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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的呼喊

严家祺（政治学家，美国）

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藏人已出走西藏53年，迄今不知何时能

踏上回家的路，而我也离开中国23年，对藏人的离家之痛感同身受。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与流亡藏人开始接触，以迟到了30年的理解，倾

听藏人对自己命运的诉说，自那时起，我感到汉藏民族的命运是交

织在一起的，我们同样的被欺凌和镇压，我们同样流亡不能回到家

园。

但藏人的苦难更甚一层。雪域高原的人口相对较少，交通、信息

传播的条件也与多数汉人居住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那里的

镇压往往不能及时被外界所知，即使藏民掀起一波波的抗议，但因

人数的相对弱势和汉人的冷漠而无法奏效，而只能一次次遭遇被镇

压和清算的结果，这里还含有民族压迫的成分，因此，藏人的悲哀

与绝望更甚于抗争中的汉人。

自焚是最深切绝望的体现，在我的记忆中，早在1998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傅全有访问印度的第一天，在新德里绝食的

藏人土登额珠就高呼“达赖喇嘛万岁！西藏万岁!”而自焚。2008年

序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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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3月事件发生在北京奥运前夕，举世的关注未能改变奥运展现出

的“繁华盛世”景象，对于藏人的压制也没有任何减缓。强硬的张

庆黎走了，却没有改变中共治藏的铁腕手段，中共四代领袖像史无

前例地被强行送进藏区寺庙，政权公然蔑视和侮辱藏人的宗教习

俗。

藏传佛教是藏人至高无上的信仰，达赖喇嘛是藏人心目中的

神。无论达赖喇嘛是否掌握政治权力，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在藏

人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攻击，也是对

藏人信仰的攻击。2008年3月事件后，北京没有从政策的根本上寻找

事件发生的原因，毫无根据地将其说成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

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加上藏区掌握大权的贪官污吏借“反

分裂”之名，极力掩盖藏区普遍存在人权侵害、民族压迫、文化语言

歧视和环境破坏等种种问题。北京在对达赖喇嘛的攻击逐步升级

的同时，加强对藏区寺庙的政治控制，对许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庙

实行排查、关门整顿、来自外地的云游僧人被驱赶，所有寺庙被迫

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对藏区的高压政策和对达赖

喇嘛的攻击，使愈来愈多的藏人感到彻底的绝望。在中国境内的藏

人，愈来愈把自己没有宗教自由和没有人权保障，与达赖喇嘛年复

一年不能回到自己家园连在一起。这种绝望的体现是，不到两年时

间，藏区连续发生至少17起藏人自焚事件，自焚的藏人高喊着“让

达赖喇嘛回到家园”而痛苦地死去。

著名藏人女作家唯色说：有人把自焚视为自杀，这完全是一种

贬低的看法。唯色引用高僧强巴加措格西的话说：“西藏僧俗自焚，

完全没有违反佛教杀生的教义，也没有与佛法见解相违，更没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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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Preface

戒。因为西藏僧俗自焚的动机与目的，毫无沾染一点个人私利的味

道……是为了护持佛法，为了争取西藏民族的民主自由的权益”，根

本上是“为利他舍自身之菩萨行”。我们都不赞成自焚，更不鼓励自

焚，但自焚是一种为引起人们注意表达愿望的方式，是在再也找不

到其他办法表达自己愿望时、极其痛苦而无比刚毅的行为。伟大而

可敬的17位藏人，他们用自焚表达的最大愿望是“让达赖喇嘛回到

家园”，这一声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让全世界多少人为藏人而痛彻

心肺。

行文至此，似乎感受到阵阵烈火的温度及其带来的伤痛。因

此，我也要发出喊声，表达我内心的强烈愿望，让更多的人听到藏

人的心声。杨建利请我为公民力量编辑出版的《浴火袈裟》一书写

序，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发生在藏区的这一

系列自焚事件，并思考背后的原因。这本书收录了许多汉人人权活

动者和作家的文章，收录了一些国家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对藏人自焚

事件的反应，同时也收录了中国官方对此的一些说法，这让我们可

以更全面地来看这些事件。我觉得这样的出版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我和达赖喇嘛有过多次接触，我对他的智慧、幽默、悲悯充满

敬佩。达赖喇嘛的威望不仅来自于他的非暴力主义、对世界和平、

对传播藏传佛教的贡献，而且来自于他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平凡而

伟大的人格。在西藏问题上，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得到海外华

人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达赖喇嘛还是一位藏传佛教的宗教改革家，

他对科学的尊重、主张政教分离、推动流亡藏人小区的民主化，对

今天的藏人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将长远影响西藏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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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与达赖喇嘛一样的政治流亡者，我谴责中共对汉藏

等各族人民的人权迫害，并发出我作为一个六四流亡者的呼吁：

第一，让达赖喇嘛返回离别五十多年的家园，给藏人以真正的

自治；

第二，停止监控和打压天安门母亲，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

第三，遵守宪法，尊重法治；

第四，制订新闻法、政党法，尽快将政治改革重新提上日程。

一个个藏人的自焚，一次次刺痛我们，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悲

剧屡屡发生的政治环境继续存在下去。让达赖喇嘛回家！让我们回

家！让所有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到自由和人权的

阳光普照！

  （2012年2月1日）

严家祺
（政治学家，美国）

YAN Jiaqi
Political Scientist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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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lai Lama and thousands of Tibetans have been exiled 
from Tibet for fifty-three years now, and who knows when they 
might be able to set foot in their homeland again. I, myself, 
have been away from China for twenty-three years already, 
and I share the Tibetans' excruciating pain of homesickness.  
In the 1990s I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ibetan exiles and after 
listening to the Tibetans recount their life stories, I understood 
that I was already thirty years late in coming to the aid of their 
cause. Ever since that time I've been convinced that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s are intertwined. We suffer the same 
humiliation and repression; we also share exile, unable to 
return to home.

But the Tibetans suffer even more than we do. In their snow-
covered plateau, the Tibetan population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compared to where the majority of the Han Chinese live, 
there is a huge gap in transpor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hat means that their repression is often not 
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least in any timely manner.  
Even if the Tibetans set off a wave of protests, it often fails to 
work because they are disadvantaged not only by the relatively 

The Cries from the Flames

By YAN Jiaqi 
(Political Scientist,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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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number of protesters, but also by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Han Chinese. Tibetans also suffer the additional element of 
national oppression, which means the sorrow and despair of 
the Tibetans is double that of the struggling Han Chinese.

Self-immolation reflects the deepest despair of the Tibetans. 
I remember an incident, as early as April 27, 1998, when Fu 
Quanyou, the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visited India. 
Exiled Tibetans went on a hunger strike in New Delhi and 
Thupten Ngodup, one of the protesters, set himself on fire 
while chanting "Long Live the Dalai Lama and long live Tibet!" 
There was an incident in March 2008 that occurred on the 
eve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However, the world's 
attention didn't waiver from the scene of a "Prosperous Golden 
Age" brought forth by the Olympic Games, nor did it mitigate 
even a little China's oppression on the Tibetan people. The 
hardliner Zhang Qingli left Tibet, but the removal of  Zhang 
did not change the means by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ruled Tibet with an iron hand. Worse still, in an unprecedented 
affront, portraits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CCP leaders have 
been forced upon monks and nuns in Tibetan monasteries, a 
move that shows open contempt and insult for the religious 
practice of the Tibetans.

Tibetan Buddhism is the supreme faith of the Tibetans. In 
the eyes of Tibetans, the Dalai Lama is God, whether he has 
political power or not. The Dalai Lama as a religious leader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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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shakable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Tibeta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ttack on the Dalai Lama is equal to a 
direct assault on the Tibetans' belief.

After the March incident in 2008, Beijing did not try to find a 
root cause for this tragedy, but instead, groundlessly accused 
the Dalai Lama of "organized, premeditated, carefully planned 
separatist activities". Additionally under the pretence of "anti-
secession," corrupt and powerful government officials tried 
to cover up the serious and widespread human rights abuses, 
ethnic oppression, and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in Tibe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y escalate attacks on the Dalai Lama, 
Beijing has strengthened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Tibetan 
monasteries. Many of the highly-regarded temples are 
investigated, are one-by-one they closed for re-organization, 
and all traveling monks from other areas are expelled. All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are forced to carry out so called 
"socialism and patriotism education."

Beijing's heavy-handed policies in Tibetan areas and attacks 
on the Dalai Lama, have made more and more Tibetans feel 
utterly hopeless. Tibetans within China have increasingly 
linked their lack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with the fact of Beijing's ban of the Dala Lama return 
home year after year. This despair has resulted in at least 17 
consecutive occurrences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 in less than 
two years. Those who set themselves on fire have shouted "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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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lai Lama return home" and then painfully died.

The well-known female Tibetan writer, Woeser, has said that 
some regard self-immolation as suicide, but this is a negative 
view of these acts. Woeser cites the words of Jampa Gyaco 
Geshe Rinpoche: "The self-immolation of Tibetan monks and 
laymen does not violate the Buddhist teachings of no killing, 
nor is it contrary to Buddhist views, nor does it violate any 
other religious commandment, because their motivation 
and purpose is in no way contaminated by selfish personal 
gain ... but rather is done to protect and sustain the Buddhist 
doctrine, to fight for the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erefore, the self-immolation is "fundamentally" 
a Bodhisattva act by giving up their own lives to benefit 
others. We are not in favor of self-immolation, and we do 
not encourage self-immolation. However, self-immolation is 
a way to raise awareness and a way to express their desire, 
because all other avenues of expression are exhausted. It is an 
extremely painful, yet incomparably courageous act. Through 
their self-immolation, these great and respectable 17 Tibetans 
have expressed their greatest desire: to let "the Dalai Lama 
return home." Their voices have echoed across the globe, and 
the sound has caused the citizens of the world to share the 
Tibetans' pain, a pain that penetrate the soul.     

As I write these words, it's as if I can feel the hot, burning 
flames and the sharp searing pain. It makes me want to shout 
alou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let more people 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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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的呼喊
序  Preface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Dr.YANG Jianli  asked me to write 
a preface for the book entitled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to b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Initiatives for 
China, and I believe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allow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wave of self-immolation that is 
occurring in the Tibetan area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auses 
that behind this phenomenon. The book includes many articles 
written by Han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writers, 
the reactions of other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n Tibetan self-immolation, and it also collects 
some Chinese official statements, which allows us to take a 
more comprehensive look into these incidents. I think such a 
publication is very valuable.

The Dalai Lama and I have met numerous times. I deeply 
admire his wisdom, humor, and compassion.  The Dalai Lama's 
imposing reputation does not only come from his commitment 
to nonviolence, his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 and his 
teaching of Tibetan Buddhism, but also comes from his equal 
treatment of everyone, and from his approachable, common 
sense and great personality. The Dalai Lama's "middle path" 
to resolve Tibetan issue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Dalai Lama is also a 
Tibetan Buddhist religious reformer. He respects science, 
advocates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promote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exiled Tibetan community, something 
which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oday's Tibetans society, and 
will profoundly influence Tibet'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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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political exile like the Dalai Lama himself, I condemn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people, and 
all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s a 
June 4th exile, I call for the following actions:

First, let the Dalai Lama return to the home he has missed for 
50 years, and grant genuine autonomy to the Tibetans;

Second, stop the monitoring and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Mothers, and allow for a re-examination of Tiananmen 
incident;

Third, abide by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Fourth, pass a media freedom law, a law 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ut political reform on the top of the agenda as soon as 
possible.

Each Tibetan self-immolation, one after another, is a wound 
that is opened again and again, each and every time. We can 
no longer tolerate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se kinds 
of tragedies can occur over and over again. Let the Dalai Lama 
go home! Let us go home! Let the bright sunshine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shine down on every citizen of China!

                                                                   

 February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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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血红自由火

夏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在过去三年里（从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4日），中国境内已发生

了20起藏人自焚事件。在2012年的前五个星期之内，就集中发生了7

起。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僧人、僧尼或前僧人。最近在甘孜色达县

自焚的三人中据说也有牧民。在我们的记忆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

可比的例子，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教派在短短的时间里

发生了如此密集的自焚事件。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焚事件背

后的诉求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及时回应和满意的解决。也没有任何

理由相信，它们的终极根源也已消弭。所以，面对如此性命关天的大

事件，我们必须紧急关注，并努力找到解决办法。而不幸的是，当西

方主要国家都深陷全球经济危机之中时，西藏自焚事件未能得到足

够的关注。这种忽略让中国政府可以完全逃避国际舆论的监督，从

而漠视自焚者、死亡者和他们生活其中并为之代言的社区的诉求，

使得人间悲剧继续发生。

十二年前，现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博士曾对笔

者讲到：我们藏区没有石油，连空气都稀薄，我们只有喇嘛。所以，

西方世界对我们漠不关心。今天，一个又一个的男女僧侣在雪域高

第一章 导言
Chapter 1 

Introd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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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燃烧，他们应当给我们带来震撼。在人性的根本层面，这种震撼

产生的关注应该远远高于紧吸全球人类眼球的石油，因为，石油的

燃烧驱动的是我们的轿车、我们的经济；而生命的燃烧，尤其是那些

“生如秋叶之静美，死如夏花之绚烂”的僧尼的燃烧，烧灼的当是

我们的良心、驱动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此，我想讨论和阐明

下列几个议题：藏人自焚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是什么？藏人自焚传

达的诉求和讯息是什么？是什么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藏人，尤其是僧

侣的频繁自焚？在佛教和藏传佛教里，暴力、自杀和自焚与佛法教导

有何关系？最后，解决自焚的关键在哪里？

西藏和藏人的危机

西藏雪域高原，藏人的鲜血在燃烧！藏人的生命在抗争！这是

因为，西藏，这块土地养育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宗教、

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西藏高原恶劣而独特的地缘、气候和农牧环境造就了藏人的独

特生活方式。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藏人

成为世界屋脊的最好守望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全球的大

多数国家和民族都获得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时，早已皈依佛教、放

弃武功的藏人却被迫去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毁佛政党和无神论武装

起来的军事暴力机器。据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的描述，1955年毛泽

东见了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首先僧尼守戒不结婚，它减少

人口。第二，它忽视物质进步。”

 独立学者李江琳的研究揭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初期，中共军队一直不停地对藏区（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等地的

藏人居住区）进行“秘密战争”。而后，所谓“平叛”的军事长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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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当地的行政领导，从西藏建制初期就实行了“军区”和“工委”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60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着“军政

府”控制的历史。官方有意掩盖或淡化文革中藏区遭受到劫难。与

官方的历史叙述恰恰相反，在《杀劫》一书中，藏人泽仁多杰和唯色

父女用图片和文字记录再现了“文革”中西藏文化和人民遭遇的浩

劫。唯色写道：“1950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从此军队成为

掌控西藏的唯一力量。即使在中共总结的‘十年浩劫’时期，军队仍

然牢牢地掌控着整个西藏。”对西藏的“军事管制”“从未有过任何

放松，”存在至今。

 过去的5年，“军管”还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强化，甚至广泛深入

到了藏区乡村，直接控制寺庙和抓捕僧侣。

在1979年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次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书

记、副总理万里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西藏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随着

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调整极左的政策、中央加大对西藏的财政

支助和经济投入、重建宗教寺庙和恢复宗教生活、开始与流亡海外

的达赖喇嘛代表接触和允许部分流亡藏人返乡探亲，西藏在八十年

代初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期间，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资金

的支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某种让步，

因此，进步向上是主流。藏区的形势也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大趋

势。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尤其从1987到1989年，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显

露出局限性，它和中国民众（包括藏民族）的上升期盼（尤其是在民

权和自由领域里的）发生冲突。从内地沿海（例如合肥、北京和上海

的学潮）到雪域高原都出现了和平游行示威。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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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改革派（或叫自由派）逐渐失势于强硬派（或叫保守派）。中共

的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保守。在加强控制、打压异议人士的总方针

下，北京对汉人相对要耐心和克制一点；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心态、对“国外敌对势力”的臆想、大汉族主义的影响都使得中

共领导层更轻易地把少数民族问题上升到“领土和主权完整”、“国

家安全”的层面，针对藏人动辄使用军队、武警来暴力弹压。所以，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开枪镇压和平示威、造成流血事件首

先在1987年和1989年发生于西藏。1989年三月的拉萨军事戒严（长达

14个月）是由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直接决策实施的。

以后在1994年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对藏工作继续强调

控制和镇压。中共统战部在1996年发布通告，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

画像。到2008年西藏再度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在长达25年的时间

里，中共都采取了军事暴力和广泛镇压来处理藏区冒出来的抗议事

件。但军事镇压的效果愈来愈差，治理藏区的成本愈来愈高，藏民

的不满和反抗都在加速产生。以至在过去的5年中，藏区抗议活动

从未停息，甚至很快地蔓延到汉藏交界区、内地城市（例如西安和

成都）。而且，危机还在不断升级。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它陷入了

“以暴维稳、越压越乱”的恶性循环。

有必要指出，藏人面临的灾难源头集中表现在以“械心”闻名

的“技术官僚治国”的治理体系。其中尤以后来从西藏回到北京、再

升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和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

法工作的周永康为典型代表。胡锦涛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亲自坐

镇并参与89镇压的报道在海外已经流传甚广。他对宗教、文化事务

的僵化和铁腕控制已无需多写。但周永康需要提一笔。作家茉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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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四川藏区迫害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夏

天，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遭到镇压，他

们的住宅被强行坼除，在被驱逐之前，当局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

嘛的声明上签字。穿着破烂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这成

了周永康的‘治藏政绩’之一。”她还写道：2000年3月，刚上任两个

月的周永康在和四川农民人大代表见面时说，“他视察了四川藏区

甘孜地区，不明白四川藏民为何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

捐献给寺庙“，还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哪有把钱都送到

教堂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层面的满足对藏人如此重要，将藏人

和佛教三宝（佛、法、寺）割裂开来，也就在文化意义和生命本质上

消灭了藏人。如果“以食为天”、“信奉吃教”的汉人能够反思一下，

某一天，突然成吉思汗的一位后人（大多数该是穆斯林）又重新入

主中原，新的统治者将猪肉从汉人生活中剥夺，汉人的文化认同又

将在何处存在？我们必须明白，“三宝”提供的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

任何宝贵的美味都无法替代的。显然，对藏人来说，让他们忘记来

世、只顾今生，就必然剥夺他们的根本，完全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指导下的现代化就会成为“西藏的肿瘤”。

 如果藏人没有掌控和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自治权和自决权，西

藏继续缺乏内生性的、有机的发展动力，就难以摆脱被“天葬”的

命运。胡锦涛和周永康表现出对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彻底无知，以此

想要来为西藏危机找到出路，必然是没有希望的。而如果以军事暴

力机器去推行这样的“大现代化”，它引起的就不仅仅是宗教不自

由、人权没尊重的问题，而是整个西藏和全体藏民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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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藏人

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是中共试图在西藏推行第一次“一国两

制”的失败，也是产生以后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产生这一结

果的原因是，达赖喇嘛不只是带走了自己的家人，而且藏区的四大

教派和苯教的高僧领袖也全部逃离，带走了西藏的灵魂。从此，喜

马拉雅山两麓的藏人过上了“灵”与“土”分离的生活：逃离家园、暂

居佛土的藏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家园，但却失去了祖国故土；留守

家园的藏民却难以在精神上自由归家。王力雄观察到：“当北京把人

权等同于‘生存权’，把‘经济发展’当作民族政策时，尽管生存指标

和经济指标取得了相当进步，面对的却是更多不满。物非心，物也不

一定买得到心。”对藏人来说，心的家园在西藏以外，“达赖喇嘛如

同父母，甚至高于父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藏人在藏区境内自焚，境外的藏人也有自焚

（例如在新德里和尼泊尔），因为山麓两边的藏人渴望在藏土重归

一家已经近60年了。

不仅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而且中共

认定和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宝法王十七世也在千禧年之夜逃离西藏，

居留在达兰萨拉。可以说，今天中共控制下的藏区除了有大片的土

地和六百万藏人外，藏民族真正的“软实力”是在海外。首先，达赖

喇嘛是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在全球国际舞台上，达赖喇嘛的被识

别率恐怕是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分高低的。而

他的受欢迎程度在西方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天主教教皇。王力雄曾

写道：“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

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的国际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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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其次，随着佛法在汉地遭到大规模毁坏和污染，流亡藏人和他

们飘散在全球各地的僧团成了那烂陀佛教传承的守护者和纯洁性

的捍卫者。在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和南印度等地建立了佛教

的研究、译经和辩经中心，全球各地都建有弘扬佛教中心。西方的

后现代主义和向神秘主义的回归同藏传佛教的全球化相互拥抱、融

合。中共逼走达赖喇嘛，万万不曾料到佛教透过达赖喇嘛在西方日

常生活层面产生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不幸事件中的万幸。

未来也会证明，当中国汉地要重新回归正教，摆脱社会道德沦丧，

清除现今内地佛门庸俗之风，未受污染而还在佛陀故乡不断升华的

藏传佛教又会成为中华道德复兴的源泉。

第三，流亡藏人社区推行的政府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政策已经

取得显着成就。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最年轻的国家领

导人”达赖喇嘛在北京参加过人大会议。到了印度访问，总理尼赫

鲁陪同他参观了印度的议会。两个不同的议会比较，让达赖喇嘛认

定民主的优越性。1959年开始流亡生涯后，达赖喇嘛就提出了建立

“政教结合的民主政府”并在此年建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由选

举产生。在1961年流亡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讨论稿）》中，提出

了一条规定，“根据宪法和议会的章程”，如有需要可“罢免达赖喇

嘛”。尽管这一条文当时遇到僧俗的抵制情绪而未被采纳，但可以

看到，达赖喇嘛在流亡建政之初就有意识地推动“民主化”和“世

俗化”。2001年以后，首席部长（噶伦）也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

生。达赖喇嘛逐渐放弃对议会和政府的干预权，处于半退休状态。 

2011年他又宣布在政治上完全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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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新的政府内阁班子全面反映了全球化、年轻化、多元化

和世俗化的特征。在2011年的大选中当选首席部长的洛桑森格，任

职时年仅45岁。他是在印度德里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受到精英法律

教育，并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6位内阁成员平均年龄也只有40-50

岁，最年轻的卫生部长只有38岁。其中有两位女性（46岁的外交和新

闻部长，48岁的内政部长），两位从北美返回，全部是受到印度和北

美优秀教育的俗人。这样的内阁班子和议会、政府行政人员基本上

都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同时还反映出流亡社区藏人的对

本民族尽责尽义务的献身精神。

第五，全球化的援藏国际公民社会已经形成，并对藏人事业做

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近年来，达赖喇嘛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愈来愈

低，但却在他身边吸引和汇聚了愈来愈多的海内外华人。例如2011和

2012年岁末年初，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举行的时轮金

刚大灌顶法会就吸引了上千的大陆汉人。他对华人民众的信心越来

越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的道德复兴和民

主化进程都可以与西藏民族的自我拯救和自由解放形成良性互动。

僧人自杀自焚的根源

可以说，中国政府近25年来倒行逆施的对藏强暴政策与流亡

藏人社区的加速世俗化和民主化形成强烈对比，把藏人群体灵与

肉、精神家园与祖国故土、上师与信众更加撕裂开来，造成一种更

隐蔽的事实上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折磨（亲情上

的或精神上的）成为每一个藏人生活的常态。在佛教教导中，佛祖

创建佛教首先是针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四苦”）的，对僧

众来说，它是能除一切苦的善法。《法句经》明确教导：“一切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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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死亡”，“一切众生珍惜生命，以身作则将心比心，自不杀生莫

教他杀。”因此，佛教根本宗旨是戒杀，在小乘佛教里并明确反对自

杀。那为什么在藏区出家为僧为尼的佛门弟子，却成为连续自焚的

主体呢？是什么原因让皈依佛法并以此普度众人出苦厄（死苦也在

其中）的僧侣把死亡当成了一种手段呢？如果死亡变成了一种手段，

那么它服务的更高的价值又是什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更高的价值

受到威胁，僧人必须以死相争相护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2012年1月8日在青海果洛州达日县县城自焚的

索巴仁波切（Rinpoche，即汉语的“活佛”）的遗嘱。年仅42岁的索巴

仁波切身穿黄色袈裟、点燃汽油自焚。在牺牲前，留下了录音遗嘱，

他说道：

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

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

身的虐待和牺牲，我在此虔诚忏悔。

并且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如虱子等一切微小

众生，临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

正等正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

师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

寿命、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

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

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

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

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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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

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

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

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

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

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

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从上面摘取出的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层意思：第一，索

巴仁波切认真遵循了《中阴救度法》教导的死亡前的准备，避免产生

贪念、嗔怒和畏惧，做到心不散乱；同时观想上师，向上师祈请。第

二，索巴仁波切坦诚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是破戒，因而发出忏悔。

第三，索巴仁波切对上师达赖喇嘛尊者和一切众生，尤其是藏人同

胞发出善念，祝愿前者长寿、后者和平自由。第四，索巴仁波切对在

他之前“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祈祷发愿，因为根据《中阴

救度法》，在49天之内，祈祷善愿可以帮助亡者顺利转到下一世。第

五，索巴仁波切明确指出“三宝”（佛，上师；法，教义；僧，僧众和寺

庙）是藏人的“依靠”，此外别无他法。第六，索巴仁波切明示，他的

自焚是“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此外别无他求私欲。这里的

大义是维护佛法的纯洁和永存，而雪域藏人的自由又是佛法得以维

护的前提。第七，索巴仁波切引用佛陀舍身救虎的例子，来证明为了

实践、印证和捍卫佛法的根本慈悲，肉身是可以舍去的。第八，“此

处无声胜有声”的是，遗嘱没有一句提及中国政府、军队入侵寺庙、

镇压僧人等。

从上面的遗嘱我们可以看到，自焚的僧人明知他们已经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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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赴汤蹈火，对藏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可能在好与坏之

间进行了，却只能在怀和更坏之间选择。那么，对索巴仁波切和其他

牺牲的僧侣来说，他们自焚这一“坏的选择”又是在避免哪一种“更

坏的选择”呢？前者是僧人个人的自身虐待，后者却是“三宝”的毁

灭和雪域藏人未来的毁灭。

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三宝”在雪域高原正在被毁灭呢？概而言

之有下面三点：第一：中国推行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意识形态在系

统地摧毁和破坏中国和西藏的信仰体系。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强

暴镇压、对地下教会的骚扰打击、对所谓“邪教”的“黑社会化”处

理方式、对藏人和维族人的滥杀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农历新年西藏

党委开展的“百万领袖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进

村进寺、落实寺庙“九有”工作会议（即：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

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人民日报》和

《西藏日报》），与此同时又严厉禁止出现达赖喇嘛的画像，就是在

意识形态的最高层面对藏人的信仰进行侮辱和围剿。

第二，中国政府插手灵童转世、以舞弊方式内定灵童，强迫僧

侣和信众背弃和侮辱自己的上师，也是毁灭藏传佛教的根本教义，

破坏它的独立和纯洁。原历代班禅喇嘛驻锡地西藏日喀则市札什伦

布寺的主持、曾担任寻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委员会负责人

的恰扎强巴赤列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泄密罪判刑入狱6年，后死于

非命（据身边人说是被毒死的）。青海塔尔寺前住持、中国佛教协会

前副主席阿嘉活佛逃离大陆后披露，中共在选定西藏宗教领袖班禅

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中作弊，在一个装写有候选人姓名的象

牙签的锦套中塞了棉花，让这个候选人的签高出一截，因此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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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中了内定的候选人。中国政府把被达赖喇嘛认定为十一世班禅

喇嘛转世灵童的格顿确吉尼玛监管了起来，至今生死不明，成为世

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现在中国政府又在准备在未来达赖喇嘛的转

世上做文章。

第三，正如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

的结语中，谈到共产党政权与传统宗教的关系时写的，表面上看

来，一些寺庙和圣物还保留了下来，但他们发挥的功能就是不要宗

教发挥功能。他写道：“宗教器物和宗教人物都只是留着‘来被观看

的’。‘不许触摸偶像’非常形象地延伸到‘不许滋养敬拜者’。‘不

许触摸偶像’似乎是革命中破坏偶像的延续，而不是它的反动。”

 换而言之，尽管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恢复和修建了部分寺庙，

但由于政府派几千工作组进驻寺庙，用政治学习和宣传代替佛法研

修教导，并任意驱逐不配合的僧侣，动员僧众批判和诋毁自己的上

师（例如，除达赖喇嘛之外，还有十七世大宝法王、塔尔寺前主持阿

嘉活佛等），实质上是不让僧众敬拜自己的上师，不让上师加持自己

的信众。如果出家为僧者无法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如果信众无法

皈依上师、获得教导，藏传佛教就无从谈起了。如果僧团想做出任

何政府不许可的事，政府动辄派军队围攻、入侵寺院。肉体上的摧

残已广为人知，但对于自焚的僧俗人来说，心灵的痛苦远远超过了

肉体的痛苦，所以，自焚这一摧残自我的行为才会为藏人平静地接

受。

自焚事件的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在上述的背景下来理解自焚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自焚

展示的四个层面：第一，自焚是一种最高形式的、不伤害危及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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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它的抗议对象就是六十年来中共在西藏的失败统治和近期的

暴力镇压升级。第二，僧人自焚是一种殉道。它是用点燃身体来颂扬

佛法的伟大和维护它的尊严。第三，从个人层面来看，舍生取义的僧

人在自焚中脱离今生苦难、获得了圆满。第四，从僧人的自焚我们也

可以看到，在经历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中，只有获得了圆满顿悟

的英雄才能超越肉身的痛苦，同时在经历精神痛苦的折磨后能升

华涅盘，让生命能量燃烧、绽放出不朽的火花。对于千百万藏人来

说，他们的光明将普照雪域高原。

这里涉及一个伦理问题：自焚是否是破坏性的暴力？从个人主

义的伦理观来看，个人的自由包括对自己身体处置的自由（例如隐

私、安乐死和自杀等）。但个人的自由又要受责任和义务的限制。个

人的自杀可能对自杀者家属和孩童产生不利影响。

 但对出家人来说，这一家庭责任几乎不存在。但佛教教义里

有学者解读出自杀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允许的，尤其是获得开悟的僧

侣。例如，学者们在讨论，佛陀涅盘是否是一种自杀，佛陀舍身救

虎是否也是一种自残，等等。在巴利文的《相应部》（又称《杂尼迦

耶》）经书中提到僧人钱那（Channa）的“自杀是无可指责的”。印

度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在《东方宗教和西方思

想》一书中写道：“佛陀谴责自杀，但也有特殊例外：哦，舍利佛，任

何人舍弃自己的身体，换上另一个，我都认为是该受责备的。但沙

门钱那的自杀是不应当受责备的。如果牺牲肉身是出于强大的内在

信念、它的维持已不能带来任何益处、或者是为社会做出更高的公

益，那就是可褒嘉的。”

 当然，有学者持异议，认为佛陀并非在“接受”、更非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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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自杀，而只是在除去某种自杀的恶意解读和加在亡者身上的指

责。

 但又有学者明确指出，《妙法莲华经 》（又名《法华经》）中的

“药王菩萨本事品”中有“自燃身”来“以身供佛”和后来“燃臂供

养”的论述，而且认为这是“于诸施中、最尊最上”：

作是供养已，从三昧起，而自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

以身供养，即服诸香，栴檀、熏陆、兜楼婆、毕力迦、沉水、胶香，又

饮瞻卜诸华香油，满千二百岁已，香油涂身，于日月净明德佛前，以天

宝衣而自缠身，灌诸香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燃身，光明遍照八十亿

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

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若以华、香、璎珞、烧香、末香、涂香、天缯、幡

盖、及海此岸栴檀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及，假使国

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施，于诸施中、最尊

最上，以法供养诸如来故。作是语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

岁，过是已后，其身乃尽。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已，命

终之后，复生日月净明德佛国中，于净德王家、结跏趺坐，忽然化

生。即为其父而说偈言：

     　大王今当知，我经行彼处，

     　即时得一切，现诸身三昧，

     　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

     　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

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

指、供养佛塔，胜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

物、而供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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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华经》在北传佛教中广为流传，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教

国家才看到僧人自焚的行为。除去藏区外，文革期间西安法门寺的

良卿法师为了保护佛门的宝物，就自焚以死去阻挡当时的“革命小

将”搞打砸抢。1963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战期间也出现释广德法师自

焚的事情。所以，自杀自焚与佛教并非完全不容，对舍身取义的殉道

和抗议行动，尤其是供养佛法，并不存在道义上的污点。死亡者也

不因此而名誉受污。

与自焚相关联的另一个话题是，佛门弟子是否完全不能卷入暴

力。在林照真的《喇嘛杀人：西藏抗暴四十年》一书中，就详细记述

了许多誓不杀生的喇嘛为了挽救西藏，脱下袈裟、变成战士的历史

故事。

 学愚所著的《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

教》一书，则记载了汉地的僧伽大众拿起武器，加入抗日大军的英

勇历史。

 所以，广义上的暴力，狭义上的自焚都可以因为行动者心发正

愿，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或者为了捍卫三宝，或者为了供养佛陀，

都可以被接受，甚至成为英雄义举。正如我的诗人朋友辰岸（也是

一位在美国专攻佛教的宗教学博士）在《自杀者说》一书中写道的：

“英雄末路\是为那未尽的壮志\圣徒殉道\是为那神圣的呼唤……

拥抱生命 者豪迈\拥抱死亡者悲壮\不一样的勇气、不一样的喜

乐”。

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机器完全不顾国家结构性暴力迫害、军

队武警在僧伽寺庙屠杀和平的僧侣、政府没有诚意回应和解决西

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诉求，并由此而造成的藏民族反抗，而是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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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根源归罪与死亡者、其他受害者和海外的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

中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教授罗伯特·巴纳特的研究

表明，在2008年以来的抗议运动爆发之前的5年，四川甘孜和阿坝两

州的维稳开支就已急剧上升。事实上，维稳费用的飘升反映的是中

共把强力镇压作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大规模抗议的出

现和年轻人成为抗议的主体，则反映出大棒政策的失败。但今天的

中共政府不断在经济上收纲、政治上加压，而且以共产专制主义和

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来对待藏人，境内境外藏民族的联合反抗就

只会升级。正如达赖喇嘛在许多场合已经讲到的，他对中共领导和

中国政府已经不报信心。可以肯定的是，胡锦涛和周永康打造和维

持的对藏控制体制和政策在十八大他们任期结束时是难以改变的。

现在也难以判断，十八大上来的新领导人是否有政治远见、魄力和

智慧，与达赖喇嘛一道真诚合作，解决藏民族的诉求，化解藏汉民

族的紧张关系。恐怕，藏民族和汉民族都共同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

的挑战，那就是只有在与共产党争自由的民主化运动中，汉藏两族

才能获得自由解放，从而共建两民族的合作、和平的良性互动。所

以，能够在短期内终止自焚行为的可能性存在于藏汉民族同心携

手、发动国际社会力量，运用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从长期来

看，藏汉民族必须相互支持对方的自由民主事业，终止共产党的统

治，给所有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民带来“言论自由、敬拜自由、免于

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面对没有尽头的藏人的牺牲，我们现在还能做的就是实践索甲

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一书中谈到的方法，对死者，尤其是死于暴

力和意外的死者，通过祈祷提供我们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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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想从诸佛或圣者身上发出巨大

的光，洒下他们的一切慈悲和加持。观

想这道光芒流到亡者身上，完全净化

他们，让他们从死亡的混礼和痛苦中解

脱出来，施给他们深度、持久的安详。

然后，全心全意观想亡者化成光；同

时，他已经被治愈和解脱一切痛苦的意

识，腾空升起并永远与诸佛的智慧智

慧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嗡嘛呢呗咪吽                          

（原载《纵览中国》2012年2月5日）

夏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政治学教授）
XIA Ming
(Professo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Graduate 
Center and CSI)

A Flame of Liberty in the Land of 
Snow and Blood

XIA Ming
(Professo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Graduate Center and CSI)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re have been twenty Tibtans (most 
monks or former monks and nuns) who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hese twenty cases of self-immolation have happened 
because over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crewed-up its control over Tibetan areas. 
The military, paramilitary police, and other law-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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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es have conducted searches, blockaded and attacked 
monasteries and monks, with a particular acceleration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communist technocracy has 
escalated its efforts to “modernize” Tibet, which means 
to brainwash Tibetans with atheism, materialism and 
patriotism. Two top leaders, HU Jintao (former Party 
Secretary in Tibet and the current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CP) and ZHOU Yongkang (former Party Secretary 
in Sichuan where most self-immolations occurred and the 
current czar for internal security), are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and enforcing the current policy toward Tibet.  
In the meantime, the 14th Dalai Lama ha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both democrat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which has further deepened 
the anxiety and hostil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further intensified its inflitration 
into religious affairs and control over monasteries by 
imposing political propaganda upon them, coercing them 
to betray and attack their religious teachers (almost all 
religious leaders of major Tibetan Buddhist traditions live 
in exile outside of China), and expel uncooperative monks 
and nuns. Tibetan Buddhism within China has lost its 
autonomy and authenticity and with this loss the unique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Tibetans is also jeopardized. For 
Buddhist believers, Buddhism is a Dharma, a solution to 
end suffering and death. When the monks and nuns resort 
to self-immolation to communicate their grieva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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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 they are forced into a tough choice between bad and 
worse, not between good or bad, because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 three jewels (or Three Refugees,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are being taken away from the Tibetan people. 
According to some Buddhist teachings in the school of 
Greater Vehicles (Mahayana), in particular in the Lotus Sutra 
(Fahua Jing), “setting fire to body” or “burning fingers or 
toes” might be a great offering to the Buddha if the Three 
Jewels have to be defended and honored. Therefore, to 
bring self-immolation to an end, we must find a way to stop 
the persecu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genocide of 
Tibetan culture perpetr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ate. 
Instea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lamed the victims 
and the Dalai Lama, and has shown no sign of changing the 
course of its brutal but failed policy. Dr. Lobsang Sangay, 
the Prime Minister (The Kalon Tripa) of the Tibetan Central 
Administration in Dharamsala, India, once said that “we 
Tibetans have no oil, even our oxygen is thinner than in 
other places. Lamas are what we have. So the West does not 
care about us too much.” As so many Tibetans have died and 
more might come, should we (all of us living in the global 
society, especially those of us living in the We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luctuation of oil prices than to the life and 
death of Tibetans? Do we care? 

