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零三期： 不应沉默的玛尼堆——还原真实的藏人 
黄潇潇：今天我们主讲的话题跟西藏有关：不应沉默的玛尼堆——还原真

实的藏人。今天这期活动对我本人来说，是很令人兴奋的话题。我在 2009
到 2011 年在哥大学历史，主修近现代汉藏关系，在那以前我跟西藏没有

什么渊源，我对西藏没有很多了解。由于这两年学习，我拿到硕士学位后

就感觉知道一些的时候觉得知道很多，深入了解后呢，觉得不知道的更多。

我在哥大的时候和当时的教授 Robbie（注：Robert Barnett），试图办类似

的活动，尝试过非常多次，但是呢有非常多的挑战。办这样一场活动能请

到一位藏人和请到你们来参加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感谢大家对活动的支

持。 
首先感谢李江淋老师，她在 2014 年的时候在沙龙讲过一期《CIA 与西藏

武装反抗》，五六十年代中情局在西藏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李江

琳老师是一位研究西藏的独立学者。李江琳老师左边呢，是慈诚嘉措。慈

诚嘉措是“纽约及新泽西州藏人社区”（TCNYNJ）文化事务协调员。他的

英文名叫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Tibetan Community, 这个组织是一个

非政府组织，跟流亡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组织举办的很多活动也都是

来自流亡组织的行政中央，慈诚嘉措便是该组织的文化事务协调员。欢迎

两位！ 
在活动之前，大家填了报名表的一个问题：说起藏人，你最先想到的三个

词是什么？其中提到最多的词是：藏传佛教（28 次），达赖喇嘛（27 次），

布达拉宫，仓央嘉成，喜马拉雅，天葬等。 
我们从这个 powerpoint来讲起，从慈诚嘉措开始。大家基本上都是汉人吧，



有一位满族人。那么说明这次活动观众基本都是汉人，这些是汉人首先想

到的一些关键词。请问慈诚嘉措老师您有什么想法？跟你作为一个藏人

（的想法）有什么差别和出入？ 
慈诚嘉措：首先是独立吧。我觉得是现在最重要的，这在政治方面也是最

主要的一个焦点。说到很多，最大的真话，说到根本上去，“独立”在西藏

人的社会里面已经不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大家知不知道“中间道路”是什

么？ 
黄潇潇：我们等会儿可以讲到这一点。那请问李老师对这些汉人对藏人的

理解有什么感想？ 
李江琳：我的感觉，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关键词也都跟政治有关，之

后才跟文化有关。在座大家认为西藏是什么概念，你指的西藏，又是什么？

首先是地理。哪儿是西藏？嘉措你是哪里人？ 
慈诚嘉措：拉萨，但我父母是安多地区来的。 
李江琳：谁知道安多在哪里？青海？四川？阿坝是安多还是康？阿坝是安

多，那么甘孜是什么？康。玉树呢？也是康。 
什么是康？我们说的西藏指的是西藏自治区。大概是传统西藏的一半左右。

传统上的西藏不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我们现在称为周边四省藏区就是在

四川，青海，云南和甘肃这边。围绕西藏自治区周围的这一圈地方它是属

于传统藏区，传统西藏有三个省（区），我们叫做康区，就是康，安多，

卫藏。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涵盖的只有卫藏，阿坝。所以就是说，我们实际

上对西藏的了解十分少，甚至我们在地理上都不知道什么是西藏。 
黄潇潇：第一个朋友提到的问题是关于大藏区，而李老师可能在澄清这个



概念。我们在国内讲到的西藏是一个自治区，一个行政单位。但如果大家

报名，都看过前面写的这一段话，中国大大小小的西藏自治地区加起来大

概占了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这个不止算了西藏自治区，这只是一个省级

的 level，下面还有藏族自治州还有自治县等等。所有的藏区对于藏人来说

都是 Tibet。那这样的语言就会很 confusing，那我们现在讲的 Tibet 到底是

什么？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西藏当然是从民族属性和文化上来讲的。所以我

们谈的话题应该包含所有的藏区。我们后面提的问题，大家有问题都可以

提出来。 
观众：请问印度和尼泊尔地区有没有藏人？ 
李江琳：有，印度的达旺那一带曾经也是西藏的一部分。 
慈诚嘉措：原来有很多战争把地区分裂出去。但是那里的人还是西藏人，

