性/部落性的自发行动

 第二阶段： 1958年6月～ 1959年4月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

 第三阶段：1960 ～ 1974
“木斯塘游击队”



第一阶段：1956~1958
地区性/部落性的自发行动

1956年甘孜藏人暴动

色达: 2月15日
白玉: 2月25日
理塘: 2月28日
新龙: 2月29日
德格: 3月2日
乡城: 3月20日
巴塘: 3月21日

……

至1956年3月底:
县: 18
乡: 45
人数: 16,000+



1956年阿坝藏人暴动

马尔康: 2月18日
若尔盖: 4月25日
松潘: 5月3日

…

第一阶段：1956~1958
地区性/部落性的自发行动



第一阶段：1956~1958
地区性/部落性的自发行动

1956年昌都藏人暴动

江达: 7月20日
芒康: 11月7日
贡觉：？
察隅：？



第一波军事镇压

轰炸理塘寺: 1956年3月29-31日



轰炸乡城桑披寺:  1956年3月30-4月1日



轰炸巴塘寺: 1956年3月30-4月？日



藏人图画中的“民主改革”



第二阶段：1958年6月～1959年4月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

 想法始于1956年
 整合各地反抗力量
 组织化、准军队制民间武装
 独立于西藏噶厦政府
 以康巴为主
 有较强战斗能力
 得到CIA武器支持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立时
藏区的状况







贡保扎西
“四水六岗”总指挥

然楚阿旺
“四水六岗”副总指挥 姜华亭

原155团副团长

1958年6月16日，“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立仪式







CIA 对藏人武装反抗运动的支持

 西藏反抗运动符合“杜鲁门主义”



嘉乐顿珠 拉莫次仁

藏人通过各种方式联络美国，希望得到
美国方面的支持



 1956年夏CIA成立“西藏特别行动”小组（“中
国马戏团”-ST CIRCUS； ST=中情局远东司中国部代号）

 “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有限支持

 目标：情报、骚扰

 具体行动：
• 人员训练
• 空投武器
• 资金支持
• 宣传行动



塞班岛

理塘阿塔

理塘洛泽

理塘旺堆

人员训练



Roger  McCarthy in Saipan



海勒营

Leadville, Colorado















CIA 人员训练：

 1956 ～ 1964 （？）
 塞班岛/美国/印度
 共训练约238人，其中包括26名木斯塘游击队

领导
 作用：

• 收集情报
• 训练其他人
• 指导游击战
• 传递信息



John Kenneth Knaus

Bruce Walker



CIA 武器空投



CIA  在西藏境内的武器空投

 1958 ~ 1961 
 9次武器空投
 17架次
 空投物资包括

• 武器
• 药品
• 帐篷
• 电台
• 其他物资



第三阶段：1960 ～ 1974
“木斯塘游击队”





 木斯塘游击队成立于1960年
 约2千余人
 共有16个营地
 CIA资助武器和经费
 主要作业为越境骚扰
 导致新藏公路一度几乎废弃
 最成功的行动为缴获“蓝色公文包”，
其中包括许多重要文件
 内部问题



木斯塘游击队
营地分布图



巴塘益希

理塘旺堆









George Patterson





推荐阅读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Roger McCarthy: Tears of the Lotus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Mikel Dunham: Buddha’s Warriors

 李江琳：《当铁鸟在天空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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