February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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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
腾起的火焰

李江琳（旅美作家）

今年，藏区发生了一连串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至今已有9名年轻

僧尼举火自焚，以死抗争。面对震惊世界的藏人连续自焚事件，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将责任推给“身份不明的”海外达赖喇嘛支持者，并

指责这些事件“违背佛教教义”，著名评论家胡平称该发言人的讲话

“丧尽天良”。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达赖喇嘛尊者和流散世界的藏人以印

度达兰萨拉为中心，为中国境内的自焚僧尼举办祈祷法会，并绝食

一天。自由不分种族，不分信仰，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也是人类共同

的追求。这天，全世界有许多自由西藏运动的支持者，也与藏人一同

绝食抗议。

2008年至今的一连串事件，只是藏人反抗暴政的延续。由于

信息封锁，藏人在暴政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反抗，国人几乎一无

所知，直到2008年的第三次“拉萨事件”，才露出了冰山一角。事实

上，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在藏地的宗教迫害从未停止，藏人的反抗

一波接一波，一代接一代，亦从未停息。

中共对藏传佛教迫害的 历史回顾

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以武力为后盾，在西藏三区陆续展开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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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称之为“民主改革”的强制改造。中共在藏区的土改分为几个阶

段进行，在甘青滇川的民族杂居区，土改与汉区土改同时进行。达

赖喇嘛出生的塔泽村，即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红岩村（原属湟

中县），是一个汉藏杂居的小村，32户人家中有9户汉人。1951年冬季

即开展土改，期间将达赖喇嘛家族的土地没收分配，他姐夫的一名

亲戚还因“为地主转移财产”而被劳教。【注１】

1956年，中共将暴力土改推行到藏地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土

改的同时直接推行合作化，全面没收僧俗民众的财产，批斗僧侣和

头人，摧毁寺院，激发了藏人的武装反抗，中共立即调动军队进行

大规模军事镇压。战争从四川藏区开始。1956年3-4月间，中共动用

了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康区著名

的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巴塘康宁寺和乡城桑披寺。镇压长达6年，

至1962年夏季才结束。这场长达6年的军事行动，在官方历史中称

为“平叛”。因此，所谓“民主改革”，其实是由土改、合作化、“平

叛”、镇反以及“四反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组成的

强制性社会变革，其过程既无“民主”可言，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改

革”。究其本质，中共在藏区的“民主改革”事实上是以“民主”为名

的摧毁，以“改革”为名的掠夺。通过这些运动，至1960年代初，藏

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遭到全面摧毁。

其中的“四反运动”，即“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运

动，亦称“反封建运动”，内部文件中称为“宗教改革”或“宗教制

度改革”运动，是针对整个藏区寺院的一场政治运动。《解放西藏

史》等中共官方历史叙述中，对这场为期半年多的“四反运动”几乎

【注１】1953年2月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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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笔墨，即使不得不承认建政后对西藏宗教的破坏，也是推给文

革。其实，文革是中共有计划地摧毁西藏文化的第二波。第一波就

是这个在中共官方历史中几乎不留痕迹的“四反运动”。

1958年6月4日至7日，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座谈会，

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汪锋分别在会上讲话，认为“宗教改革”的

时机已经成熟。李维汉在他的讲话中明确说：“过去几年对宗教采

取的方针，是基本不动，只同他们作政治斗争。……作政治斗争，而

不牵连到宗教。这个方针对不对？我看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那时

民主革命还没有搞，就动宗教？反革命没有动，就动宗教？还有建

党、建团，群众工作，这些都没搞，就动宗教怎么行？所以过去不动

是对的。但是现在所有这些起了变化，民主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

革命基本完成了。民族关系基本改善了，党建立起来了，团建立起来

了，有了群众基础，政权巩固了。所有这些叫做社会主义的优势，人

民的优势，共产党的优势，人民民主专政的优势。【注１】

“青岛会议”召开时，中共在甘孜、阿坝已经进行了两波军事

镇压，民间武器已经基本收缴，土改基本完成。中共在青海、甘孜、

云南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时候开始摧毁寺院，藏人已经不

再有反抗能力了。于是，1958年11月，乌兰夫和汪锋以中共中央民族

事务委员会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交四项建议，中央于同年12

月批转该建议，提出“对于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打

击，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把他们彻底搞臭，除过必须逮捕者

应加逮捕外，还须注意不要逮捕过多，尤其不要轻易杀人。”

【注１】李维汉同志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民族宗教工

作文件汇集1949-1959》，第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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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汪峰和乌兰夫的建议提交之前，“四反运动”已经开始。

甘孜州白玉县1958年6月就开始，青海8月开始，甘南10月开始，至同

年11月间，“四反运动”在甘川青滇全面展开。这场运动于1959年3-4

月间结束。当时藏区有多少寺院？根据新华社内参的报导，甘南州有

196座寺院，15664僧人，四川有727座寺院，约10万僧人。加上其他资

料透露的数据，1958年之前，整个西藏三区有3929座寺院，279951名

僧人。这个寺院数据应该不包括诸如修行洞一类的宗教活动地点。

这仅是藏区的数据。加上其他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如蒙、羌、土、裕

固等民族，共有五千多座寺院，45万多僧尼。

在“四反运动”中，寺院财产被政府没收。寺院财富来自当地

民众的奉献和寺院的经营，但“四反运动”中没收的财富并未归还

民众。以甘孜道孚县为例：（四反运动中）废除了寺庙的一切特权，

没收各种枪支290支，子弹5080发，土地7830亩，房屋2743间，粮食69

万余斤，牲畜12000头，各种封建物资折款139.8万元。分给群众粮食

32.19万斤，物资折款14.56万元。……没收的金银珠宝按规定上交国

库。【注１】

从上述数字中可见，没收的粮食分给民众的不到一半，分给民

众的物质折款仅占没收物质折款的10.41%。中共在那场针对藏区寺

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掠夺了多少财富？至今未见公布。

“宗教制度改革”后，除了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2123座寺院暂时

未动外，其他地区的1千800多座寺院大部分被关闭、占用、拆除，其

中数量不明的寺院毁于战火。甘南州的196座寺院保留了4座，甘孜州

的540座寺院保留了27座。僧人大部分被遣散回乡，绝大多数被迫还

【注１】《道孚县志》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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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各地著名宗教领袖大多被捕入狱，许多死在狱中。1959年3月，达

赖喇嘛和噶举派上师，16世噶玛巴仁波切同时被迫逃离。至此，藏

传佛教的四大领袖全部流亡境外。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时，藏区到处都是寺院的废墟。

“宗教自由”的假象

从表面看来，“信仰自由”是写入中国宪法的“基本国策”之一。

但1958年“青岛会议”上，李维汉对宪法上的“信仰自由”有相当清

楚的解释：我们党的政策有两类，一类是基本政策，如宗教信仰自

由，民族平等，统一战线等，是完全正确的，是长期不变的。还有一

类是具体政策，是执行党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所采取的策略性的政

策，它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对宗教信仰，我们

过去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今后仍然是这个政策。我们从来

认为宗教信仰是要削弱以至消灭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宗教是

万万岁，更没有讲过宗教制度不能改革。【注１】

1958年10月7日，汪锋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喇嘛教问题座谈

会”上讲话，也说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含义：“为什么提保

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

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 

动”。【注２】

1958年11月，乌兰夫、汪锋在提交中央的四项建议的第一项为：

【注１】李维汉同志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民族宗教工

作文件汇集1949-1959》，第749页

【注２】汪锋同志1958年10月7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

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第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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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

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注１】青

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更加清楚地表

明，中共“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

以至最后消灭宗教。”【注２】

至于具体方法，李维汉和汪锋都主张“彻底发动群众”，在寺

院内外进行社会动员，利用“寺外群众”和寺内贫苦喇嘛“内外夹

攻”，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除此之外，军队也是摧毁寺院的力量之

一，一些寺院就是由军队用炮轰和飞机轰炸直接摧毁的。

然而，由于宪法上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用来“堵塞国内

外反革命分子”造谣的，因此在实施名义上的“宗教制度改革”时，

就不得不换个名称。汪锋在其讲话中提出：“在打击反革命分子、

反对坏人坏事、反对宗教特权剥削等口号下（可以不提改革宗教制

度的口号），把寺外群众和寺内贫苦喇嘛一齐发动起来，造成两面

夹攻的声势浩大的改革宗教制度的群众运动，同时，把反革命分子

和民愤大的反动上层该逮捕的逮捕，该集训的集训，坚决揭掉盖

子。”【注３】

这就是“宗教改革”被称为“四反运动”的原因。几十年后，中

共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承认在藏区走过一段“弯路”，却把责任推给

文革和“四人帮”。事实上，文革只是摧毁宗教的第二波，摧毁的只

【注１】汪锋同志1958年10月7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

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第730页 

【注２】《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第432页。

【注３】《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第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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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之后残存的少量寺院，其中包括藏民族 

最神圣的寺院—大昭寺。文革后期，中共开始考虑有限度地开放西

藏，才将被占用为招待所的大昭寺重新修整。

2008年，“拉萨事件”第三次爆发，并迅速传到各地，成为藏民

族的全面抗争。

去年在印度一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 时，一位来自甘南的老人

曾告诉我他的家族故事。1950年代，中共开始在西藏三区全面镇压

藏人时，他从家乡的寺院逃到拉萨，在拉萨参加了反抗组织。几年后 

第一次“拉萨事件”爆发，他逃到印度，为了生存不得不还俗。2008

年，他返乡探亲，恰逢藏地又一波反抗。一天，他到寺院去看侄子，

当晚住在寺院。半夜里，荷枪实弹的武警冲进寺院搜查。他的侄子，

一位20多岁的青年僧人，被打成重伤，留下严重后遗症，两年多一直

卧床不起。

这是一个普通藏人家庭命运的缩影。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藏

人，为信仰，为自由，为尊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抗争。老人深为

侄子骄傲：“我们的年轻人没有背叛达赖喇嘛，他们还在抗争！”

宗教信仰伴随人类发展，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丛林中一个小

小的部落，也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信仰自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之一。然而，在中共打造的“盛世”虚光中，僧侣们却要以焚烧肉体

的火焰，来争取信仰的尊严。

今天，我的兄弟姐妹呵，让我们活着，并且见证：绛红袈裟上腾

起的火焰，已将虚假“盛世”的谎言烧成灰烬，当与世无争的僧尼不

惜以死抗争时，暴政的坍塌为时不远。

 （原载《纵览中国》 201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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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

第一章　导言 

Chapter 1 Introduction

A series of events since 2008 to these days is just the 
continuation struggle of the Tibetans against tyranny. 
The Chinese people know almost nothing about Tibetans’ 
over-half-a-century resistance to the tyranny due to the 
information blockade. Until 2008, the third "Lhasa incident" 
exposed the tip of the iceberg. In fact,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ok the l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has 
never stopped, and Tibetan protests, one wave after another 
and one generation after another, have never stopped.

October 19, 2011

Bearing Witness to 
the Burning Saffron Robes

By LI Jianglin
 (Chinese Writer, USA)



►50◄

浴 火 袈 裟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我们对西藏局势的声明和呼吁

执笔：公民力量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和军队控制下的藏区连续发生年轻僧人的

自焚事件，据信至少已有11名僧人因此失去生命或在医院抢救，但中

国官方媒体却对此不置一词。我们认为，西藏僧人自焚事件的频繁

发生是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和镇压升级的结果，绝望中的藏人

不惜以牺牲生命的方式对宗教自由被钳制,文化被摧残,基本人权被

普遍剥夺的状况表达抗议，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漠视藏人生命

并极力掩盖西藏人权问题的结果。对此，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一

样，感到悲伤和愤怒。

由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导致被侵害者的

遭遇无法被外界及时、准确了解，目前我们所知的藏区人权问题可

能只是冰山一角，许多严重和尖锐的问题仍被紧紧掩盖。更为令人

无法接受的是，在僧人自焚事件频发被外界披露后，中国政府仍不

正视这一严重的人道问题并采取措施，而是推卸责任甚至指责流

亡藏人，这样的做法只能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使藏人的处境更为

第二章 舆论聚焦自焚事件
Chapter 2

Various Reponses to Tibetan Self Imm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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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担忧和抗议。

日前，为表示对僧人自焚事件的关注，达赖喇嘛尊者亲自参加

了绝食祈祷，人们从世界各地以不同方式对僧人的牺牲表示悲愤和

哀悼。作为汉人，我们感同身受，因为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缺失

是所有中共治下民众的不幸命运，基于这种共同的命运，我们必须

对西藏问题表明观点，严正要求中国政府停止一味展示强权的僵硬

和蛮横，尊重藏人的正当要求，以公平、法治、和平的方式处理藏

区的宗教、文化、环境、言论与民族关系等问题。

我们认为，公正的前提是真相和事实，我们抗议中国政府控制

媒体的做法，并呼吁各界采取行动，调查和揭露发生在西藏地区的

人权侵害；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认识到，藏区年轻喇嘛自焚背后折射出的严

重人权迫害、民族压迫、文化歧视和对信仰自由的粗暴干涉，给处在

弱势地位的民族以道义、外交、舆论等方面的切实支持；

我们呼吁中国地区的所有民族能够认识到，针对藏人的迫害不

是文化、传统、信仰差异导致的特例，而是自由、人权、民主缺失前

提下的普遍问题，从而与藏人一起承担苦难与责任。在藏人最为悲

伤的时刻，作为兄弟和朋友我们必须坚定地和他们站在一起，反抗

歧视和迫害。

自2008年3月事件以来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对藏人进行严密的

高压统治，这种控制形同军事管制，一次次年轻僧人的自焚事件警

示世界：高压控制严重影响藏人生活，使越来越多的藏人感到绝

望，现在是对中共的藏区高压政策大声说不的时候了。所有关心藏

人、关心藏区、关注中国的个人、机构和政府应对此表明清晰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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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帮助藏人改善处境，并最终获得民族

平等和民主自由。

2011年10月

签名人:

严家祺，丁一夫，曾大军，李江琳，苏雨桐，冯崇义，胡平，苏晓康，赵

岩，张成觉，曾建元，盛雪，郭永丰，吾尔凯西，葛洵，陈奎德，刘泰，

阮杰，张小刚，韩连潮，宫宇宽，李恒清，罗云庚，赵东明，杨宽兴，

吕京花，刘轩，李青，李国林，任雪冰，上官纹清，张德邦，黄道南，

陈世忠，陈钊，袁铁明，郑钢清，陈弘莘，陈立群，唐元隽，李东澄，

潘永忠，陈良，陈玉青，张菁，方政，伍国雄，郭国汀，金秀红，金秀

兰，霍明学，赵国玉，封从德，韩武，董昕，梁咏春，边大卫，李艳，

锺言，苏明，逸君，刘云霞，王丹（加拿大），李桂琴，程铁军，韩武，

梁联发，熊若磐，王龙蒙，张健（法国），张晓峰，张伦，杨建利，张

逸梦，韩荣利，任畹町，孙维邦，黄强，刘钊，郏国庆，姜友录，刘伟

民，朱弘毅，魏晓涛，吴江，王歌，沙瑞国，孔天乐，陈晓，范岵昶，

杨梦笔，孔识仁，杨铮，老戴维，杨炜，韩广生，艾德华，陈汉中，蔡

淑芳，凌黎，高昇，颴猦，汤一心，严明，高原，冷梅，钟锦江，钟炜，

高健，余世新，张伟强，郝凤军，郑彧，梁友灿，余柯承，王薇，沈良

庆，张新宇，王平，曹晗，贝立，杨子建，李文鹏，陳聯昆，陳勁松，

陳元華，張馳，吳大鵬，朱健剛，宋书元，刘刚，甄燊港，孙刚，陈维

健，安琪，毕士强，孟浪，张健（美国），李景秀，王衡庚，李不然，司

晓琴，贺程，卢林洲，高春风，刘健，赵聚军，易杰，汪岷，黄奔，张

采宣，孙宝强，董宇昕，王巨，马少方，张朴，武宜三，蔡咏梅，南柯

舟，应红善，张裕，黄河边，张武岩，李刚，陈树庆，刘因全，范燕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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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海，野火，王策，徐英朗，郑源，熊炎，刘晓东，汤般若，李国宏，

穆家峪，赵达功，李清，张玉红，陳星旭，吴克宏，单趙子，陈用林，

苏惠，陈维明，王进忠，高平，魏泉宝，吕易，廖天琪，夏业良，妙觉

法师、唐荆陵，李原风 ，巫堃泰，沙裕光，侯宗哲，吕耿松，方仲宁，

唐世宗、杨沫妮，楊小炎，黃元璋、杜寧，张铭山，达尔，黄晓敏，郑

宇硕，何利华，林兰云，陈新浩，孙宝强，刘路，李国涛，杨光，林成

勇，董庆华，丁强，刘建平，刘军，崔伟明，李小明，韩华，金大军，许

万昌，朱小明，林恩惠，张国汀，任松林，Helena Hung,   Josephine Chu,  Li-Ping Yuan, 

Bill Chen, 杨逢时，汪成用，盧虹，魏紫丹，楊九誠，游娉婷，李长军，陈

宏谋，赵京，薛伟，秦永敏，陈新浩，江浩，曹以康，刘锦文，李仲，

阿木，齐家珍，李焕明，董春晓，Jeff Liu,  吕洪来，夏一凡，杨海涵，傅希

秋，柴玲，耿格，耿和，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张宏海，王荣清，徐

光，陈树庆，吕耿松，王东海，池建伟，沈建明，范子良，单称峰 魏祯

凌，谭凯，陈开频，戚惠民，毛国良，殷蔚红，肖利彬，陈龙，王成，

张立恒，苏元真，吴远明，高海兵，邹巍，楼保生，胡晓玲，来金彪，

王富华，王荣耀，何士林，初亮，楼裕根，陈震球，张建军，刘全贵，

姜在鸿，张中政，杨建民，金基明，胡臣，邵肖明，方升，洪家炯，姜

云刚，廖伟斌，贺忠民，黄伟东，朱国兴，包泮胜，李致远，楼明君，

洪晓旺，刘进成，程金根，于怀谦，余元洪，俞卫东，虞国成，余铁

龙，顾岁荣，江良，林辉，沈正义，王江西，王相晨，王晓钰，吴淦，

徐东飚，徐滔，叶健，张爱章，周俊义，周雄瑞，陈晓明，高烨炬，胡

贤焕，俞杭生，吴高兴，苏晖彬，董汉强，王杭立，蒋雪标，徐秋华，

方醒华，张诒达，郑玉林，陆奇，傅权，崔公展，尉国平，王鹏强，屠

开泉，杨子，朱瑛娣，赵立，万征，王有华，邱更耀，叶孝刚，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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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pen Letter Regarding 
Conditions in Tibet

来，邬为民，方剑良，席传喜，蒋彦明，戴建伟，杨云彪，洪家炯，徐

斌，梁丽婉 ，周伟民，刘训连，吴闯，谢维，沈剑彪，张花浓，毛奇

峰，张祯宗，薛正标，沈利虎，陈绍斌，诸吉明，涂画，黄伟，沈炳华，

袁忠良，朱掌林，王再忠，夏明 。        

（名单整理：公民力量义工 李仲、江浩、刘锦文、李长军、曹以康）

What causes a person to self-immolate?  Not just any persons, 
but religious monks and nuns who have made vows to 
renounce violence in all its forms?  In recent months, young 
Tibetan monks and nuns who live in regions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have taken the most 
desperate step of setting themselves on fire to protes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are forced to live, in contravention 
of their vows and their faith.  Rather than renounc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hey have become human flares for 
help in the hopes that those in the world who monitor the seas 
of persecution may see their desperate cries for rescue.  At 
least eleven were reported to have died or are still in Chinese 
hospitals.  [1] 

[1] What kind of treatment are they receiving in Chinese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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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frequent incidents and tragedies are indicative of and 
attributed to the ever-increasing repression exerci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gainst Tibetans.  And as we are 
all aware, this may be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s tightly controlled in areas under 
Chinese control.  Wha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is even after 
these tragedies were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ose to embark on a campaign to put blame onto 
others, particularly the Tibetans in exile.  It then launched its 
predictable cycle of arrests and punishment against the victims 
rather than the perpetrators.  Therefore, we the undersigned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ve concerns and voice our 
condemn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tragedies,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has 
attended hunger strike prayer services for the victims.  People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showed their sympathy toward 
those lost and suffering lives, and their justifiable anger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Chinese, we particularly 
share this moment of sadness and anger.  We share the same 
conditions of life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depri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ir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asic 
human rights.  Based on this shared suffering, we must make 
our feelings known and our views heard.  

We demand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stop its 
abuses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  We further demand that 

One can only shudder to 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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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uthorities conduct its business in Tibet in a manner 
that is peaceful, just and respectful of Tibetan culture and 
traditions.

We believe that Justice is premised on truth and facts. We 
condemn the way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s and distorts 
the media, and we appeal to the public to conduct its ow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ver 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 in 
Tibet.  We as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offer its moral, 
diplomatic and public opinion support to the Tibetan people.

All ethnicities and minorities in China must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oppression of Tibetan people is not a rare case of 
differing cultures, traditions and beliefs.  It is a common fate 
confronted by all of us, due to universal lack of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China.  And we must share 
our responsibility and painful burden together with the 
Tibetan people.  In this moment of grave sadness, we must 
steadfastly stand with the Tibetan people as brothers and 
friends in their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all stand up and say “no” to the Chinese 
policy of control and suppression. All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s of this world who care about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 must make their feelings known.  It is high 
time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modify its 
‘Tibetan policy’ so that the people of Tibet may come to enjoy 
the equal treatment, freedoms and autonomy which mus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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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ed to such a rich, ancient, and spiritual heritage.

The immorality of the conquerors need not overrule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  

October, 2011

Signed by :

YAN Jiaqi, DING Yifu, ZENG Dajun, LI Jianglin, SU Yutong, FENG Chongyi, HU Ping, SU Xiaokang, ZHAO 

Yan, ZHANG Chengjue, ZENG Jianyuan, SHENG Xue, GUO Yongfeng, WUER Kaixi, GE Xun, CHEN Kuide, 

LIU Tai, RUAN Jie, ZHANG Xiaogang, HAN Lianchao, Daniel GONG, LI Hengqing, LUO Yungeng, ZHAO 

Dongming, YANG Kuanxing, LV Jinghua, LIU Xuan, LI Qing, LI Guolin, REN Xuebing, SHANGGUAN 

Wenqing, ZHANG Debang, HUANG Daonan, CHEN Shizhong, CHEN Diao, YUAN Tieming, ZHENG Gangqing, 

CHEN Hongxin, CHEN Lihong, JIN Xiulan, HUO Mingxue, ZHAO Guoyu, FENG Congde, HAN Wu, DONG Xin, 

LIANG Yongchun, BIAN Dawei, LI Yan, ZHONG Yan, SU Ming, YI Jun, LIU Yunxia, WANG Dan (Canada), LI 

Guiqin, CHENG Tiejun, HAN Wu, LIANG Lianfa, XIONG Ruopan, WANG Longmeng, ZHANG Jian (France), 

ZHANG Xiaofeng, ZHANG Lun, YANG Jianli, ZHANG Yimeng, HAN Rongli, REN Wanding, SUN Weibang, 

HUANG Qiang, LIU Zhao, SHAN Guoqing, JIANG Youlu, LIU Weiming, ZHU Hongyi, WEI Xiaotao, WU 

Jiang, WANG Ge, SHA Ruiguo, KONG Tianle, CHEN Xiao, FAN Huchang, YANG Mengbi, KONG Shiren, YANG 

Zheng, LAO Daiwei, YANG Wei, HAN Guangsheng, AI Dehua, CHEN Hanzhong, CAI Shufang, LING Li, 

GAO Sheng, XUAN Feng, TANG Yixin, YAN Ming, GAO Yuan, LENG Mei, ZHONG Jinjiang, ZHONG Wei, GAO 

Jian, YU Shixin, ZHANG Weiqiang, CHI Fengjun, ZHENG Yu, LIANG Youshan, YU Kecheng, WANG Wei, 

SHEN Liangqing, ZHANG Xinyu, WANG Ping, CAO Han, BEI Li, Aaron Yang,LI Wenpeng, CHEN Liankun, 

CHEN Jinsong, CHEN Yuanhua, ZHANG Chi, ZHANG Jian (United States), LI Jingxiu, WANG Henggeng, LI 

Buran, SI Xiaoqin, HE Cheng, LU Linzhou, GAO Chunfeng, LIU Jian, ZHAO Jujun, YI Jie, WANG Min, Bell 

Wong,  ZHANG Caixuan, SUN Baoqiang, DONG Yuxin, WANG Ju, MA Shaofang, ZHANG Pu, WU Yisan, CAI 

Yongmei, NAN Kezhou, WANG Ce, XU Yinglang, ZHENG Yuan, XIONG Yan, LIU Xiaodong, TANG Banruo, 

LI Guohong, MU Jiagu, ZHAO Dagong, LI Qing, ZHANG Yuhong, CHEN Xingxu, WU Kehong, SHAN Zhao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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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onglin, SU Hui, CHEN Weiming, WANG Jinzhong, GAO Ping, WEI Quanbao, LV Yi, LIAO Tienchi, 

XIA Yeliang, MIAO JUE FA SHI, TANG Jingling, LI Yuanfeng, WU Kuntai, SHA Yuguang, HOU Zhongzhe, 

LV Gengsong, FANG Zhongning, TANG Shizong, YANG Moni, YANG Xiaoyan, HUANG Yuanzhang, DU 

Ning, ZHANG Mingshan, DA er, HUANG Xiaomin, ZHENG Yushuo, HE Lihua, LIN Lanyun, CHEN Xinhao, 

SUN Baoqiang, LI Lu, LI Guotao, YANG Guang, DONG Qinghua, DING Qiang, LIU Jianping, LIU Jun, CUI 

Weiming, LI Xiaoming, JIN Dajun, XU Wanchang, ZHU Xiaoming, LIN Enhui, ZHANG Guoting, REN 

Songlin, Helena HUANG, Josephine CHU (The Netherlands), YUAN Li-Ping, Bill CHEN, YANG Fengshi, 

WANG Chengyong, LU Hong, WEI Zidan, YANG Jiucheng, YOU Pinting, LI Changjun, ZHAO Jing, XUE 

Wei, QIN Yongmin, CHEN Xinhao, LIU Jinwen, JIANG Hao, CAO Yikang, LI Zhong, A Mu, QI Jiazhen, LI 

Huanming, DONG Xiaochun, Jeff LIU, LV Honglai, XIA Yifan, GENG He, GENG Ge, BobFu, CHAI Ling,  WU 

Yilong, ZHU Zhengming, MAO Qingxiang, ZHANG Honghai, WANGRongqing, XU Guang, CHEN Shuqing, LU 

Gengsong, WANG Donghai, CHI Jianwei, SHEN Jianming, FAN Ziliang, SHAN Chengfeng, WEI Zhengling, 

TAN Kai, CHEN Kaipin, QI Huimin, MAO Guoliang, YIN Weihong, XIAO Libin, CHEN Long, WANG Cheng, 

ZHANG Liheng, SU Yuanzhen, WU Yuanming, GAO Haibing, ZOU Wei, LOU Baosheng, HU Xiaoling, LAI 

Jinbiao, WANG Fuhua, WANG Rongyao, HE Shilin, CHU Liang, LOU yugen, CHEN Zhenqiu, ZHANG Jianjun, 

LIU Quangui, JIANG Zaihong, ZHANG Zhongmei, YANG Jianmin, JIN Jiming, HU Chen, SHAO Xiaoming, 

FANG Sheng, HONG Jiajong, JIANG Yungang, LIAO Weibin, HE Zhongmin, HUANG Weidong, ZHU Guoxing, 

BAO Bansheng, LI Zhiyuan, LOU Mingjun, HONG Xiaowang, LIU Jincheng, CHENG Jingen, YU Huaiqian, 

YU Yuanhong, YU Weidong, YU Guocheng, YU Tielong, GU Suirong, JIANG Liang, LIN Hui, SHEN Zhengyi, 

WANG Jiangxi, WANG Xianghen, WANG Xiaoyu, WU Gan, XU Dongbiao, XU Tao, YE Jian, ZHANG Aizhang, 

ZHOU Junyi, Zhou Xiongrui, CHEN Xiaoming, GAO Huaju, HU Xianhuan, YU Hangsheng, WU Gaoxing, 

SU Huibin, DONG Hanqiang, WANG Hangli, JIANG Xuebiao, XU Qiuhua, FANG Xinghua, ZHANG Yida, 

ZHENG Yulin, LU Qi, FU Quan, CUI Gongyao, WEI Guoping, WANG Pengqiang, TU Kaiquan, YANG Zi, ZHU 

Yingdi, ZHAO Li, WAN Zheng, WANG Youhua, QIU Gengyao, YE Xiaogang, SONG Jianlai, WU Weimin, 

FANG Jianliang, XI Chuanxi, JIANG Yanming, DAI Jianwei, YANG Yunbiao, XU Bin, LIANG Liwan,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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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min, LIU Xunlian,  WU Chuang, XIE Wei, SHEN Jianbiao, ZHANG Huanong, MAO Qifeng, ZHANG 

Zhenzong, XUE Zhengbiao,  SHEN Lihu, CHEN Shaowu, ZHU Jiming, TU Hua, HUANG Wei, SHEN Binghua, 

YUAN Zhongliang, ZHU Zhanglin, WANG Zaizhong, XIA Ming         

(This campaign was led by Initiatives for China and the signatures were collected and compiled with 

assistance from IFC volunteers LI Zhong, JIANG Hao, LIU Jinwen, LI Changjun and CAO Yikang)

October,  2011

习进平访美，
藏人组织在
白宫前抗议。
2012年2月
14日。

Tibetans protest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front of 
the White House. Feb. 14, 2012.

公民力量发起人
杨建利声援藏人
的抗议活动。
2012年2月14日 
华盛顿

YANG Jianli, the founder of the Initiatives for China, spoke 
at a Tibetan rally in Washington, DC on Feb.1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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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部分自焚藏人照片
The Self-Immolated Tibe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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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胞自焚乃中共罪孽

民主中国阵线

我们惊闻，2011年10月17日四川阿坝藏区玛麻尼姑庵20岁的丹增

旺姆为抗议中共暴政而自焚身亡。这是2009年以来发生的第10起藏

族僧尼用生命抗议中共当局的事件。藏族同胞的悲壮行为和苦苦心

志令天下人伤感和同情，也激起了人们对中共专制集团的愤慨。世

上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我们主张爱

惜生命，不主张死谏，不赞同采用自杀自焚等惨烈方式进行抗争。

但我们必须看清两点：第一，如果一个人不是完全绝望了，不会采用

自焚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自焚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毕竟

还在用和平手段坚持抗争。藏族同胞对中共政府完全绝望了，对于

生活前景完全绝望了，采用言论抨击、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抗争

方式，都遭受专制集团的残酷镇压，所以不得不采用自焚的方式以

死抗争。这表明中共统治下的藏民族的人权和宗教问题已经异常严

重。血的事实撕破了中共所谓和谐社会的面纱。 

面对一个个年轻生命悲惨逝去，中共当局竟然漠视生命，歪曲

事实，嫁祸于人，根本不从制度、政策和腐败等方面寻找问题的根

源。我们对此表示严重谴责！中共发言人说，藏区的自焚事件是达

赖喇嘛的追随者制造的。我们要问，内地汉人大量的含冤自焚事件

又是谁制造的呢？ 

我们是藏族同胞的兄弟姐妹。我们不忍目睹这样的凄惨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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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生。我们反对中共当局迫害藏族同胞！我们呼吁重视和保护

生命！我们严正要求中共当局查明自焚事件背后的冤情，严惩肇事

者和责任人，给全社会一个透明、公正和人性的交待。 

我们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的和平抗议行动！我们呼

吁中共政府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和宗教自由，放弃现行的对藏强硬

政策，制定出符合藏人意愿、实现汉藏双赢的政策。 

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没有错，但是采用暴力消除反对的声音，

这种手段是完全错误的。通过侵犯人权来维护专制淫威，不可能建

成和谐社会，只可能让社会日益腐败、日益黑暗、日益分裂、日益动

乱。                                                                                       （2011年10月20日）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Are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acing the tragic passing of young men, one after another in Tib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shows a total disregard of life; 
they distort facts, Shift blames, and refuse to find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from its political system, policy and corruption. 
We express our strongest condemnation over such acts of the 
CCP! The CPC spokesman says that the Tibetan self-immolation 
is manufactured by the followers of the Dalai Lama. We have to 
ask, who have manufactured many self-immolations caused by 
injustice in the Han Chinese areas?

October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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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僧自焚的声明

中国民运墨尔本联盟

自从08西藏事件暴发以来，中国大陆西藏社会和西南藏民地区

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镇压与反暴、钳制与抗议始终处于拉锯状态。

最近由于转世问题和尊者达赖喇嘛的声明，由于北京政府拒不接受

西藏民主新政府的对话，拒不在“中间道路”问题上有诚意的表态

和让步，不断发生了西藏社会僧侣、喇嘛、尼姑的自焚事件，而且愈

演愈烈，先后有十多名藏胞自焚抗议，甘愿为西藏民主化的未来献

身。这一系列事件牵动所有藏人社区，牵动各少数民族群，震动国

际社会，中国海外民运组织和团体也极为关注西藏社区的情况。

今年7月，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鼓励中国政府与达赖

喇嘛代表通过直接对话来解决长期存在的分歧，以达成对双方有

利的结果。美国“国会与行政部中国委员会”(The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3日举行“2011中国年度报告”听证

会，重点围绕了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问题、维权人士状况等人权问

题。这些都表明主流民主社会对西藏问题的迫切关注。

针对西藏的危急局势，中国民主运动墨尔本联盟特发表声明。

 一，中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施对藏民的暴力政策。

自从中共建政后，藏民族长期以来遭受中共的宗教迫害，近年

来中共不但严厉清洗了大批的僧侣，对留下来的僧侣进行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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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脑教育，同时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对反抗者进行严厉的惩

罚，甚至在宗教寺院设立警所，进行武装军事管制。同时采取非人

道的“三断”政策，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的寺院，实行断电、断水、断

路，切断寺庙与外部联系。在残酷的环境下进一步加剧藏胞与中共

政府的对立，使矛盾进一步恶化，也使得藏胞愈益处于危险境地。

中共的一党专制是西藏问题恶化的根本点。

二，中国政府必须立即就“中间道路”问题与西藏民主新政府

进行对话。

“中间道路”问题是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具

体设想。这是藏汉谈判的一个具体基础，只有在一个框架下才有

希望制定解决西藏问题的路线图。“中间道路”问题并不是西藏独

立，民族高度自决也不是分裂。中共北京政府一味拒绝，甚至乱扣

帽子，说明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毫无诚意和诚信。西藏和谐社会的建

立，少数民族社区的繁荣发展，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文化、习惯，

必须尊重和承认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各种权利。而中共惯于两面

三刀，表明在西藏问题上的伪善和心虚。

三，中国民主运动墨尔本联盟坚决支持西藏同胞的反抗和争

取人权、维护族群利益的行动。

我们认为：藏民族的自由解放运动与汉族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有

机的统一体。汉藏都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共同受难者，汉藏同时都受

尽了共产主义政策的灾难，汉藏都遭受了北京政府的暴政迫害。我

们必须共同努力去战胜中共的暴政，必须同心协力为实现中国现代

民主化而奋斗。我们急切地希望僧侣们在藏民族这一非常时期，能

够忍辱负重，珍惜生命。在胜利即将来临的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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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面对血腥和残暴，必须有战胜邪恶的勇气和毅力，必须笑对屠刀

和枪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才是理智和正确的选择。

西藏社区是少数民族社会的一面镜子，西藏的情况也是少数民

族社会的写真。在西藏社会和千百万西藏同胞处于危急的时期，我

们也希望西藏民主新政府和各部门机构及全体藏胞必须坚持自身

的努力和抗争，同时广泛争取国际民主社会的支持，争取海内外各

种道义团体支持，尤其是获取长期以来真心关注西藏社会的前途和

命运的民主政治社团组织的支持，形成坚实的政治力量，共同来反

对共产专制政策。

    （2011年11月18日）

Statement on the Self-Immolations 
of Tibetan Monks

Issu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Coalition 
Melbourne

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immediately stop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olent policy against the Tibetan people.

2.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immediately begin a 
dialogue on the "middle way" with the new democratic 
government of Tibet.

3. Melbourne Alliance for Democratic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actions taken by Tibetan compatriots to resi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o fight for human rights, 
and to defend their ethnic interests.