所以有一个概念就是小西藏概念就是这样。大西藏的概念就是后面中国政

府搞出的。 
观众：刚才问尼泊尔印度藏区的概念，曾经 some distance of time is Tibet or 
it’s currently Tibet?就是说现在是这个文化认同，还是说曾经一度在那里的

文化认同，还是说有一段时间那里的文化认同，还是后来有一段时间不是

了。因为版图是一直在变的。 
李江琳：这么说吧，从喜马拉雅山，到喜马拉雅山南部，尼泊尔，现在的

拉达克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历史传统上我可以把它称为西藏文化放射区。

阿里的拉达克一带，他们的服装，信仰是藏文化的涵盖范围内。但他们民

族会变，他们有一部分人是白种人的后代，亚历山大人入侵后留下来的后

代。看上去完全是欧洲人，但他们说的语言与藏人是很相通的。虽然是不



同的方言，但他们都信仰藏传佛教，他们的服装都很近。我认为他们属于

藏传文化发散区，他们在文化上有牵连，一个系统内。 
黄潇潇：我们确定了讨论范围后，我们就提到的多数关键词讨论一下，首

先是达赖喇嘛。慈诚嘉措你怎么看待达赖喇嘛？ 
慈诚嘉措：达赖喇嘛对西藏人讲就是观音菩萨的转世，化身。西藏觉得他

们这里就是观音的道场。所以藏人与观音菩萨有很密切的联系。达赖喇嘛

在几百年内，对藏人有很大的影响。 
黄潇潇：你这个回答，你是从纯粹宗教上来回答的。 
慈诚嘉措：政治上也是，差不多几年之前，才将政治权利给了人民。所以

现在的 leader 才是西藏人民自己选的。 
黄潇潇：因为你在藏人的 community 里面，那么这些是你个人的想法，其

他藏人也是这么看待的吗？ 
慈诚嘉措：从宗教方面，90%的人都会这么认为。 
黄潇潇：当你们听到达赖喇嘛时，你们感到正面的，中立的还是负面的印

象？请举手（中立偏多）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观众：达赖喇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称谓，只能说现在这一世的达赖喇嘛，

他的做法对西藏有些影响。但我想问，达赖喇嘛和班禅他们两个的地位在

西藏有什么区别？ 
慈诚嘉措：在佛教之间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达赖喇嘛去世的时候，班禅

喇嘛会接任一下去寻找转世灵童。在政治方面，达赖喇嘛是超过班禅的。 
黄潇潇：正好李江琳老师有参与一部记录片，就是讲最近一位班禅喇嘛转

世灵童的寻访。现在就是 11 世班禅喇嘛，寻找他灵童时有些 controversial，



就是班禅喇嘛去世之后，寻找灵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参与的。李老师能

不能跟我讲一下，参与寻访里面有哪些人，具体是怎么样的？ 
李江琳：这个就是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关系，在宗教上相当，

彼此互为师徒。就是说，现在的班禅喇嘛如果早去世，那么他的灵童就是

第一代，要拜现任的达赖喇嘛为师。而且他必须经过现任达赖喇嘛的认可，

被认证他才成为正式的。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某一世达赖喇嘛过世的较早，

这一任的班禅喇嘛就要来认证下一世的达赖喇嘛，并且在名义上要是他的

老师。互为师徒，互相认证的关系。但班禅喇嘛一般不参与政事。 
黄潇潇：这是你的理解？慈诚嘉措觉得历史上呢？ 
慈诚嘉措：我对历史也不是很了解。 
黄潇潇：that’s good to know. 不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历史很了解。 
观众：有传闻说，这次达赖喇嘛去世后就不再转世，不知道这种事在藏传

