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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发 展 道 路 的 历 史 选 择
（上接第十一版）

——十四世达赖集团破
坏象征和平的奥运会，充分
暴露其“非暴力”的虚伪性

奥运会是人类和平、友
谊和进步的象征，为各国人
民所欢迎和珍重。十四世达
赖集团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滋扰破坏，是对其所谓“非暴
力”形象的极大讽刺。

2007 年 5 月，“藏独”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在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时
任“西藏流亡政府”头目桑东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
通过了一个《战略计划》，决定启动抵制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的运动。之后在美国的“藏独”组织提出了“西藏人民
大起义”构想。他们认为 2008 年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
后一次机会，决定利用奥运会前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有
利时机”，图谋“通过唤醒、协调西藏境内的行动给中国制
造危机”。

2007 年年底，“藏青会”、“西藏妇女协会”（以下简称
“藏妇会”）等“藏独”激进组织在印度召开会议，宣称将发
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2008 年 1 月 4 日、25 日，7 个

“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组织新闻发布会，公布《“西藏
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 100 多个网站上传播，称

“将从 2008 年 3 月 10 日开始，举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西
藏人民大起义运动’”。3 月 10 日，十四世达赖发表讲话，
鼓动中国境内的不法分子采取暴力行动。“藏青会”在同
一天发表声明称，“目前应紧紧抓住过去独立斗争中从未
有过的重要契机，即今年的奥运会”，为了“西藏独立”，

“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
在十四世达赖集团的策划组织下，2008 年北京奥运

会筹办期间，“藏独”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了一系列干扰破
坏活动。“藏独”分子多次破坏奥运会的重要仪式，包括冲
击希腊的圣火采集仪式，在多国抢夺传递中的奥运火炬
等野蛮行为，引起国际社会极大愤慨。

——十四世达赖集团漠视普通藏人生命，蛊惑纵容
僧俗信众自我施暴

2011年8月，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上台后明
确提出“创新非暴力”运动。自此，十四世达赖集团开始通
过多种途径煽动境内藏族僧俗、信众自焚，造成中国部分
地区接连发生自焚事件。2012 年 5 月 29 日，在“藏青会”
为自焚藏人举行的烛光集会上，其头目宣称，“西藏独立不
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上长出来，而要靠我们的努
力和行动，要付出代价”。2012年 9月 25日至 28日，十四
世达赖集团召开第二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明确将
自焚视为“最高形式的非暴力行动”，将自焚者视为“民族
英雄”，为其建造纪念堂、筹措专项基金。此后的一段时
间，十四世达赖集团大肆鼓吹“自焚不违背佛法”、“自焚属
于殉教行为，是菩萨行”，诱骗藏区信众特别是一些阅世不
深的青少年走上不归路，导致自焚事件陡增。

中国公安机关侦破的一系列自焚案件，清楚地说明
自焚事件是十四世达赖集团一手操纵和制造的。位于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格尔登寺是自焚事件发生最
多的地方，事实证明，该寺发生的自焚事件与十四世达赖
集团的策动有着密切关系。十四世达赖集团组织自焚一
般通过四条途径：一是通过格尔登系寺庙和印度格尔底
寺“新闻联络小组”联络，遥控策划自焚；二是由“藏青会”
成员非法入境，煽动组织自焚；三是通过境外回流人员教
唆自焚；四是利用网络和“藏独”媒体炒作造势鼓动自焚。

十四世达赖集团还发布操弄自焚行为的《自焚指导
书》，有系统地煽动、教唆境内藏人自焚。该书作者署名
拉毛杰，曾连任过两届“流亡议会”“议员”。《自焚指导书》
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鼓吹自焚者是“无畏的英雄，很伟
大很光荣”，怂恿“男女英雄们”时刻准备牺牲生命；第二
部分是教授如何做“自焚准备”，详细指导自焚者“时间上
要选择重要日子”，“环境要选择重要的地方”，“留下书面
或录音遗言”，“托一两个信得过的人帮助录像或照相非
常重要”；第三部分是“自焚口号”，教唆自焚者呼喊统一
的口号；第四部分是配合自焚的其他行动。《自焚指导书》
完全是一部教唆他人自我施暴、制造恐怖气氛的死亡指
南。撰写并传播《自焚指导书》，无疑犯有杀生的罪孽，与
藏传佛教教义完全相悖。