November 1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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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僧侣自焚事件的呼吁

纽西兰汉藏友好协会

对于最近以来，西藏地区的僧侣接二连三的自焚，我们“纽西

兰汉藏友好协会”对此忧心如焚。10月25日，又有一位僧人在中国的

西南部的甘孜寺自焚，这位名叫达瓦仁次的年轻僧人，是今年以来

第十位自焚的僧人。

“纽西兰汉藏友好协会”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纽西兰的藏

传佛教寺院，为逝世的僧侣们作了“法会”追悼英烈。我们祈祷他

们的英灵转生再世时能够享受到西藏的自由和平。对于西藏藏人越

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当我们把它与纽西兰社

会的自由平和相比时尤为强烈。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

接触交流已经非常地频繁，但是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中国政府不

但没有为此在制度与精神文化方面与世界接轨，而坚持着那个已被

世界各国抛弃和正在抛弃的旧体制，当他们看到这个体制没有出路

时，不但没有放松他们的暴力政治，而且变本加利地强化国家暴力

机器，特别是对藏民的统治，野蛮恐怖不下于文革时期。在这样一

个非常的时期，我们纽西兰汉藏协会深切希望，生活在西藏的藏人

能够忍辱负重，珍惜生命，我们坚信中共对藏人的野蛮统治总有到

头的时候，形势总会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包括西藏在内每年有十几

万起群体事件发生，中共政权已经是强弩之末，胜利往往是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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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持与努力之中。

最近，中国发生的数起道德事件，特别是“小悦悦事件”。当你

们在为民族的自由而燃烧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汉人却不愿为一个

受伤的女孩伸出援手，当他们冷漠地从血泊中的孩子身边走过时，

反映了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中国，人道危机是多么地深重，中国人的

良知已经残缺，人心已近崩溃。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生活着的人，如

果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感，和人所为人的最平常的侧隐

之心，人就变成了一群行尸走肉。恢复人心，需要一些宗教情怀，但

中国的佛教文化，已经腐败堕落，我们将恢复人心的重担寄希于你

们，在西藏佛教文化正在弘扬于世界时，向汉族弘扬佛教文化，重

振汉地佛教，你们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尊者达赖喇嘛也一再向西

藏的僧侣们表达了这样的使命。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多少失去生命

意义的人，等着你们的慈悲喜舍，救度重生。望你们坚持，坚持，再

坚持，希望，希望，再希望，为了我们汉藏两族自由和平的明天。

    纽西兰汉藏友好协会

   （于纽西兰  201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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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Zealand Chinese and Tibet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recent spate of self-
immolation by Tibetan monks. On October 25, there was 
another monk in Ganzi Temple, southwest China, who self-
immolated. This young monk’s name was Dawa Tsering, and 
he became the tenth self-immolated monk this year.

November 2,2011

Statement on Tibetan Self-Immolation

Issued by
The New Zealand Han-Tibet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New Zealand Han-Tibet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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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局势和藏人自焚的呼吁

澳大利亚中国人权国际促进会

最近数月中国大陆西藏地区的人权状况日趋恶劣，由于北京当

局所采取和推行一系列高压严管政策措施，己严重导致西藏社会出

现肃杀恐怖的气氛。大量的喇嘛、尼姑和年轻西藏同胞不惜以自焚

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抵死反抗。澳大利亚中国人权国

际促进会表示对西藏民众抗议暴政行动的坚决支持，同时严厉遣责

中国政府的专制、独裁，残酷实施人权迫害的法西斯行径.。

当前国际社会特别关注西藏局势。美国“国会与行政部中国委

员会”(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11月3日举

行“2011中国年度报告”听证会，国务院次卿、主管西藏事务的特别

协调员奥特罗（Maria Otero）表示，由于中国政府不断借“维护社会

稳定”的名义进行定罪，藏族人以和平方式对政府政策表示不满，

被惩罚的风险越来越高。她还谴责中国政府的安全和司法人员拘

留并监禁西藏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对政府政策表示批评

或不满的文化主张人士。奥特罗并且认为，最近的几起年轻藏人自

焚事件体现了藏人对中国人权状况，包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强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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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自焚的藏人中有不少是格尔登寺(Kirti Monastery)的僧侣，就在

3日，又一名藏族尼姑自焚抗议，这是今年第11名自焚的藏人。

美国政府曾多次呼吁中国政府改变其西藏政策，认为政策造

成了西藏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威胁到了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文化

和语言认同。委员会此次完整记录了被认为“令紧张局势升级、并

导致越来越多藏人的疏离感和绝望感”的政策，包括政府加大对宗

教生活和实践的控制、不断在寺庙中进行要求僧侣谴责达赖喇嘛的

“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密集的监视、数百名僧侣被任意拘留或

失踪。

中国政府为了其统治和确保民族的大团结，蓄意创造和谐社会

的假象。把处理西藏问题作为解决其他民族问题的主要棋子，借此

可号令民族社区。北京当局还严控西藏社区民众发出自己的心声，

抓捕自由意见表达者。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一发布声明，谴责中

国当局任意逮捕并监禁西藏的文字工作者。这三年多来被捕的西藏

记者或文字工作者多达十几位。“保护 记者委员会”指出，39岁的西

藏作家藏文杂志“时代的我”的编辑久烈达瓦最近遭四川阿坝法院

判刑。另外一位藏族知名作家笔名是“火焰”曲巴路噶于今年10 月

9日在甘肃被捕。中国当局全方位地禁锢藏传文化，包括藏人作家，

包括藏人歌手，包括藏文发展有关的学校，几年来关闭了大批藏文

网站，禁办藏文报纸。实施这种全方位的控制和打压，就是不让藏

人发出自己的心声。

中国当局还借维稳、确保社会秩序、防止骚乱扩大化等各种理

由加派警察、武警等武装力量来对付西藏同胞。11月6日万名藏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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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中国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区一所寺庙外抗议，悼念11月3日自焚的

一名藏族尼姑。抗议者高喊口号，要求海外流亡 藏人将藏区民众的

悲惨人权状况告知天下。呼吁中国政府改变对西藏的高压政策。政

府除了武力镇压，还采取极不人道的做法，连续数日被断水断电，

切断了当地大部分的对外通讯，试图逼藏人就范。

面对西藏社会紧张恐怖局势，我们呼吁：

一，中共政府必须立即终止武力镇压，撤退警力。为创造和谐

社会首先摒弃暴力和暴政。只有在非暴力的状态下才有和解和缓和

的机会和条件。

二，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西藏问题的调查、听证、调停、处理。作

为西方民主国家要秉持人权原则和国际道义责任，共同遣责北京的

一意孤行，加大国际压力和舆论压力。

三，北京当局要彻底改变人权政策，改善人权恶劣状况。切不

能自认为是国际人权委员会成员而胡作非为，继续推行法西斯的种

族灭绝政策，必须迅速悬崖勒马，关注西藏民心、民生。

四，呼吁西藏同胞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在坚持尊者达赖喇嘛

中间道路的进程中，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抗争和努力，争取国际

社会的支持，争取各民主团体、人权团体、信仰团体、民族群体等的

帮助，共同抵制和反对共产主义政策。

(原载《博讯》 2012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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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must immediately 
stop its armed suppression, and withdraw its police force 
from the area; China must first give up violence and 
tyranny to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reconciliation 
and alleviation can only be achieved under a non-violent 
environment.

2. We call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vestigation, hearings, mediation and resolution of the 
Tibet issues; we call upon West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to 
uphold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and take up international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join force to condemn China’s 
obstinately clinging to its course, and to insert increased 
pressure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ublic 
opinion.

3. Beijing authorities must completely change human 
rights policies and improve the deteriorating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China must stop committing evil acts as it 
pleases and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fascist policy of 
genocide simply because it i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ement and Appeal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and Tibetan Self-

Immolations

Issued by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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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hina must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nd care about the feeling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ir livelihood.

4. We also appeal to the Tibetan compatriots to respect life, 
cherish life, and to carry out their struggle by adhering to 
the middle wa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on just 
grounds, to their advantage and with restraint to seek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various 
democratic organizations, human rights groups, religious 
groups and ethnic groups, to resist and oppose the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January 7, 2012

藏区街头 军警密布

The Armed Police Force is seen everywhere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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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期藏人自焚和军警开枪镇压和平抗议的

纽约新闻发布会

《参与》

近期，在四川藏区甘孜州的色达县与炉霍县、以及阿坝州的阿

坝县和壤塘县，发生了一系列藏人抗议事件，中共军警再度开枪镇

压，造成至少7人死亡、60多人受伤，藏区处于危急中。针对这一最新

事态，旅居纽约的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社

会活动家和媒体人士）于2012年1月29日（星期天）下午2-5时在皇后

区举行了座谈会和新闻发布会，就西藏危机说明真相、分析原因、评

判局势。

会议由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主持，并邀请达赖喇嘛

驻北美代表罗桑念札和代表处相关负责人贡噶扎西出席。哥伦比亚

大学现代藏学教授罗伯特·本奈特就自焚事件的文化宗教背景做了

系统介绍。《1959，拉萨》作者、独立学者李江琳就过去60年里中国

军队在藏区的军事行动做了历史分析和比较。

罗桑代表首先代表藏人行政中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诉求。就

“谁该负责任？”的问题，罗桑代表驳斥了中国政府把责任一方面

推给达赖喇嘛尊者、另一方面推给海外藏人的说辞，指出：如果我

们要避免陷入一场“怪罪游戏”，中国政府就必须认识到自身“胡萝

卜加大棒”政策实施60年后的失败，切实拿出诚意来回应藏人的诉

求。就“藏人为何自焚？”的问题，罗桑代表指出，原因之一是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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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希望。藏人自焚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和外部对藏人缺乏关注，

而是中国政府的继续高压政策让藏人失去了信心。例如，自2002以

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就反映出中国政府缺乏解决

问题的诚意。原因之二是藏人失去了恐惧。如果藏人连生死都可以

置之度外，还有何惧呢？

罗桑代表还指出，自焚的藏人有两项共同的诉求：一要达赖喇

嘛尊者归家返乡，二要西藏自由。他希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些诉求不

是要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要维护藏人的尊严、赢得藏人的自

由。只有实现了后面两项，才是建立西藏永久和平、和谐的开端。

 罗桑代表还代表藏人行政中央提出三点要求：1. 开启真诚的、

有意义并有成效的对话来解决现实问题；对此，美国政府，尤其是

总统和副总统必须向来访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施加影响。2.中国政

府必须立即停止在藏区的屠杀，应该像亲兄弟一般地对待藏人。

3.建立独立、中立的调查委员会来查清真相，确定在何处发生了自焚

和枪杀、何人死亡受伤和伤病人员的下落，等等。

哥伦比亚大学的本奈特教授详细回溯和比较了过去30年藏区

（包括西藏自治区、康巴和安多地区）抗议事件发生的规律。他指

出，八十年代的零星抗议在西藏自治区境内，但近来的抗议扩展到

达赖喇嘛未曾建立实际管制的东部藏区。抗议的主体是年轻人，他

们既不是要恢复贵族制或封建农奴制，也未经历过文革，他们的反

抗是直接针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本奈特教授尤其指出，中共统战部

在1996年发布通告，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历史学家会得出结

论说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他还比较了甘孜和阿坝地区在本世纪政

府在警察、治安和武警上预算数字的变化，看到近期一系列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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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都是在大规模的增加维稳预算以后发生的。也就是说，政府加

重对寺庙和僧人的控制引发了反抗，而不是反向的因果关系。他的

研究还揭示，僧侣的自杀、自焚事件基本都发生在那些被政府军警

围攻过和抓捕过的寺庙里。他还特别指出，康巴地区的藏人有着悠

久的经商传统文化、丰厚的社会网络资源和熟练运用现代社交通讯

工具和技术的能力，因而，中国政府感受到深刻的威胁。

 藏族问题专家李江琳回溯和分析了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

实行“军政府”控制的历史。西藏建制初期就实行了“军区”和“工

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军政府基本上由“平叛”后的转业

军干部组成。从1956年到1962年，一直都有不断的针对藏人的“秘密

战争”在进行。而从五十年代到现在，一代又一代的藏人从未停止

过抗议。60年的抗议可分为五波：1956年至1962年的所谓“叛乱”；

1968年至1970年的所谓“再叛”；八十年代（主要是1987年到1989年）

的抗议；2008三月抗议；现今的自焚和抗议是第五波。

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针对去年中共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朱维群在西德讲话发表看法。朱维群谴责自焚者违反佛教

教义，并谴责一个叫彭措的自焚僧人，同时透露中国政府以“转移”

和“藏匿”的罪名分别判处一名僧人和彭措的兄弟11年、10年和13年

的徒刑。胡平指出，个人的自杀行为是不为佛教所接受的。但如果僧

人是为了捍卫信仰、僧众利益和社会公益而舍生取义，却会博得人

们的同情、支持和景仰。他举例说，文革期间西安“法门寺”的良卿

法师为了保护佛门的宝物，去阻挡当时的“革命小将”在法门寺搞打

砸抢就自焚而死。1963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战期间也出现释广德法师

自焚的事情。当时两位僧人还帮助年迈的法师铺垫坐稳，另外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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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集合围坐抗议，同时阻止警察阻拦干扰。中国历史上的儒生也

曾以自焚的方式抗议。明末满人入侵后，都出现了官员和平民的自杀

自焚事件，而且还数量惊人。1989年天安门抗议期间，也有学生曾提

出自焚。今天汉人地区也都出现因强撤强迁而引发的自焚事件。在

历史上不管是佛教还是其他教都有这种先例，同样表达的是一种抗

争、抗议，绝非是暴力行为。在谷歌搜索征地自焚、拆迁自焚的就有

390万条。

胡平还引用圣雄甘地的话说，抗争有温和的和激进的形式，

后者的暴力度不亚于一场战争。在温和的抗议形式中死去的叫“烈

士”，在激进抗议中牺牲的是“战士”；二者经常相互配合。只有从

整体上，我们才能理解和领会抗议自焚者的处境、激情和精神。他

还指出，在2008年西藏抗议事件后，中国的知识界在刘晓波和王力

雄的推动下发表了声明声援，公盟的许志永也公布了报告。但由于

当今政府镇压的加剧，国内的知识分子处境更加困难，所以也没有

发出声音。但胡平肯定中国公民在网络的留言和评论里表现出对西

藏事务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对政府宣传的怀疑抵制。例如，他指出，

网民群攻中国政府向藏区送去百万“四个领袖像”就是一种文化侵

略，就是对西藏文化的打压。胡平呼吁，海外华人有责任利用互联

网、资讯自由向国内介绍和阐明有关达赖喇嘛和“中间道路”的真

相。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高级研究员张博树提出，藏区当前的

局势必须放到整个中国的整体转型中来认识。过去30年藏区形势

的变化是和中国的社会、政治大形势相关联的。从1978年到80年代

藏区形势的缓和和积极变化是和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整体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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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围相联系的。但从1989年“6.4”镇压后，中共党政集团全面丧失

合法性。自90年代以来，北京加大了对藏区的经济投入。对此我们

不能说全无成就。但在“怕出乱子”的心态下，也加强了对藏区的文

化、宗教和社会控制。但控制的手段和方法非常愚蠢。例如，寺庙建

设表面上装潢漂亮，但政府的渗透继续了专制的手段，从基本逻辑

来讲，与对汉人的“维稳”逻辑、人盯人的控制是一致的。

张博树说：随着达赖喇嘛的威望不断提升和海外藏人的影响

日益增加，北京日感不安，把藏人当敌对势力来看待。对立情绪导

致反抗，反抗又引发更进一步的镇压，最后大量动用武警和军队。

中国政府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恶性循环。如何改变这一严重局面？张

博树提出，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的整体转型，也就是宪政转型和民主

化。他倾向于促成和平渐进的转型路径，因为它有四大优点：1. 可

以给执政者时间和出路，让他们下定决心来适应历史的潮流。2. 从

容地进行制度设计，找到解决藏人的高度自治与一个大国的治理相

适应的办法。3.由于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渐进转型可以给中国百姓

时间和心理上的空间来充分了解少数民族。4.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它

也有利于重建内地和藏区的经济联系。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的

紧张局势增加了突发和暴力转型的危险，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北京

必须认真对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看清历史大势，为未来

找到出路。

《中南海厚黑学》作者、前哥伦比亚访问学者陈破空特别指

出：要注意到中国政府在处理汉人和藏人抗议时的不同手段。虽

然，中共对汉人和藏人都实施压迫、监禁、屠杀，但近些年来，中共

处理汉人抗议，也呈现相当的灵活性和弹性。汉人抗议，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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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察投掷石块、烧毁警车、包围派出所等举动，中共方面，抓捕抗

议带头人、发射催泪瓦斯、驱散群众，但并非每次都开枪镇压（2005

年广东东州村曾开枪），官方报道中也并不定性为“打砸抢烧”。不

久前的广东乌坎村，民众以暴应暴，自我武装，拒官兵于村外，当局

甚至以和谈、让步、妥协、释放被捕民众，惩办基层官员，来求得事

件的和平解决；但面对藏人抗议，和平请愿，或聚集派出所前，中共

部分青红皂白，一律开枪镇压，大规模逮捕，直至强行压下抗议，官

方报道，总是诬指藏人“打砸抢烧”。对维吾尔人，也是如此，只有

开枪、流血的暴力解决。中共对待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不同手段，按

常识来说，是种族歧视；从心理上而言，是殖民主义。中共声称“西

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却认为西藏是外国；中共声称“藏

人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却认为藏人是外国人；中共声

称“解放西藏”，但心理上却认为是占领西藏、殖民西藏。由此出现

对待汉人和藏人的不同手段。面对藏人抗议，中共当局为什么不和

谈、不让步、不妥协？为什么不把责任推到地方或基层政府？为什么

不能和解，以平息纷争？就像对待汉人抗议一样。这一切说明，中共

领导人心理异常，对统治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毫无信心。

陈破空还说：最近，中共在西藏寺庙推行“九有”，即：有四个

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

屋、有报纸。其中，有道路、有水、有电，太荒唐，中共统治西藏逾半

个多世纪，才来提有道路、有水、有电这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多么

可耻！还侈谈什么“治藏成就”？其他六有，才是实质，目的在于洗

脑、灭绝藏人宗教信仰、摧毁西藏文化。“九有”，是对西藏和藏人

的最大亵渎、侮辱和损害。可以断言，只要中共不改变其偏激、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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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族政策，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就不会停止抗争。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在发

言中指出，中国当今的治理方式既不合乎西藏人民的民心，也不符

合中国人民的民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申讨谴责和传递信息的层

面，而必须从制度构架上找到解决方案。如果达赖喇嘛放弃了藏人

政治领袖的地位，而中国又没有实现民主，没有大陆民主的政治架

构，那藏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治或自由的。王军涛博士还发出

警告：获得民主后的人民之间要达成和平协议并不比人民与专制者

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要来得容易。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抓紧时间，

努力工作，防止未来种族屠杀发生。

诗人黄翔向参会者说，他的心“在流泪”。他告诉大家，他曾写

过“雪峰的静默”一首诗来颂扬达赖喇嘛，他又作有“高原之光”一

诗来颂扬西藏人民。他呼吁所有的人都能关注西藏，尊重“众生平

等”。著名当代艺术策展人荣伟提出，西藏当下的危机不能被简单

看成汉族文化对西藏文化的摧毁，而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政府打

造的“山寨中国”是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摧毁、对几千年以来的

“礼仪之邦”的彻底毁灭，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也是对世界文明

的威胁。这种“山寨中国”造就出中国人在全球的“蝗虫”形象，也

是对中国人的伤害。

共有五十多位藏人、汉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国学者、艺术家出席

了新闻发布讨论会。多家华文和英文媒体、藏文媒体出席和报道了

会议情况，并采访了主讲人和听众。

（该会议发言由夏明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审阅，特此说明。）

（2012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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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第二章　舆论聚焦自焚事件

Chapter 2  Various Reponses to Tibetan Self -Immolations

On January 29,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organized a forum to discuss the recent 
self-immolations and killings of peaceful protesters in 
Tibetan regions in China.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alai 
Lama in North America presented analyses and comments. 
Prof. Robert Barnett of Columbia University pointed out that 
the increasing control over the Tibetan regions (in particular, 
interfering with monaster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the military attacks upon religious sites 
and personnel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Tibetan protests. 
Other Chinese writers and scholars also discussed the 
Chinese military rule in Tibet and the five waves of protests 
by Tibetans for the past six decades; the suppressions of 
Tibeta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t teachings, 
sacrifice, and self-immolations; the paradox of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inal 
solution of Tibetan problem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The forum published a statement after the event.

January 29,  2012

New York-Based Chinese Scholars 
Hold Press Conference on Tibetan 

Situation

Reported by www.cany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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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藏人自焚事件

胡平 （《北京之春》主编，美国）

今年3月以来，四川阿坝已有9名僧侣和尼姑自焚。举世为之震

惊。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以自杀的方式表达抗议有很多先例。

1966年文革初期，全国各地破四旧，教堂寺庙都受到很大冲

击。7月12日，在西安附近的佛教圣地法门寺，几百名中学生闯进来

大肆破坏，他们不但砸坏了稀世之宝七音碑，还说宝塔下面藏有国

民党的秘密电台，要挖地三尺找出来。法门寺的宝塔下埋有佛祖释

迦牟尼真身舍利，是佛家最高圣物。法门寺住持、70高龄的良卿法

师出面劝阻学生，遭到痛打，其后，良卿法师回到住所，披上五色袈

裟，把平日点灯照明用的煤油浇满全身，在宝塔前壮烈自焚，以身

殉教。革命小将见状目瞪口呆，扔下手中的工具四散而去。31年后，

1997年7月12日，法门寺举行仪式，将良卿法师的遗骨放入塔内，永

志纪念。

1963年6月11日，越南僧侣、66岁的释广德法师，为抗议吴庭艳

政府迫害佛教徒，在西贡自焚身亡。一位美国记者现场拍照，发表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引起强烈反响。肯尼迪总统说：没有一张照片比

这一张更令世界震撼。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丘奇说：在一千年前

基督徒被罗马帝国迫害而英勇牺牲后，从没见过如此壮烈的殉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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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以自杀方式表达抗议的不限于佛教徒。一千年前，罗马帝国迫

害基督徒，也有过很多基督徒自杀抗议。在中世纪，有些地方的基

督教得势后迫害犹太教，也有过很多犹太教徒自杀抗议，其中很多

人采取的就是自焚。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宗教本来都不主张以自杀的方式卫道殉

道，但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教徒自杀殉道的故事，而这些

殉道的故事又被后世的教徒们表彰纪念，并激起一些后来人效仿，

于是逐渐形成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是自发形成的，就如同那些自杀

式抗议也都是出于自发一样。

在中国古代，信仰宗教的人不多，孔孟之道的影响更普遍。值

得注意的是，每逢城破国亡，都有一些深受孔孟之道熏陶的士大夫

殉难死节。例如在明末清初，很多地方都掀起一股自杀的浪潮。不仅

仅是大明王朝的官员，也有很多普通的读书人和老百姓自杀殉难。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根据史料作出判断说：虽然中国人的自杀率并不

比其他大部分地区更高，但是，象明清之际的中国士绅这样有地位

的中国人的自杀率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群体。

中共掌权以来，尤其是在毛时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镇反、

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导

致大批受害者及其家属自杀。毛死后，当局声称不再搞运动，但不

叫运动的运动即各种名目的政治迫害仍然层出不穷，很多受害者以

自杀方式表达抗议。

最近，藏人自焚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有报道说，当局若不做任

何回应，将有更多的人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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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呼吁藏人不要自焚，另一方面更要呼吁国

际社会，呼吁广大汉人同胞，立即行动起来，向中共当局大声说不：

为信仰自由，为言论自由，为人权，为人道，为藏人，也是为汉人，为

中国，也是为世界。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2011年10月24日）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ok power, especially 
during the Mao era, political campaigns have been launched 
one after the other. These include Land Reform, Counter-
Insurgency, the Campaign against Three Evils and Five Evil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ach political campaign led to a large number of suicides by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fter Mao’s death, the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no longer engage in 
political campaigns, but now the campaigns continue, but 
just under a different guise. The result is a variety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s under different names, and many victims 
commit suicides in protest.

October 24, 2011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ibetan 
Self-Immolation

By HU Ping
(Editor  Beijing Spring ,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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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意愿似烈火熊熊燃烧

毕菡娜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

次旺诺布丧生的地点没有鲜花或纪念物。8月15日﹐这位生活在

中国遥远的道孚镇偏远居民区的29岁的僧人，灌下煤油之后﹐将易

燃丙烷浇洒在身上点燃了火柴。当他在镇中心自焚时﹐他高喊西藏自

由﹐高声表达他对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爱。两个半月后﹐我在

夜幕的掩护下﹐来到了次旺诺布在道孚结束自己生命的这座桥上。

这个镇实际上处于对外封锁状态。新装在灯柱上的安全摄像头﹐录

下所有活动。半个街区外﹐几个中国警察摆弄着机关枪。每隔几分

钟﹐不停地巡逻着的警车带红色的车灯灯光﹐照亮了这个殉难的地

点。

西藏正在燃烧着。自从次旺诺布极端地死后﹐有8个藏族僧俗自

焚以抗议中国对藏区的压迫性统治。今年至少有6人死去﹐包括次旺

诺布，2个年仅十多岁的僧人和一个尸体被中国安全人员在10月底掠

走的年青尼姑。西藏佛教以达赖喇嘛推崇的尊重生命的教义而为人

熟知﹐但自焚正在成为仍生活在中国藏区的年轻僧人所选择的象征

性抗议武器。

接连的焚身行为证明一个新型的无政府主义的绝望已在西藏

高原上降落。自从3年前种族冲突后爆发的广泛的抗议，中国的保安

人员已经将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四个省份部分地区在内的藏区，

变成了一个锋利网刺围起来的警戒区。数千个西藏人被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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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人员被强迫公开诋毁达赖喇嘛。当地的官员被成批地送去上宣

传课。西藏高原部分地区已经间歇性地被禁止对外国人开放。

急剧加强的保安没有能让吓住西藏人﹐反而使当地的愤怒情

绪扩展。除自焚外﹐小规模的抗议不断出现﹐尤其是在西藏东部被

称做康区的地方：或是这里出现一本自由西藏的小册子﹐或是那里

出现一条支持达赖喇嘛的标语。10月中旬﹐中国安全部队向道孚镇

所在的康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两次藏人抗议开枪。10月26日﹐西藏东

部一幢政府楼房夜晚发生炸弹爆炸。楼里出现的标语要求西藏独

立﹐附近散布的小册子要求达赖喇嘛从印度流亡中回来。他在1959

年一次未成功的反抗后一直流亡印度。甘孜藏区的一个年青僧人

说﹕“我们不能再忍受这种情况了。藏人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府的所

有的信任﹐所以还将会有更多的暴力”。

达赖喇嘛多年以来一直试图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表示他只追求

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他的和平妥协努力被称为“中间

道路”政策。尽管如此﹐在今年10月29日﹐他还是表示中国政府要为

自焚事件负直接责任。他说：“当地领导人必须看到造成这些死亡

事件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的政策，残暴的政策，以

及无理的政策”。两天后﹐中国政府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将达赖喇嘛和

他的追随者比做是1993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Waco集体自杀的邪教

头目大卫考瑞史（David Koresh)及其追随者。

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北京为它所称的“西藏和平解放”60周

年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解释是：在佛爷王爷的封建桎梏

下苦苦挣扎的西藏农奴们欢迎社会主义的解放大军﹐这些社会主义

解放大军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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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解放军1950年入侵时﹐西藏也许很贫穷和封闭﹐但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认为他们从根本上是独立的。(中国称西藏几个世纪以来

无可争议地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征服西藏人的努力﹐从残

酷镇压到经济诱惑﹐均已宣告失败了。正如甘孜藏区一个居民告诉

我的：“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藏人仍然敬仰达

赖喇嘛﹐并认为他们自己是彻底的藏人﹐连百分之一的中国人也不

是。”

在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占多数的民族汉人大规模进入藏区﹐使

情形变得更为紧张。藏人抱怨说，当地最好的工作机会以及当地充

裕的自然资源﹐都让汉人移民占住了。警官通常都是汉人，许多官员

也是汉人。西藏地区最高职位的共产党负责人从来没有让西藏人担

任过。有些学校教授藏语，但想在政府部门任职必须要有流利的汉

语，政府的正式文件也都是中文。甘孜地区一座受到汉族旅游者喜

欢的寺庙里的一位高僧说：“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我们的藏文化

将会灭绝。这就是为何现在情形非常危急、为何我们正在试图抢救

我们的民众和国家。”

位于康区汉藏交界地的甘孜﹐处在这场战斗的前沿。迄今为

止，所有的自焚都发生于甘孜或是相邻的阿坝自治州。尽管西藏给

外界以平和的印象﹐康巴人也就是来自康区的民众﹐数世纪以来以

猛勇斗士而著称。19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训练了数以千计主

要是由康巴人抵抗战士构成的民兵队伍。但随着1970年代中美关系

的暖化，华盛顿停止了其经济援助﹐达赖喇嘛向抵抗力量游击队寄

出了一个录像带﹐要他们放下他们的枪枝。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放

弃武装抵抗而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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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军队大批开入60多年后﹐甘孜高原草地仍感到是一块被

占领的土地。甘孜自治州首府的中文名康定（Kangding）的字面意义

就是“稳定康区（Kham）”。巨大的宣传牌高悬着，下面是凝视周遭

的牦牛和规整的藏人定居屋。一块用中文书写而许多藏人却读不懂

的标语牌说﹕“警民同心，共同发展。”另一块写着：“红旗满天﹐我

们同舟共济，共建和平环境。”警察的吉普车在未铺设的路面上颠

簸开过，镶着金牙的藏人牧民在尘土飞扬中眯着眼看着。我参观过

的寺院中充斥着便衣警察。从他们那警觉的眼神和低声话语中很

容易认出来。在这里走来走去感到很累﹐不光是因为这里地处海拔

13,000英尺(4000米) 的高空空气稀薄的缘故。令人感到有太多的人

不是假装没有看任何东西﹐就是过分关注地在查看任何东西。这种

关注令人心力疲乏。

在整个藏区﹐拥有那位被北京称为“披着袈裟的狼”的人的照

片﹐很可能招致牢狱之灾。但在甘孜﹐我到处看到有达赖喇嘛的像。

我到过的每个寺院都在某处藏有他的照片。身着褐色袈裟的僧人

从他们厚厚的长袍中拿出他们的手机﹐给我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快

照像。在一家杂货店，达赖喇嘛的肖像在厕所手纸和袋装花生米之

间藏放着。当听说我去过达赖喇嘛印度山上的驻地达兰萨拉时﹐一

位妇女眼眶中充满了泪水。

达赖喇嘛提倡的非暴力和慈悲，正是使藏人运动在海外如此

受欢迎的原因。然而，尽管在当地受到尊重﹐达赖喇嘛的讯息似乎

也日渐磨损。我所问过的甘孜僧人都说﹐他们理解他们的同伴为何

违背佛教徒不伤害生命的誓言而自焚。一个20岁的喇嘛说：“他们那

样做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全体藏人。我敬仰他们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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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着火的僧人占据了新闻标题。尽管中国政府在某些地区

阻拦了互联网连接并停止了短讯服务，自焚的新闻在藏区内迅速流

传。但在达赖喇嘛头像与NBA球星头像并排悬挂的住宿房间中﹐同

甘孜地区脸色红润的年轻僧人交淡中﹐很容易感到自悲和无奈。康

巴人也许一度为自己是个勇猛战士而自豪﹐但他们现在说不上是一

种对抗力量。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上个月发表了一篇有关从缅甸

偷运武器给西藏分裂主义者的文章。但从第三世界运来的生锈的

枪枝几乎无法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科技力量相对抗。那些注意到

在突尼斯一名街贩自焚引起革命的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

占大多数的汉族人的同情心﹐并不在藏人这一边。对于共产党统治

者﹐汉人有他们自己的失落和挫折﹐但如何对待藏人这个问题并不

在其中。

我同一个在道孚长大、半汉半藏的政府官员作过交谈。他很有

礼貌也非常友好﹐想让我知道他家乡的真实情况。他说﹐藏人很贪

婪。政府给了他们从优惠贷款到新公路桥梁等所有东西﹐但藏人还

是想要更多的东西。西藏高原上散布着中国政府为牧民建造的房

屋﹐但就像美国次贷危机时期遭放弃的地产发展项目一样﹐甘孜许

多这样的房子是空无人住的。很少有藏人牧民想要住在中国人的房

子里。政府工作人员不懂这些。他说﹐“那是好房子﹐在冬天比牛毛

帐蓬要暖和得多。如果我们给藏人独立﹐他们将会缺衣少食。”

不像许多共产党官僚只会说得体的意识形态上的话，这位道

孚干部在交谈中解释了他的立场。他说﹐达赖喇嘛和与他一起逃出

去的姐姐是这场纷争的组织者。他说着，语调也转为愤怒起来，“当

达赖喇嘛死后﹐中国与藏人的所有问题都会消失。年轻的藏人接受



►90◄

浴 火 袈 裟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了正确的教育﹐所以他们不会制造麻烦。”

但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事实恰恰相反。首先﹐正在牺牲自己生命

的全都是年轻的藏人﹐尽管他们的教育全是支持中国的宣传。第二﹐

即使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藏人大社区里﹐也在激烈

地辩论着他们精神领袖与北京的非暴力谈判的中间道路究竟是好

是坏。达赖喇嘛比许多藏人更温和。而这些藏人认为北京不愿提出

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康区高地﹐随着每一个僧人燃烧成火焰﹐情

绪正变得更加激昂。

当我最近访问达然萨拉时﹐我遇到了次旺顿珠。他是2008年动

乱后从家乡甘孜逃出来的一个贸易商人。那一年，骚乱导致汉人和

藏人双方都有伤亡。据流亡人士估计﹐中国军队对藏人随后进一步

集会的镇压﹐导致约150人死亡。次旺顿珠在帮助一个被枪击中的僧

人时自己也被枪打伤。那个僧人后来死去了。附有次旺顿珠照片的

通缉令贴在他的村庄里﹐但朋友们用担架把他抬到高山上。他的伤

口感染生蛆﹐他在冰川边缘生活了14个月﹐最后逃到了印度。他说，

他见达赖喇嘛的一刻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候。然而，即使是他也

预计“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将会爆炸。”

即使是现在﹐西藏僧侣们拒绝违背他们的流亡领袖的因素﹐也

对点燃这波冲突起了作用。在道孚自焚的僧人次旺诺布，生活在被

禁止于7月份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道孚娘措寺院。当地人说﹐前几

年，僧人可以悄悄地纪念这个时刻﹐而不会受到官方的干扰。但今年

就不同了。因为娘措寺院僧人的不服从﹐政府官员切断了娘措寺的

水和电。这种围困僵持了数个星期﹐直到诺布从山上寺院走出﹐来到

山下的镇中心。他散发了提倡西藏独立和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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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几分钟后﹐他就开始灌煤油了。

我驾车通过娘措寺院时天色已黑。保安摄像镜头无处不在，

警车和便衣警察也是如此。寺院的整体架构都在一堵墙后﹐我看不

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也绝对看不到任何僧人。据当地人和流亡团

体说﹐他们许多人已经被移走，送去再教育营地,就像曾有7位僧人

或前寺院人员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一样。道孚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仍留在娘措寺的僧人中有一些人是特务,是安置在这里监视其他人

的。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灰暗不明的。但我终于寺院内墙旁看到一

线明亮。那并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穿紫红色袈裟的僧人。相反，它

是一个崭新闪亮的红色灭火器。

（原载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11月14日版，中译版由达赖喇嘛住北

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载《参与》）

在台西藏人福利協會於自由廣場舉行「國際聲援西藏日」活動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Day " was held in 
Freedom Square by Taiwan Tibetan Welfare Association.



►92◄

浴 火 袈 裟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Even now, the Tibetan monks' refusal to disavow their exiled 
leader has played a role in sparking this wave of conflict. 
Tsewang Norbu, the monk who set himself on fire in Tawu, 
lived in the Nyitso monastery, which was prevented from 
celebrating the Dalai Lama's birthday in July. In previous 
years, locals say, monks could quietly mark the moment 
without official intervention. But this year was different. For 
the monks' disobedience, government officials cut Nyitso's 
water and electricity. The siege went on for weeks before 
Norbu emerged from the monastery and walked down the 
hill to the center of town. For a few minutes, he passed out 
pamphlets advocating Tibetan independence and celebrating 
the Dalai Lama. Then out came the kerosene.