佛教里是不是可以？ 
李江琳：理论上是可以的。我毛遂自荐一下，这个月刚刚出来的在美国之

音解读时刻，这个纪录片筹备了两年，就讲了这次班禅转世寻访过程中发

生的一些问题，现在就造成了现在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有两个。一个是

达赖喇嘛认证的，一个是中国政府认证的。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

么现在的达赖喇嘛，他的说法是，他可以不转世，他是否要转世，需要西

藏人民决定。如果你看噶玛巴的转世，非常神奇。他的转世跟达赖喇嘛和

班禅喇嘛都不太一样。他是由他的前世，在临终之前一段时间留下一份遗

嘱。遗嘱清楚地告诉你，他将转世在什么地方，他父母是叫什么名字，根

据这个来去找他。而现在的第十七世噶玛巴就是这样找到的。 



观众：要是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呢？死之前就有特定的人选么？ 
李江琳：这就不可能。他要描述出生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很多 technical
的东西，很多宗教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纯物质的世界，

就很难理解这个纯精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观众：噶玛巴是谁？ 
慈诚嘉措：西藏藏传佛教有四大宗派。宗派他是分成不同的 schools，kind 
of like the traditional school in this context so we have 萨迦派、宁玛派、噶举

派和格魯派，最旧的就是宁玛派。所以萨迦派的习俗不用去找转世灵童，

他们可以结婚生孩子，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黄潇潇：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四个流派，所以说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最高

一级。噶玛巴是噶玛噶举派的最高精神领袖。 
观众：如果达赖喇嘛决定不转世，我想像如果我是一个信徒，我觉得我的

精神领袖不转世我的信仰就崩塌了。 
慈诚嘉措：我觉得，因为藏传佛教本来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本身是来自印

度的，刚开始是那烂陀传统（Nalanda tradition），被认为是藏传佛教历史

上最好的佛教教派，那样一个时候，学佛学上的理论的话，就不找什么转

世灵童。就是因为政治原因，在西藏才有了去找转世灵童的习俗。有了转

世的 system。 
黄潇潇：就是说转世对于佛教来说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是吗？ 
慈诚嘉措：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对。 
李江琳：转世本身，不是佛教里面的内容。 
观众：所以从信仰上来说，如果他决定真的不转世，对这个 community 会



有多大的震动？ 
慈诚嘉措：对西藏人来说一定会是很大的打击，但是看班禅喇嘛的话，西

藏很多人也不希望中国政府去控制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圆寂的话，中

国政府肯定又会说，我再来选一个达赖喇嘛出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西

藏人也不会认同中国选出来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说过，他也许不会转

世。 
黄潇潇：这可能要给大家一点背景，刚才提到的现在的班禅大师第十一世，

是 95 年的时候去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当时呢……中间过程非常复杂，大

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 research。简而言之就是，后来出现了北京认定了一

个班禅，达赖喇嘛也认定了一个班禅。那现在藏人信的是哪一个班禅呢？ 
慈诚嘉措：藏人全都是信的达赖喇嘛选出来的班禅喇嘛。但是那个班禅喇

嘛已经不知道去哪里。 
李江琳：简单来说，达赖喇嘛一宣布他的转世灵童的 24 小时后，这位灵

童就被政府带走，现在也不知道去了哪儿。然后北京方面自己选了一个，

这个过程是一个做假的过程，纪录片里讲到抽签的原始镜头都搜集到了，

怎么样这个过程如何有欺骗行为。对藏族人来说，就有两个班禅，官方选

的他们称为汉班禅，（达赖喇认定的）这个叫藏班禅。2012 年时，我去过

藏区，我去了 20 多个县，我没有去西藏自治区，我去了周边藏区，经过

了无数个寺院，其中没有一个寺院供奉的是现在的汉班禅的照片，这就是

说明认同问题。 
黄潇潇：所以有的时候去藏区看到的还是一个小孩的照片，那就是当时的

藏班禅。这是给大家一个 context，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达赖喇嘛就觉得，如



果他圆寂之后，有可能又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对藏人来说也是一个灾难。 
慈诚嘉措：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要转世。转世本来是因为要，喇嘛自己要做