在公共场合的自我施暴本身就是暴力行为，目的是
制造恐怖氛围和传导恐怖心理。在这个是非明确的问题
上，十四世达赖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2011 年 11 月 8
日，自焚事件发生初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问题在
这里，自焚需要勇气，非常大的勇气。”这实际上是对自焚
者表示赞赏和肯定。2012 年 1 月 3 日，他又为自焚辩解
称，“自杀从表面看是暴力行为，但区分暴力与非暴力最
终在于动机和目的，源于愤怒和憎恨的行为才是暴力”。
显然，在他看来，自焚是“非暴力”行为。2012 年 10 月 8
日，他在接受专访时还说，“我非常肯定的是，那些自焚者
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怀揣着真挚的动机，是为了佛法
和人民的福祉，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是积极的”。在此，他
已十分清楚地对自焚给予肯定和赞扬。达赖还利用其宗
教领袖身份，亲自主持“法会”，带头为自焚者“超度”、“念
经”、“祈福”，这对具有朴素宗教感情的信众很具煽动性
和蛊惑力。

尊重生命，反对暴力，是佛教的基本主张。佛教既反
对杀生，也反对自杀，主张慈悲为怀，善待、爱惜、救护一
切生命。不自杀，为佛陀所制定的重戒。在佛教经典中，
自杀与教人自杀，皆属大恶。佛教《四分律》、《弥沙塞五
分戒本》、《十戒律》等比丘戒律都规定：若比丘亲手自杀，
或请别人杀死自己，或教别人自杀，此比丘便犯了杀生重

戒，失去作比丘的资格，须驱出僧团。佛教还认为，劝诱、
鼓励、赞叹自杀，及为自杀行为提供条件和方便，是一种
严重的罪业。十四世达赖集团对藏人自焚的态度和做
法，就是在教唆、诱导别人自杀，属犯罪行为。此种行为
不仅违背了人类的基本良知和道德，而且严重践踏了佛
教教义，与佛教生命观完全相悖。中国政府为维护人民
权利，捍卫法律尊严，采取多方面措施制止自焚事件，挽
救无辜生命，并对自焚事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处，
挫败了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自焚实现“藏独”的图谋。

——十四世达赖集团煽动民族仇恨，培养崇尚暴力
的“藏独事业”接班人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为实现“西藏独立”，始终没
有停止在藏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和矛盾，挑
拨离间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自 1959 年发动叛乱失
败后，十四世达赖在讲话中不断宣称：“赤色汉人”是“怀
中之蛇和令人生厌的东西”；“汉人就像一个神经不正常
的人”；“汉人把藏人看成牲口一般，进行残酷的折磨”；

“自从汉人来了以后，西藏的痛苦就增多了，因此痛苦增
多的根源在于汉人”；“汉人残酷、无情、凶狠，千方百计地
消灭藏族”，“中共屠杀了 100 多万藏人”。近年来，十四
世达赖集团还利用自焚事件强化仇恨教育，在所办学校
展示自焚照片，强迫孩子们向自焚者致敬，攻击中央政府
治藏政策，强化民族隔阂和仇恨心理。