Burning Desire for Freedom

By: Hannah Beech
With reporting by Chengcheng Jiang/Tawu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
article/0,9171,2098575,00.html

November 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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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西藏僧尼自焚
和中国政府的反应

吾尔开希（人权活动人士，台湾）

这两个月来发生了不少事情，但对我震撼最大，也可以说是最

令人悲伤痛心的事情，莫过于西藏12位僧尼的自焚了。

自焚，无庸说，是一种极端的诉求方式。不仅仅是牺牲个人生

命，而且是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方式。那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怎

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达赖喇嘛尊者对于子民用这种方式抗议，表现出深深的担忧，

他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被理解为对这种行为的鼓励。因此，他表达

说，他不鼓励自焚，而且他说了这样的方法很可能没有用。可以想

像，他的担忧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领袖对于人民的这种绝望，产生

对西藏未来更多的担忧；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对于教徒选择这样的

方式虽充分理解，却既不能鼓励，也不可不表尊崇；而作为一个个

人，一个一贯悲天悯人，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看得极重的僧人，他在

忧虑是会不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路。

中国政府官方的表态是令人愤怒的，不仅没有表示半点的对于

死者的尊重，反而指责这种做法是一贯的分裂国家的罪行，并宣称

达赖喇嘛直接鼓动这种行为。任何人经过稍微冷静理性的分析就

知道这是多麽冷酷而又荒谬的指责。如果说达赖喇嘛能够向自己的

教徒下达牺牲生命这种与教义完全相悖的命令，而且把这些命令下



►94◄

浴 火 袈 裟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第二章　舆论聚焦自焚事件

Chapter 2  Various Reponses to Tibetan Self -Immolations

达到西藏青海四川那么多个不同地方，给不同的人而居然没有洩露

半点消息，而且这些人也都能够接受这种绝对残酷的命令而毫不犹

豫，虽然匪夷所思，但岂不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西藏人民

对于达赖喇嘛的绝对服从经共产党几十年统治仍然如此坚定，那

一定是这个统治出了极为严重的问题。

深一步思考，自焚这样的决定，一定是一个人在极大的勇气，极

为坚定的信念之下才能作出的，而绝对不会像北京当局所说是受到

达赖喇嘛开出补偿价码便可作出。北京当局这种说法，只能说明其

没有人性的一面，才能想得出这种言论，才能如此不尊重为了信念

牺牲生命的死者。

这些僧尼的自焚，令我想起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

那时，面对军事政治上绝对强势的英国殖民者，甘地发起的独立

革命，没有组织印度解放游击队，也没有仅仅在媒体和议会慷慨陈

词，他站在弱者立场，强调的是道德的制高点。採取不合作运动，消

极却坚定，面对穷凶极恶的英国军警，他约束支持者完全不抵抗，

甚至当军警的棍棒枪弹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也都坚持非暴力原

则。印度人民的行为迅速在英国本土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支持。英

国殖民当局面临极为严重的道德危机，而这是英国最终妥协，接受

印度独立的根本原因。

然而，面对12名僧尼自焚，中共当局没有任何所谓道德危机的

问题，因为它的统治本来就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人民信任基础之

上的。但我诚恳呼吁，了解了这一事实的中国人民，不要让我们的道

德良知随着在中国的严酷政治环境中採取的自我麻醉态度而熟睡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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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觉在今天的西藏，感觉窒息而绝望的西藏人绝不是少数，

那麽为了民族的未来和尊严再走上这条路的人很可能还是会有，想

到这裡，我的心头就无比沉痛，想在此呼唤，不要再走上这条路了，

你们涅槃的痛楚，不仅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在整个藏族人民身

上，我这个非藏族的民主运动人士，也感受着这痛楚，而此时我们

似乎能说的真的很少，只有在此合十，为你们致上十二万分的敬意，

给西藏致上十二万分的祝福，并深刻反省，我能够为这个民族作些

什麽。

（原载《博讯》 2011年11月29日）

How Should We Assess the Self-
Immolation by Tibetan Monks and 
Nuns and the Chinese Govermment 

Response?

By WUER Kaixi 
(Human Rights Activist, Taiwan)

Think about it, it takes great courage and strong convictions 
to decide to set yourself on fire. It’s impossible that these 
monks are motivated by promises of money from the 
Dalai Lama as claimed by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Such 
nonsense from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only shows their 
own inhumanity because to make such an allegation is 
disrespectful to the life and beliefs of the deceased.

November 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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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Rebuttal from the PRC Ministry of Foreign Assairs The Guardian 

Distorted the Fact about Tibetan Self-Immolation

附：中国外交部：驳英国《卫报》“藏人自焚”歪曲报道
来源：外交部网站

来源日期：2011-11-28

2011年11月11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引用少数“流亡藏人”

的话，公开美化自焚行为。驻英国使馆即以使馆发言人名义致函该

报，予以驳斥。11月26日，该报刊登了驻英国使馆信函的大部分内

容。信函全文如下： 

“贵报11月11日刊登题为《“燃烧的烈士”——西藏僧人自焚浪

潮》一文，引用少数“流亡藏人”的话，公开美化自焚行为，颠倒黑

白，混淆视听，令人遗憾。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自焚事件的发生令人痛惜。本该潜心修

行的僧尼自焚，本身就是对藏传佛教追求和平、宽容的佛教精神最

致命的破坏。当地群众对自焚行为普遍予以谴责，宗教人士对此更

痛心不已。

藏族群众作为中国公民完全有正当合法的渠道表达诉求。自焚

的人没有理由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看来只能这样解释，自焚者精

神受到非正常力量的控制和支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自焚事件发生不到十分钟后，“藏独”分子

便将相关消息上传到网站，并鼓动西方媒体报道。达赖喇嘛没有对

此类极端行为予以任何谴责和劝阻。达赖集团更公开美化、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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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煽动更多的人效仿。这种唆使他人残害生命的行为，背后一定

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仅违背佛教教义，也违背人类良知和道

德，更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人们不得不质问，这些年轻无辜的生

命是否已经成为分裂分子达到其政治图谋的棋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保护西藏宗教

和文化。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各类宗教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

人，占西藏300万总人口的1.6%。世界上多数宗教国家的职业宗教人

士也达不到这个比例。藏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

际标准的文字。与其他民族一样，藏族群众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得

到充分保障，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西藏人民的平均寿命由达赖统治

时期的35岁提升到今天的67岁。

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实施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

国家行政、司法、教育，不允许任何人和团体利用宗教残害生命、

破坏正常社会秩序，更不允许利用宗教危害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

结。

现在该是揭穿谎言的时候了，残害生命的行为必须被制止，具

有悠久历史的藏传佛教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引向宗教极端主义。我

们呼吁广大读者认清真相，谴责谎言，识破达赖集团打着宗教自由

旗帜进行分裂活动的本质。悲剧不应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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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对藏人自焚
表达深刻的关切

阿曼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西藏昌都地区一座政府建筑周三（26日）凌晨被炸弹炸毁。总

部设在伦敦的维权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引述两名消息人

士的话说，西藏昌都地区的一栋政府大楼发生炸弹爆炸事件，造成

大楼建筑物受损，但没有传出有人伤亡的消息。

该组织的发言人桑德斯（Kate Saunders）通过电话告诉法新社

说： 好几个消息来源都证实发生了这起炸弹爆炸事件，但是还不清

楚是谁做的案及其作案的动机。

这名发言人还说：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星期三早上4时，发生在

昌都地区的嘎玛乡，目前据说无人受伤。

法新社引述一个叫“西藏快报”的网站报道说，在被炸毁的政

府建筑物的墙上，用红字写有“西藏独立”的标语，另外在大楼内

还发现了写着“西藏自由”的传单，因此当局怀疑爆炸同西藏人有

关。

这个叫“西藏快报”的网站还报道说，目前还没有人受到指控

或者被捕，但是，进出昌都的道路都被完全封锁。当局怀疑爆炸同

附近的噶玛寺僧人有关，所以在爆炸后，进出噶玛寺的道路也被完

全封锁。消息人士说，噶玛寺已经被封锁，僧人被关在里面不许自由

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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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发言人桑德斯认为，鉴于目前的形势，警

方肯定会对这起爆炸事件给予严厉的回应。

西藏昌都一政府建筑被炸弹炸毁，这正好发生在西藏的形势非

常紧张的时刻，根据人权组织的统计，自今年3月份以来，西藏已经

有10名僧侣自焚，最新一起自焚事件发生在本星期二，发生在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据自由西藏组织统计，本星期二发生在甘孜的自

焚事件是今年3月以来中国发生的第10起藏族人自焚抗议事件。此

前9名自焚者都是年轻喇嘛或尼姑，其中5人死亡。除第一起自焚事

件发生在3月外，其他自焚事件都发生在近几个星期。绝大多数自焚

事件都发生在与甘孜相邻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西藏僧侣接连自焚抗议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美国国

务院10月18日表示严重关注，设在法国斯塔斯堡的欧洲议会昨天星

期四也通过决议，对中国藏区十多名藏人自焚的事件表示“深刻的

关注”，并对北京当局的镇压表示谴责。

欧洲议会昨天星期四通过的决议指出，自焚可以被认为是年轻

藏人的一种抗议的方式，以及他们越来越强烈的绝望的表达。

欧洲议会就中国当局对四川阿坝格尔登寺僧人给予的处罚也

予以谴责，藏族僧人的第一起自焚事件发生于今年3月份，发生在四

川阿坝的格尔登寺，自焚事件所引发的骚乱导致数十人死亡，当局

随之对格尔登寺的僧人给予了严厉的镇压。

欧洲议会希望能够派遣独立的观察员前往探视被关押的格尔

登寺的僧侣，同时也希望北京能够解除对格尔登寺实施的严格的安

全管制。

欧洲议会表示，北京当局对格尔登寺实施的安全管制措施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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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制言论自由，限制结社自由，限制宗教自由。

欧洲议会的决议最后还表示，希望11月初在法国嘎纳举行的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20国集团领导人的会晤中，西藏的人权形势也

应该是谈论的主题。

除了欧洲议会的关注，昨天周四傍晚，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附

近，西藏自由学生协会在一些人权组织的支持下举行集会，抗议胡

锦涛来访法国。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西藏形势紧绷之际，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对藏人自焚表达深刻的关切，本次节目由阿曼

婷编播，感谢收听。

（原载RFI华语 2011年10月28日）

欧洲议会议员声援在比利时绝食的藏人

European Parliament members supported the Tibetan hunger strikers in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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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terday (Thursda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dopted a 
resolution stating that the self-immolation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rotest of the young Tibetans, a more intense and 
desperate expression.

The European Parl iament wants to be able to send 
independent observers to visit the Kirti Temple monks who 
have been detained. Meanwhile, it also hopes that Beijing 
can lift the strict security control on the Kirti Temple.

European Parliament says that Beijing authorities’ security 
control over the Kirti Temple is designed to limit freedom of 
speech, restrict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restrict religious 
freedom.

 

October 28, 2011

European Parliament Expresses 
Serious Concerns over the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By Ah Manting 
(Reporter,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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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藏人连续自焚
代表着极大的愤怒及挫折

刘新 （德国之声记者）

2011年11月一名藏人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前自焚针对新的藏人自

焚事件，美国政府表示，这代表着藏人极大的愤怒及挫折感。美国

促请中国改变现行政策，允许记者、外交官、观察家到藏区实地了

解现况。 

过去几天，一连发生了3起藏人自焚事件。先是元月6日星期五，

四川藏族阿坝州阿坝县两位藏人面朝格尔登寺，双手合十自焚。其

中一位是僧人，不幸当场死亡；另外一位是俗人，烧成重伤后被军

警带走。

两天之后，星期天，在安多地区的达日县，一位42岁的喇嘛自焚

身亡。这位喇嘛的法名是索巴朱古。根据报道，自焚之前，他在县城

的城墙上贴了许多传单，表示自焚是为了纪念2009年以来自焚的藏

人；是为了民族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而自焚；是为了人身自由和言论

自由而自焚；绝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自焚。

连同这三位在内，从2009年以来，自焚的藏人已经多达15、16

位。中国当局指外国媒体夸大报道，并称境外藏独势力鼓励这种

自焚行为。中国官方媒体说自焚的人是犯了法的人或者欠了巨额债

款。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则对愈来愈多的藏人自焚事件感到忧

心，并表示他不鼓励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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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媒体问道，单单

过去一个周末，就有3位藏人自焚，美国是否有所回应。国务院发言

人牛兰（Victoria Nuland）女士回答说，美国对一连串藏人自焚的不

幸事件表达严正关切。她说，对于这些藏人自焚的不幸，美国持续

不断的向中国当局提出，因为这些自焚行动很清楚的代表着极大的

愤怒与极大的挫折感。牛兰女士说，藏人这些强烈愤怒与重大挫折

感是因为人权受到严厉限制，而人权内容则包括宗教自由。

牛兰女士表示，美国政府告诉中国政府，中国现行政策具有相

反效果。她说，美国促请中国政府在西藏采行较宽松的政策，推动

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并且准许新闻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观察家

前往实地了解，以便正确报道。美国也促请中国政府尊重所有中国

公民的人权。

（原载《德国之声》 2012年1月11日）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Victoria Nuland’s Remarks on 

Tibetan Self-Immolation

QUESTION: Also on China, just over the past weekend, 
three monks in Tibet did the self-immolation. That’s the – 
new cases in this year. So I’m wondering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on that.

MS. NULAND: We do. We’re seriously concerned by reports 

Reported by LIU Xin,  Deutsche W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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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ree more Tibetans have self-immolated over the 
past few days. Since March, this brings the count to some 
15 Tibetan Buddhist self-immolations in China. We have 
consistently – the U.S.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and 
directly rais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sue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

These actions clearly represent enormous anger, enormous 
frustr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severe restrictions on 
human rights, including religious freedom inside China. 
And we have call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counterproductive and have urg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have a productive dialogue to loosen up in Tibet and allow 
journalists and diplomats and other observers to report 
accurately and to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of their 
citizens.

Department of State

Victoria Nuland  Spokesperson

Daily Press Briefing  Washington, DC

January 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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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藏人自焚事件
的反应

美国之音

流亡新德里的藏人僧侣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支持处于困境中

的藏族同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月9日表示，美国政府严重关切有

关过去几天又有3名藏人点火自焚的报导。国务院发言人说：“自

2011年3月以来，总共有大约15名西藏僧侣在中国点火自焚。”

媒体报导称，一名现年40岁的西藏僧人于2012年1月8日在中国

西北的青海省自焚身亡。在此之前，今年1月6日，另有2名藏族还俗

僧人也在邻近的四川省自焚。根据媒体报导，这两名还俗僧人最后

也自焚而亡。

美国国务院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同时

也是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人奥特罗最近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过

去一年里，对中国的西藏政策和平表达不满的藏人越来越面临遭

到惩罚的危险。”奥特罗引述国会和行政部门联合中国委员会的报

告称：“中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国家对藏传佛教修道院和寺院的宗

教自由限制。政府的安全和司法官员将那些抱怨或批评政府政策的

西藏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拘押监禁。”奥特罗是

中国委员会的委员。

副国务卿奥特罗指出，对于中国西藏地区人权状况的恶化，特

别是吉迪寺的僧侣遭到虐待、被迫搬迁、并重兵把守该寺庙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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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表关切。

国务院发言人说，最近这些自焚事件“明显反映了人们对中国

境内严厉限制人权及宗教自由的强烈愤慨与无奈。”

副国务卿奥特罗说：“美国政府一再敦促中国政府改变其对西

藏地区那种适得其反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造成紧张情势，而且还

威胁到西藏人民的独特宗教、文化和语言。”

美国政府一再并且直接向中国政府提起有关藏人自焚问题。副

国务卿奥特罗说：“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准许记者、外交官和其他观

察员进入西藏地区。我们并且要求中国政府恢复和达赖喇嘛或其代

表的实质性对话。”

（原载《美国之音》 2012年1月14日）

西藏流亡政府新任总理洛桑桑格在美国国会

Lobsang Sangay, the new Prime Minister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visited 
the U.S.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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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United State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I 
am grave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violence and continuing 
heightened tensions in Tibetan areas of China, including 
reports of security forces in Sichuan province opening 
fire on protesters, killing some and injuring others,” U.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ivilian Securit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Maria Otero said in a recently released 
statement. “These reports follow the self-immolation of four 
Tibetans earlier this month, bringing the number of reported 
self-immolations by Tibetans to 16, mostly monks and former 
monks, and two nuns since March 2011.”

The U.S. Government consistently and directly has raised 
the issue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has urg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ddress the counterproductive policies in 
Tibetan areas that have created tensions and that threaten 
the distinct religiou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

“As I have noted previously, these policies include 
dramatically expanded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s on 
religious life and practice; ongoing ‘patriotic education’ 

U.S. Under Secretary of Maria 
Otero O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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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s within monasteries that require monks to 
denounce the Dalai Lama; the permanent placement of 
Chinese officials in monasteries; increasingly intensive 
surveillance, arbitrary detentions and disappearances of 
Tibetans; and restrictions on and imprisonment of some 
families and friends of self-immolators,” Under Secretary 
Otero continued.

“Over the last year, Chinese government security and 
judicial officials also have detained and imprisoned Tibetan 
writers, artists,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advocates who 
criticized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We call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afeguard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of all of China’s citizens,” Under 
Secretary Otero concluded in the statement.  “We urge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we 
renew our call to allow access to Tibetan areas of China 
for journalists, diplomats and other observers. We call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sume substantive, results-
oriented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or his representatives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grievances of China’s Tibetan 
population.”

U.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ivil ian Securit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Maria Otero

January 2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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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外长就西藏自焚事件
表达关切

西藏之声

继美国、英国和德国先后对西藏紧张局势表达关注后，澳洲政

府也表态对西藏自焚事件表达严重关切。

澳洲西藏委员会（Australia Tibet Council）指出，澳大利亚外长

陆克文（Kevin Rudd）的一位发言人向媒体表示，澳洲外长就进来

在西藏境内陆续发生的自焚事件表达严重关切和担忧。

这位发言人表示，澳洲政府除了对自焚事件深感担忧外，呼吁

中国当局就造成西藏紧张局势的根源给予重新调查，此外还要求中

国在发展经济建设时，注重关注并维护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宗

教。

澳洲外长陆克文的发言人还表示，去年10月份，澳洲驻中国大

使馆部分工作人员曾特地到被划入四川的阿坝地区，了解事实真

相，其后澳洲驻中国大使还向四川省有关领导表达对藏人自焚事件

的关注。

设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多杰表示，他与美国联

邦众议员娜蒂亚．维拉贵茨（Nydia Velazquez）女士办公室取得联

系，介绍当前在西藏境内持续发生的自焚事件和中共军警开枪镇压

和平示威藏人等情况。

此外在西藏青年会多伦多地方分会的主办下，当地流亡藏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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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前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对境内藏人的艰

辛处境表达同情和关注。

（原载《西藏之声》 2012年1月19日）

Australia’s Tibet Council pointed out that the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Kevin Rudd, through a spokesman, told the 
media that he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and worry about the 
recent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occurring continuously in 
Tibet.

The spokesman said that in addition to expressin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deep worries about the self-
immolations, it called 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
investigate the root cause of the tension in Tibe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lso called on China to focus and 
preserve the ethnic languages, culture and religions while 
pursu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January 19,  2012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Expresses Concerns over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Reported by Voice of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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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人声援藏人新年绝食

自由亚洲电台

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声援多伦多地区的藏人在藏历新年

举行绝食抗议行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立即停止在藏

区的暴力镇压，以阻止不断有藏人以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的悲剧。 

多伦多地区的藏人团体定于星期三（2012年2月22日），在多伦

多市政府广场（Nathan Phillips Square）举行24小时的绝食行动及一

个守夜祈祷会。这是藏人在藏历新年第一天举行全球抗议请愿活

动的一部分，以声援在西藏境内用自焚来抗议中共镇压的藏人。

 加拿大西藏协会在发出的新闻稿中称：从去年3月至今，西藏已

经有23位僧尼和普通藏人用自焚来表达他们的抗议，而从今年1月到

现在，就占到了其中的11位。在自焚的人中，至少有15位已经死亡，其

他的人都下落不明。那些自焚的人要求的是西藏的自由和达赖喇嘛

能够返回西藏。今年1月，西藏爆发了一股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

中国军队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镇压这些和平抗议者。至少有五位

藏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在冲突中受伤。

 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表示，声援藏人反抗中共暴政的示

威请愿，部分成员将参与绝食行动。

 民阵加拿大理事李心佛是一位藏传佛教信徒，他对于不断有

藏人自焚感到悲愤：“真是每天都关心藏区藏人自焚的事件。作为

一个藏传佛教的信徒，看了以后真是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心如刀

绞，真的希望别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我希望起码新闻要透明，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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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境外都能够真正了解真相，看看这些藏人的诉求，不能够打压迫

害。”

 民阵加拿大成员梁咏春表示，希望更多的汉人能够用心了解

西藏问题的真相：“我作为一个汉人是比较遗憾的。不论中国政府

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并

没有以平等博爱的态度对待藏人，还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

待藏人。所以藏人的自焚，是对汉人一种发自内心的要求平等，要求

人权的呐喊。但是从中国政府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很多人还是以一

种看闹剧的心态来对待。我就希望中国民众用更加认真的态度来

对待西藏问题，以及藏民在人权方面的诉求，争取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藏族的民族自治，以及和汉族的和平共处。”

 民阵加拿大主席逸君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解决问题

的最好方法：“从中共接管西藏开始，他们就对西藏实行了错误的

政策，不给西藏高度自治，这就是祸根。现在，我觉得中间道路是

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达赖喇嘛说的非常清楚、非常诚恳、非常的

情深谊长。无论从国际法、国际公理，还是国际舆论，还是从人权的

角度，还是从民族自决的角度，这都是个合理的东西。中共政权不

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觉得是完全讲不通的。”

 逸君表示，中共封杀和歪曲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将会自食恶

果：“中共政权封杀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造成整个全国大众人

民对中间道路的不理解。由于这种不理解，产生了汉藏的这种对

立。这恰恰是达赖喇嘛不愿意看到的，这也恰恰是达赖喇嘛在这几

年间在进行汉藏对话中间，所要努力消除的这样的隔阂。”

 民阵加拿大副主席弘毅表示，自焚事件凸显藏区的严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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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藏人不断自焚是一个令人沉痛的悲剧，真的不希望这样的悲

剧再次发生。我们也可以从自焚事件中看出，中共在西藏的高压统

治多么地残酷。藏人的权利又是被剥夺得多么的彻底。他们根本无

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表达权利诉求，只能通过自焚这种极端的方

式来反抗中共的暴政。”

 弘毅呼吁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际社会，伸出援手，要求中共立

即停止在西藏的镇压行动：“中国政府如果继续用暴力维稳的方式

来压制藏人的反抗，剥夺藏人的自由与权利，只会让这样的悲剧不

断的发生，也会让西藏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激化，问题更加难

以解决。所以我们奉劝中国政府，停止对藏人的迫害，保证藏人的

基本权利和信仰自由。同时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通

过外交途径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关切，迫使中共改变对西藏的正常，

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民阵加拿大同时呼吁，凡是理解、同情、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言

论自由、信仰自由，支持西藏人民为保护其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支

持西藏人民呼唤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广大华人，都能够公开表达

声援，以尽早结束在藏区的悲剧，并推动中国整体社会的民主化进

程。

 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加拿大西藏

文化中心主任诺布才仁也将参与绝食行动。

 刚刚传出消息，2月19日，四川省阿坝地区又有一位18岁的年轻

藏人自焚。

 

(自由亚洲电台加拿大特约记者锡红的报道   2012年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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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Canada especially 
appealed to the consci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and elsewhere on the globe, calling on those who understand 
and sympathize with the cause of the Tibetans to openly 
support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s of expression and 
conscienc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ir own culture,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ir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s returning home. FDC Canada vowed to continue 
its work to advance democracy and freedom for all peoples 
living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help bring an end 
to the tragedy in Tibet.

February 20,  2012

FDC Support Tibetans 
on Hunger Strike

XI Hong
 (Canadian Correspondent  Radio Free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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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巴仁波切
自焚前录音遗嘱

西藏之声

【2012年1月8日，索巴仁波切在安多果洛达日--今青海省果洛

藏族自治州达日县--自焚。他是2009年以来境内藏地自焚的第16位

藏人，是2012年境内藏地自焚的第3位藏人。迄今，已有17位境内藏

人以自焚来表达决绝的抗议。 

在索巴仁波切自焚牺牲之后，当局立即制造谎言来对索巴仁波

切污名化（见中评网），企图遮蔽真相。但是，索巴仁波切在自焚之前

录制了长达9分钟的遗嘱，用自己的声音清清楚楚地陈述了自焚献

身的缘由。这段录音已于近日送出藏地，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播

出。】

以下是索巴仁波切录音遗嘱的中文译文。

国内外六百万藏人兄弟姐妹们，在此，我向为藏人的自由而牺

第三章 藏人在诉说什么？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ibetans Trying to Tel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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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的以图丹欧珠[注1]为主的英雄们、为六百万藏人的团聚和藏地的

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们，表示无比地感谢和钦佩。我已

经四十多岁，一直没有勇气像你们那样做，以致苟活到今天。所幸的

是，我也努力地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扬做了一些贡献。

在21世纪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许多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

年，我也愿贡献自己的血肉来表示支持和敬意。我的牺牲不是为了

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

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我

在此虔诚忏悔。

一切众生未有不曾做过我们的父母，无边的众生由于业际颠

倒，做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业，我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清凈业障。并且

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如虱子等一切微小众生，临

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正等正

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师尊者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寿命、

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

诸香涂地缤纷雨妙花

严饰须弥四洲并日月

观想变现供养诸佛剎

修习愿达诸佛清凈剎[注2]

自他身语意三世善法、珠宝、妙善、曼札、普贤诸云供意幻供养

上师三宝尊，慈悲摄受赐予我加持：“俄当，格热，然那曼札拉，康

[注1] 图丹欧珠：1998年，在印度德里举行的绝食抗议中国的活动中，流亡藏人图丹欧

珠点火自焚牺牲，年约六十多岁。译者注

[注2] 译者注：以上是曼札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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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尔亚，答亚么”。[注1]

再次说明，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

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凈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

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事实上临终之际，若有嗔恨心很难得解脱，因此我希望我能做

他们的引导者，愿以此供养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众生未来获得究竟

佛的果位﹔并为国内外诸多高僧大德长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达赖

喇嘛丹增嘉措为了雪域政教永世长存：

雪山绵延环绕的凈土

一切利乐事业之缘源

丹增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其足莲恒久住百劫

（愿事业如日中天）[注2]

愿恶缘毁坏教法者

业际颠倒有形无形

思想行为入恶劣者

三宝谛实加持永断除[注3]

（愿此等善法等两偈，略）

殊胜之最发愿王

利益无边诸众生

圆满普贤行愿力

[注1] 译者注：此为曼札偈咒语

[注2]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长寿祈请文

[注3]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所著的雪域祈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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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恶道众尽解脱

达雅塔，班赞哲雅阿瓦波达呢耶所哈。（成就所愿咒，念诵了

三遍）

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

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

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

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

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

年轻的藏人要努力、勤奋地学习十明等藏人的文化及理论知

识，年老的藏人也要把自己的身口意融入到善法之中，大家要共同

弘扬和发展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大家都

要力所能及地，为了藏人的幸福和一切众生暂时获得世间圆满以至

究竟获得佛的果位而多做善事，这非常重要，祝愿大家吉祥如意！

我还要告诉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译者注：提到一个名

字但听不清楚）：我身无分文，我的一切财产早已布施在佛法方面，

请你们不要说这里有我的财产、那里有我的财产，或者这里那里有

我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施主们请记

住这一点。还有，希望我做担保的一些乡亲、喇嘛、祖古的物品，你

们要按约定的时间如数交还。

自他三世一切善法回向给一切众生等，特别是在地狱等三恶趣

的众生。

（殊胜之最发愿王等一偈，略。）

（此生三世一切功德一偈，略）

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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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

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

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原载唯色博客  2012年1月29日）

索巴仁波切  LAMA  SO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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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ll the six million Tibetans, including those living exile -- 
I am grateful to Pawo Thupten Ngodup and all other Tibetan 
heroes, who have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Tibet and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ough I am in my 
forties, until now I have not had the courage like them. But I 
have tried my best to teach all traditional fields of knowledge 
to others, including Buddhism.  

This i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this is the year in which 
so many Tibetan heroes have died. I am sacrificing my body 
both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m in flesh and blood, 
and to seek repentance through this highest tantric honor 
of offering one’s body. This is not to seek personal fame or 
glory.

I am giving away my body as an offering of light to chase 
away the darkness, to free all beings from suffering, and to 
lead them – each of whom has been our mother in the past 
and yet has been led by ignorance to commit immoral acts 
– to the Amitabha, the Buddha of infinite light. My offering 
of light is for all living beings, even as insignificant as lice 

Lama Soepa's Audio Statement 
Recorded Before His Self-Immolation

Translation by Bhuchung D. Sonam in Dharamsala,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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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its, to dispel their pain and to guide them to the state 
of enlightenment. I offer this sacrifice as a token of long-life 
offering to our root guru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all other spiritual teachers and lamas.  

[Lama Soepa recites the prayer of the Mandala Offering]

/The universal ground purified with blessed water spread, / 
This magnificent continent adorned with the sun and moon. 
/ I offer them with pure realm of the enlightened in mind, 
/ May all sentient beings enjoy this pure land! / My mind, 
body, speech, all my possessions and merits, / And this 
precious Mandala and all other offerings, / I offer all these to 
the Three Jewels with my fervent prayers, / Compassionately 
accept these and bless me and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 I 
send forth this bejeweled Mandala to you, precious teacher!/  

I am taking this action neither for myself nor to fulfill a 
personal desire nor to earn an honor. I am sacrificing my 
body with the firm conviction and a pure heart just as the 
Buddha bravely gave his body to a hungry tigress (to stop 
her from eating her cubs). All the Tibetan heroes too have 
sacrificed their lives with similar principles. But in practical 
terms, their lives may have ended with some sort of anger. 
Therefore, to guide their souls on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I offer prayers that may lead all of them to Buddhahood.

May all spiritual teachers and lamas inside Tibet and in exile 
live long. Especially, I pray tha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ill return to Tibet and remain as Tibet’s tempo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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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leader.

[Lama Soepa recites the Long-life Prayer for the Dalai 
Lama.]  /Circled by ramparts of snow-mountains, this sacred 
realm, / This wellspring of all sustenance and happiness. / 
Tenzin Gyatso,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 May his reign 
endure till the end of existence. / May his great deeds spread 
across the space. All those who have forms and are formless, 
/ Those who bear hostility towards the Buddha dharma, 
/ May all of them be found and defeated, / By the Three 
Jewels and the power of truth./

[Lama Soepa recites additional prayers.]

To all my spiritual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 faithful 
ones living elsewhere: You must unite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Tibetan n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is the sole wish of all the Tibetan heroes. Therefore, 
you must avoid any quarreling amongst yourselves whether 
it is land disputes or water disputes. You must maintain 
unity and strength. Give love and education to the children, 
who should study hard to master all the traditional fields 
of studies. The elders should carry out spiritual practice as 
well as maintain and protect Tibetan language and culture 
by using all your resources and by involving your body, 
speech and mind.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genuinely 
practice Buddhist principle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Tibetan 
cause and also to lead all sentient beings towards the path of 
enlightenment. Tashi D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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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ll my close friends, relatives, students, everyone from my 
native home and especially xx [name not clear in the audio]; I 
have not accumulated any wealth in my life. Whatever I had, 
I spent it on teaching and in pursuit of spiritual matters. This 
will leave no doubt or talks about having left behind huge 
sums of money. Thus, my siblings, relatives and patrons from 
different places should bear this in mind. As for my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other items, I hope they will be given away 
to needy people or offered to spiritual teachers and lamas.  

May all the merits that I have accumulated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in lower 
realms such as hell. I offer these prayers for them to attain 
higher rebirth.  [Lama Soepa recites additional prayers.]

January 8, 2012

索巴仁波切   LAMA  SO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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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世噶玛巴
就西藏境内自焚事件的声明

 今年3月以来，为了呼吁西藏自由和达赖喇嘛尊者归家，11位勇

敢的藏人选择自焚。这些动机单纯的人们采取的绝望行为，是对他

们身处的不义和压迫的申诉。形势已恶化到忍无可忍，但在危难时

机，我们更需要勇气和决心。

从西藏传来的每一份自焚报道都让我内心充满伤痛。绝大多数

死去的人都还很年轻。他们曾经还拥有过很长的未来和以此造福的

机会，但现在已失去了。依据佛法教导，生命珍贵。为成就任何善业，

我们都需珍爱生命。我们藏人数目本已不多，每一个藏人的生命对

西藏的事业都极具价值。尽管时局艰难，我们仍需生生相传、自 强

不息，绝不忽视我们的长远目标。

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所言，中国领导层须正视这些悲剧的真正根

源。这些剧烈行为根源于藏人身处的绝望环境。粗暴的回应只会把

情况变得更加恶化。哪里有恐惧，那里就没法建立信任。

尊者达赖喇嘛已经强调指出，滥用武力只会适得其反；高压措

施绝不会带来团结和稳定。我赞同尊者的这一观点：中国领导层需

要严肃地检讨它的西藏和少数民族政策。我向全世界心思正义、热

爱自由的人们呼吁，请加入我们，一道申斥对西藏寺院，尤其是在四

川藏区的寺院，行施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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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藏问题牵涉到正见和正义，人们不会惧怕舍所爱身。但

我恳请西藏人民珍惜生命，去寻找其他建设性的方法为西藏的事业

做工。在此，我深生誓愿，愿僧尼和所有的西藏人民，远离恐惧，永

远生活在祥和与喜乐之中。

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欽列多杰

（2001年11月9日，印度北部达然萨拉）

（原载《参与》)

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欽列多杰
17th Gyalwang Karm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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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March this year 11 brave Tibetans have set themselves 
on fire while calling for freedom in Tibet and the retur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 his homeland.  These 
desperate acts, carried out by people with pure motivation, 
are a cry against the injustice and repression under which 
they live. The situation is unbearably difficult, but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we need greater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Each report of self-immolation from Tibet has filled my 
heart with pain. Most of those who have died have been 
very young. They had a long future ahead of them, an 
opportunity to contribute in ways that they have now 
foregone. In Buddhist teaching life is precious. To achieve 
anything worthwhile we need to preserve our lives. We 
Tibetans are few in number, so every Tibetan life is of value 
to the cause of Tibet.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s difficult, we 
need to live long and stay strong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our 
long term goals.

A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as sai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hould face up to the real source of these tragic 
incidents. Such drastic acts have their origin in the des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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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mstances in which Tibetans find themselves living. A 
ruthless response will only make things worse. Where there 
is fear, there can be no trus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as stressed that the use of 
force is counter-productive; repressive measures can never 
bring about unity and stability. I agree with him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needs seriously to review its policies 
towards Tibetans and other minorities. I appeal to  right-
thinking, freedom-lov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join us in deploring the repression unleashed in the 
monasteries in Tibet, particularly in the Tibetan region of 
Sichuan. At the same time I appeal to the Chinese leaders 
to heed Tibetans' legitimate demands and to enter into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them instead of brutally trying to 
achieve their silence.

Because the Tibetan issue involves truth and justice, people 
are not afraid to give up their lives, but I request the people 
of Tibet to preserve their lives and find other, constructive 
ways to work for the cause of Tibet. It is my heartfelt prayer 
that the monks and nuns, indeed all the Tibetan people, may 
live long, free from fear, in peace and happiness.

Ogyen Trinley  Dorje

17th Gyalwang Karmapa  

November 9, 2011

Dharamsla,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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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诉说什么？

杨建利 （哈佛大学研究员，美国）

有时候，为了体现公开表达的语言的准确性，言说者会让人感

到某种程度的无奈，比如，当面对西藏僧侣们一起又一起的自焚事

件时，我们会说不赞成年轻僧侣的自焚之举——这样的态度是没有

错的，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个年轻生命的结束，我们不希望看到悲

剧一次次发生；我们更会谴责导致僧侣们自焚的强权压制，并呼吁

人们行动起来结束悲剧发生的制度性根源。

然而现实又极其残酷，我们的呼吁无论是怎样的恳切和焦虑，

在目前的情况下都似乎很难形成足够大的压力来迫使中共当局改

变对藏人的强力镇压，也难以避免悲剧的一次次发生。10月底，面

对多起西藏僧侣的自焚事件，海外藏人举办祈祷法会，世界范围内

的人权机构组织了抗议活动，我们一些汉人朋友也发布了《我们对

西藏局势的声明和呼吁》,尽管我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我们对藏人

的痛苦和愤怒感同身受，我们祈求不要再有藏人僧侣的自焚事件发

生，因为每一个生命的消失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然而，我们无力

阻止悲剧的发生，据海外媒体报道，11月3日，一位名叫秋香（音）的

藏族尼姑在四川甘孜的一条公路上自焚，法新社引述“国际声援西

藏运动”的消息说，这位尼姑自焚时呼喊宗教自由以及让达赖喇嘛

返回西藏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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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此前的自焚事件发生时一样，中国政府指责西藏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鼓动藏族僧人自焚，而达赖喇嘛则表示生命是神圣的，公

开宣布反对自焚。事实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对自焚问题的

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不支持僧侣的自焚行为，但这样的态度能够

避免藏人僧侣的再次自焚吗？坦率地说，我对此表示怀疑。自今年

年初以来，至少已有11位年轻的僧人自焚，这是历史上罕见的自焚

悲剧，但迄今为止，我们连每一起事件的直接起因和事后处理都无

法获得准确全面的信息，又如何能够断言秋香的自焚会是最后的悲

剧呢！

的确，我们需要更全面准确的信息，我们想知道这些自焚僧人

面对的具体状况和他们的要求，遗憾的是，即使已经发生如此严重

的人道悲剧，这一最为基本的要求也是一种奢望，由于中国政府的

严密控制和干扰，中国国内媒体对此完全沉默，而海外媒体也无法

成功地进入这些事件发生的地区并采访有关知情人，我们所能够了

解到的只能是一些人权机构通过自身在藏区的联络渠道而获得的

一鳞半爪的信息，由于中共政权的封锁和控制，当这样的事件发生

后，其维稳机制自然会全面覆盖有关知情者，使外界难以追踪事件

的详情。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面对西方记者的追问，中国官方指责达

赖喇嘛鼓动僧人自焚，这足以表明自焚事件的真实性，这是确确实

实发生的悲剧事件！而这么多起相似事件发生，其根源只能是绝

望，而且，当一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公开自焚时，除了绝望，他一定

还要通过这样的行为表达内心的吁求。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信仰自

由、表达自由乃至行动的自由而仍然不放弃对自由的渴望，甚至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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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他最后的愿望一定是希望人们能够从艰难传出的信息中听懂

他们“肢体语言”的诉说，因此，为表达对这些消逝的生命的尊重，

我们需要认真倾听他们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声音：“西藏自由”，“达

赖喇嘛回西藏”。

获得藏区的真实信息是艰难的，但不表明我们完全没有信息。

如果我们要倾听这些自焚僧人的诉说，我想：我们需要了解西藏的

历史—而不是轻易听信中共喉舌机构的思想灌输，我们需要了解藏

人的流亡历史—而不是把达兰萨拉的存在仅当做一个旅游景点的

存在；我们需要了解达赖喇嘛宗教思想中的悲悯、平和—即便你不

是一个佛教徒；我们需要不带偏见地获取和分析1989年3.10和2008

年3.14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不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角度以“国家统

一”为由而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虚假和片面的陈述之上；我们需要

关注六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起的又一轮严酷打压中藏人的遭遇，

尽管这样的遭遇并不总是能够获得完整的报道，但有赖于藏人人权

机构的努力，获取这样的信息并不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我们也要

有一颗关注藏人命运的悲悯之心……

也许，那些自焚的僧人完全明白他们绝望中的抗争并不能马上

改变什么—即使再多的人死亡，专制、冷血的政权也不会变得人道

起来，他们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些不冷血的人、不冷血的机构、

不冷血的政权诉说，他们用悲壮的火光给我们指出一条通往自由西

藏的道路，让我们更为自觉地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真实现状，我想，我

们不能漠视和拒绝他们最后的诉说，作为同样的生命体，我们需要

真诚的倾听和关注。

秋香自焚事件发生后，11月6日，上万民藏族民众聚集在甘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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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县灵雀寺外表达悼念和抗议，抗议者高呼口号，要求海外流亡藏

人将藏区民众的悲惨的人权状况告知天下。事实上，他们的抗议是

在接续和放大自焚者的诉说。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诉说，那么，即

便我们不是藏人，也同样有责任关注他们的状况并让更多人知道在

西藏发生的事情。世界的改变需要时间和另外一些因素的累积，不

能一蹴而就，但对藏人命运的关注、声援和同情是不可缺少的，面

对死亡，我们应该会产生与藏人相同的命运感，我们的同情、理解和

声援不只是对于藏人独特宗教、文化和遭遇的关注，也是反对歧视

与人权迫害的最起码的要求。

（原载美国之音杨建利博客  201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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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ange the world takes time and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other factors; i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But concern, 
solidarity and sympathy toward the fate of the Tibetans 
is indispensable. When facing death, we should have the 
same sense of destiny as the Tibetans; our compassion, 
understanding and solidarity is not just concern about the 
unique Tibetan religion, culture and their suffering, but it is 
also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anti-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November 25,  2011

What Are They Trying to Tell Us?