的没做完，他自己想要做的事业要继续下去，然后才转世。所以如果有一

个不认可的一个达赖喇嘛出来，然后他做的都是中国政府所要的话，那就

不是前任达赖喇嘛所想做的事。就不想看到这些情景。 
观众：之前那个班禅，官方非官方说，他在北京做了政协以后，还结婚生

了孩子，那么就牵扯到宗教习俗问题，不是说班禅不能结婚生孩子吗？ 
慈诚嘉措：这都是被逼出来的，文革之前，第十世班禅喇嘛一系列的惩罚

他，还逼他在北京结婚。 
李江琳：转世的身份不会改变，但严谨不能结婚是格鲁派的。而在非常的

情况下格鲁派也可以结婚，只要交还戒律就可以还俗。达赖喇嘛的哥哥弟

弟都还俗了，但结婚以后作为转世的身份并不改变。 
李江林：噶玛巴在内部之间选的时候意见不合，但是这两个中有一个得到

认同，现在两个一个在印度。 
黄潇潇：我们再回到达赖喇嘛的问题，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比较负面，很多

人想的就是藏独。 
观众：想请问一下美国人对达赖喇嘛是什么态度？我之前在美国餐厅的态

度看到达赖喇嘛的照片，我就说中国人很不喜欢达赖喇嘛，但美国人好像

很喜欢他。 
慈诚嘉措：西方的话，藏传佛教是文明的精神的文化，代表了亚洲的文化，

how much Buddhism can affect other being。达赖喇嘛每次访问美国的时候，

他在佛教上碰到很多学生，收获了很多信徒。 



黄潇潇：达赖喇嘛这些来美活动都是宗教活动，达赖喇嘛在我们印象中都

是窜访，都在美国宣扬大教区，听起来您没有这么认为。 
观众：藏传佛教有些是很人，我看来达赖喇嘛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没有那

么多抵触之心。 
李江琳：在这个上面我想补充一点，我从历史学家角度上看，首先清代政

府和西藏的关系，他的性质和民国之后汉人政府和西藏之间的完全不同。

清代的时候他们是共同信仰，清代的时候是皇室，而且他们奉达赖喇嘛是

他们的上师。他们之间的 arrangement 是双方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情况下

相互的称号，清代政府给达赖喇嘛称号，反过来，藏方给政府的称号他们

也接受。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于藏人来说，清政府倒台

后，他们与中原的关系就此结束。而 1911 年之后的历代国民政府没有共

同信仰的基础，纯粹从国家版图，政治的基础上来看代这种关系。很多的

controversy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从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换一个立场来

看，完全不是一回事。几年前我采访达赖喇嘛时，就是从历史上看这个问

题，他写了一个 note 上面是他一定要告诉我的事情，“对于我们藏人来说，

所有中原的人都是中国政府，不管政府是哪里人，都称为中国政府，都是

他族，与我们没有关系。文化上来说都是不同的体系，语言也不一样，互

相有影响，但不能简单的将现代的观念往后推到几百年去。这从历史学上

是不合理的。” 
李江琳：为什么中国是 56 个民族？这是一个人造的概念。如果我们谈到

西藏这样一个历史，什么叫做表述性现实和真正的现实。很多我们知道的

是表述性现实。如果中央政府去主持达赖喇嘛转世，这个是表述性事实，



我有他全部的档案，全部资料，这个过程不一定全是真实的，他是一个表

述。那说道你说的这个，他的行政能力达到没有，我们先要定义一下这个

行政能力到达什么程度，参与管理到什么程度。 
黄潇潇：现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声音说西藏不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de facto 这是一个事实。在考虑历史上归属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李江琳：对一个历史事实，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就说

这一点作为历史学家特别清楚这里的复杂性。 
观众：现在西藏内部和在世界各地逃亡出来的藏人，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