成立于 1970 年的“藏青会”，是直接听命于十四世达
赖的“藏独”激进组织，目的是为“藏独事业”培养“接班
人”。“藏青会”章程规定，“遵从怙主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
和指引”，“致力于西藏自由、独立的正义事业”，“不惜生
命代价”。“藏青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
活动。“藏青会”多届主席都曾经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
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
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恐怖活动可以获得广泛影
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2003 年 7 月 3
日，时任“藏青会”主席的格桑平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
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多年来，“藏青会”不仅策划和煽动
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参与暴力事件，还积极培训其武装
和后备力量。他们在印度达兰萨拉设立了武装训练基
地，组建“西藏自由战士协会”，进行武装破坏活动，并派
人与国际恐怖组织接触，寻求相互支持。在西藏和其他
地方发生的很多暴恐事件，都与“藏青会”有直接关系。

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培养“藏独”接班人的政治目
的，制造“藏族孤儿”事件，导致骨肉分离，酿成人间悲
剧。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报道，20 世纪 60 年代，十四世
达赖与瑞士商人勾结，强行将近 200 名藏族儿童从亲生
父母身边夺走，谎称其为“孤儿”，安排瑞士家庭领养。十
四世达赖此等所为，公然违背人伦道德，严重践踏儿童权
利，为人类正义和善良所不容。

十四世达赖集团为维系权威，排除异己，对政治和宗
教上的不同意见者采取暗杀、毒害等手段，实施政治和宗
教迫害。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功德林活佛在家中被刺成
重伤，赤江和松布两个年轻活佛遭到“死亡威胁”。这些
事件都与十四世达赖集团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

60 多年前，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十四世达赖的合作，实现西藏和平解
放。1959 年十四世达赖叛逃国外后，中央政府始终是仁
至义尽、给予出路。然而，十四世达赖在这 60 多年里则
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了与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愿望
背道而驰的选择。

——达赖喇嘛的历史合法性源自中央政府，十四世
达赖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曾作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最
终背离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达赖喇嘛这个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的称号及其历
史地位和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 年，五
世达赖应召进京朝见清朝顺治皇帝，被册封并授予金册
金印。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得以
确立。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确立达赖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1940 年 2 月 5 日,
国民政府颁布“府字第 898 号”令，批准青海省湟中县祁
家川 5 岁男童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并根
据西藏地方政府免于金瓶掣签的请求，特准继任为第十
四世达赖喇嘛，拨付坐床大典所需经费四十万元。2 月
22日，循历史定制，中央政府代表吴忠信与热振活佛一起
主持了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拉木登珠成为十四世达
赖，其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关于达赖喇嘛制度的规定和
国民政府的批准认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争取和平解放西
藏，中央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1950 年
11月，西藏地方政府主张亲帝和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
饶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新中国领导人对他表
示祝贺。在中央政府民族平等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
的感召下，十四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
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到北京谈判。西藏实现和平解
放后，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带着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

写的亲笔信抵达中印边境小城亚东，劝导在那里观望形
势的十四世达赖返回拉萨。新中国领导人在信中指出：

“这个协议是符合西藏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
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
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
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
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
认真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帮助人民
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7 月 21 日，十四世达赖启程
返回拉萨。10 月 24 日，十四世达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公
开声明完全接受《十七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尊重十四世达赖的
固有地位，给予其崇高荣誉并积极争取他为建设新中国
作贡献，但他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十七条协议》规定：“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
中央亦不予变更”。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给予十四世达
赖很高的政治待遇。1953 年，十四世达赖当选为全国佛
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 年，十四世达赖参加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国家大
事，拥护和赞成第一部宪法草案。十四世达赖在会上发
言，充分肯定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取得的成绩，对
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他还说：“敌
人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现在这种谣言已经完
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在宗教信仰上是
有自由的。”在这次会议上，十四世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西藏地方领导人历史上在
中央政府担任的最高职务。在北京期间，新中国领导人
多次接见十四世达赖，与他谈心。十四世达赖撰写《毛主
席颂》，歌颂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1956 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十四世达赖担任筹委会主
任。他在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十七条协
议》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
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不
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人
民解放军进藏、十世班禅返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等问题
上，他一度做出了积极姿态。