By YANG Jianli
(Research Fellow,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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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阻止中共政府在西藏的暴行

2008年3月事件之后，西藏境内局势持续恶化，特别是从今年

3月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和急迫：由于无法忍受中共政府的占领

和镇压，年轻藏人的自焚事件上升，在过去6个月中，9名年轻的藏人

（有的只有17岁），因对中共当局剥夺西藏人自由和人权的镇压性

政策感到不满而自焚，这9名年轻藏人当中，5名已经死亡，有传闻说

另外4名住在医院。 

藏人对于目前的西藏局势感到深深担忧，尤其是被军队和武

警包围的阿坝县，这一地区的藏人的自由被严重限制。 

世界各地的藏人正在举行和平的祈祷守夜，来表达我们与那

些失去生命、以及为勇敢表达藏人权利而被囚禁者的团结，这也是

为了强调西藏正在加深的危险。 

我们呼吁联合国以及热爱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向处在危险之中的

藏人表达支持，并提出以下特别要求来恢复西藏的和平与自由： 

（1）鉴于西藏地区不公开的军事管制和持续上升的自焚事件，

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施加压力来恢复藏人的自由，

通过对话来解决事关藏人和汉人共同利益的问题。 

（2）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媒体派出调查团对西藏境内的局势

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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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ive Demands

（3）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从阿坝特别是从格尔登寺撤回所有军

队,允许僧人们在没有恐惧和威胁的情况下从事宗教活动。 

（4）呼吁各国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对西藏正在发生的镇压性政

策发表声明以表达关切。 

（5）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义务，

尊重信仰自由和西藏阿坝僧俗民众的基本人权。 

纽约地区和新泽西西藏人协会 

纽约地区和新泽西西藏青年会 

纽约地区和新泽西西藏妇女协会 

2011年10月24日 

1. Given the undeclared martial law in Tibet and the 
increasing cases of self-immo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press the govern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restore freedom and resolve the issue of Tibet 
through dialogue for the mutual benefit of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2. We ur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media to 
send fact-finding delegations to ascertain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nside Tibet. 

3. Urg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immediately withdraw all the 
army troops from Ngaba locality, particularly from Kirti 
Monastery and allow monks to perform their religion fre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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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fear and intimidation. 

4. Appeal governments and political leaders to issue 
statements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the ongoing repressive 
policies in Tibet. 

5. Urge the United Nations to call upon China to abide by its 
obligations t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religious freedoms and basic human rights of 
the monastic and lay communities in Ngaba. 

Tibetan Commun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of York and New Jersey 

Regional Tibetan Youth Congress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October 24,  2011 

海外藏人组织在美国示威，声援国内藏胞。
Overseas Tibetan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nstrate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Tibeta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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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下的最后希望
―评西藏僧尼焚身殉道

曾建元 （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2009年2月，西藏由安多区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

县格尔登寺喇嘛扎白点燃圣火高举雪山狮子旗和第十四世达赖喇

嘛丹增嘉措照片舍身殉道至今，已经连续发生17起藏传佛教僧尼自

焚事件，而自2010年起至今，西藏为纪念殉道僧尼而停止欢庆藏历

新年洛萨节的家户也越来越多。今年春节期间，康区之四川省甘孜

州炉霍、色达两县以及安多阿坝州之壤塘县更相继爆发数千藏民集

会纪念殉道僧尼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警血腥镇压的惨案。由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封锁和严厉的社会控制，在西藏内部和国外，

人们起初对于僧尼自焚之事所知不多，但当僧尼殉道持续两年有余

并累积将近20人，该一事件的政治效应已经由量变向质变转换，而

以道德良心上的压迫，要求世人逼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治理问

题。

自焚者率皆僧尼，此事说明了，这是西藏僧尼体察人民信众的

绝望，而发愿舍身殉道救苦救难之举，此因常人生在红尘俗世，有

诸多家庭与事业责任及情感的牵绊，所以才有僧尼自觉承担起人世

间的苦难，代替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精神与肉身上的双重反

抗。台湾过去有过赛德克族集体反抗日本帝国殖民的壮阔史诗，换

来的是民族几乎遭到灭绝的悲惨命运，藏人的命运一如赛德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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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则有接受供养的僧尼挺身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因此这不是单纯的

僧尼自焚殉道，而是西藏人民象征式的集体抗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该一事件的制式反应，就是无的放矢地

指责达赖喇嘛与其领导之西藏流亡政府在背后煽惑，其中最为恶毒

的一种说法，是《人民日报》于去年11月指控达赖喇嘛“买尸”，以优

厚的抚恤来鼓励僧尼自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散播此一谣言

的同时，当然也提不出任何具体证据证明，因为如果能举出证据，不

正也说明了藏人行政中央的社会渗透力已经深入到西藏的每一个

角落了吗？事实上，达赖喇嘛一向慈悲为怀，如果要鼓励僧人肉身

殉道，当年何必谕令最后据守木斯塘救国护教的僧兵僧将们全面

放下武器？而如果要鼓励藏人殉道，何庸只向僧人买尸？许以来生

对于每一个佛教徒而言不就是更大的福报？更者，如果要真正放弃

非暴力抗争，像巴勒斯坦人一样在西藏乃至中国全面展开遍地烽火

式的反抗行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疲于奔命，争取民族解放和

国际同情的目的岂不是更易于达成？何必选择在对外信息隔绝交通

阻断的穷乡僻壤里举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敢直面问题的本质，就

是其失败的殖民统治，而总以粗暴而无礼的说法移转焦点，裹胁中

华民族主义、并将其无能的治理责任归咎于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就

像其指控台湾独立运动分裂祖国破坏两岸和平一般，而从不检讨

为什么被压迫者不顾一切地要拼命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也有

质疑僧尼自焚事件出自藏人行政中央的事前谋划者，但以常识判断

便知其不可能。因为如果是组织性的行动，必定要计算其成本与效

益，选择最容易引起国际视听的时间与地点来举行，设定有一定的

行动目标，并且搭配有必要的行政后勤支援，然而这一次次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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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看不到这些安排，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一开始，它只是阿坝县一

起针对当地中国共产党党政机构官僚表达不满的民间抗议事件，而

由于当地党政部门回应以一贯强硬和冷漠的态度，乃有第二、三起

至今未稍停歇的悲剧相继发生。

至于当地党政部门何以因应失当，其实责任亦不在于他们身

上，因为僧尼的诉求在于西藏自由，而其在宗教领域的表现形式，即

为要求共产党尊重藏传佛教各教派与寺院自治自律的传统，在此一

传统下，达赖喇嘛以及随同流亡印度的各教派法脉，则不应被割断

与西藏本土僧尼与信众的关系。

本来在中国、西藏乃至于各国的历史传统上，宗教界的事务本

来就不是凡夫俗子所得过问者，何况是原本拥有神权政治体系的西

藏。无神论的中共党人依《宗教管理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

管理办法》之规定，处处干预各宗教内部教规，连藏传佛教各教派

活佛转世灵童的认证都要经其批准，实在是侵门踏户。而最令人不

可思议和不可原谅的，是中共竟然变本加厉地于农历除夕在西藏地

区发动“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爱党爱国活动，在佛门

净地要求僧众政治表态，对曾经迫害藏传佛教镇压西藏的无神论

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表达效忠，岂不欺人太甚？如是

而激起新年期间的官民冲突，岂是意外？

藏族本为一高度宗教性的民族，故而西藏之治理乃更应关照藏

传佛教在西藏文化社会乃至于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刻意压抑藏传

佛教的宣教、干涉其内部事务，丑化达赖喇嘛与封堵其影响，无非

是在践辱西藏人民。在此之外，以共产党党国体制对西藏进行民主

集中制之治理，将西藏纳入以汉人为主导的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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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当中，自然亦等同架空了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共派驻西藏

当地党政机构的第一把手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无不由汉人

出任，前任书记张庆黎有过“党中央才是老百姓的活菩萨”的谵语，

新上任的陈全国又在搞对世俗汉族中共领导人的神格崇拜，狂妄自

大的骄恣言行，实令人感到痛心疾首。至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席白玛赤林，并非由藏人自由选举产生，凡事听命于党中央，不过

是中共的傀儡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西藏等少数民

族区域有权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西藏人民要维持自己的神权政治传

统，实施共产党党国体制、抑或是达赖喇嘛在印度藏人流亡社区推

动的政教分离的立宪民主制，都应当经由西藏人民的自决。如今中

华人民共和国严禁西藏人民崇拜达赖喇嘛，拒绝西藏人民自由决定

其民族自治体制，就是对于西藏人民人格自主和民族尊严的否定，

这样的统治心态，就是殖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把以藏族干部为

主体实施的西藏治理视同西藏的自我发展和民族自治，胥知关键不

在统治者是不是藏人，乃在于西藏人民是否能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

自由地进行民主自决？若非如此，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所谓的汉奸傀

儡政权了，满洲国、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之类的，通通就

都不是！中国人痛恨历史上的列强侵陵，怎不寻思，西藏人也是这

么看待中国的？

西藏境内的民怨，已经越演越烈，只要反抗被赋予宗教殉道与

永生的意义，其必将在宗教化民族的内部卷起风潮，成为在现世解

脱的法门，如此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治理势将真正在人

民的集体记忆中被妖魔化，官民间的对立难保不会演变成为更大规

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报复。在某种程度上，西藏僧尼的焚身殉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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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民群众的示威抗议，说明了西藏人民面对达赖喇嘛年事日高

的急迫与焦虑感，也说明了他们对于达赖喇嘛非暴力抗争理念的奉

行，在几十年来西藏民族问题未获和平解决情况下的不耐。眼前的

形势，令人忧心将可能又是1950年代藏东动乱的翻版。我们对于西

藏自治区或四川省地方党政当局是否拥有去年广东省处理汕尾市陆

丰市东海街道乌坎村人民抗争事件的同等智慧，从不抱任何期待，

故而针对当前西藏民变将有与宗教殉道结合的趋势，我们因而向全

世界的宗教领袖，特别是向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佛教领袖和为数众多

的佛教信众提出呼吁，敬请出面对西藏僧尼自焚事件表达关心，请

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和西藏民族中的影响

力，邀请他出面共同妥善处理，化危机为转机，由此打开汉藏民族

和解以及中国宁静民主转型的契机。

(民国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凌晨一时新北市板桥区莱芬园)

(原载台湾时报  2012年2月2日）

The Last Hope in Desperate Times 
– Thoughts on Tibetan Monks and 

Nuns Self-Immolation for Martyrdom
By TSENG Chien-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u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The most incredible and inexcusable thing i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tensi f ied their campaign of 
patriotism toward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during the 



►141◄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绝境下的最后希望―曾建元

第三章　藏人在诉说什么？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ibetans Trying to Tell Us?

Lunar New Year's celebration in Tibet by "sending national 
flags and leader portraits to Tibetan villages and temples." In 
the heartland of Buddhism, the CCP forces monks to make 
political statements, pledging allegiance to the atheists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who 
oppressed Tibetan Buddhists. Hasn’t this insult gone too 
far? Can it be an accident then if it triggers another round of 
clashes between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祈祷，为藏族同胞！

Tibetans in exile are offering prayers for their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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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需要自由！
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

何佳（人权活动人士，美国）

藏人点燃的自由之火必将照亮西藏

自2009年以来，西藏境内藏人自焚的烈火不断在燃烧，这样的

事件，已经发生了十多起了，每个藏人的身体点燃之后，就像一把燃

烧的火炬……我虽然不赞成用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反抗暴政，但

这些鲜活的生命瞬间自我结束，其人权的恶劣程度不能不令世人

发指和深思。我相信，生命火炬的光芒终将能够驱散黑暗，藏人点

燃的自由之火必将照亮西藏！

1950年10月中共派出重兵开始攻打西藏，在藏区人民的生命安

全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1951年4月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

往北京进行和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

1951年10月26日27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主权的三千余解

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

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

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

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得对西藏之实质管理权。

藏族人不屈于中共的暴政压迫，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在抗争。

他们抗争的方式一直遵从和平、理性、非暴力，加上藏人固有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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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厚德、善良所以藏族人留给全世界人民的印象是极好的。所以

藏族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欢迎。

尊者达赖喇嘛几十年来，多次要求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西藏的

自治问题，并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来和中共谈判。达赖喇嘛所谋

求的是西藏自治和宗教自由，而不是西藏独立。在国际组织的呼声

和压力之下，中国政府也曾多次与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在北京举行

过面谈，但应为中国政府不想让西藏人民享有真正的自治权，所以

多次谈判多次无果。

为了表达西藏人民要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几十年来，藏人举行

过很多次和平集会和游行，但每次都遭到中国政府军队、警察的镇

压。由于中共已把西藏人民走向自由的道路全部堵死，西藏人民

无法用任何方式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期盼，在无数次残暴镇压之下，

西藏人民那颗纯贞、善良的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在长期的黑暗中生

活，看不到自由的希望，这是最悲哀的。我相信，他们选择自焚是不

得已而为之，自焚已经是他们唯一的表达抗爭的方式了。

最近在YouTube等网站上，出现了阿尼班丹曲措自焚的视频。她

是第12个自焚者，是一位35岁的尼师。

 面对视频，我是久久不想点击，眼前浮现已见过的照片和视

频，都是僧尼们在西藏的街头或草地，身陷烈焰甚至被烧焦的场

景。这些画面都是当地藏人冒死传出，为的是让世界看到，但惨不忍

睹。

 不及3分钟的视频，一开始就让人猝不及防。全身裹着火焰的

阿尼班丹曲措挺立街头，就像燃烧的火炬……我双手捂住了自己的

脸，因为泪水像下雨一样涌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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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阿尼班丹曲措大姐姐，竟被活活烧死。不是铁，或者石

头，而是有皮肤、有血肉、有骨头的人，足以让所有铁石心肠的人发

抖。

2011年10月17号中午北京时间一点左右，阿坝县玛麻尼姑庙20岁

的尼姑丹增旺姆妹妹，她在甘孜县城的一个大桥上面自焚了。当时

她奔跑在大桥上，大声呼唤“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我们要宗教自

由”等口号，之后她点燃了自己，不到七分钟就死了。她死了以后她

（所在的）尼姑庙的这些尼姑把她的尸体带回了尼姑庙，当地的公

安、武警都过来了，说要把她的尸体交给政府，但是尼姑们拒绝。政

府下令让她们在一天之内处理掉尸体。

2012年开年半个月间，已经有4名藏人自焚，1月6日下午，四川藏

族阿坝州阿坝县一僧一俗2位藏人，在该县县城自焚；8日早晨，青海

省果洛州达日县县城中心，一位42岁的活佛索巴仁波切自焚，事件发

生后数小时，官媒新华社发布消息，藏区高级官员们已经“承诺要

采取措施，加强寺庙管理，以对抗达赖集团。”14日，阿坝再有一名

年轻的阿坝藏人进行自焚。

几十年来藏人面对暴政，用生命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奉献和

真诚”。人们常说的那句：求真大于求生，用在他们身上是最恰当不

过了。

几十年来，西藏人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

藏需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回来！是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对西藏镇压的手段，要面对西藏的

真实情况和藏人的诉求，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只有改善对西藏强硬

的政策才能缓和紧张的局势。我们呼吁尽快跟藏人行政中央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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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谈判，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这样可以防止类似

的悲剧重演。

 （原载《议报》 2012年1月20日）

在道孚街头，阿尼班
丹曲措全身裹着熊熊
火焰，边走边呼喊着
尊者达赖喇嘛，她完
全像燃烧的火炬。人
们尖叫着，在人们的尖叫声中，阿尼班丹措被火焰击倒在地
上。一位穿藏装的女子展开一条洁白的哈达，走向被火焰吞没
的阿尼班丹曲措，向她抛献哈达……

In Daofu street, Palden Choetso wrapped up in flames, walking 
while calling fr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She was exactly 
like a torch. People were screaming. The flame engulfed Palden 
Choetso as she fell down to the ground. A girl with Tibetan dress 
walked toward the fallen Palden Choetso and offered a white hada 
to 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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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ress their strong desire for freedom the Tibetan people 
have for many decades held peace gatherings and marches, 
but each one was harshly suppres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y and poli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locked all paths to freedom, and left no means 
for Tibetans to express their longing for a free Tibet; the 
numerous brutal crackdowns have severely damaged the 
pure and kind heart of the Tibetan people. It is the saddest 
thing to live in darkness with no hope in sight. I believe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self-immolation,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means left for them to protest. 

January 20,  2012

Tibet Must Be Free and Let the Dalai 
Lama Return Home!

By HE Jia
(Human Rights Activist,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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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燃烧的西藏
燃烧的自由

陈维健 （政论家，新西兰）

为了西藏的自由，连续几个月11 位西藏的僧侣化作一了团团烈

火。自焚前他们呼喊着让达赖喇嘛回来！让西藏自由！当每一个生命

在烈火中永生时，都向这个世界传递出这样一个事实，西藏这块雪

域高原，这个世世代代敬信菩萨的善良民族，对中共的统治已经到

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最近，道孚县甘丹曲林尼姑寺的35岁藏族尼姑班丹曲措，11月3

日在街上自焚的视频，被送到网上，引起海内外强烈的震撼，视频中

裹着僧袍的她，全身被烈火包围，形成了一个旋转的火球，这个火球

没有跑，没有跳，没有滚，雕像般地竖立着。烈火冲天，火光中的身

影，晶莹剔透，通彻透亮。一位藏族女子向烈火投扔洁白的哈达，更

多的人惊叫，呼喊，声嘶力竭，接着的画面是夜幕中，成千上万的僧

众手捧心灯，寺院里沉重的祈祷声在夜空中低回，手捧哈达的人群

排着队进入寺院，绵延的队伍看不到尽头。接着是呼啸而来的警车

和士兵急促的脚步声。场面是如此地惨烈，又是如此地悲壮。人不

落泪，天会落泪，人不悲愤，天会悲愤。这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与

外族统治者作生与死的反抗。这是藏民族为了生存，以生命在谱写

悲怆交响曲。 

在一个种族平等，信仰平等成为基本理念的时代，在一个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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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殖民主义与民族压迫的时代，在中国的西藏，藏民族却遭受

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迫害，承受着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所没有的

痛苦、恐惧、绝望。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民族，被异族入侵、统治、奴

役，财产被掠夺，妻女被奸淫，父母被戮杀，但他们的心灵依然可以

属于自己。但是藏民族在中共的统治下连心灵的自由都被剥夺，心

灵的殿堂都被凌辱。对于藏民族这样一个以佛法为生活方式的民

族，这是比杀身更为残酷的迫害。于是有了一个一个的僧人，在烈火

中呼喊渴望自由的惨烈。这是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民族，在一个好

死不如赖活，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这个民族不仅仅生活在世界的屋

脊上，他们的精神也是人类的制高点。

中共统治集团为何对这个已经在他治下的民族，如此残酷与不

择手段，这是基于这个集团的愚痴与自以为是。对于这个没有信仰

理念，只有权欲物欲的集团来说，藏人的信仰是愚昧的，他们的生

活方式是落后的。他们以救世主的心态来拯救他们，改造他们，他

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按他们的标准建设西藏，但他们发现这个

民族不但没有感激，反而对立情绪与日俱增。他们恼羞成怒了，我

就不信治服不了你们。于是种种残酷愚蠢的政策一一出台，把藏人

一步一步地逼向了绝境，使西藏统治成为当代社会最残酷的民族

迫害。对于藏人来说，中共在西藏的建设不但是对他们传统生活方

式的摧毁，也是对神圣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中共的改造则是对他们

文化的灭绝，对他们心灵的践踏，中共所做的一切都在毁灭西藏民

族。本来这样的对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按照现代人类多元文

化的精神，只要按照已有的西藏自治条例，让藏人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生活即可。这既无须中共劳民伤财，又可以让藏人心情舒畅，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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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中国的版图内与中国其它民族和谐相处。但是中共统治者由于

食古不化的愚蠢，再加上生性残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中共

在把藏人一步步逼向绝境之时，也把自己一步步逼向了绝路。

以中国人的大中华情结，中国的老百姓和统治集团一样，不希

望任何一个民族从中国独立出去。但大一统的前提是亲和，是彼

此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对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并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有同等的权利。而不是非要人家按你们

的生活方式生活，人家不愿意，就给人家洗脑，人家表示不满就进

行镇压。而镇压的结果总是适得其反，镇压造成流血，流血产生仇

恨，仇恨导致分离，从而产生独立的愿望与决心。大清皇朝统治中

国近三百年之久，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文字狱 ”的血

腥统治，几代汉人不忘雪耻，最后推翻了满清皇朝。日本侵略中国，

要把中国归于“大东亚共荣圈”，中国人民为之8年艰苦抗战，牺牲

上千万人的性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民族尊严与独立。当年中苏交

恶争的是什么，不也是为了中共的独立性，虽然苏联大规模地援助

中国，建设中国，但中共宁愿停止全部援助，也不愿意再听苏联老

大哥颐指气使。藏民族是一个善良，深明大义的民族，他们的领袖

达赖喇嘛更是菩萨般的心肠，慈悲宽容，且具有现代社会的普世价

值。他理解中共统治者与汉人大一统的心结，虽然饱受凌辱，流血

无数，依然愿意在中国的版图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生活，

甚至也愿意共产党领导，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以他们的生活方式

来生活。但是中共统治者硬是无视这样的善良要求，不理不睬，竭

尽诬蔑，并以最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其结果是把西藏的民心逼向

分离、逼向独立。而这是中国民众不愿看到的悲剧，中国民众要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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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是和藏人和平相处的大一统。因此，如果有一天西藏独立了，

这是中共逼迫的结果。毫无疑问解决西藏问题已迫在眉睫，11位僧

人的自焚已经表明，西藏民族不是在反抗中死亡，即在反抗中生存

的不屈意志。如何化解西藏的问题，是到了中共当局必须反思的时

候了。西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藏人的勇敢，也赖于藏人的智慧。中

国如果不想西藏分离出去，则需要中国民间的良知、明智，需要中共

党内人士的见识，胆识。二十多年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坐着吉普

车，亲自到西藏去触摸藏人的贫困，感受藏人的痛苦，体会藏人的

怨愤，理解藏人的渴望，从而对西藏政策作出全面调整的决定，曾

经在历史的那一刻，为解决西藏问题开辟了希望的一瞬间，但愿那

一瞬间有继往开来的人。

大凡，一个民族在非常时期，关键时刻总是会出现救难英雄。

烈火中的班丹曲措，一如火刑柱上的法国圣女贞德，当法国大片土

地沦丧在英国的铁蹄之下时，她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挺身而出拯救了

法兰西。班丹曲措是藏民族的圣女，她勇敢坚毅，灵魂中有慈有悲，

有佛陀的声音，她在藏民族的生死关头，燃烧自己的生命，呼唤西藏

自由。相信当她身上燃烧起火焰的那一刻，她在藏民的心里已经竖

起了丰碑。 

（原载《博讯》 201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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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ree Tibet, 11 monks in Tibet turned into flame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Before their self-immolation they chanted 
“let the Dalai Lama return home!” and “Free Tibet!” Every 
life that disappears in the raging fire sends an unequivocal 
message to the world: life has become absolutely unbearable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ule in this snow-covered 
plateau of Tibet for the gentle and kind Tibetans who have 
been piously worshiping Buddha and believing his teaching 
for many generations.                                    

November 17,  2011

Self-Immolation: A Burning Tibet and 
a Burning Desire for Freedom

By CHEN Weijian
(Political Commentator, New Zealand)

不灭的光，不灭的自由！

Eternal Light and Eternal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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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自焚事件的背景
专访格尔登仁波切

李江琳（旅美作家）

格尔登仁波切是藏人格尔登寺的精神导师，最近应邀访问美

国，会见美东华人并接受学者李江琳访问，深入介绍大陆安多地区

藏人的处境和连串自焚事件的背景。

专访格尔登仁波切

时间：2011年11月16日

地点：纽约曼哈顿王朝酒店630室

李江琳：仁波切，请您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多数中文读者

可能不了解您。　

格尔登仁波切：按照我们藏人的算法，我是第十一世格尔登仁

波切。1942年出生在阿坝若尔盖县一个小村里，父母是普通农民。我

第四章 火源何在？
Chapter 4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I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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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兄妹四人，我是老三。我四岁时被认证为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

五岁坐床。1959年5月离开西藏。1987年在达兰萨拉重建格尔登寺，

1992年寺院建成，正式成立。所有格尔登寺把我当作他们的最高导

师。

李：世上有多少格尔登寺？　

格尔登：比较有共识的看法是，在境内外有30到40座格尔登

寺。作为精神导师，五世达赖喇嘛曾赐予称号叫“戎布却吉或戎布

法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赐给我“朱古纳松”称号。由于这些缘

故，境外和境内四川、青海、甘肃的格尔登寺僧团对我非常尊敬和

信任。

拉萨事件后中共严控格尔登寺

李：我对最近发生的阿坝自焚事件非常关注，写了好几篇文章。

大家一向认为，“西藏问题”的中心主要在卫藏地区，特别是拉萨一

带。为什么最近的事件发生在阿坝格尔登寺？

格尔登：主要原因，套一句毛泽东讲过的话：“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有反抗”，事件是中共在格尔登寺采取高压政策导致的。以前

他们的“严控”政策多半都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内，对西藏东部安多

地区管得不是那么严。由于形势的恶化，中共开始在自治区之外也

采取严控政策。尤其是2008年拉萨3月事件之后。

李：近几年来，我从安多地区的历史注意到，从1930年代红军

路过开始，阿坝地区就发生过很多冲突。那时格尔登寺有没有损

失？

格尔登：没错。共产党1935、36年路过阿坝、嘉绒、还有康的一

些地区，后来又回来，有两次经过。阿坝地区，历史上第一次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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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在那个时期。（红军）路过嘉绒的时候，就住在阿坝格尔登寺

的大殿里，大殿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都受到严重的破坏。该

寺的僧人也有被红军打死的。因此，格尔登寺的僧人不得不逃到山

上，躲避那些红军。红军在大殿的壁画上写字留名。那些壁画在文

化大革命的时候都遭到破坏。

李：请教仁波切有关1959年的情况。1958年的“四反运动”是针

对寺院的，当时格尔登寺的僧人有没有参加暴动？

格尔登：据我了解，根据西藏的习俗和我们僧团的规矩，出家僧

人穿着袈裟打仗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出家人一直避免这样伤害他人

的事情。但是当地民众在红军时期和1958年与外来势力发生冲突的

情况是有的。

李：据我所知，在1956年和58年，阿坝地区遭到过镇压，当时格

尔登寺是否受到某种程度的牵连？

格尔登：当时格尔登寺的僧人受到了很大冲击，遇到很大困

难。格尔登寺是很有名的寺院，有很好的佛像、佛经、佛塔，军人进

来后，都受到严重破坏。僧人被强迫参加所谓的“改革运动”。最

后，格尔登寺被摧毁，只剩下几间僧人住的房间。所在地，几乎成了

荒地。

李：就是说1958年格尔登寺被拆掉了？

格尔登：从58年开始，59年，60年......

李：寺院里的僧人呢？

格尔登：没有寺院，出家人去哪里？他们都要去公社。不能不

去。没有寺院，不能学佛法，只好去公社。不能穿袈裟，不能剃光

头。凡是跟宗教有关的事都不允许，连念珠都不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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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僧人学校，严禁宗教集会

李：现在的格尔登寺是什么时候重建的？

格尔登：是他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恢复的。1980年。历史

上阿坝格尔登寺有1,500僧人，重建后，僧人人数是300左右。

李：1987年到1989年第二波反抗的时候，格尔登寺有没有参

与？

格尔登：87到89年，抗议事件基本上集中在西藏自治区。据我了

解，格尔登寺没有发生严重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对格尔登寺非常怀

疑，担心会出事。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寺院里还没有工作组

或派出所小组的时候，第一个成立工作组或派出所小组的寺院就是

阿坝若尔盖县的达仓拉姆格尔登寺和阿坝县的阿坝格尔登寺。这二

座寺加起来大概有1,500僧人，施主和信徒捐办的僧人学校也在中国

政府的压力下关闭了。身为出家人如何做人，如何学佛法？我当时写

了一本包含十三条内容的小册子，从达兰萨拉寄到那两家寺院。被

当地政府发现后，他们说这十三条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逮捕了几

名年轻僧人。

李：那是哪一年？

格尔登：87年后。大概是90年代初。

李：十三条戒律还是十三条指导？

格尔登：十三条指导，如何学习佛法的指导，但政府不准学习。

这些年中，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阿坝格尔登寺里有些外来学

习佛法的僧人，政府说不是阿坝辖区的人，不能进寺院。你大概知

道，寺院里的祈祷大法会和其他佛事活动特别多，有时候他们说人

数太多，不允许举办，或找种种藉口禁止与佛教有关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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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格尔登寺设法建立一个条件较好的图书馆，但是当局也

不同意。你是研究者，你大概知道，在汉地的寺院要建立一个图书

馆可以批准；有些寺院，比方说少林寺，不学佛法，要学功夫，也可

以得到允许。但是在西藏的寺院，特别是格尔登寺，不仅成立图书

馆不行，举办祈祷法会也得不到批准。你想想，这对寺院和僧团的

打击有多大。

李：他们是不是对格尔登寺特别严格，还是当地所有的寺院都

这样？

格尔登：我也一向重视这个问题。在阿坝地区所有寺院都采取

同样的严控政策，但是对阿坝县的格尔登寺和若尔盖县的达仓拉姆

格尔登寺特别严格。这两座寺院可能是重点监控对象，害怕问题可

能发生在这两座寺院。

李：若尔盖1956到1958年也是一个打得很厉害的地方。

格尔登：是的。非常严重。

首位自焚者亲属竟被判重刑

李：我们对安多发生的事情了解得非常少。

格尔登：没错。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阿坝县也好，若尔盖县也

好，可以说是西藏跟中国的边界，来来去去的非常频繁。这是发生很

多冲突的原因。现在居住在若尔盖的这些人，历史上曾经是西藏跟

中国打仗的人。现在阿坝地区的一些地名，比方说“加本滩”，“加

堵滩”“加”是“汉人”，“本”是“10万”，意思是这里曾经有过10万汉

人。“堵”是“屈服”的意思汉藏发生过冲突，从国民党时代到共产

党时代。

李：最近自焚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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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登：这个问题我们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谈。从广义来

讲，藏民族遭到的破坏和严酷的政策，这是整体的。事件直接的导

火线是，第一位自焚的彭措法师自焚后，他叔叔和姑姑以“杀人罪”

被判刑，判十多年有期徒刑。

李：这是什么时候？

格尔登：第一个自焚事件是今年3月。3月之后，彭措的叔叔和姑

姑被判刑。这是导致后来的自焚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在格尔

登寺里正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他们威胁要拆毁

格尔登寺、要逮捕僧人。这两件事对僧人打击极大。这两件事是直

接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有很多僧人半夜里失踪了，不晓得到哪里去

了，下落不明。（僧人）不能出寺外，外面的人也不能进来，在没有任

何自由和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选择自焚这条路，来表达他们

对当局严控高压政策的不满。

李：“下落不明”指的是什么？他们被抓走了，还是他们自己离

开了？

格尔登：都在半夜凌晨被秘密逮捕。昨晚睡觉的时候还在，天

亮就不见了。问法院，法院不答覆，其他机关也不答覆。

李：现在格尔登寺还有多少僧人？

格尔登：现在我无法告诉你确切的数字。主要原因是目前任何

通讯方式都已经断了。没有办法掌握最新的实际数字。

李：您认为我们作为汉人能够做些什么？

格尔登：我最大的希望，作为一个汉人作家，知识份子，现在我

们需要的，最期盼的是把阿坝等西藏境内真实的情况透过各种管道

介绍给大陆境内的中国人，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在中国当局的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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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下，一般老百姓没有办法知道西藏的真实情况。汉族人民是我

们的朋友，但是现在中国政府给广大汉族人民造成一种印象，就是

中国政府优待藏人，但是藏人不感激。所以作为独立的汉人作家，

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汉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您觉得有那些真相是被蒙蔽的？

格尔登：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大概也知道，西藏的寺庙里都

有一个殿，我们叫护法殿。当地民众会在护法殿里面放一些传统的

武器，都是非常落后的武器，用意是发誓以后不再打猎等。可是中

国政府把这些传统的武器拍下来，大作宣传：说西藏寺院里藏着武

器，要推翻现在的政府。这就让不明真相的汉族人以为，出家人藏

着武器，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政府有意欺骗自己的人民。据消息

说，最近几年，在成都，穿袈裟的西藏人，计程车的司机不让坐。歪

曲真相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还有一件事。08年拉萨事件后，他们

在阿坝格尔登寺里派了很多公安和军人，执行监控任务。刚来时很

严格。后来，跟寺里的僧人熟了，就不再那样严格。当局发现了，立刻

就把那些公安换掉。怕他们知道真相之后会对藏人产生同情。

自焚之外还有4位僧人自杀死

李：2008年格尔登寺发生了什么？

格尔登：拉萨事件时，阿坝县也发生了抗议。当时军警对人群

开枪，当场打死了23人，我们都有图片，不少人受重伤。我们确切掌

握的，有名字的，就是23人。僧俗都有，年轻人、老人，男女都有。

李：自焚事件后，有关格尔登寺周围的村庄民众的情况，有没有

消息？

格尔登：现在严控依然存在。但是格尔登寺是他们的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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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得最严。几个月前他们认为只有格尔登寺是问题来源。但是现

在，尼姑自焚了，一般的俗人也自焚了，所以他们现在认为不仅格尔

登寺是问题中心。现在周围的地区都在严控之中。

李：若尔盖的格尔登寺有没有消息？

格尔登：现在没办法了解。其他格尔登寺也没有最新动态。严

控是有，但不像阿坝县格尔登寺那样严重。我要补充一点是，在阿

坝地区发生自焚悲剧的时候，同时也发生了自杀的情况。由于内心

无法遭受忍受这样的悲剧和打击，还有人心脏病发死去。据我们掌

握的消息，已经有4名僧人自杀身亡。两个是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僧

人，一个是阿坝县懂日格尔登寺，一个是上阿坝的果芒噶尔寺，一共

有4名僧人自杀。

李：仁波切，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格尔登：谢谢您关注西藏、关心西藏。

（原载《开放》 2011年12月号）

格尔登仁波切在接受李江琳的采访

Kirti Rinpoche was interviewed by LI Jia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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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ti Rinpoche, the Tibetan spiritual mentor of the Kirti 
Temple, recently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met 
with the Chines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and was 
interviewed by Chinese scholar, LI Jianglin, in which he 
offered an in-depth explanation on the situ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a series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in the 
Amdo region of Mainland China.