一种关系？他们接受的中国式教育，与那些在印度海外的藏人有什么区

别？ 
慈诚嘉措：藏人是出不了中国政府的，在外的西藏人会把得到的消息传回

去。 
黄潇潇：慈诚嘉措之前聊天的时候提到过他的个人经历，愿意与我们分享

一下吗？ 
慈诚嘉措：我 88 年在拉萨出生，我奶奶得了很重的病，我家人就想去拉

萨大昭寺会有所转向。我在拉萨上过小学，后来因为学费很贵，家人也没

有很富裕。到了印度就不用交学费，因为逃亡的很多藏人，到的学校都是

达赖喇嘛管制下，所有费用的都是行政中央就是流亡政府负责的。经费都

是各国捐出来的，逃亡的藏人也会有税一样，自由捐款，收入来源是各国

来的捐助。 
李江琳：我大致介绍一下西藏流亡社区的大致情况。现在西藏的流亡社会

分布在印度尼泊尔等 52 个定居点。从 60 年到 78 年，一批一批。其中有



很大的定居点占地有几千亩的地方，都印度政府租借的，收象征性的租金。

流亡政府分布了 20 几个国家，组织非常良好，好在一个是老人儿童照顾

的非常好，老有所养。每个定居都有一个 welfare office 照顾老人和儿童。

流亡地区的学校都是自成体系的，从幼儿园到第一所大学，可以不离开当

地，全在系统里完成学习。老人每几个大的中的地区都有老人院，所有费

用都是流亡政府出钱支持，所有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学费全免，生活费

和校服都全免。这个资金一部分是海外捐款。印度政府也很支持教育，还

有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这是一个很成功的难民区，组织非常良好。工作

来说，有的是农业，和传统的工作方式：买毛衣。因为印度冬天很短，穿

毛衣就可以。并且印度人口庞大，每人每个冬天都需要买新的毛衣。他们

就从西藏贩卖过来，把毛衣贩卖给印度人，一个季度就能赚回一年的生活

费。 
观众：他们的资金来源还是出于各国捐款，也不是很持续性的来源。纽约

时报有报道，这个流亡政府有问题，生活没有那么好，平民阶层人也在逃

离流亡政府。虽然现在福利很好，但对未来的规划并不可持续。 
慈诚嘉措：从整个行政社区来看，如果要得到流亡政府的 greenbook，每

人每年都要交税。流亡藏人有 15 万人左右，其中 2 万 5000 在美国，每个

家人在美国的藏人都会收到接济。印度的开销也不是非常大，美国每年有

人寄钱过去就可以了。 
观众：流亡是从拉萨到印度有一个成熟的通道吗？还是冒着巨大生命危险

过去？ 
慈诚嘉措：我过去时，我 14 岁，我妹妹是 10 岁。当时上山，在边界上面



跨过去，走路差不多要 7 天 7 夜。在黑夜里面行走。出现生命危险的概率

很高，有很多被枪杀的。08 年还是 09 年有被边界枪击的案例。藏人留在

西藏学不到东西，you not gonna see any future，所以每个家庭就想把自己

的孩子送出去，有知识，有的还是婴儿。 
观众：学习是学佛法嘛？ 
慈诚嘉措：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的现在教育管理。符合印度教育的 system，

印度来的藏人英语还是很好的。 
观众：现在在国内的现状，新疆为例，用维吾尔语教中文。但高考还在不

停改策略，学生就上不了大学。招生加分时也有不同的政策，不招维吾尔

族的汉人之类，西藏是怎么样的？ 
慈诚嘉措：西藏人最主要要保护的是语言和文化。语言自古以来的政策，

intentionally 或 unintentionally，他有把语言变成 culture genocide。觉得学

藏文没有前途。长期下来，藏文都不懂，一个政策就把文化逼到边境。在

西藏很多地方发生过，不懂汉语找不到工作。 
观众：我在拉萨呆过一年高中，首先藏文互不交流，另外高考的时候藏文

中文一体，必考。 
李江琳：我在 2012 年到藏区区域，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每次讨论到西