然而，在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和支持下，
十四世达赖罔顾作为佛教徒的基本戒律和伦理，辜负中
央政府的期望，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暗中从事分裂国家
活动。1959 年，十四世达赖集团为抗拒废除农奴制的民
主改革，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对于十
四世达赖的两面派手法，中央政府早有洞察。新中国领
导人毛泽东指出：“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 1955 年由北京
回去就开始了。1957 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 1958 年布置
了两年。”十四世达赖对自己阳奉阴违的做法直言不讳，
他在 1965 年曾称，在 1951 年至 1959 年的九年间，“一边
在口头上说我们为能回到祖国大家庭而高兴，为能同祖
国大家庭中的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高兴之类的
话的时候，在心中也隐藏着一句话”，“此话就是：西藏要
自由独立”。

——发动武装叛乱后，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仁至
义尽，在一段时间内仍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但他在背叛
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各族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同时开展了民主
改革运动。对十四世达赖的叛逃，中央政府决定不加阻
拦，并以其被劫持的说法，为其留有余地。同时，对他采
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
务一直保留到 1964 年。1959 年 10 月，新中国领导人毛
泽东在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如果达赖赞成我
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赞成两条，第一，西
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
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

然而，叛逃后的十四世达赖在叛国途中即公开撕毁
《十七条协议》，矢口否认其曾经表示的爱国立场和作出
的爱国承诺，公然与中央政府决裂，走上背叛国家和民族
的道路。1959 年 6 月，十四世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
明，声称“西藏实际上一向是独立的”。1963 年，十四世
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所
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
家元首”，“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由达赖
同意方被认可”。

1964年 12月 17日，中国国务院第 151次全体会议通
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 1959 年发
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
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
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
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
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十四世达赖改正
错误指明出路，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
针，但他始终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

爱国是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提出的一
个基本要求。为增进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对祖国建设
成就的了解，从 1979 年 8 月到 1980 年 9 月，中央政府有
关部门接待了十四世达赖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

亲属回国参观。十四世达赖
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
参观、探亲。令人遗憾的是，
十四世达赖非但没有接受中
央的善意和提供的宝贵机
遇，反而顽固坚持“藏独”立
场，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破

坏活动，丧失了与中央政府和解的时机。十四世达赖派
出的回国参观团利用中央政府“来去自由”政策，四处鼓
吹“西藏独立”，煽动民族仇恨，非法干扰和破坏社会正常
的生产生活秩序。

从 1979 年开始，中央政府应十四世达赖方面的请
求，开始不定期地与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
谈。1979 年 2 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十四世达赖
的二哥嘉乐顿珠时就达赖回国问题指出，“西藏是中国的
一部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
与国家对话，这是根本问题”。“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
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爱国不分先后。根本
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
判断”。

1989 年后，随着苏联、东欧形势发生剧变，十四世达
赖错误地估计形势，宣称“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声
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1989 年十世班禅
大师圆寂后，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回
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十四世达赖拒绝了这次邀
请。1993 年，十四世达赖单方面宣布中断与中央政府的
接触。1995 年，十四世达赖公然否定历史定制和宗教仪
轨，认定其所谓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即使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向十四世达赖指明出路。
1997 年，中央政府指出：“只要达赖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
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可
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迄今为
止，中央仍坚持这一基本原则。2003 年，中央再次指出：
在西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
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个坚持”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
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也是接触商谈的根本政治原
则。中央一再强调，接触商谈的两个基本点是：第一，接
触的对象只能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流亡政府”，不管
名称如何变化，由谁掌管，都只是一个背叛祖国的分裂主
义政治集团，代表不了西藏人民，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
任何同中央“对话”的资格。第二，接谈的内容只能是达
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至多加上他身边个别人前途问
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彻底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
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以解决其余生怎么办的问题，
西藏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制度是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根本不可能讨论什么“西藏问题”、“高度自治”问题。