November 16,  2011

The Background of the Aba Self-
Immolation Incident

An Exclusive Interview of Kirti Rinpoche by LI Jianglin

格尔登仁波切在集会中谴责中共暴行

At a rally Kirti Rinpoche condemned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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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四川藏区年轻僧人自焚事件

张云 （藏研中心研究员，中国）

最近四川藏区年轻僧人接连发生几起自焚事件，制造恐怖气

氛，引起社会关注。事件发生在四川藏区的四座寺院，多数自焚事

件又集中出现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格尔登寺。随着对事实真相了

解的深入，大家逐渐弄清楚个中原委：１９５９年叛逃国外的格尔登

寺活佛一直在达兰萨拉活动，曾经担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秘

书、伪“流亡政府”的宗教噶伦等，并一直对该寺施加影响。

２００８年拉萨“３·１４”事件发生后，境外格尔登寺专门成立

“紧急情况协调小组”策动指挥，还爆出“花钱买尸”的内幕，甚至

身为活佛的个别人将这些自焚者誉之为“英雄”；境内刚刚发生自

焚，境外即时视频报道炒作，如此等等，让人深思和震惊。静观这几

起自焚事件，在为无辜的年轻生命的丧失而感到悲伤、惋惜的同时，

也不能不让人对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支持者和赞誉者产生愤怒和厌

恶之情。

佛教讲究以慈悲为怀，更以不杀生为根本戒律，藏传佛教在这

一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大家熟知的“雪顿节”的起源就与此有关，

相传佛教有３００多条戒律，其中最忌讳的是杀生害命，而夏季草木

滋长，万物复苏，百虫惊蛰，如果僧人外出活动就难免踩杀生命，有

违戒律。格鲁派便规定：藏历4月至6月期间僧人们只能在寺院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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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修，称为“雅勒”，意即“夏日安居”，到六月底方可开禁。开禁之

日，僧人们纷纷出寺下山。百姓为犒劳僧人，备酿酸奶、举办郊游助

兴、并表演藏戏，遂有雪顿节日。而许多年前，在藏区发生的农民不

愿看到农药伤及害虫，延请僧人念经祈祷虫子赶快逃跑的真实故

事，更是他们怜惜生命的真实写照。

然而，拉萨“３·１４”事件中部分不法僧人的残忍表现和四川

格尔登等寺僧人的自焚事件，破坏了一般民众对藏传佛教关于不杀

生的良好印象。在四川藏区发生几起自焚事件中，出现了一幕幕十

分悲哀的场景：年轻僧人自焚与老年僧人怂恿，民警、医护人员救

人与寺院僧人抢夺伤者，自焚者父母哀求放人与寺院让伤者坐以待

毙，年轻僧人的自焚要拷问的已经不是寺院是否遵守了佛陀制定的

根本戒律，而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教唆自焚、抢尸，甚至

后来被揭露出来的“买尸”，不禁让人们怀疑这种寺院的性质，上师

不能给予年轻僧人以向善的引导，年轻僧人未能持戒自律，他们又

怎样履行普度众生的职责？哪个虔诚而善良的父母还敢把含辛茹

苦养大的孩子托付给他们？！

西方媒体称，在四川藏区的几起自焚事件中，年轻僧人和还俗

僧人在实施自焚行为之前，都高呼“西藏自由”、“西藏独立”等口

号，这些举动既说明该项活动都是一种政治上有预谋的策划，同时，

也反映了这些人对历史的无知。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四川不

在“西藏”的范围，即使在英国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试图制造“西藏独

立”的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中，也把四川藏区划在中华民国行政版

图之内。在近代中国最衰弱时期由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出现的“西

藏独立”的逆流，都以失败而告终，今天还逆历史潮流而动，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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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独立”，只能是自绝于全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走上的只

能是一条不归路。让四川僧人呼喊“西藏独立”的闹剧也未免南辕

北辙，丧心病狂。

搞分裂不得人心，也有悖于藏族人民近代以来的反帝爱国优良

传统。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四川的藏族、羌族地方武装，听从

清朝廷的指挥，奔赴东南沿海前线，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守护祖

国东南陆上门户。１８４２年２月，川西金川团练使和瓦寺宣慰使所

辖藏羌族土屯兵近２０００人自备军马和装备，分两部参战，为中国

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康区藏族支援长征中的红

军更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甘孜白利寺第五世格达活佛更是其

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不顾个人安危，力促西藏和平解放，最后被分

裂分子害死，他用生命诠释着爱国爱教的真实内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民主改革，埋葬了政教合

一的封建农奴制，失去土地、农奴和政治特权的上层僧侣贵族，心

中充满了仇恨和怨气，他们要搞分裂、图谋重新掌权并对百姓作威

作福。５０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铁的事实反复证明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梦想。但是，至今在某些僧人的内心里，却还十分怀恋那个政教合

一制度，留恋旧制度下的诸多特权。而少小出家的个别年轻僧人，

既缺乏守法意识、公民意识，也缺乏守戒观念和自我约束，思想活

跃却又易于受人指使、听人教唆，最终走上害人害己的自焚之路。除

了背后一些居心叵测的坏人的指挥、操纵之外，境外一些组织、媒

体、活佛、政客的煽风点火、造谣滋事，也起到很恶劣的诱导作用。

“流亡政府”搞分裂中国、破坏西藏和其他藏区稳定的阴谋一直无

法得逞，他们的一些头头脑脑确实很焦躁、很郁闷，但是却不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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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僧人的性命作为要挟工具，让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藏传佛教的声

誉蒙受羞辱。

当前，中国的发展进步世界瞩目，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群众生活

的改善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也有许

多困难需要应对。就西藏和藏区寺院而言，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会

议已有明确部署，除了维修古老寺庙、保护整理出版佛教经典，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等诸多措施之外，还积极落实一些关系民生的项目，

诸如在寺院实现通电、通水、通路，对僧尼提供养老、医疗、困难等

社会保障，对年轻僧人的学习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必要条

件。藏传佛教界的许多高僧大德和有识之士，积极弘扬爱国爱教、

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稳定发展、文化建设等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忙于提高自己生活水平、建设美好家园的藏

区信教百姓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而自焚事件则试图破坏这一

大好形势，破坏百姓求稳定、求安宁、求幸福的美好愿景。

四川藏区的自焚事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不守法持戒则僧将

不僧，干政滋事则寺将不寺，藏传佛教任凭这些人肆意妄为、玷污

实在令人担忧。

（原载《人民网》 2011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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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by the bad guys 
with evil intentions behind the scene, a number of outside 
organizations, the media, the living Buddhas, politicians 
have also played a very bad role in inducing the self-
immolations by fanning the flames, and spreading rumors 
to cause trouble.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has 
conspired to split China and undermine the stability in Tibet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but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succeed; 
although some of the ring leaders get very anxious, and 
depressed, and yet they should not blackmai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the lives of young monks. Their action 
has damaged the reputation of a thousand years’ Tibetan 
Buddhism.

December 7,  2011

My View of the Self-Immolations by 
Young Tibetan Monks in Sichuan 

Tibetan Area

By ZHANG Yun
 (Researcher at Tibetology Study Cent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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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藏僧自焚看
中共的“宗教自由”政策

李江琳（旅美作家）

最近，四川甘孜和阿坝先后有10名西藏僧尼自焚抗议，迄今已

有5名伤重身亡。常识告诉我们，僧侣们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抗议，必

有异乎寻常的原因。据报道，僧人在自焚时高喊要求宗教自由，因

此，此起彼伏的僧人以死抗争显然与中国境内宗教状况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面

对外界质疑时，中共常常援引该条款来说明其宗教政策。但是，在宪

法之外，其实还有一整套由各级党政机关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

对这些条例详加分析，不难了解中共的“宗教自由”究竟是怎么回

事。

被“条例”五花大绑的寺院

以2009年3月发生第一起僧人自焚事件的四川省阿坝州为例，

该州寺院必须遵守的条例有《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47条）、《藏

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1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

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3条）、《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43条）、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16条）、《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

办法（试行）》（40条）、《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59条）、《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宗教事务条例》（65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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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59条）等。这些条例不算细则就有356条

之多，其中为藏传佛教“定身制作”的条例有116条，这还不算相关

法规和各县的“土政策”。

这些“条例”、“规定”、“办法”是公开的，还有许多不公开的

“红头文件”。比方说“国办发[1991]39号文件”规定活佛“可以转

世，不可全转，从严掌握”。根据这份内部文件的指示，青海省规定

“活佛转世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除上述3条原则，还增

加了“控制总量”，明确提出“转世活佛总量不超过1958年后去世活

佛数的三分之一”。至于转世灵童的审批权，则由“内部掌握”。

除了几百条公开“条例”，以及无法统计的内部规定，寺院还被

各种公开和秘密、永久性和临时性的“有关部门”控制。阿坝州的

“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该条例由州、县两级公安、国

土、建设、教育、外事等24个部门共同实施。此外还有诸如“活佛转

世工作领导小组”、“对达赖集团斗争领导小组”一类部门。通过公

开条例和内部指令，以及形形色色的“部门”，寺院事无巨细都在管

制范围内。青海果洛州的条例不仅规定各级政府“定期对藏传佛教

寺院广播电视、互联网、印刷品和音像制品等进行监督检查”，连悬

挂经幡也要经过批准。

除了州、县之外，寺院所在的乡镇必须成立“群众监督评议委员

会”，再加上寺管会，寺院被重重条例和“有关部门”五花大绑，僧

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层层监督下。

为什么僧人自焚首先出现在阿坝州？原因之一是阿坝州对僧人

的限制极其严苛。有心深造的僧人必须“持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批

准函件和寺管会介绍信逐级申报。跨乡（镇）学经的，经县佛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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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县学经的，经州佛教协会同意，

报州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州学经的，按规定审批。”但同时又规定

寺庙“接收外来学经人员不得超过寺庙定员人数的7%。其中，州外

学经人员不得超过寺庙定员人数的3%。”如果到境外学习，则“寺

管会必须禁止非法出境回流人员入寺”。这3条规定基本上杜绝了僧

人深造的可能性。自1990年代以来，每年逃到印度去的人中，将近一

半是僧尼，且以安多、康区为主，足以说明这些地区宗教状况的恶

劣。

阿坝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5条规定，寺院“出

现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分裂国家和影响社会稳定活动”，则由

县宗教部门撤销登记并终止寺管会，并派工作组整顿寺庙，在此期

间“寺庙停止一切佛事活动。县佛教协会取消组织、参与活动僧人

的宗教教职人员资格”。这是一条“连坐法”：寺院只要有一名僧人

抗议，整个寺院都会遭到惩罚。很明显，2008年之后，阿坝格尔登寺

就处于这样的状况。自焚僧人中有两名是该寺“前僧人”，应该就是

这项条例的结果。

在重重限制下依然选择出家的僧人无法学经，却被迫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还被迫诋毁他们的上师，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可

想而知。

中共“宗教自由”的实质

既然承认“公民有信仰自由”，为何又对寺院加以重重限制？这

涉及中共“宗教自由”的实质。首任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早在1958年

对此就有明确的解释：“我们采用了（信教自由）这个口号，同时充实



►169◄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从藏僧自焚看中共的“宗教自由”政策—李江琳

第四章　火源何在？

Chapter 4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Ignition?

和发扬了这个口号的革命内容，不但用它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剥

削阶级强迫信教，而且力图经过这个口号的彻底实现，使人们逐步

由信教走向不信教。”

通过彻底实现“信仰自由”使人们放弃宗教，个中奥妙在于宪法

规定的不仅是“信教自由”，还有“不信教自由”。李维汉对此解释

说：“公民有信仰的自由，这里也包含有不信仰的自由，有改变信仰

的自由。……我们这种解释是最全面的解释，有利于人民改变宗教

信仰，以至于脱离宗教信仰。”[注1]

“不信仰的自由”是为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量身定制”的政

策。1950年代，中共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建政时遇到极大阻

力，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与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激烈

冲突。为了完全控制这些地区，中共必须铲除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

于是采用了“软硬两手”：一方面以“宗教制度改革”的名义摧毁寺

院，禁止宗教活动，另一方面通过种种方式推行“不信仰的自由”，

鼓励信徒脱离宗教。

“中发（1982）第1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1982年3月颁

布的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是中共现行宗教政策的总纲，阐明了中共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该

文件开头就说：“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

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

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

件具备的时候，才会自然消亡。”由于宗教具有汪锋所说的“五性”

[注1]李维汉：“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

503～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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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民族性、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是一个必须解决但

又不能操之过急的问题，因此，该文件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逐步发展，

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逐步地消除宗教得

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该文件号召全党“一代接着一代

地，为实现这个光辉前景而努力奋斗。”

既然全党要为消灭宗教而奋斗，为什么又要“坚持宗教自由”

政策呢？该文件说明：中共宗教政策是“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战略规定”，也就是说，中共宗教

政策实质上是一个统战工具，“宗教自由”是用来逐步消灭宗教的

策略。

中共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逐步消除宗

教”的方法：50年代中共用强行“改造”的方式摧毁宗教，如今则

用“条例”、“办法”、“规定”的方式来限制宗教发展，目标是一致

的。“中发（1982）第19号文件”是公开文件，也就是说，中共从未隐

瞒过最终消灭宗教的主张，也并不讳言“宗教自由”只是一个策略。

因此，在执政党以促进宗教消亡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期望“宗教自

由”，不是缘木求鱼吗？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1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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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ligious 
policy has never changed. What changed is its methods to 
gradually eliminate the religion. In the 1950s, the CCP used 
the forced “transformation” to destroy religion, and now it 
uses “regulations”, “means” and “rules” to restrict the growth 
of the Tibetan religion. The goal is the sa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cument No. 19 (1982) is a public document, in 
which the CCP didn’t conceal its goal to eliminate religions, 
nor does it mince the words “religious freedom” is just a 
strategy. Therefore, in the country that its ruling party’s 
organizing principle is to ultimately extirpate religions, is it 
not simply wishful thinking to expect “religious freedom”? 

November 6,  2011

The CCP's Policy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Light of the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By LI Jianglin 
(Chinese Writer, U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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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自焚，朱维群罪责难逃！

陈破空 （政论家，美国）

新年伊始，又有3名藏人在阿坝地区格尔登寺附近自焚。他们分

别为僧人、还俗僧人和普通村民。至此，不到一年间，藏人自焚达15

起。仅去年3月至12月，就有12起。如果加上2009年的那一起，近年藏

人自焚，已达16起！其中，9人身死。

如此高频率的自焚抗议，发生在人口仅几百万的藏民族中，令人

震撼！直接揭开了所谓“翻身农奴得解放”的藏区严酷现实。为了遮

丑，中共宣传机器搬出老一套：嫁祸达赖喇嘛，“谴责达赖喇嘛集团

故意煽动藏僧自焚”。然而，真正的煽动者、肇事者，正是中共当局

本身。

仅说发生最多藏僧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为西藏历史上著名寺

庙之一，于1958年前后，遭中共恶意破坏，1500僧人被强迫还俗，寺

庙被捣毁，变为荒地。直到1980年，才恢复重 建。近年，中共当局严

控西藏寺庙，对格尔登寺的钳控尤其严厉：不准学法，不准举办法

会，不准成立图书馆；如有不从，动辄重兵围困，断粮断水断电；派

驻工作 组对僧侣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实为强制洗脑；其间，

不断有僧人夜半里“被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中共的淫威，让僧侣们一步步陷入绝望，接二连三的自焚事件

由此而起。中南海非但不自省，却还诬指“达赖喇嘛鼓励藏人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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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是在鼓励变相暴力和恐怖主义。”而明明白白，中共的所作所 

为，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暴力、不折不扣的国家恐怖主义！

中共喉舌诈称“自焚事件违背了佛教讲究的以慈悲为怀和不杀

生的根本戒律。”暴政中共，居然也侈谈“慈悲”，令人啼笑皆非；可

以断言，即便再多藏人自焚，铁石心肠的中共集团，也无动于衷。按

照中共极左小头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的说法：“中国政府在西

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还要“放弃对达赖喇嘛的

幻想，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什么幻想？难道幻想达赖喇嘛对腐败政权俯首称臣、为共产党

的杀人历史做辩护、对藏、汉两族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如果是这

等幻想，当然，朱维群等人，早就该放弃了，早就该彻底放弃了。你

朱维群和共产党人死心塌地要下地狱，难道还要别人来奉陪？

这个左得离谱的朱维群，不久前在欧洲又妄称，达赖喇嘛“想

把藏传佛教变成一种自杀教、自焚教。”其诬陷与栽赃，固然不值一

驳；其无知与狂妄，又在国际上大出洋相。

即便在汉人世界里，俗界也有“杀身成仁”的信念、佛界也有

“焚身献佛”的先例，只要出于良好动机，为着高尚信念，均被视为

义举。文革期间，西安法门寺遭毛泽东的红卫兵冲击、破坏，71岁的

良卿法师挺身阻止，遭红卫兵毒打；良卿法师随后引火自焚，以身

殉佛；红卫兵们被吓得惊逃，法门寺地宫因而未遭挖开，佛指舍利

得以保全；1997年，为纪念良卿法师自焚30周年，法门寺专门为他建

成纪念塔。修建该塔和纪念良卿法师，至少是在中共当局的默许之

下，何以面对藏僧自焚，就满嘴喷粪？欲盖弥彰的双重标准。

要说杀生、杀人，那从来就是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且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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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间（中共统治）或90年间（中共问世），中共屠杀了多少汉人、藏

人？就说面对抗议自焚，中共做法，非但不是救人优先，反而是杀人

优先。2009年2月，一名叫做扎白的年轻藏僧，当街自焚，中共武警对

他连开三枪，当场打死。

2011年3月，一名叫做彭措的年轻藏僧自焚后，中共竟将其叔叔

和姑姑等三人下狱，分别判处13年、11年和10年重刑。迷信屠杀与镇

压的中共，以为开枪和判刑，就能吓倒藏人、阻止自焚，却引发更多

藏人自焚，前赴后继。

自焚藏人呼喊的口号，包括“西藏独立”、“西藏自由”、“让达

赖喇嘛回家”。但中共媒体，只报道自焚藏人的前两句口号，而瞒下

后一句。中南海究竟害怕什么？自号“崛起”、“强大”、“泱泱大国”

的中共，“让达赖喇嘛回家”，就那么难？

既然中南海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试问：西藏人

是不是我们的同胞？能否以同胞之心相待？又问：达赖喇嘛和流亡

藏人是不是我们的同胞，能否以同胞之心迎回？

如果不是或者不能，人为分割西藏与中国的中南海，又凭什

么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莫非，只是借辽阔的西藏

疆土，在地图上充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的版图，撑起一个

“大国”的门面？

面对达赖喇嘛，中南海心病重重。其中之一，中共长期妖魔化历

史上的西藏，谓其何等“落后”、“野蛮”，以掩饰中共统治本身的落

后、野蛮。面对几十年来，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社区持续深化的民

主改革，中南海更无言以对、举止失措。

中共当权者心内，期望今日西藏流亡政府，最好更落后一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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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比中共落后一 些，那样，中南海才有面子，也才能够“居高临下”。

中共当局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是基于无神面对有神、失德面对大

德的心虚；而拒绝与流亡藏人民选政府对话，则是基于专制面对民

主、野蛮面对文明的尴尬。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2012年1月10日）

Zhu Weiqun Cannot Escap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Tibetan's Self-Immolation
By CHEN Pokong

(Political Commentator, USA)

This ridiculous leftist Zhu Weiqun presumptuously claimed 
not long ago in Europe that the Dalai Lama "wanted to 
turn Tibetan Buddhism into a suicide and self-immolation 
religion.” This type of ludicrous false charge and framing of 
the issue is of course not worth refuting; but his ignorance 
and arrogance has made him an international laughingstock.

中共统战部
副部长朱维群  

自焚的藏人

A Self-immolating 
Tibetan

T he Deput y  Di rec tor  of  t 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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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ibetan Self-Immolation 

Will Not Make US Change the Policy on Tibet

附：统战部：不会因自焚事件改变西藏政策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作者：叶宣

中共高层官员不久前在与欧盟民间人士对话时表示，北京不会

因过去几个月接连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而改变其西藏政策，也不会

同流亡政府的新领导人对话。

12月29日，官方的“中国西藏网”（tibet.cn)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

部副部长朱维群就西藏问题的一次谈话记录。12月12日，朱维群在

布鲁塞尔中国驻欧盟使团所在地，同欧盟官员、中国问题研究学者、

媒体记者、学生等餐叙。朱维群介绍了西藏当前情况，并就西藏人

权、自焚事件、与达赖喇嘛的接触商谈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在谈到藏人自焚事件时朱维群说：“即使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国政府在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今年以来，中

国境内已经有12名藏人采取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其中有6人死亡。

除一起之外，所有自焚事件都发生在四川省的藏区。

“哄骗不懂事的年轻人”

北京认为“国外势力的煽动”是造成藏区不断发生自焚事件的

原因。朱维群指责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组织“只有靠哄骗几个不懂

事的年轻人自焚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而达赖喇嘛“是想把藏

传佛教变成一种自杀教、自焚教，为他个人的政治目的服务”。

达赖喇嘛没有对自焚事件表示谴责或谅解。但他指出，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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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的绝望处境和中国当局的严厉压制和"文化灭绝"政策导致了自

焚。

有与会者问道，中国是否能允许欧盟的独立外交官调查组到西

藏调查当地情况？朱维群表示中国不会允许“外国势力以任何形式

对中国内政插手”，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从来也不相信外国势力

到另一个国家，对其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

给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带来的往往是矛盾的激化

甚至战争。”

谁和谁谈？

朱维群参与领导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与达赖喇嘛代表之间

的谈判。这一对话从2002年9月开始，共进行了10次，迄今未能取得

实质性进展，并且已中断近两年。朱维群说，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之一是双方对“谁和谁谈”存在分歧。北京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

合法性，拒绝与之接触。在他看来，流亡政府新领导人的“插手”是

目前对话无法启动的重要原因。

北京只同意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谈。而且只能谈有关达赖喇

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而不是藏人方面关心的西藏的地位、高度自

治等问题。朱维群说：“西藏民族的前途问题，西藏的地位问题，新

中国建立时就解决了，根本不可能颠覆。”

    

    （201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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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以血写历史抗争墨书现实

陈弘莘（人权活动人士，澳大利亚）

事件回放

2011年3月开始，中国四川阿坝州陆续有11名西藏尼僧，以自焚

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其中9名僧人，2名

尼姑，到目前为止，至少有6人死亡，包括两名尼姑，另外6名至今下

落不明。9名僧人中，6名来自阿坝州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格

尔登寺（又称格德寺）。这些尼僧们点火燃烧自己的时候，都高喊：

“我们要宗教自由”、“达赖喇嘛回西藏”、“祈愿达赖喇嘛长久永

驻”等等口号。

国内外强烈反响

这些持续不断的藏人自焚抗议，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海外

藏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

的数千藏人，10月18、19两天追随达赖喇嘛一同诵经、禁食，为失去

生命的僧侣及尼姑祈福。散居在海外各国的藏人，以及四川阿坝的

藏人也同时自发进行诵经斋戒。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呼吁美

国就四川阿坝藏区接连发生的自焚事件向中国政府施压。藏人行政

中央并提出了六项诉求，包括：强烈呼吁中国尊重藏人最基本的人

权以及实现宗教自由；强烈敦促中国审查现行治藏政策，制定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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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境内藏人真实愿望且能实现真正和谐社会的新政策；同时呼吁各

国政府和联合国敦促中共政府切实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呼吁

中共政府邀请国际独立考察团、自由媒体访问西藏，特别是格尔登

寺。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Mark Toner在10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明

确指出：“我们对藏族僧侣自焚深感关注。考虑到中国藏族人口持

续不断的深层怨气，我们敦促中国及其领导人尊重藏人的权利，处

理某些在藏区制造了矛盾的政策，并保护藏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

语言特征”。另外，德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同样高

度呼吁：“中国应该改变西藏政策，缓和紧张局面”。

海外关注西藏问题的汉人知识分子、人权人士300多人签署了

公民力量发起的《我们对西藏局势的声明和呼吁》。诸多民主运动

团体，例如旅美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等等也都纷纷表示声援

藏人，关注西藏政治状况日益恶化，形势逐渐严峻的同时，呼吁中

国政府重新审查现行的对待族群的强硬方针，制定出符合境内藏人

真实愿望，且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新政策。 

与众多西方政府和人权组织一样，中国政府的反应同样强烈。

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公开指出僧侣自焚是“掩盖的恐怖主义”，

是被达赖喇嘛美化和鼓动的，更是宣传西藏独立的结果。他们指责

自焚事件被用来当成了抹黑中共政权的工具。

有消息称，中央政府重新部署了大量“工作组”把守寺庙，在

阿坝派驻了严密的安全部队，并出动军警封锁了格尔登寺和另外三

个有尼僧自焚的寺院及村庄，多数僧人和尼姑“被离开”，网络被切

断，实行交通管制以后，非本地人不允许进入，更完全禁止记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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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墨书的现实

不少人也许还清晰记得：仅仅4个月以前，今年7月19日，在拉萨

布达拉宫广场，一场载歌载舞、烟花彩球表演之后，中国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热情洋溢的向藏、汉、国内外各族人民宣称：“西藏解放60

年来，群众的宗教信仰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西藏人民成为了

新中国的主人……”全国大报小刊、电视、网络等等所有媒体，都用

五颜六色的灿烂语言歌颂着藏人的美好生活，和作为国家主人的幸

福今天。从今年初以来，连篇累牍的文章、电视、电影介绍着60年来

中央政府如何使藏人瞬间就跨越了几千年历史，如何从农奴翻身变

主人，又如何将英明伟大的关怀照耀到了这片雪域高原……

但是，更多的人，也许会问：为什么那么“幸福”的藏人要不惜

以结束生命来“抛弃幸福”生活呢？为什么信佛、敬重生命的尼僧

们，千百年来与世无争静心在寺庙念经修佛的藏人，这几年开始接

二连三以自残方式结束自己生命呢？为什么这些“受尊敬”的“国家

主人”们，不选择运用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却用伤害自己身体的

方式表达诉求呢？为什么被描绘成幸福生活在欢歌笑语中的藏人，

还有如此多刻心切腹的不满呢？尼僧们为何献身？又因何流血？

这些问号的后面，是全世界人60年来都流着眼泪看到的事实：

一代又一代的藏人，前仆后继，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记录着伤痛而

不屈的藏人历史，并以此抗争着中共以笔墨宣传书写的谎言现实！

是强权暴力点燃了袈裟

千百年来，佛教不仅奠定了藏人价值观的核心，更是藏人文



►181◄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藏人：以血写历史抗争墨书现实—陈弘莘

第四章　火源何在？

Chapter 4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Ignition?

化的意义所在。宗教信仰本身就是雪域藏人的生活。佛教的气息，

笼罩着高原，弥漫在人们心里。直到61年前的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

民民主的西藏。”从此，打着“改造”的名义，100多万人非自然死

亡，6000多座寺庙摧毁，文革后开放的寺院仅剩13个，尼僧们有的被

送进监狱、有的被强迫还俗、结婚，还有人被活活打死。80年代以

后虽然修复了许多寺庙，但是政府限制入寺年龄、出家修行需经过

审批、规定了“爱国主义和法制教育”为各寺院僧人必学内容、包括

攻击藏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达赖喇嘛也成为了很多僧侣必过的思

想关。

任何僧人不满都会被扣上“分裂分子”，轻则强迫还俗、逐出

寺院，重则被拘押或者投进监狱。大小寺院遍布“工作组”人员、摄

像头、军警可以随时闯入，甚至动用黑社会的方式镇压，随意殴打、

杀人，然后还矢口否认。

终于，有藏人留下遗言：“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

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另一位盲人僧人离世前对家人说：

“这样的日子不要说有眼睛的你们受不了，连我这个瞎了眼的人也

受不了。”

终于，这种在藏地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深切苦难让藏人深感

无法再忍受时，袈裟被点燃，而导火线是强权和暴力。燃烧的生命

激烈地呼唤着世人的良知，惨烈和痛苦的代价虽然不会打动铁石心

肠的强权者，却无疑令藏人们更加坚强和团结。

中共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中，宣称藏人享有各项基本权利，过着

幸福的生活，事实上，这种“幸福生活”的内容多年来包含着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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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施的各种打压措施，也包含着严重的非法监禁和不公平判决。

不久前，中共未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拉萨时，没有接见藏民，没

有走访寺庙，却特地接见了当地的武装警察和驻守部队官兵，他和

他的政权，以这种方式，传递着中央政府对西藏暴力强压的决心。

然而，比决心还坚强的是生命。藏人从上世纪50年代面对中共

军队以铁蹄和坦克挺进西藏开始，半个多世纪来，为了自己的神圣

土地、佛教信仰、千年文化、民族传承从未停止过抗争，一代又一代

人坚韧不屈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书写着一页又一页可歌可

泣的藏人历史。

（原载《博讯》 2011年11月9日）

是强权暴力点燃了袈裟

It was the tyranny and violence that ignited saffron 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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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more people may ask: Why are those "happy" 
Tibetans willing to end their lives and "abandon their 
happiness?" Why did those nuns and monks who worship 
Buddha and respect life, and meditate in templ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y chanting scripture to cultivate their 
Buddhist faith, start to end their lives one after another 
through self-immolation in recent years? Why are those 
"respected" and the "masters of the state" who could not 
exercise their rights as the masters, using self-inflicted fatal 
injury instead to express their views? Why do those who 
have been portrayed as having a happy life immersed in 
song and laughter, have so much heart-rending unhappiness? 
Why do nuns and monks sacrifice? And why are they 
bleeding?

November 9,  2011 

Tibetans: Writing a History of 
Resistance with Their Blood

By CHEN Hongxin
(Human Rights Activist,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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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起西藏僧人自焚的警示

 张杰文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系学生）

12月2日又有一位西藏僧人自焚送医的报导，是今年3月以来第

12起自焚事件，西藏僧人为何自焚？难道真的如中国大陆官方所说

的是因为藏独人士的策划、是因为格尔登寺寺办学校的教育才会导

致自焚事件的发生吗？我想不是的。 

西藏在1950年遭受中共解放军的入侵，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到印

度，中共与西藏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让解放军得以在西藏驻军，并且

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十七条里面的“尊重人民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保护喇嘛之收入”、“西藏人民有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权

利”等协议，中共又有真的做到吗？我们只看到西藏的传统寺庙被

大肆破坏、西藏僧人被殴打、藏人的经济被汉人剥夺，甚至连藏人

家里放达赖喇嘛的照片都会被武警抓入狱，西藏与中共签了十七条

协议，换来的不是高度自治，而是长期以来的压迫，这些压迫使得

藏族沦为次等公民，使得西藏僧人不得不以自焚抗议中共政权的高

压统治。 

从西藏十七条协议就可以看出，与中共政府签订所谓的和平协

议只是与虎谋皮；西藏僧人的自焚，正是一个最令人心痛的证据，显

示出中共政权的背信、残暴。我们都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都渴望两

岸和平稳定，但在签定两岸的和平协议以前，是不是应该先看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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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现今的处境再作决定呢？

（原载自由时报  2011年12月4日）

The Warning Signs before the 12th 
Tibetan Monk's Self-Immolation

By CHANG Chie-Wen
(Student , Taiwan)

The lesson from the 17 Article Agreement is that pursuit of a 
peace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is like trying to get a tiger’s skin from a tiger. The Tibetan 
monk’s self-immo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distressing pieces 
of evid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s perfidy and 
cruelty. We do not want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we are 
eager for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but before signing 
a cross-strait peace agreement, shouldn’t we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ibet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

December 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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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生命—
请不要讴歌自焚

安琪（旅法作家，法国）

自今年3月16日中国境内发生西藏僧人自焚悲剧以来，近期同样

的悲剧不断升级，至10月17日，僧尼自焚已达到了8起。网络传媒推出

的自焚现场照片，惨状令人心悸，不忍目睹。想到这些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化为灰烬，相信一切善良的人们都无法用语言

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中国政府发言人，将事件推到达赖喇嘛及其追

随者身上，自然是荒谬至极，其谎言不攻自破。但与此同时，在海外

网络传媒上看到的一些关注西藏问题的有关团体和人士的发言，少

有劝阻境内藏人不要采用自焚这种极端的方法与中共抗争，而是多

有附和赞颂之意，有的用语甚至到了煽情的地步。

这让人在痛苦难过中深感忧虑不安，忍不住要说：请敬畏生

命。喇嘛也是肉身，无论出于什么理由，请不要用华丽的修辞或无知

的陈词滥调，来评说这一个个活生生燃烧的生命。

我们哀悼自焚者，我们悲伤，我们难过。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

第五章 人性与佛性：自焚是与非
Chapter 5

Human-nature and Buddha-nature: The Right and Wrong of 
Self-Imm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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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Human-nature and Buddha-nature:The Right and Wrong of  Self-Immolation

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赞同用自焚的方式进行抗争。自焚是

不符合佛教的基本教义的，也不符合包括达赖喇嘛的主张在内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自焚会让关爱你们的人心痛和恐惧，会让

本来就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缺乏了解的人们，更加困惑不解而拉开距 

离。

我们同情自焚者，我们声援他们的抗争。但是，我们绝不宣扬

自焚行为—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前提。我们要让境内僧人了解，如想

以自焚来威慑中共—那是徒劳。只能让中共嫁祸于达赖喇嘛，带来

更严重的高压后果。如想以自焚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没有必要。

国际社会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重视西藏和西藏问题。西藏宗教和

文化在达赖喇嘛不懈的努力下，已经融入现代性而受到世人的尊重

和推崇。相反，自焚行为会使得国际社会的组织和个人陷入两难境

地，会对西藏问题望而却步。因为尊重个体，关爱生命，是人性和人

道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所有民主社会以及国际各人权组织和个人的

共识。在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有谁会赞同自焚这 种极端

的做法（即使可以理解），没有谁会因为自己的人道关怀而成为鼓

励自焚的诱因。

就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赖以栖身的印度来说，在这个多种

宗教、种姓并存的国度里，国父甘地受到印度人民深深的爱戴和崇

敬，就是因为甘地尽其一生，高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旗，引领

印度人民进入了一个各宗教、民族兼收并蓄，民风温和的民主社会。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社团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印度社会的民主形态。现在，中国境内僧尼接二连三地自焚，我们

看到，极度悲伤的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者，他们只能绝食祈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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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对。因为任何表达，稍有不慎，都会被误解或被挑唆为一种间

接的暗示或鼓励，引发新的悲剧产生。这当然不是达赖喇嘛和西藏

流亡者所愿意看到的。

我们痛惜自焚者，我们深刻理解他们的痛苦。但是，请发言者

不要奉自焚为楷模。如是，定会有更多的人仿效—这难道是生者的

愿望吗？如是，谁对后果负责？谁又能对后果负责？！追求真理的人

们，请坚持真理。不要因为反抗中共暴政，就讴歌自焚。不要因为支

持西藏的正义事业，就不敢对自焚说不。要坚持真理，就要有勇气

超越“政治正确”的陷阱。请用良知说话，说真话。我们不能成为我

们自己的俘虏。

以慈悲为怀的达赖喇嘛，早就明确地表示不支持自焚这种抗争

行为。流亡52年来，达赖喇嘛成功地建立了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机

制，政教分离更是让西藏流亡政府完成了民主转型，并让世人看到

西藏这个传统的宗教民族走向民主的可能性。正当达赖喇嘛就转世

灵童问题发表声明，进一步明确政教分离的实质，受到国际社会 广

泛尊重和支持的时候；正当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这种具前瞻性的作

为不知所措，无法应对的时候，僧人自焚事件，却被中共利用来做蛊

惑宣传，进而将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妖魔化。

同时，尽管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多为无神论者，但面对生命，中

国的传统伦理与佛教以及其它宗教并不相悖。中国有句古话说：“人

之发肤，受之父母”，这显然是针对个人自身而言的，含有爱护自己

的生命也是孝道的意思。自焚这种方式无疑会冲击中国人的传统文

明底线和承受力，人们在这种极端的自焚行为面前，会惊慌惧怕，无

所适从。再加上汉民族对藏民族的了解本来就很肤浅，对他们所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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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宗教信仰和由此延伸的精神世界本来就很茫然，这种刺激将会

加深隔膜，影响已经逐步改善的民间汉藏交流和往来，而且不排除

一些不明真相者将会轻信中共的宣传，转而对西藏产生心理排斥。

这当然也不是有识之士所想要看到的。

我们怀念自焚者，我们为这些消逝的生命哭泣。为此，我们同声

谴责将他们逼上绝路的中共暴政。长期以来，中国军队全副武装地

面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僧侣，造成了僧尼连续自焚的悲剧惨案。试问，

一个拥有强大国家专政机器的政权，你们到底在惧怕什么？中共动

辄说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云云，但为什么西藏人民的反抗从

未停止过？说到底，是中共所能给予的与西藏人民所想要的风马牛

不相及。所谓帮助他们丰富物质，但却让他们失去了精神家园。

民不欲贪，奈何以利惑之？僧不畏死，奈何以暴迫之？

我们为自焚者祈祷，愿他们的灵魂安息。我们为自焚者的亲人

和西藏僧人祈祷，请不要过度悲伤。逝者已去，我们现在迫切应做

的，就是用我们—你、我、他— 我们大家的勇气和智慧，阻止自焚

悲剧再度发生，要鼓励所有诉求正义的人们，继续坚持和平、理性、

非暴力抗争，让达赖喇嘛毕生奉行的慈悲与尊重的普世价值观所凝

聚的力量，动摇暴政与强权，争取西藏人安居乐业（教）的权利以及

真正意义上的西藏自治的权利。

达赖喇嘛在脱离政治权力时曾对西藏流亡者说：“你们不要害

怕。”这里我想套用达赖喇嘛的话，向境内的西藏同胞们说：你们不

要绝望。你们要安心。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每时每刻都在

关注着你们。你们要对达赖喇嘛有信心，不要让他悲伤难过。请相

信，达赖喇嘛正在走向西藏，走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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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绝望，我的藏族同胞们。这是曙光来临之前最黑暗的

时候，你们一定要珍爱生命，坚持到底。

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原载《纵览中国》 2011年10月22日）

Reverence for Life - 
Don't Glorify Self-Immolation

By AN Qi
 (Chinese Writer, France)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have made me deeply sad in great pain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 cannot help but to say: please revere life. 
Lama is a human. No matter for whatever reason, please do not use 
any magnificent rhetoric or ignorant clichés, to comment on each of 
the life that was burned alive.