藏问题都集中在拉萨或者西藏自治区。我举一个例子，09 年以来的大部分

藏人自焚问题，大部分都不是发生在西藏自治区的，在拉萨，四川，安多，

这些地方从红军时代就有冲突，积累了很多的 anger，而这些历史外人知

道的非常少。藏文化的保留中，在拉萨 everything is fine，但到保留区中，

儿童读书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流动的情况下有些部落人很少，不可



能一个部落一个校，所以就要并校，这个时候 6，7 岁的孩子就要送到几

十里远的地方读书。 
李江琳：当你们说道达赖喇嘛的时候，大多数人 positive 部分人是 negative,
但我们知不知道他 1959 年流亡到现在在做什么。有没有人听说过 mind and 
life conference，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我最早对西藏研究是从流亡社会开始

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在流亡中的 nation building，寻找现代性的问题。这个

问题达赖喇嘛 52 年就开始思考，在拉萨建立的改革局就是 52 年建立的，

到了另一个时候从政治方面开始改革，从原来是贵族，1960 还是 1962 年

取消所有的贵族封号，取消了所有贵族阶层，所以这个阶层消亡了。然后

建立现代教育，改革寺院，比如在南印度的萨拉寺，他从从小孩开始学玩

8 年基础教育才能进入佛教学院。科学教育在现在印度的学校，包括僧人

都要接受科学教育。Emory university 在亚特兰大，他们有一个 Emory Tibet 
science program，他们在推行僧人中的科学教育。当时我们去参加第三十

届，科学与生命研讨会，现在印度三大寺中的僧人要得到格西学位之前必

须要通过基础科学教育。这是一个悄悄的革命，外人知道的很少，本身藏

人知道的也不多。这个革新在现代的科学新领域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叫

做 contemplative psychology，他的研究领域是怎么通过打坐的方式，传统

藏传佛教里修炼的方式，把技巧从宗教的框架哦中脱离出来用到普通人群

里去，比如说监狱里的服刑人员，怎么样让他们学会 compassion 的概念，

怎么样让多动症的孩子静下来，怎么样帮助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是职业里

面自杀率最高的，他们帮助别人却没有人帮助他们。那么这里有很大一部

分在试验阶段，就是帮助这些人。还有就是抑郁症和吸毒，怎样帮助他们,



现在都在多年的讨论研究，现在已经进入实验阶段。还有提高学习专注力

等等，都是建立在科学与生命研讨会的基础上进入分析。 
黄潇潇：那里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从 1959 年以来，这些事情一直是由达赖

喇嘛来做的，跟我们的设想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问一个问题，在座有多

少人认为达赖喇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宣传独立呢？还是有的，这是一个非

常大的问题，我们今天还没有讨论到，我想吃的慈诚嘉措你是怎么看的

呢？ 
慈诚嘉措： 其实我觉得从汉人来讲，西藏政治问题，让汉人开始了解西

藏，不是那么早，而是 8，90 年代才开始的。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大部分

的汉族朋友，对西藏问题清楚的也没有那么多。但有些知道的人，讲得比

我们还好，全都是超过我们的。 
黄潇潇：这么问好了，达赖喇嘛支持西藏独立吗？ 
慈诚嘉措：达赖喇嘛也好，西藏行政中央也是，都没有支持西藏独立，所

以叫中间道路。所以想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框架下，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区

域。就是在所有用西藏语言的地方围绕起来成为一个西藏自治区。可以让

我们把语言和文化融合起来。 
观众：我也去过西藏，看过当地，我觉得政府做得还可以。 
慈诚嘉措：西藏自己做的不可以。 
观众：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宗教寺庙都可以。在政府措施一定的基础

下，海外流亡的藏人具体想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慈诚嘉措：让在境内的藏人有一个达赖喇嘛的画像，这应该是第一个每一

个人应该有的权利，现在还不可以。我在拉萨的时候，巡抚（检查人员）



每个星期来一次（检查画像）。我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画像，每次他们来

的时候就藏起来。 
李江琳：我带来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讲我 2012 年在四省藏区的见

闻，其中有一章就是写各地的藏人怎么藏达赖喇嘛的画像。有一次我们发

现了什么地方藏有画像但是不说，一个星期后公安就写说在那个地方发现

画像，拿走。诸如此类的，就说道自治权，中间道路最基本的就是化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的高度自治，这个高度没有高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治法范围，要求兑现你的承诺。说道寺院，2010 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