从 1979 年至 2002 年，中央政府 13 次接待十四世达
赖的私人代表，2002 年至 2010 年 1 月，又 10 次同意他们
回国。然而，十四世达赖屡屡辜负中央期望，不但始终坚
持“中间道路”那一套违反中国宪法、实质分裂祖国的主
张，而且策划制造了暴力干扰北京奥运会、拉萨“3·14”事
件和自焚事件等破坏活动。2011 年，十四世达赖宣布政
治“退休”，与中央政府接触的私人代表不久也宣布辞
职。此后，十四世达赖集团公然宣称以所谓“政府”名义
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公然破坏接触商谈基础，造成接触
商谈无法进行。

30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不断改变、调整策略，几次擅自终止与中央的接触商谈。
当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对其不利时，就要求与中央进行
接触；当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对其有利时，就中止与中央
的接触。即使是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始终围绕“西藏
独立”兜圈子，始终没有停止在国内外的分裂祖国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对十四世达赖本
人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达赖只有公开声明西藏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立
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才谈得上改善与中央的关系。”
中央政府希望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够丢掉幻
想，正视现实，改正错误，选择客观理性道路，为流亡海外
的藏族同胞做些有益的事。

结束语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

证明，只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
持稳定、反对动乱，西藏才会有光明前途。任何人和任何
势力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只能被历史和人民所
抛弃。

十四世达赖集团鼓吹的“中间道路”，以“西藏独立”
为政治目的，背离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违反中国宪法和
中国国家制度。十四世达赖集团只有承认西藏自古是中
国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中国的活
动，真正做些对国家和对西藏有益的事情，才会有出路。

西藏的未来属于西藏全体人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西藏的明天将更加美好。在未来的岁月里，西藏各族人
民将同祖国大家庭各族人民一道，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新西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 4月 15日电）

这是西藏尼洋河流域的公

路与村庄（3月 25日摄）。

尼洋河位于西藏林芝地

区，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一级

支流。近些年，林芝地区结合

创建“国家级生态地区”等契

机，不断加强清洁能源开发、护

林育林、道路硬化绿化、水资源

保护等，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

融 的 生 态 环 境 。 2012 年 至

2014 年底，该地区 316 个村获

得了“自治区级生态村”称号，

2015 年又新增了两个国家级

生态县。

新华社记者 索朗罗布摄

本报讯 记者代玲日前从西藏第二次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西藏森林覆盖率由
2002 年的 12.37%增至目前的 14.01%，10 余年间森林
面积增加了 195万公顷，相当于 1.95万平方公里。

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各级党委、
政府都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建设保护的投
资力度逐年加大。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将生态环境
保护作为底线、红线、高压线，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
措施。近年来，各级林业部门和自治区一直重视雪域
高原的林业建设，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防沙治沙、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一大批林业重点工程，
有效保护了雪域高原的生态环境。

调查成果显示，在西藏 120.21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区域内，林地面积 1949.40 万公顷，森林面积 1684.86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14.01%，活立木总蓄积 20.9 亿

立方米，森林蓄积量 20.85 亿立方米。其中，森林中
天然林占绝对优势，占森林面积的 99.23%，森林群落
结构完整，森林资源大部分处于自然、原始、顶级群
落状况；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处在动态平衡状态，生
态系统稳定。

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雷桂龙介绍说，与 2002年
的第一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相比，西藏森林面积
增 加 了 195 万 公 顷 ， 增 长 13.09% ， 森 林 蓄 积 增 加
1.932 亿立方米，增长 10.21%。10 多年来，西藏森林
资源面积和蓄积量实现了双增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
提高。

西藏林业部门表示，今后将通过建立健全森林增
长指标考核评价制度，积极开展高原森林碳汇研究，
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大力发展生态林果业、林下
经济等措施加强西藏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

西藏森林面积10余年增加195万公顷 尼洋河生态保护成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