We mourn the self-immolation victims, we are extremely saddened, 
and we are in great sorrow. However, we must clearly convey such 
a message, that is, we do not support use self-immolation as a 
way to protest. Self-immolation does not meet the basic teachings 
of  Buddhism, and i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peaceful, rational 
and non-violent principle advocated by the Dalai Lama. Self-
immolation causes people who love and care about the Tibetan 
people heartache and to be fearful, and further puzzles those who 
have less understanding of the Tibetan religion and culture, and 
increases their gap with the Tibetans. 

October 2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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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藏人自焚的火焰

盛雪（旅加作家，加拿大）

从2009年3月藏历新年的第三天，格尔登寺的24岁僧人扎白自焚

算起，到2012年1月中旬，已经传出17起藏人自焚的消息。他们当中绝

大多数是僧尼。这个巨大的自焚悲剧数字，对于不信、不懂、不屑、

或不关心藏传佛教的俗世华人或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华人来说，也应

受到深重的生命震撼。不管人们对西藏议题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观

点和立场，也应该还有一颗正常跳动的心，也应该对接连不断的僧

尼自焚事件感到震惊；并对这些僧尼或敬佩、景仰，或惋惜、同情，

即便是不认同，总应该会因一个个生命以如此惨烈的形式结束而痛

惜。 

【 1 】 

 但，却不是！！！

 2012年1月10日，我应邀出席加拿大多伦多当地中文电台的评论

节目，讨论西藏僧尼自焚事件。这是一个对听众开放热线的节目。主

持人是一位专业又敬业的媒体人，他首先介绍自己在中国大陆时，

曾6次到西藏，对西藏有一定的了解。他很清楚这是一个敏感话题，

慎重地做了些说明和铺垫。另外一位主讲嘉宾是风格稳健的时事评

论员万沐。主持人让我先说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僧尼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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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台节目时间紧凑，内容无法展开。我说，最主要的是中

国当局对西藏宗教信仰的迫害，对寺庙严厉的监控，对僧尼进行共

产党的无神论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严格限制僧尼的行动自由等

等，逼使僧尼用自焚的方式来反抗。一位女听众立即打电话进来，

用一种讥讽的口气反驳我：那个女的胡说。既然中国政府对寺院和

喇嘛的行动控制那么严，他们怎么还有机会自焚？听到这样一个冷

酷、刁钻角度的问题，我有点愕然。我说：七十年代中共那么严酷的

镇压，还有许多人冒死游泳到香港。八十年代，中共外访代表团管得

那么严，连护照、身份证件等都不许个人持有，还经常有人脱队叛

逃。再说，江青在监狱里关押还能自杀呢。

接着有听众打进电话来说：喇嘛自焚是因为怀念过去作威作福

的日子。许多奴隶主跟着达赖喇嘛逃到海外去了。境内的普通藏人

生活的很好。我说：很可惜，中共自1959年就全面军事占领了西藏，

这些自焚的年轻人根本没有机会享受过去的日子。中共封锁西藏的

历史，也不许年轻藏人了解过去。而且海外有约十六万藏人，大多

数都是普通的藏民。中国和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这些国家的接

壤地区，常年有大批的武装力量严防死守，但是却挡不住每年有上

千追求自由的藏人冒死翻越喜马拉雅山逃亡。既然认为境内的藏人

生活的很好，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说，总是中国政府替他们说呢？！

又有听众说：自焚事件应该由达赖喇嘛负责。既然达赖喇嘛对

藏人的影响力那么大，达赖喇嘛说一句不许自焚不就行了？显然那

些年轻藏人是受到了唆使。我说：当有藏族尼姑于去年11月3日自焚

抗议后，达赖喇嘛公开表示，生命是神圣的，他反对自焚。遗憾的

是，中共不准许任何有关达赖喇嘛的信息进入国内特别是藏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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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他的法相都可能入狱。达赖喇嘛要求在中国现有版图内高度自

治的“中间道路”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惜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法接触到

达赖喇嘛的这些思想。责任在谁，当然在中共。目前，中国境内并不

仅仅是只有藏人自焚。实际上，中国广阔的大地到处都有自焚事件，

悲剧在各处蔓延：那些被强拆房屋的、被强征土地的、被抢占资源

的、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几乎每天都看到有自焚的消息，他们又都

是受谁唆使的呢？

也有听众表示：虽然自己也不喜欢共产党独裁统治，但是坚决

反对藏独。有的听众甚至情绪很激动，讲到中国政府为西藏输送了

多少经济利益；运送了多少吨黄金；少数民族还有升学优惠政策，

藏人怎么这么不满足等等。我建议在加拿大的华人尝试改变原有的

思维习惯，学习独立思考。首先，诉求独立是一种言论自由，应该受

到保护和尊重。而且很多华人选择离开故土到加拿大等民主国家生

活，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与中共政权脱离的做法，既然自己可以选择

离开那个地方、那个国家，为什么别的民族没有权利选择脱离那个

政权？中国政府不管向西藏输送了多少经济利益，也是为了其统治。

而且中共也不断的从西藏掠夺资源。就算中共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

展，也不能因此而强迫藏人放弃信仰，放弃文化和语言，也不能让

藏人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40多分钟的节目，只有两位听众对僧尼自焚表示理解、同情和

敬佩，我还听出其中一位是认识的朋友。

【 2 】

当然，这样的阵势是预料中的。2008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多伦

多华人社区于3月29日下午率先发起全球拥共大型集会。 我是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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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才从香港回到多伦多的。第二天上午11点，肿着眼睛出席由“加拿

大中国人权网络联盟”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门前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当然主要是藏人和加拿大西人，只有不到十个华人出席，基

本都是来自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人们可以看到，领事馆的工作人

员在二楼右面第四个窗户内对集会录像。

我在演讲中对即将在当日下午举行的“维护西藏真相，捍卫祖

国统一”的亲共集会表达了四点意见：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自

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我是一名加拿大公民，我也为自己是一名

加拿大人而骄傲。更重要的，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人格

尊严，有独立的意志，不受任何势力驱使和操控；二、我尊重那些人

士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举办集会的权利，任何民主的尝试和实践

都是有益的；三、我呼吁中国政府、中共领事馆、社团领袖，不要再

继续蒙蔽、利用、愚弄年轻学生，使他们无辜蒙羞；四、我希望集会

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为在中国的中国人，在西藏的藏人争取同样

的权利，这样，他们才称得上是骄傲的中国人。立即，一个多伦多的

华文网站出现了约五六百个质疑、指责、挖苦、辱骂我的网帖。有人

说，盛雪是冒着"死无葬身之地“的风险”在替藏独说话。并有人出

言恐吓：“你最好不要到华人集中的地方出现，小心被人拍死”。

当天下午，在多伦多市中心的登达士广场，聚集了约2千华人。

有巨额横幅写道：“倾听我们的声音，了解真实的西藏”，极其讽

刺。

接着，4月23日，上万名加拿大华人，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举行

了“宣传西藏真相，维护祖国统一”的示威集会。受到加拿大宪法

保护的广大华人，尽情享用他们在中国从未享有的言论自由、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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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反政府自由。移居加拿大的中国社会名

流、雅俗歌手、新老演员、商界精英、体育明星纷纷亮相，不少人在

发言时动情的痛哭流涕。

我在当年4月初发表“红色的海洋、黑色的悲哀”一文，分析为

什么在事件发生时中国政府要驱离记者和传媒? 却需要远在万里之

外，绝大多数人从未去过西藏，可能连个藏人也不认识的年轻学生

和所谓的爱国华侨，在加拿大举办集会来维护西藏事件的真相？

我特别强调：“那些在加拿大口口声声要捍卫祖国统一的人士，

他们把藏人当成什么？他们尊重藏人么？了解西藏文化和宗教么？

热爱西藏的河流山川么？关注藏人生存状况么？在乎藏人的自由和

人权么？他们只不过要用藏人的苦难来增加所谓的“大中华”势力

的份量，使自己从中获取一种作为豪门大户子嗣（甚至奴才）的自豪

感”。

红色的海洋 黑色的悲哀

Red Seas and Black Sor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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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在2012年1月10日的电台节目结束后，我浏览了当地一个人气颇

旺的中文论坛，发现有关藏人自焚的报道后面，没有像平常的焦点

信息那样，常常跟着数十个甚至数百个评论。每一篇报道后面都只

有零星的几个评论，但都是恶言恶语。

这充分显示出：一方面，华人在这个议题上讳忌莫深，不敢轻

易表态；另一方面，在共产党的残暴意识形态常年洗脑和血腥教育

下，这些人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人性良知。也许表态的都是中共的

五毛党，那也是中国文化生态的丑恶悲剧。

该网站论坛转载2011年3月17日《世界日报》消息：“藏族喇嘛当

街自焚，四川千人大规模抗议”，后面有5条评论。网名“大实话”说：

“追随达赖的人都去当喇嘛。振兴喇嘛教。”网名“中功早期弟子”

说：喇嘛不能做奴隶主了，都是共党害的。做奴隶主多么威风啊，做

不成奴隶主真是失落，想死就死吧。其实喇嘛不能做奴隶主从1959

年达赖赖到印度就开始了，事情都过去很久了，还念念不忘。”网名

“liulangzhe”说：“这个喇嘛走火入魔了。说是喇嘛都丢人，也没有

修行好呀。看人家这世达赖喇嘛能把别人给忽悠了去自焚，怎么和

李洪志有点像？愈来愈和邪教挂钩了。”网名“显示名称”调侃地说：

“是啊，再猛点儿就可以堵枪眼和炸碉堡了。”网名：“AllanWang”

说：“烧自己没问题，别在大街上烧呀，污染空气呀！”

该论坛转载2011年10月18日《世界日报》报道：“阿坝藏区局势

持续紧张 20岁女尼自焚亡”。后面的跟帖更加触目惊心。网名“火眼

金睛”冷血地说：“为什么不集体自焚。”虽然网名“祈祷和平”跟着

说：“这么恶毒的话也说得出口。你这个人心里都是什么啊？！”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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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补充说：“作为一个佛教徒，非常不赞同这些喇嘛的行为！”没有

一句谴责迫害者的言词。网名“多羡鱼少结网”说：“这大群大群的

太大比例的喇嘛和尼姑活了一生没能给世界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反

过来去要别人去养活它们，以至于其存活的唯一意义就成了一具造

粪的机器。”

论坛转载2011年11月25日《多维网》文章：“达赖唆使僧人自焚，

并承诺买尸，西方称自焚僧人‘自由斗士’”。网名“观世界”写道：

“多焚点，最好全部。这样一了百了，周围更安静。”只有网名“孙参

Aa”写道：“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火中烧。”

【 4 】

在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多达17起藏人自焚事件发生了。我再

次到该中文论坛看看华人的回应。在2012年1月27日转载来自《美国

之音》的“武警开枪：四川又有一名藏人被打死”一文后面，有网名

“朽木”者，居然写道：“强烈呼吁达赖带头自焚。”这个留言下面的

签名居然是一首佛教意味浓重的诗：“业风萧瑟轮回苦，恩爱亲情

岂有主，千古功名转眼空，一念死心生净土。”后面还链接了一个新

浪博客地址。

我于是到该博客看了一下，满篇是烧香拜庙，礼佛消业的文字

和说教，其中不乏大量劝解人们供奉捐建的信息。博客人气很旺。

博客主页是一则呼吁：“捐建甘珠尔玛尼石堆，欢迎大家踊跃随

喜！”。内文是博主发愿“要建造一座千古留芳的大藏经，能经得起

千年风雨侵蚀的玛尼石堆！石材全部是进口黑色大理石，可经得住

千年风雨的侵蚀而不会改变颜色！”博主正在向信众和公众筹款

750万元人民币。从公布的捐款名单看，成百上千的人在回应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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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捐款。

我给博主留言，请她回信确认。

第一天没有回音，我再次留言。转天，接到了电邮：“此事与我

无关，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请你不要牵连我！我不参与政治！”

我立即回函给这位博客名称“云中凤”的女士：

“云中凤女士：

谢谢您的回复。

您应该有一点基本的逻辑和常识，不是我要牵连您。我在搜索

加拿大华人对藏人自焚事件的反应时，搜到了那个留言。我好心联

系你。其实我没有这个义务，因为那是公开发表的言论。 

您的博客地址在该留言下面，而且该留言签名是首诗，颇有佛

教境界。如果那不是您，您应该感谢我提醒您，而不应为我和您联

系，确认此事而恼怒。对么？

不参与政治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管别人死活，无善、无恶、无

是、无非、无怜悯、无慈悲、无勇气、无正义，只顾自己修行么。您认

为这样能得圆满么？！

我看到您公开募捐，要建大藏经石堆。说明您对藏传佛教有些

了解。您知道么，真心护卫大藏经的僧侣大都在中共的监狱里。那

些自焚的僧侣尼姑，也正是因为要护卫一份信仰的净界，无奈只能

用火燃烧自己来告诉世界。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您的条件，可以设立

网站博客，有数十万奉承您的人，有数百万博客关注。

你们的修行无非想自求多福。当然，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

站在迫害者一边，就是作孽，镂刻多少大藏经也没用了。像您这样

的假修行人，在今日无信、无德、无神、无佛的中国，确实如蝼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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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繁盛。

如果那个留言确实不是你的，建议你和该论坛版主联系，将那

个留言删除，不然那句恶言永远会在那里，任何人想引用都是可以

的。下面我COPY原帖和网址给您。

祝您有一颗敬佛的真心。

盛雪”

 【 5 】

藏人接连不断用自焚来反抗暴政，并受到中共政权更严厉的

镇压。60多年来，由于中共对信息的封锁、拣选、过滤、歪曲，由于随

时可能遭受迫害和镇压，中国大陆境内的华人保持沉默，可悲，但可

以理解。然而，在信息发达、新闻通畅、舆论自由，随意可以查阅信

息真相的民主国家生活的华人，对此沉默，是可耻的；拥护暴政镇

压，是罪恶的。

在民主国家生活的有些华人，始终处于价值观和是非观分裂的

状态。人们一方面尽情享受民主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法制，包

括福利和保障；一方面却极力拥护专制，歌颂暴政，不假思索地和

暴政站在一起，去迫害勇敢反抗暴政的人。

藏人僧尼的自焚事件，再一次拷问华人的基本良知和善恶底

线。可叹的是，在善恶严重颠倒错乱的华人世界，许多人已经全然不

知良知为何物。

自焚的藏人，在无边无涯的黑暗中，不得不把自己点燃，跳动的

火焰瞬间照亮了浓浓的黑暗。但是，更深重的黑暗铺天盖地砸来。

另一个角落又燃起一支扭动的火焰，瞬间又被黑暗吞噬。

当藏人用生命燃起的火焰一次次照亮深重湿冷窒息的黑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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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告诉世界，你看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你能做点什么？！

克里斯托夫·白苏且在《是抵抗的灯塔，不是绝望的行动》一

文的结尾写道：“愿这些藏人的自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垮台的开

始。”

【 6 】

1999年11月，我首次访问达兰萨拉，采访了数十位刚刚逃到印

度的藏民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并写下《达兰萨拉不是故乡》一文。就

在那年夏天，先后有六艘偷渡船，总共载着六百多名中国大陆的逃

亡者，远涉重洋，在海上飘流了四十几天到六十几天不等的时间，

抵达加拿大。在那破烂不堪、锈迹斑斑、没有任何救生设施的破船

上，数倍超载着来自中国的逃亡者。如果在几十天的飘流中遇到稍

大一点儿的风浪或故障，船上的人必死无疑。我采访过一名船上的

偷渡客小陈，他告诉我，在海上漂流时，一位40多岁的妇女病了，三

天没好。几个同船的人在她8岁儿子的面前，把她抬起来丢进了波涛

汹涌的大海。因为他们怕这个女人的病传染给其他人，给全船带来

灾难。

人们应该记得，2008年3月拉萨事件后到8月北京奥运前，世界各

地的华人喧闹出一幅怪异的画面，一些华人走上民主国家的街头，

向他们自己早已背弃的那个暴政宣誓效忠。一时间，满世界都是拥

共的红色华人。其中，美国福建同乡联合会于3月21日发表声明，迎

合新华社对拉萨事件的评论，完全站在暴政一边，极力抹黑藏人和

平请愿行动。居住在美国的这些福建社团成员，很多人恰恰是冒着

生命危险逃到美国寻找自由平等来的。可他们一旦安顿下来，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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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拥抱暴政。他们在民主自由的国家，滥用民主自由权利，去支持中

共对西藏的镇压，冲击法轮功修炼者的反共抗暴游行。设想一下，那

位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被投入大海，现年21岁的年轻人，会不会有

一天也走进拥共侨团的队伍里，去拥护暴政呢？ 

   多少年来，从中国起航的偷渡船，一艘艘驶向加拿大、日本、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墨西哥、南美国家，驶向任何可能接收中

国人的地方，驶向任何可能给予中国人一点自由、一点尊严、一点保

障、一点希望的远方。

近年来，由于有十五亿人民作为低廉的劳动力，大幅降低生产

成本，促成中国的GDP持续快速增长。一批中国人一夜暴富，成为世

界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但是，中国人的逃亡大潮并未停歇，只是

那时是挤在破旧货船的货舱里，现在是翘脚坐在飞机商务舱里。移

民外逃的富裕中国人，无不处心积虑地将巨额财富同时转移到海

外，让民主国家保障他们以及子孙后代的基本人权和优裕生活。

【 7 】

为了追随达赖喇嘛，为了逃离中共魔掌，从1959年3月17日那

个夜晚开始，藏人奔逃的血脚印，在喜马拉雅雪山上绵延迭印了

五十三个年头。每年，数千藏人冒着中共军警的枪弹，攀爬海拔数

千米的峰峦，经历数十天的雪暴严寒出逃，多少生命永远埋葬在这

座世界最壮丽、最高傲的雪峰之间。中共在中尼（尼泊尔）、中不（不

丹）、中巴（巴基斯坦）、中阿（阿富汗）、中印（印度）边界上部署的

边防军，不是为了防范这些国家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进犯和侵

占，不是。那里密布的边防哨所，是为了严防中国境内的人民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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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军的铁蹄搜寻的，是逃亡藏人和维吾尔人带血的脚印。

如果海外华人真心关注西藏，哪怕宣称关心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他们可以很容易在网络世界查阅到有关西藏的真实资料，而

且可以看到许多图片。华人不妨试想，如果你是走在拉萨街头的藏

人，荷枪实弹的军警在你身边密集穿行；如果你是在大昭寺前膜拜

的藏人，抬头看见一列列虎视眈眈的武警和枪口；如果你是寺庙里

虔诚信佛的僧人，每天面对高高挂起的不信神的四大中共领袖巨

幅画像；如果你是爱歌唱的女尼，被劳动教养，只是因为你用美妙

的歌喉呼唤达赖喇嘛回到故乡；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牧民，被投进牢

房，只是因为你热爱达赖喇嘛，收藏了他的画像。你会作何反应？

当约四千多万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享有自由、民主、平

等、尊严，在民主制度和宪法的保护下，不再受任何歧视的时代；藏

2012年2月2日，盛雪在渥太华国会山前参加藏人举行的示威集会。

Sheng Xue was at the rally held by the Tibetans 

in Parliament Hill at Ottawa on February 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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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却受着专制暴政的奴役和残害。

我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质疑中国人头脑中有关“主权”、“领

土”、“疆界”、“国家”、“统一”这些词汇的含义。中共暴政对人们

自由、信仰、尊严的剥夺，对社会各种民主自由力量的镇压，总是出

于要维护什么“主权”的完整，保卫“领土”的神圣，巩固“疆界”的

安全，特别是为了“国家”的尊严和统一。中共手中的“主权”，只是

强权欺凌弱小的凭借；中共辖下的“领土”，只是政权炫耀的资本；

中共控制的“疆界”，只是圈禁人民的藩篱；中共统治的“国家”，只

是杀戳百姓的机器。

每年爆发一百万起群体抗暴事件的中国，早已是烈焰遍地，盛

世成灰。藏人的持续反抗，客观上汇入了中国境内人民的抗暴大

潮。华人如果不正视藏人的苦难，并伸出援手，那就意味着连自我

救赎的机会也要错过。如果中国大多数人嗜血、残暴、冷漠，没有基

本的人性、同情心、怜悯心和正义感的话，中共暴政这部高效杀人

的机器，就会不断加速运转，人人都有可能被卷进去碾碎。暴政的

轰然垮掉，就可能是一个乱世仇杀的开始。

救助藏人，华人走出暴政魔咒的怪圈。

（《纵览中国》首发  2012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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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hinese who live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lways seem 
to be plagued by a broken value system and cannot tell 
right from wrong. On the one hand, they enjoy democratic 
freedom, equality and rule of law in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elp to maintain 
despotism and praise tyranny. They use tyranny to persecute 
those who oppose the tyranny.

The incidents of self-immolation by Tibetan monks and nuns 
once again torments the basic consci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las, many people are already completely devoid of 
conscience.

January 31, 2012

What Do You See in the Flames?

By SHENG Xue
(Chinese Writer,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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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藏僧自焚

五味子医生（网友，中国）

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

的文章：“僧人自焚事件践踏佛教根本戒律”。

因为本人也是藏传佛教的修行者，恰好今年夏天也赴藏朝圣，

和藏民、藏僧有比较深入的接触。所以，也非常想就这个问题，说一

下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思。

我们是今年8月底从甘孜包车到康定，然后从成都回上海的。回

程以前就知道“道府”有僧人点火自焚，据当地的僧人讲，如果光是

身上浇汽油然后点火，那如果经及时抢救，还有生还的希望，而这些

“极个别”僧人，先是喝汽油，然后身上浇汽油后点火。这样的话，

整个人就是一个“汽油弹”，内脏直接爆炸，现场惨不忍睹！

当然，从佛教戒律的角度，如果修行人还未证悟空性的话，自

杀真的是范“杀生戒”，毫无疑问。但佛教戒律的核心，是通过行

为，约束内心的贪嗔等烦恼的，如果是大修行人，已经破我执，证悟

人无我的空性，那么“杀盗淫妄酒”都不会犯戒，因为已经没有任何

行为能够扰乱心的寂静。这也就是《楞严经》中所说，菩萨会以各

种化身来渡化众生，包括妓女和屠夫。妓女不可能不邪淫，屠夫不

可能不杀生，但如果是内心寂静的入地菩萨，比如观世音、济公活

佛，那都没事，戒不戒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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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说戒律的开许和遮止，下面继续回到原文。就算自焚者

是凡夫，因为修安忍不够，实在忍不住了宁可自焚、犯戒、下地狱！

那是何等样的痛苦，会导致一个正常人做出如此绝对痛苦的行为

呢？其实汉僧在历史上也有点火自焚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在什么

情况下。文化大革命也有，那是什么环境，大家心知肚明。那么这次

自焚的起因是什么呢？听说是当地政府禁止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入寺庙出家，学习。这条规定当然是国家法律，无可厚非。国家规定

成年人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未成年人似乎就不应该有。但这条规定

和当地全民信佛的历史文化习俗是格格不入的。按照藏族传统，寺

庙担负着学校和宗教的双重身份，所以，当地有小孩10岁左右出家

的传统，而且，从藏传佛教的修行次第看，如果不是从小出家，很多

高深的法门根本无法修行，所以，如果都按照政府规定，年满18岁出

家，那藏传佛教的很多传承就会中断。这就是当地僧人要以死抗争

的真正原因！但整篇文章只字未提。

我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也曾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曾经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现在看

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极端美好的社会，无非是“物质极端丰

富”而已，比如人人成为比尔盖茨。而且，天真的认为，物质极端丰

富了，道德就会自然提高！但看看周围，现在哪个贪官是被生活所迫

而贪污受贿的？自杀者中是有房有车的多还是穷困潦倒的多？而岳

飞的精忠报国，是在发财以后吗？孟子、孔子，这些先贤的道德水准

都不是靠钱堆起来的！有钱人有道德的唯一原因，就是家长花钱对

小孩进行道德教育！而物质带来幸福的唯一原因，也是把物质看得

轻一些！靠物质自然会产生的，绝对不是道德而是贪欲！而贪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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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带来幸福，只有毁灭！

就算是到了人人可以被分配别墅、保时捷，2个老婆，3个情妇的

“共产主义社会”，那如何面对疾病的痛苦，如何面对死亡的恐惧？

如果比尔盖茨知道后天他会死，他会得意于他的财富吗？他有办法

用这些财富去贿赂阎罗王吗？！当肿瘤病人，得知3天后会告别这些

物质享受，他会感受到物质的美好吗？绝对不会！信仰解决的，必须

是生死的终极问题，不然任何信仰都是苍白无力的！

又要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为什么他们道德如此高

尚？因为他们从小还是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知道忠孝礼义廉

耻，他们接受无神论，只接受靠自己力量改变命运的部分，但绝不

会不信因果而无恶不作！但随着他们把传统文化，把宗教信仰，贴上

“封建迷信”的标签而扔到垃圾桶以后，靠这些“无神论”信仰教育

出来的下一代，因为断了传统教育的传承，这些小孩必然不怕因果，

没有慈悲，那就只能被贪嗔痴烦恼所控制，无恶不作，最后为了1句

话就会拔刀相向！整个社会的乱象根源，就在这里。如果这种教育

模式不改变，更加混乱的社会肯定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国家似乎已经意识到广大民众的道德普遍滑坡了，或许是

更害怕基督教的传播，所以对佛教也开始有限的支持。

最后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从小作文中就会写“我们

无产阶级群众，和封建王朝的XX比起来，如何如何……”，其实现

在回想起来，除了现代人的傲慢以外，现代社会没有任何在内心层

面上值得夸耀的东西！现代人绝对写不出能够流传2000年以上的书

籍，甚至说不出一句能让人记住2000年的话。现代社会唯一值得夸

耀的就是物质丰富，也就是衣食住行方便一些而已，而这些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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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破坏环境，大规模的杀生，都是要人类以后付代价的！所

以，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取何去何，我们有这个分辨能力吗？

虽然说到最后，已经有点跑题了，但还是希望能够促进一些人

思考，利益更多的人！

如果这篇文章有丝毫功德，希望全部回向法界众生！

阿弥陀佛！

（原载《旺旺网论坛》 2011年12月1日）

My Commentary on the Self-
Immolations of the Tibetan Monks

By Dr. WU Weiz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China)

Today, People's Daily published an article writte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of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which entitled: "the Tibetan 
Monk Self-Immolations Have Trampled on the Fundamental 
Commandments of Buddhism."

I am also a practitioner of Tibetan Buddhism. Just this 
summer I went to a pilgrimage trip in Tibet, and I came into 
an extensive contact with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ibetan 
monks. So, I too,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share what I saw, 
heard and my thoughts on this issue.

December 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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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The Tibetan Monk Self-Immolations in Light of the the Fundamental 

Commandments of Buddhism, by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附：从佛教根本戒律看僧人自焚事件
李德成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

最近，在四川藏区发生了几起僧人自焚事件，原本以慈悲济世、

普度众生为己任的修行传教者，未能践行“法门无量誓愿学”、“众

生无边誓愿度”的宏大誓愿，而以无明、残忍和极端的方式引火烧

身，自绝于释门信众，令人震惊，令人发指。这种无视生命的自杀行

为，不仅严重违背了佛教的核心要义，更是对佛教根本戒律的肆意

践踏。

按照佛教的教理教义，佛门四众弟子要以戒定慧三无漏学来实

践佛陀的教诲，净化自他身心，圆满无上菩提。在此过程中，必须坚

持发慈悲心、行菩提道、守根本戒的优良传统。三无漏学中以戒为

先，戒是佛法住世的根本。遵规守戒是佛教徒的基本行为准则。

无论何种戒律均以“五戒”为基础，五戒是佛教的根本戒律。

所谓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和不饮酒。五戒是一

切佛教信徒的戒条，也是他们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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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杀生既是佛教之根本戒，也是佛教之性重戒，是必须持守

而绝对不能违反的。佛祖制戒：“若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

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

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

生。而反自恣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杀生戒以杀人为最

重。”（《佛说梵网经菩萨戒本·第一杀戒》）

所谓“波罗夷”罪，意译为“极恶”罪，又称“断头罪”，即如人

断头而不可救治，不可悔罪，为佛教根本重罪。波罗夷共有杀、盗、

淫、妄语四种，称“四波罗夷”。故《大智度论》有云“诸余罪中，杀

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因此，杀罪或自杀成为佛教中最为

严重的罪业，而不杀则成为最高尚的善业，不杀与自杀善恶分明。

根据佛祖制订的戒律和藏传佛教所强调持守的“四根本戒”的

内容，“不杀生”为不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而破戒杀人罪孽最重。

如果是杀人，其含义包括自杀、自己杀（杀他）、教唆杀、遣使杀等

一切促成杀的行为在内。因此，不管何因，无论是自杀，还是教唆自

杀、鼓励自杀，都违反了佛教的根本戒律、性重戒律，是一种根本重

罪。因此，僧人自焚，以残忍手段自杀，不但违背自然和社会伦理，

更违背了佛教的根本戒律。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只有禁止杀生

的根本戒律，而从来没有主张杀生、杀人、自杀的教义，更没有教唆

他人杀生、自杀的信条。

四川藏区僧人自焚事件发生后，个别别有用心者竟视佛教根本

戒律于不顾，妄称自焚“完全没有违反佛教杀生的教义，也没有与

佛法见解相违，更没有犯戒”，因为“自焚的动机与目的，毫无沾染

一点个人私利的味道”。且不谈其动机与目的，佛祖之戒明白无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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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无论何因何缘，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杀生即违背了佛教不杀

生的根本戒律，犯了波罗夷罪。而且不论是自愿，还是听信谗言而自

杀也均已违背根本戒律且犯波罗夷罪。自佛陀创教传法以来，禁止

杀生的根本戒律早已深入教界人心，昭彰经律论藏，天理昭昭，举

世皆知，那种“完全没有违反佛教杀生的教义”、“更没有犯戒”的

荒谬言论，正暴露了别有用心者的险恶用心。

同时，还有别有用心的人置佛教的根本戒律于不顾，竟将此种

恶行罪业妄称为“造就最大善业”，是“举世罕见的高尚行为”；还有

人振振有词，称“自焚是作为一种宗教行为，以此显示人们对菩萨

的献身”，并称“这的确发生在过去的古代”。

据载佛陀传教时期，佛陀曾于毗舍离教示众比丘修习“不净

观”。（所谓“不净观”为佛教五停心观之一，被认为是“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的真实修行的证验法门，即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皆污

秽不净，可治贪欲。）他们依教奉行，结果“厌患身命愁忧不乐，叹

死赞死劝死”现象发生，于是有比丘或索刀绳，或服毒药而自杀。因

此佛陀立即令阿南尊者召集众比丘集会听讲，亲自制定并颁授杀

戒，任何比丘不管是杀人还是自杀，不管是教唆杀人还是教唆自杀，

皆犯“波罗夷”。《五分律》明确规定：“若人、若似人，若自杀，若

与刀药杀，若教人杀，若教自杀，誉死赞死：‘咄！人用恶活为？死胜

生’。作是心随心杀，如是种种因缘，彼因是死，是比丘得波罗夷，

不共住。”（《五分律》卷二）这确实是“的确发生在过去的古代”的

事实真相。然而，这一事实却被别有用心者所歪曲和利用。

根据佛教对“波罗夷”的解释，犯有这种重罪的人，不能修得

道果，且必须摈出僧团，丧失出家资格，并堕入阿鼻地狱。如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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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如此恶果，何谈“善业”、“高尚”，只是欺师灭祖、离经叛道而

已。佛、菩萨的根本宗旨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只有不许杀生的

戒条，而从来没有所谓杀生献身的说教。因此，无论从犯戒获罪角

度讲，还是从佛、菩萨的本愿看，僧人无视生命的自焚行为绝不是

“一种宗教行为”，更谈不上是“对菩萨的献身”。上述别有用心的

说法，不仅是在为被佛祖早已定罪禁止的恶业翻案招魂，而且是对

佛、菩萨慈悲济世精神的严重玷污，严重背离了佛陀传教的真实本

意和佛教弃恶扬善的核心要旨。

另外，根据戒律，听信教唆、听信谗言而自杀者，也犯波罗夷重

罪。佛陀于毗舍离针对自杀现象集会颁授杀戒时，明确对阿南等众

比丘宣布：“口说者，或作是说，汝所作恶无仁慈，怀毒意不作众善

行，汝不作救护，汝生便受罪多不如死；若复作是语，汝不作恶暴有

仁慈，不怀毒意，汝已作众善行，汝已作功德，汝已作救护，汝生便

受众苦，汝若死当生天。若彼因此言故便自杀者波罗夷。”（《四分

律藏》卷二）简言之，意即听信他人教唆未做好事生不如死之言，

或听信他人教唆已做好事死会生天之言而自杀者犯波罗夷根本重

罪。

对于教唆杀生、鼓励杀生等行为，佛教也坚决反对和禁止，规

定“教人杀”、“赞叹杀”、“见作随喜”等，都严重违反佛教的根本

戒律，也是一种根本重罪。

佛教不杀生的根本戒律，不仅坚决禁止杀生，而且积极主张离

杀生、救生。《十善业道经》说：“若离杀生，即得成就十离恼法”，

最后“命终生天”，“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

佛随心自在寿命。”而救生则更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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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生命、反对自杀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特别是在宗

教领域内，教徒和信徒无视生命的自杀行为已然成为邪恶的象征和

化身，为世界各国所不许和坚决反对。臭名昭著的太阳圣殿教的教

徒就曾以自焚等方式结束生命，遭到了世界各国的禁止和取缔。邪

教“奥姆真理教”教魁麻原彰晃“杀人有功、杀人有德”的叫嚣也早

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必将遗臭万年。反对宗教极端主义、

反对利用宗教进行恐怖暴力活动已然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

声和自觉行动。对于僧人自焚这种无视生命的自杀行为，也一定会

被世界上正直、善良的人们所唾弃和鞭笞。

总之，僧人自焚，这种无视生命的自杀行为既严重违背了佛教

的根本戒律，也是佛教的一种根本重罪，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制止

和反对。“戒律存则佛法存，戒律灭则佛法终”，戒律是佛教弘扬发

展的基本保证，只有持守根本戒律，才能正法久住；只有坚决制止

犯戒行为，才能保证佛教的健康发展。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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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年轻僧人做“精神人弹”

单仁平（《环球时报》评论员，中国）

西方多家主流媒体18日报道，一名20岁的藏区尼姑本周一自焚

身亡。最近几个月，类似的自焚事件在藏区僧人中已经发生多起。

每次悲剧发生后，达赖集团都立即向西方媒体报信，配合舆论炒

作。这已经成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媒体在藏区制造事端的固定生产链

条。

西方媒体称，这几名年轻僧尼自焚前都高呼“西藏自由”。然

而谁都听得出，这完全不是宗教诉求，而是典型的分离主义政治口

号。最新自焚的尼姑据报道只有20岁，之前自焚的有人甚至不到20

岁。以这样的年纪去看懂西藏故事背后的那些东西是困难的，他们

也没有能力对抗外界的蛊惑。达赖喇嘛自己和他身边的人是不会自

焚的，他们活得逍遥自在，但他们却鼓励年轻僧尼们对自己生命的

轻视，他们从未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悲剧的继续发生。

这是达赖集团对抗中央政府最肮脏的招数之一。他们知道分

裂西藏毫无成功的机会，但他们宁可用年轻僧尼的生命做祭品，制

造这个目标的虚假“神圣”。为此死去的年轻僧尼越多，达赖就会在

西方舆论中越有分量。事实上达赖早已被现代西藏抛弃，这些年他

一直通过在藏区制造流血悲剧证明自己的存在，强迫世界将他记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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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生命被自焚重伤甚至夺走十分令人同情，最不愿意看到

这些悲剧的是其亲友、信教民众以及当地政府。从达赖集团的报信

和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人们看不到一点来自他们的慈悲同情。他们

的悲伤是虚假的，他们是这些悲剧的政治受益者，他们现在很希望

类似的悲剧继续演下去。

用自焚表达不满不是藏传佛教的传统，在藏传佛教历史上那

些困难的时刻，相对集中的自焚行为也未曾发生过。这是达赖集团

新的政治发明，他们在把自焚者当成“精神人弹”，试图破坏国内藏

区的平静，制造对中国形象的杀伤力。

在和平时期鼓动教徒“殉难”，往往邪教才这么干。达赖好歹还

挂着诺贝尔和平奖的牌子，哪怕装装样子，也该公开表达对这类事

情的反对。这是个大道理，达赖糊涂了，西方媒体跟着一起糊涂。

宗教迫害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国社会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是十分谨慎认真的。倒是有藏区的少数僧人总想把宗教生活掺入政

治元素，与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行为遥相呼应。从本质上说，这是

对修行的不专心，是对佛教精神的破坏。

达赖喇嘛年事已高，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藏独”，

鼓吹一个谁都知道是虚幻的目标。他是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一个达

赖，给信徒们做了一个坏榜样。

利用并帮助达赖作恶的西方舆论，应当自省。

（原载《环球网》 201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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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one of the dirtiest tricks of the Dalai Lama’s clique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y know well there is no 
chance to succeed in splitting Tibet, but they prefer using 
the lives of the young monks and nuns a sacrificial offering, 
making it a false "sacred" goal. More young monks and nuns 
die for this purpose, more weight the Dalai Lama will carry 
in the Western public opinion. In fact, the Dalai Lama has 
long been abandoned by modern Tibet, but all these years 
he has been manufacturing bloody tragedies to justify his 
existence, forcing the world to remember him.