文章，做了一些调查，就说为什么藏人自焚中僧人比较多，一半以上是僧

人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阿坝州的一个寺庙，政府可以直接管束

你的条例有 300 多条，寺院要出本经书需要 20 多个部门的审核。这些我

们作为藏区旅行者是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只是一座寺院。我们在藏区看

到的一切寺院都是重建的，为什么重建呢？我的另一本书，告诉我是怎么

回事。刚才说的 cultural genocide 很难解释，因为他不能同中共文件证明它

发生过，我们研究中国当代史时肯定不知道很多秘密的运动，这个运动是

在藏区和伊斯兰教地区发生的，叫做宗教制度改革，specifically 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在西藏自治区他延长到 1962 年。它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把

寺院全部摧毁。现在到赣南的合作寺，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前面有一个巨

大的宫殿，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地。这个原来在藏区非常有名的寺院，在

文革时期片瓦不留，1958 年开始，在赣南地区 159 所寺庙，一天之内只留

下 4 间寺庙其他全部关闭。有一个县一天之内全部寺庙全部拆毁，所以这

造成，非常深的历史伤痕。 



黄潇潇：所以刚才观众的问题就是：汉人也经历过文革，也经受过苦难，

为什么汉人能 get over it？ 
李江琳：我们这么看，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去要求别人 how to feel，you have to put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and walk one 
mile。我们聚一个例子说，为什么战争过去 60 年后我们还在反日呢？他们

也挨了一颗导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社达原来有 58 个部落，他三年之

内的人口减少了将近 50%，如果每个家庭都处在这个环境中你能让他 get 
over it？你必须说 I’m sorry this happened. 你不说这句话，不承认这件事情

发生过，怎么 get over it？这个历史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你所知道的历史，

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观众：藏区和中央政府上是不是存在同化和反同化的状态？ 
李江琳：有一部分上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同化这个问题可以放到两个方面

来讲。一个就是藏文化和汉文化本身，中央帝国和周边世敌的观念一直存

在，我们是文明的外部是野蛮的。从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也认为解决民

族问题的最终方式就是同化，到了国民党时期也是的。我们看到的民族政

策里面，我说这个话不是我有任何反动立场，我说的这一切都必须要有民

族文献来证明，有大量的文件。有一个中国民族政策的最基本的东西，就

是民族是一个阶段性的，他是会消亡的，宗教也会消亡的。而中国共产党

人的任务之一，便是让他消亡的快一点。 
观众：之前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有信仰，可后面又规定说如果你是少数民族，

你可以保留一段时间。 
李江琳：当时是五十年代全民信仰，当时在回族地区确实有过这个规定，



在这个方面一定程度上的放松，后面有改动回去了。 
观众：我的感受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对藏人很好，这让我想到说当时英国

殖民香港时也对香港很好，虽然有一段时间的歧视，香港人也很满意，但

也改变不了这是殖民统治的事实。 
李江琳：我去年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nobody like to 
be govern by someone else。” 
观众：本质立场上也有很大区别。我在美国大学有上过有关宗教的课，在

国内时也经常看主旋律电视剧里提到我们如何和平解放，但我在美国上西

藏历史时，他们很多用的都是 violent occupies，所以就是武力侵略。武力

侵略和和平解放有很大的区别。It’s totally opposite story，立场也完全不一

样。 
李江琳：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一个 activist，所以立场

这个词对我来讲，我要做的是要客观的了解事实真相，发生了什么，表述

性的现实，什么是 hidden history，什么是 factor history 这个里面 history 有

很多层面。History we were told and history we learnt。所以我要找出什么是

表面的历史，什么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回到藏独的问题，首先听到藏独问

题我们不做价值判断，对，不对，应该还是不应该，而是从为什么。我研

究问题的出发点都是很简单的：为什么藏人要流亡，为什么藏人要独立，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I don’t know。于是我去挖掘事实，于是我去研究，于是

我去 17 个难民点采访将近 400 藏人。我去坐在他们面前，其中年纪最大

的有 94 岁，在我采访他的几天后就去世了。他在临终前听说有一个汉人

从美国来想要听他讲这个事情。他的家人跟我说，他已经要不行了，已经



开始准备后事了，亲戚从世界各地赶回来。我说那我就不去了，但第二天

我得到消息，这个老人坚持要见我。我带着照相机录音笔到他面前去，他

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非常空明，我知道他已经不是在跟我说话了。他是对

子孙后代说，知道有一个汉人想知道这些事情，我 literally 是跪在他面前

采访。他说话的时候已经没有中气了。他说的话我全都记不清了，我只听

懂几个字，他们为什么要怎么。我说不用翻译，他不是在跟我说话，而是

临终前有些话想说出来。我在巴扎克的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几十个老

人坐在我面前，其中有一个老人跟我说，你问了我们很多问题，但我只想

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是从纽约来的，你是我 59 年流亡到现在在这里看

到的第一个汉人，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些？我跟他说，我很抱歉，我到了这

个地步我才知道我对西藏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汉人，

但我们汉人不是天生这样，天生没有 emotion，同情心，和别人的苦难，

而是我们不知道。而我觉得我有责任，我要让我的同胞们知道。在整个过

程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在心灵净化中有很多这样的转型，不是去看着蓝

天，而是在这样的客厅和这些老人的谈话中让我深刻去反省，中国革命他

的意义在哪里。我之前回家，我母亲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共产党并没

有对你不好。我说这不是共产党的问题，这是我们人性的问题。我们怎么

样能将自己定义为人的问题。这是 justice，justice 既对他人，也对自己。

我们怎样拯救自己，这个问题超过我个人，我只是一个 instrument。 
观众：西藏在过去一直都是政教合一的，那在 49 年前，在民国之前，那

社会阶层之间，占底层的人大概占西藏比例多少？西藏很多照片里的法器

都是用人皮，头盖骨制成的。那当时西藏的贵族对贫民享有多大的生杀大



权？物质条件又怎样？49 年后，这种情况，特别是普通阶层的藏民的生活

条件跟以前比是否有改进还是退化？宗教的自由度跟以前比是多了一些

还是少了？ 
李江琳：我写说一点，这有两个阶段，胡耀邦之前和胡耀邦之后有很大的

改变。那胡耀邦之前，文革刚刚结束，西藏民主改革到之间，我有一个很

内部的资料。当时西藏的一个老干部的回忆录，里面有一点就是，我指西

藏自治区。整个西藏自治区在其中收到的冲击是最小的。中央重点保护的，

他承认很多人民的生活还不如民族改革之前。这就是胡耀邦到了拉萨之后

非常的震惊，当时西藏自治区的第一把手，书记－他当时向邓小平汇报说

我们解决了几百万人流浪讨饭的问题。在胡耀邦之后，这有所改善，他在

民族生活方面有一定的改善。但能有多大的改善，这个很难说。然后也要

看地区，如果我们说西藏自治区在拉萨市很好，但在偏远的牧区就很差。

也要看现代的旅游点和有没有虫草。但普遍的贫困还是一直存在的问题。 
慈诚嘉措：你刚才有提过被眼睛挖掉的照片，我小学也看多这样的照片，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照片里面的人是汉族人，这是一个汉族的间谍来西藏所

以被挖掉眼睛。挖掉眼睛算当时的酷刑，但是不会被杀掉。当时酷刑的方

式是很多的，挖眼睛算很残酷的酷刑，但是割人皮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李江琳：你说在网上的照片我以前做过研究，是同一张照片被转来转去，

摧毁了 4000 多个寺院才找到的照片。你说的法器，这些人头骨我都见过。

这些是法器，是藏传佛教中一种修炼的工具。但这种工具并不是随便可以

使用，如果我想给人家做我还不够格。这个人头的碗叫嘎巴拉碗，2010 年

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西藏自治区合办的一个展览，其中也展出过这样一



个碗。他的说明是什么呢？他的说明就跟你在西藏看见的不一样，他的说

明是：西藏高僧头骨制成的，而在西藏看见的应该是农奴的头骨制成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 propaganda， try to justify a lot of th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