October 20, 2011

Don't Use Young Monks as "Spiritual 
Suicide Bombers"

By SHAN Renping 
(Commentator  the Global Tim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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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中共官方及其御用学者
在藏人自焚问题上荒谬论调

胡平（《北京之春》主编，美国）

11 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佛教根本戒律看僧人自焚事

件”，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德成。

文章说：“最近，在四川藏区发生了几起僧人自焚事件，原本以慈

悲济世、普度众生为己任的修行传教者，未能践行‘法门无量誓愿学’、

‘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宏大誓愿，而以无明、残忍和极端的方式引火

烧身，自绝于释门信众，令人震惊，令人发指。这种无视生命的自杀行

为，不仅严重违背了佛教的核心要义，更是对佛教根本戒律的肆意践

踏。”

李德成的文章不值一驳。在佛教历史上，有不少僧人以自焚方式

护法殉教。1966年文革初期，全国各地破四旧，教堂寺庙都受到很大冲

击。7月12日，几百名中学生闯进佛教胜地法门寺大肆破坏；法门寺主

持良卿法师为保全佛舍利自焚身亡，以身殉教。国内的《百度百科》也

称良卿法师为“著名的佛教殉教者”。搜索《谷歌》“良卿法师”，竟有

5,610,000条，一眼望去，全是赞叹敬仰之词。李德成敢否认敢抹杀吗？

不错，佛教反对杀生，反对自杀，但这不包括为信仰为自由反压迫

的自杀殉道。台湾的星云法师曾专文论述这一问题。星云法师说：“自

杀虽说是不道德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许多圣贤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为国家、为人类的利益而自我牺牲，你能说这不算是伟大的道德



►218◄

浴 火 袈 裟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吗？如果把一个人害死是不道德的事，那么法官判人死罪，这究竟合不

合乎道德呢？法官判处罪犯死刑，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公理

与正义，你能说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吗？再如两国交战，一旦战争就要杀

人，佛教不容许杀生；杀敌是犯戒，那么战争杀敌，合乎道德吗？”星云

法师指出：“如果用嗔恨心去杀人，当然是不道德；如果用慈悲心去杀

人而救人，却是大乘菩萨的道德。”星云法师引用伦理学家赫宁的话，

一个国家的间谍如果为了维护重大机密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不算自

杀，因为这种行为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秘密，是

为了国家的安全；“这种为了某种高尚理想而结束小我生命的行为，不是

‘自杀’，而是‘牺牲奉献’”。

1963年6月11日，越南僧侣、66岁的释广德法师，为抗议吴庭艳政府

迫害佛教徒，在西贡街头自焚身亡。星云法师当时就写文章表示“哀悼

与声援”。星云法师说：“虽然佛教徒没有武力，从来也不用武力，但佛

教徒有比武力更强的信心，更强的自我牺牲精神。”这就表明，自焚不

是暴力，不是武力，而是自我牺牲。星云法师明确表示：“我们对这次越

南佛教徒护教的奋斗经过，庄严的虔敬之心油然生起，不禁要高叫出：

‘赞礼佛陀伟大的圣教，赞礼越南佛教徒的护教热情，更赞礼广德大师

的殉教精神！’”

星云法师赞颂释广德，称他为“伟大的圣者”，“他把一生奉献给

佛教，最后连生命也交给佛教了，而且交给得轰轰烈烈。为了拯救佛教，

他在火焰中焚烧达半小时之久，竟没有皱一下眉毛，也没有动一下嘴唇，

他的安祥、镇静；他的愿心、定力，赢得了全世界人类的眼泪。我们可以

预感到：吴廷琰总统有坦克枪炮，有宪兵警察，但他不曾胜过越南佛教

徒伟大的殉教精神。”“我们佛教徒在历史上，向来与世无争，但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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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教的存亡，只有用慈悲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对方摊牌。对于广德大师

的这位狮儿的殉教，我们仰首望着云天，说不出是喜是悲，我们感到辛

酸，也感到光荣！”

在文章的结尾，星云法师向全世界的佛教徒发出呼吁。他说：“广

德大师的牺牲，可说比山还高，比海还大！全世界佛教徒，应该在为这

位圣者致哀之余，更要歌颂他的殉教精神；我们应该把他殉教的经过，

作成传记，永远的教导未来的佛门弟子，作为精神读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谈到藏人自焚事件时，居然指责藏人组

织，指责藏人组织对自焚“不仅不予以谴责，反而进行美化、炒作，甚至

煽动其他人仿效”；甚至还说藏人组织的做法是“挑战着人类的良知和

道德底线”。天下没有比这种攻击更荒谬更颠倒是非的了。按照中共外

交部发言人的说法，星云法师对释广德自焚的赞叹与歌颂，岂不是加倍

的“挑战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吗？

百度百科是中国大陆自家的搜索引擎，星云法师是中共当局视为

友人的宗教领袖。上面我引述了他们的文字，且看当局及其御用学者何

言以对。

今日中国堪称自杀大国，自杀者的绝对数量世界第一，相对比例也

位居前列。中国也是自焚大国，就在最近一段时期，藏人僧尼自焚，拆

迁户自焚，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令人触目惊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

国的自杀和自焚案例中，反对权力的压迫占很大比重。事实上，所有的

自焚都是对当局的抗议。当局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所以它倒打一耙，反

而给自焚者以及同情自焚者的一方扣上种种罪名，力图把水搅浑。有些

民众出于对这种问题的不了解不熟悉，或许也会感到困惑，以至于误解

了自焚抗议的意义。因此之故，我们有必要对包括自焚在内的自杀性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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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Hong Lei spoke 
about the Tibetan self-immolation incident, he actually 
pointed a finger at the Tibetan organizations, accusing them 
of "not only failing to condemn these self-immolations, but 
beautifying, hyping, and even inciting others to follow." 
He even said that the practice of the Tibetan organization 
was to "challenge the bottom line of the moral conscience of 
mankind." There is no other attack as absurd as this in the 
world, compl etely confusing right and wrong. Following the 
logic of thi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wouldn’t 
Master Hsing Yun’s admiration and praise of the self-
immolation of Shi Guangde serve as a double "challenge of 
the bottom line of human conscience?"

December 5, 2012

A Rebuttal to the Absurd Argument 
by China's Official Scholars on the 
Issue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

By HU Ping
(Editor  Beijing Spring, USA)

议做深入广泛的阐发与解释。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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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的火焰，
也在拷问我们的心灵

不锈小钢（民运人士，澳大利亚）

中国2012的龙年，在一个诡异而暴戾气氛中开始。子弹在甘孜

划破大年初一，将和平示威的藏民鲜血铺洒向大地；阻塞了道路的

长串军车载满兵员武器，往西开去；藏区的城镇，挤满了在拒马后

面凶神恶煞的军警，装甲车在轰鸣中，泄露着当权者濒临末世的恐

惧；几个曾自我标榜为无神论者的已死或半死的政治教主的肖像，

被强行送进寺庙佛堂，在锣鼓般噪响的枪声中，重新开启一出被认

为早已结束的荒诞剧。

就在这最新的杀戮发生前几天，从龙年前夕传出的消息，又有

一名僧人在中共统治下的藏区自焚。

自2009年3月到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先后至少已经发生了

17起藏人自焚的事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僧人。

当局一如既往，它统治下的土地上发生的问题，责任一概在境

外；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一律被它污言辱骂。

西藏问题，不仅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在拷问每

个汉族人的心灵。是站在人性的关怀角度上，探究藏民同胞面对的

到底是什么处境，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还是盲目地随着当局的

调子，任意地对藏人，特别是自焚的僧人加以污名？

在佛教历史上，僧人自焚时有发生。不必提法华经上的药王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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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也不用说南越的释广德法师，就近在我们的时代，就在我们自己

汉人的中间，1949年 以后，特别是文革时代，自杀自焚的僧尼不计其

数。例如，1966年在当局鼓动下破四旧的红卫兵洗劫千年名刹法门

寺时，住持释良卿法师为阻止红卫兵 挖掘珍藏佛祖舍利的地宫，身

披五色木棉袈裟，浇满煤油，当场在真身宝塔前惨烈自焚。文革后，

他被书籍记载为“以身殉佛”的“著名佛教殉教者”。

我们是否可以回想和对比，当时，到底是什么样惨痛处境，绝

望或者期望，促使良卿法师决然自焚？

一个社会，如果自杀或自焚的事件骤然增加，通常说明在这个

社会生活处境的艰难、惨烈，或者说，恐怖。

良卿法师自焚后的第三年，1968年，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中国的

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在目睹了批斗体委负责人的大会之后，在

龙潭湖附近自缢身 亡。容国团当时面对的又是怎么样一个惨烈的心

理冲击与绝望？

同样是三年，1966年到1968年，整个中国骤然增加的自杀人数

多多成千上万，难以统计。仅仅是著名人士和知识精英就不下数百

人，名单之长无法 一一列举。其中包括有：

剧作家老舍

作家杨朔

翻译家傅雷夫妇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编剧白辛

电影导演徐韬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

戏剧演员言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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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的养女、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自杀身亡后还被剖腹检查是否藏有

特务微型电报收发报机）

考古学家陈梦家

历史学家翦伯赞

著名史学家汪籛

曾多次获得全国男子单打冠军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

曾担任乒乓球国家队教练的傅其芳

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作家周瘦鹃

诗人闻捷

辛亥老人、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熊十力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二哥、法语教授马思武

武汉协和医院院长高景星（“同案”的武汉医学院副院长范乐

成、南昌妇幼保健医院院长孙明和南昌某医院医生王林祥也都先后

自杀）

著名化学家萧光琰（自杀身亡三天后，他的妻子，美籍华人甄

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亦服药自杀）

著名病理学家谷镜研

地理学家黄国璋

中科院学部委员、物理学家饶毓泰

曾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中国第一代地

质学家谢家荣

曾任国共和谈国方代表的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

陈布雷之女、前中共地下党员陈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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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一书的作者罗广斌

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与社长的邓拓

中共北京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

中共云南第一把手阎红彦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

原中共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

中共元老李立三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达

……

至于民间不知名的普通百姓，在这个期间自杀自焚的人数更是

多得可能永远都无法统计。

也许我们难以逐一想像这些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所面对的那

种难以继续忍耐的处境，但是我们却知道他们死后几乎每一个人都

被众口一词地污名，被说成是 “自绝于人民”、“顽抗到底”。

将自杀、自焚作为罪名对死者继续进行侮辱，这是1949年以后

形成的一种通例，却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都格格不入。

文革之后，上述这些名人陆续被官方宣布平反，被说成“迫害

致死”，有些还被说 成是“以死抗争的殉道者”。尽管官方至今不愿

人们去深究那个时代现象的社会与制度根源，但是也不得不默认，

所有这些人的死，都是当时社会处境的恶劣与恐怖 造成的。

然而，造成那种恶劣与恐怖环境的根源，并没有被斩断，随时

随地都有可能重演。因为在制度上，人权和人的尊严，就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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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保障。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由欧洲登山爱好者在喜马拉雅雪山上因

碰巧遇到而当场拍摄到的录像镜头中，中共军队向翻越雪山出逃的

手无寸铁的藏族尼姑和儿童开枪射杀的时候，我们是否还真的意识

不到，藏民在中共统治下生活的社会处境有多么艰难与恐怖？我们

是否还真的不能想像，那些自焚的藏区僧人所面对的惨烈与绝望？

如果你还是对这些无动于衷，如果你还是跟随着官方宣传对

死者进行污名，那么，不仅仅是说，不需要任何人对你妖魔化你就

已经面目狰狞，而且更可怖的是，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随时都可能

是下一个。

看看自己身边，那些自焚的拆迁户，那些因追索赔偿而被投进

监牢的“结石宝宝”父母，那些因与官方观点不同而被罗织罪名的

名人后代……

（原载《议报》 2012年2月1日）

Flames in Tibet Are Testing Our Souls
BY ZHANG Xiaogang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ustralia)

……

The Tibet issue has not only once again become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 but is also once again testing the soul of 
each ethnic Han Chinese. Do you view the issue from the 
concern of a human to explor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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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betan compatriots live, and figure ou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Or do you blindly sing along with the tune set by 
the authorities, and throw dirt on Tibetans, particularly on 
those self-immolated monks?

...... The unknown ordinary folks who hav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s and suicides during this period are too 
numerous to be quantified.

......Perhaps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imagine, these people, one 
by one, what kind of unbearable social environment they 
were facing, but we know that after their death all of them 
have been labeled almost unanimously as being "alienated 
from the people", and “recalcitrant, stubborn to the end;” 
and all of them will continue to be insulted as if suicide, self-
immolation is a crime, which has been a general practice 
since 1949, completely out of tun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ebruary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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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污蔑藏僧焚身
—“放火人喊得比救火人高”

安乐业（藏汉双语诗人，澳大利亚）

各位听众，您好！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时事

访谈】节目，我是静汝。

最近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也谈四川藏区

年轻僧人自焚事件”的文章。文章说自焚是一种极端的自杀行为，

是宗教极端主义。文章指藏僧的自焚受到境外达赖喇嘛的声援和支

持，并指责达赖喇嘛及境外势力打着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和维护藏传

佛教宗教自由的旗号，在国内西藏和其他藏区制造了多起骚乱闹事

事件。本台记者就此采访了旅居澳洲的著名西藏问题专家安乐业先

生。安乐业先生笔名东赛·马尔尼，是藏汉双语诗人，曾供职于国际

声援西藏运动驻达兰萨拉研究员。下面就请听本台记者对安乐业先

生的采访报道。

记者：安乐业先生，您好！对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篇文

章，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安乐业：我也看到了。这是一篇署名文章，作者是华子。虽然中

国有许多这个名字的人，但是，这个华子应该是毕华女士。据权威

文章披露：毕华原来是统战部涉藏政策的骨干。大约五十中旬的毕

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是1990年代在保守派强人朱晓明的调教之

下，走上了升官之道。她以笔名“华子”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写过几篇



►228◄

浴 火 袈 裟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有关歪曲西藏问题的评论文章。但自2002年北京开始与达兰萨拉进

行了对话后，中共就把毕华与朱晓明两人调离了统战部。毕华成为

北京藏学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大约三年前，她又被调回统战部，还

升了官，成为统战部众多部门里负责西藏事务的局长。

这些单位是中国官僚用来夸大，甚至公然捏造所谓“达赖集

团”与西方反华阴谋刻意制造中国动乱的证据的工具。此现象已经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些机构需要夸大、

捏造外在敌人的威胁，以合理化自己庞大的经费预算，以表现自己

在捍卫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角色。

尽管这种角色明显地造成族群关系紧张，并且伤害了中国的国

际形象。我们可以确定，全世界就只有这群人可以面不改色地告诉

你：西藏最近所发生的抗议，都是达赖喇嘛的所为。而让这些虚构

的故事变成听起来具有可信度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为了证明他

们的“正确性”，他们不只摧毁别人，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不小心掉入

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个机器的陷阱。

两年前，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因为她的工作电脑被黑客入侵，

并导致关于西藏的机密文件被盗走，令中共西藏工作内情外泄。事

件“震惊中共高层”，连胡锦涛都下令彻查此事。如此就江泽民时期

的红人毕华被留党查看和去职，这正是自我偏执与妄想害了自己。

当时，熟悉毕华的人说，这是迷恋金钱和权力导致的结果，因此，

现在她冒出来就意味着带罪立功，所以，她的言论中除了如何去洗

清自己错误的计谋之外，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论述。

记者：文章说，对于最近发生的藏僧自焚事件，国内藏传佛教

界人士既惋惜年轻僧人的鲁莽行为造成的恶果，又对这种行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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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藏传佛教的声名和未来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表示极度担忧。请问

您是怎么看这种说法的？

安乐业：一方面，不仅在国内藏传佛教界人士惋惜年轻生命的

终结，国际藏传佛教界也在惋惜年轻生命的终结，但是，惋惜的角

度不同，国内藏传佛教界站在中共的立场说话，他们不敢提出迫使

焚身抗议的中共对藏政策，国际藏传佛教界却审视效果以及珍惜

生命的角度说话，却提出了这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焚身供佛”

是佛教界自古接受并传播的一种行为，我从中国学者处了解到在中

国历史上燃指供佛、焚身供佛或舍身供佛也屡见不鲜。那是信佛者

或修佛者向世人展示其信心或神通的一种方式。五台山从元朝起

在寿宁寺首传藏传佛教，该庙原名王子焚身寺，是北齐文宣帝在三

王子焚身供佛后为他修建的。高僧虚云和尚（1840－1959）在58岁时

曾前往宁波育王寺，拜佛舍利，燃指供佛，超度慈母。可是在中共极

权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多半失去了获知民族文化和民族英雄的机

会。

现今此一行为，经藏人跨越了“焚身挽救自由”的高度。这里除

了焚身生命终结对向世人呼吁挽救他人的自由之外没有害人的举

措，很可能对现实中国民主化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中共不愿意看

到的就是这个。其实，藏传佛教界人士中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一类站

在被压迫者立场上寻求自由，也是多数；另一类踩在被压迫者身上

帮助压迫者说话，这是一种对佛教的侮辱，也是损害佛教名声的开

始，真正为佛教着想的人，不会帮助压迫者说话，而且，会去想办法

转变压迫者的行为。

记者：文章还说，令人惊讶的是，流亡在国外的达赖喇嘛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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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藏人社团组织对事件的反应不仅速度惊人，且相当极端。他们

在第一时间发布自焚事件的现场照片。还对自焚者开出了具体的补

偿价码，自焚去世者40万卢比，伤者30万卢比。请问您是否了解这件

事的真相？

安乐业：当我看完华子的文章后，就往印度那边打过电话，我

知道的组织中没有所谓“对自焚者开出了具体的补偿价码”的事情，

包括境外格尔登寺。他们说，托信息时代的福，确实及时收到了每

一个震撼人心的信息。既然收到了信息，就对外公开是义不容辞的

补救措施。

当然，从藏人的风俗习惯上看，只要你家死了人，就有钱的送

钱，有酥油的送酥油，有茶的送茶，甚至送布条等等，为的是安慰家

人，去帮助做佛事超度亡灵。大家可能记得去年的青海玉树地震，

当时，也许很多人已经领略到了藏人的慷慨和奉献精神。

不过，华子女士向大家披露所谓“补偿价码”的时候，我们不

得不思考另一层内容，也就是她用海外组织向殉道者补偿的借口，

向当局提供孤立和打压殉道者家人的依据。同时，向世人曲解藏人

殉道者的自愿壮举。这就应验了一个谚语，“放火人喊得比救火人

高”，已经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

记者：文章还说，一向以主张“非暴力”自诩的达赖喇嘛，在印

度达兰萨拉主持“特殊法会”带头参与绝食活动，对自焚行为进行

支持和声援。请问您是怎么认为的？

安乐业：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看：

一，当年连佛祖都赞美过的一种行为，现今已经升华为“焚身

为他人求自由”的境界时，除了准备向超越佛祖的人以外，恐怕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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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轻易去敢于否定，因为，这是佛教普遍奉为“利他行为”的一部

分，又是除了给人震撼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对他人不利的痕迹，所

以，震撼意味着想唤醒世人的良知和要求换回自由的呼吁。

二，达赖喇嘛的确主持了“祈愿亡灵超度法会”，也参与了“斋

戒活动”，不是“绝食”活动。只要对宗教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斋

戒”行为在很多宗教中都有，作为信仰的准则，以准节日反省自身，

或教导信徒节制食欲，进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显然不能把“绝食”和

“斋戒”等同起来看待。古中国的斋戒分为两种，即上至帝王，下至

平民百姓都在祭祀前斋戒；另一种是宗教斋戒。同时，“超度亡灵”

是每一个佛教徒向往的渴求，尤其是得到达赖喇嘛的“祈愿超度”

视为至宝。这不分民族，又不分肤色。据知情人士透露，连赵紫阳

也生前托人求过达赖喇嘛为他去世后进行超度。华子又表演了一番

对宗教教文化一窍不通的独舞，也就表露了具有中共特色的舞艺。

记者：文章还提到，年轻僧人在实施自焚行为之前，都高呼“西

藏自由”、“西藏独立”等口号，这明显是一种政治的诉求。请问您认

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喊出这样的口号？说明什么？

安乐业：华子女士只说了一半，又歪曲了其中一个口号。我可以

补充另一半口号，就是“允许达赖喇嘛回家”。她为何面对“允许达

赖喇嘛回家”的口号时，躲躲藏藏呢？其实，当年共军占领西藏是国

际共产主义扩张战略的一部分，又后来逼迫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政

府流亡是“反右运动”登峰造极的产物，因此，中共面对这位“前副

委员长”回家，就遇到了要嘛彻底平反“反右运动受害者”，要嘛坚

持毛泽东的正确性问题。如果动摇了毛泽东定为所谓“三分错误，七

分功劳”的结论，等于动摇了中共政府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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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子又歪曲了一个口号，她称之为“西藏独立”，其实藏人喊的

是“西藏复国”，连“十七条协议”都承认“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祖国大家庭”，从而可以看到西藏没有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

国大家庭之前是个独立的国家。因此，藏人面对中共政府的高压政

策，剥夺和破坏家园，践踏尊严等促使藏人念起自己需要复国的必

要，也就是说想离开中共政府，摆脱压迫，行使属于自由人的意志

和向往，也包括信仰。所以，西藏不是在喊想要自己以前没有的东

西，而是在喊想恢复自己以前拥有的东西。这就是真相，藏汉之间

需要交流真相。

记者：文章还提到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甲登活佛发表评论

称，要警惕有人把藏传佛教引向宗教极端主义。请问您是怎么认为

的？

安乐业：这个问题应该在佛教对现实政治影响中去考察，否

则，只见炊烟，不见村庄。佛教源自印度，过去比较倾向于维持现

状，也不太介入现实纷争。但是，到了当代，因南越政府迫害佛教徒

和中共政府毁灭一切“旧思想”的面前，两位大师先后进行了焚身

抗议，以殉道挽救佛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西藏佛教徒抗议中共政府的压

迫，寻求整个民族命运摆脱欺压凌辱的境地，承前启后地一直延续

到今天，现在逼迫进入焚身抗议的新阶段，殉道带来的震撼又一次

敲打着世人的良知和捍卫自由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法轮大法遇到了空前的劫难，甚至中共政

府不惜挖去大法弟子身体器官的恶名，向世界展示了让人难以相

信的丑态和镇压老百姓的威力。可是，法轮大法弟子不屈的精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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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而且，《九评共产党》彻底击碎了共产党的神

话。

二十一世纪，缅甸和尚抗议军政府的浪潮，引起了全球瞩目。缅

甸的异议僧侣组织全缅青年僧侣联盟对抗军政府取得了初步的胜

利，而且，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得到了缅甸佛教高层的支持。正在

往良性的渠道运行。

话说回来，虽然现在佛教徒在亚洲政治版图上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但是，至今还没有步入极端主义道路，自我牺牲来唤醒他人的

良知和杀害无辜百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前面说过，这些活

佛除了替压迫者说话以外，根本就说不出口事件本身的起因以及对

策。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访谈】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汝，感谢

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原载《希望之声》 2011年11月30日 ）

强权、暴政统治下的藏人

The Tibetans under Tyr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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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munists Slander Tibetan 
Monk's Self-Immolation : "Arsonists 

Shout Louder than Firemen"  

By  Namlo Yark 
(Tibetan Writer, Australia)

Dear listeners, Hello! Welcome to the “Current Affairs” 
program from the Voice of Hope Radio International. I am 
Jing Ru.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s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recently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On the Tibetan 
Monk Self-Immolation: a Political Conspiracy Attempting 
to Split China." The article says the self-immolation is an 
extreme form of suicidal behavior, and a religious extremist 
act. The article alleges that the Dala Lama supports and 
encourages the self-immolations of Tibetan monks.  It 
also accuses the Dalai Lama and outside hostile forces of 
inciting numerous riots in the name of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and religious freedom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ibet and other Tibetan-inhabited areas. Our 
correspondent interviewed a well-known Tibetan expert Mr. 
Namlo Yark, who is a Chinese-Tibetan bilingual poet, with 
pen name of Doang Sai. Mr. Namlo Yark resides in Australia 
and work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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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On the Tibetan Monk Self-Immolations

by People's Daily(Overseas Edition)

附：谈藏族僧人自焚事件:企图分裂中国的一场政治阴谋
                                                     华 子

今年以来在四川省藏区发生了几起年轻僧人和已经还俗僧人

的自焚事件。自焚是一种极端的自杀行为，几个年轻人的生命瞬间

葬身火海，令人震惊和惋惜。尽管当地政府在现场尽最大努力采取

了灭火救人的措施，但还是有几位僧人没有能够被留住他们年轻的

生命。因自焚事件造成巨大伤痛的是这几个年轻人的父母家人。20

多年的艰辛养育，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却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真是一场噩梦。国内藏传佛教界人士既惋惜年轻僧人

的鲁莽行为造成的恶果，又对这种行为可能对藏传佛教的声名和

未来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表示极度担忧。令人惊讶的是，流亡在国

外的达赖喇嘛和一些海外藏人社团组织对事件的反应不仅速度惊

人，且相当极端。他们在第一时间发布自焚事件的现场照片和自焚

者的生前生活照片及相关信息。有些组织还对自焚者开出了具体的

Dharamsala as a researcher. Please listen to our reporter’s 
interview with Mr. Namlo Yark.

November 2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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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价码，自焚去世者40万卢比，伤者30万卢比。更令人遗憾和不解

的是，一向以主张“非暴力”自诩的达赖喇嘛，不仅没有以宗教长者

的身份，说一句必须立即制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的劝说之言，反而

在印度达兰萨拉主持“特殊法会”带头参与绝食活动，对自焚行为

进行支持和声援。更有甚者，有人把自焚者称为“英雄”、“斗士”，

要为他们树立纪念碑，甚至有人写文章为自焚制造“佛法”依据。在

如此鼓噪和指引甚至煽动之下，近日在境外尼泊尔再次发生了藏族

人的自焚事件。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日，珍惜和尊重生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认知

和向往，而暴力和恐怖则是文明社会的大敌和大痛。多起自焚事件

的出现，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悲伤和震惊。我们在祈盼此类事

件不要再发生的同时，应该客观地分析研究事件发生的更为深层的

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以积极的姿态预防和杜绝此类事件再度的

复制。

西方媒体称几起事件中，年轻僧人和还俗僧人在实施自焚行为

之前，都高呼“西藏自由”、“西藏独立”等口号，这明显是一种政治

的诉求。而这种政治诉求显然并非出于这些十几、二十几岁，可能一

生都还不曾有机会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和寺庙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

入寺修行和学习藏传佛教经典理论的时间应该还不长。这些僧人

的这些政治诉求是哪里来的呢？我们不妨看看自焚僧人所在的格

尔登寺的活佛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的吧。据阿坝县宗教局

局长宋登达尔基介绍，格尔登活佛1959年外逃印度，先后担任达赖

私人秘书、“流亡政府”佛学哲学院负责人、第七届伪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流亡政府”宗教噶伦等职务。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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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格尔登寺专门成立了“紧急情况协调小组”。该小组接受达赖集

团“紧急情况协调小组”的统一指挥，与“流亡政府安全部”、“藏青

会”、达赖私人秘书处单线联系并接受其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在阿

坝藏区建立关系人、收集情报信息、策划指挥闹事行动。正是这位

格尔登活佛亲自为自焚僧人念经超度，鼓吹自焚者是“民族英雄”、

“自由斗士”，以此教唆佛弟子自焚自杀、轻贱肉身。据阿坝县宗教

局副局长哈俊介绍，“狂人之群”（一个制造系列自焚事件的格尔

登寺僧人组织）4名成员，2011年３月２日就提前进行了“3.16”自焚拍

照、买油等工作分工，并提前将自焚僧人照片传到“西哇扎仓”。正

是如此，事件发生2小时后，“挪威西藏之声”、“美国之音”等就播

出消息、播放视频了（《大公报》2011年10月17日 http://gb.takungpao.

com/news/china/2011-10-17/977849.html）。正是这些被称作宗教领导

者、“上师”的人，为了实现他们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利益，为了他们的

“西藏独立”梦想，不仅不出面阻止悲剧的发生，甚至还在继续怂

恿自焚行为。

让那些不谙“西藏自由运动”、“西藏独立”背后复杂的历史背

景、政治缘由的年轻人，做出辜负养育他们的父母和社会，轻视自己

的生命的行为。这种无异于暴力恐怖行为的自杀事件令人发指。

自焚事件是企图分裂中国，实现“西藏独立”梦想的人玩弄的

一场政治阴谋。分裂势力不惜以年轻人的生命为代价，制造出“宗

教迫害”这样一个对中国政府杀伤力极大的话题，其目的就是企图

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继续炒热所谓“西藏问题”，推动“西藏问题

国际化”，同时攻击和抹黑中国政府民族宗教和西藏政策，为所谓

“西藏独立”制造依据。可怜几个年轻人看不懂所谓“西藏问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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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手中玩弄的政

治把戏，白白地成为他们的陪葬。

众所周知，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藏传佛教经历过长期的

政教合一历史。1959年民主改革后，依照国家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

原则，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废除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藏传佛教在

形式上脱离了与政权的密切关联。迄今半个多世纪，依照政府关于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随中国社会发展，藏传佛教也

在不断调试自己的发展轨迹，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然而，藏传佛教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后的50年与其实行政教合

一制度的历史比较，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旧西藏的社会财富资源有

一大块被寺院集团僧侣阶层所占有。如今资源被社会各阶层所共

享。寺庙和僧侣在制度上的特权废除了，精神层面所遗留的东西不

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废除。对失去的旧特权的怀念和对可能拥有的

新特权的向往，使政教合一寺院集团的残余势力和深受其影响的新

生代僧侣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或受到某些有影响的宗教上层人士

的鼓动，就会萌发复辟的企图，甚至诉诸行动。

这种对政治意愿的热衷和对特权利益的追求，本质上是违背

佛教的教理和基本精神的，但是与藏传佛教曾经的政教合一经历不

无一定的关联。藏传佛教要彻底清除政教合一制度带给他的历史惯

性和消极影响，真正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无论在政

治和宗教的层面，都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连续发生的自焚事件，藏传佛教界的有识之士表现出极度

的担心和忧虑。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甲登活佛发表评论称，要

警惕有人把藏传佛教引向宗教极端主义。甲登活佛说，连续的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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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污蔑藏僧焚身—安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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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焚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解和反感。如果让少数人继续搞

宗教政治，忽视戒律，废弛教育，逆社会发展潮流而行，任凭其把

藏传佛教引向宗教极端主义，就必然使藏传佛教在现代社会丧

失自我。（《大公报》2011年10月17日 http://gb.takungpao.com/news/

china/2011-10-17/977849.html）。

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毒瘤”，一旦不能得到

有效地控制和制止，将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伤害。

对藏传佛教而言，自焚事件这样的极端行为不严加制止，极易演变

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继续被达赖集团分裂势力所操纵利用，不仅会

严重损毁藏传佛教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认知，而且势必干扰藏传佛

教建立与现行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正常秩序，也必将造成一些僧众，

特别是年轻僧众的思想混乱，阻碍藏传佛教的正常发展。

长期以来，达赖集团分裂势力打着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和维护

藏传佛教宗教自由的旗号，在国内西藏和其他藏区制造了多起骚乱

闹事事件。2008年3月14日发生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打砸抢烧严重暴

力犯罪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留给我们的伤痛还没有平

复，如今又是几个鲜活的生命被那些打着“非暴力”的旗子，有意歪

曲和片面解释佛教教义、教规，传播、鼓励宗教极端行为的所谓“导

师”、“上师”所剥夺。在广大民众为此悲伤和惋惜的时候，我们必

须彻底揭穿这种利用宗教，以宗教外衣作掩护的暴力犯罪行为，认

清事件背后分裂势力企图搞乱西藏和其他藏区，实现他们“独立”

梦想的阴谋。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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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两首
妙觉慈智（佛教徒，中国）

火中的凤凰和红莲花

—谨献给西藏佛国自焚的圣僧

火中的凤凰和红莲花
她属于为西藏佛国自焚的圣僧。
 让我们赞美纯洁
极乐世界来的天使
佛国的应化再来的菩萨
大悲咒年年时时刻刻为您们吟诵
百字大明咒遍虚空尽法界
为你们放送
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诸佛菩萨最华丽的心灵乐章
这是一首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诸佛菩萨对生命的最高礼赞
献给您们
当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火焰
穿越并燃烧过欲望之体
火焰和身体和空性合二为一
一个宏大的声音从灵鹫山穿越
二千年的时空在空性之火的光明中
久久回响一如午夜山风狮子吼
“诸法无我，诸行无常； 
寂静涅槃”
佛陀说这是大喜悦大喜悦
在烈火中我听见你们的笑和歌



►241◄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诗两首—妙觉慈智

第五章　人性与佛性：自焚是与非

Chapter 5   Human-nature and Buddha-nature:The Right and Wrong of  Self-Immolation

我看见一只只华丽的凤凰直冲云霄
遍满法界虚空

火中的凤凰和红莲花
她属于为西藏佛国自焚的圣僧
让我们为你们轻轻的送放
南无阿弥陀佛
用万德宏名和你们相邀相约
用万德宏名和你们相亲相爱
用万德宏名和你们同歌共舞
用万德宏名和你们默默交流
用万德宏名和你们深情对话

为众生的解脱和无上解脱
而自焚的圣僧菩萨
你们是文殊菩萨座下的狮子
震聋发聩大地震动天花曼舞
你们是地藏手中的宝杖和明珠
打开了地狱之门
照亮了极乐世界的大门
你们是观音菩萨手中甘露和杨枝
把法雨甘露不分季节和时空
滋润每一个众生干枯饥渴的灵魂
你们是观音菩萨手中的莲花
把芬芳的和纯洁开放
平等饶益每一个路过的人

火中的凤凰和红莲花
她属于为西藏佛国自焚的圣僧
今天天天时时刻刻
我们用万德洪名邀约
在极乐世界约会
在莲花的海洋龙华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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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无限尊贵万德洪名
才能和您们无限尊贵的灵魂
无限的接近
只有这无限瑰丽的万德洪名
才能和你们无限瑰丽的灵魂
无限接近
只有这无限温暖的万德洪名
才能和你们无限温暖的灵魂
无限接近
只有这句无限悲愍的万德洪名
才能和你们无限悲愍的灵魂
无限接近
只有这句无限深情的万德洪名
才能和你们无限深情的灵魂
无限接近
这凡尘肉体怎能碰触到
极乐世界的莲花和七宝
这凡尘肉体怎能碰触到
你们们内心的华美和壮丽
我们在佛陀的菩提树下
在佛陀慈悲智慧的光芒里
我们彼此不在分离
不再需要语言
即使再多的枪炮和燃烧弹
也无法摧毁你们用精神和灵魂
建构的无限的极乐邦国
已延展融汇扩张了极乐世界的疆土
再没有这么热烈的颜色和温度
用火焰和身体的结合
诠释空性和慈悲多么的华丽
这么仁义的付出
这么纯粹的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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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纯洁的燃烧
你们用生命成就了比自由
更高的追求
建构了一个只有纯洁和勇敢
才能到达的极乐之邦
比海洋还深邃的的人间至爱
人间悲怆人间悲情
人间大义人间大恩
以诸佛菩萨慈悲的名义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你们是人类黑暗的长夜里
最明亮的星星
成为传说中火凤凰
把自由的颜色
幻化成飞舞着的华丽的乐章
成为佛陀的涅磐
把自由的本质
无比的喜悦用死亡和火焰在灿烂的空性中开放
从此
让人类知道了空性的颜色
比火还要热烈和光明
那是智慧的颜色
让人类知道了空性的温度
比火还要滚烫
那是慈悲的温度

火中的凤凰和红莲花
她属于为西藏佛国自焚的圣僧
 自焚的圣僧们 
你们火焰中的证悟
和佛陀菩提树下的证悟一样
其中彰显的慈悲和智慧
即使整个宇宙也不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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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这万德洪名的万丈光明
你们已经顺利抵达
佛陀的怀抱
阿弥陀佛的极乐莲邦
佛陀的菩提树下
和火焰中莲花
展开的极乐世界
与国无疆
与天不老
你们幻化成万朵通红的莲花
温暖了这个伟大的纪元
照亮了这个大宇宙大天堂
永远的西藏佛国
永远的火中的莲花
永远的莲花生大师
永远的达赖喇嘛尊者
永远的观音菩萨的化身
整个宇宙都在等待着人类的解脱
因为那也是它的解脱
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中共的皈依和忏悔
因为
那也是整个人类的皈依和忏悔

（2012年1月9日作于湖南湘西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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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声音刻进火焰

      —谨献给西藏佛国为人类自由自焚的圣僧

（至诚顶礼达赖喇嘛尊者及尊者前世所有的传承活佛顶礼
大智文殊菩萨至诚顶礼佛法僧三宝顶礼莲花僧大师顶礼大
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顶礼藏传佛教所有具格传承的一切圣贤
僧）

那些用火焰来燃烧自己的勇士们
是真正的自由之子
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声音刻进火焰
他们宏大的声音在谆谆叮咛
 臧传佛教圣贤僧
承蒙莲花生大师慈悲加持
能领悟生命的最高的真理
没有过去未来现在
只有当下
当下就能让生命
成为火的样子
成为永恒
温暖一个冰冷的时代
照亮一个黑暗的世纪
铭记生命的高贵和无所畏惧
开辟阿弥陀佛无限的疆土

那些用火焰来燃烧自己的勇士们
是真正的自由之子
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声音刻进火焰
他们宏大的声音在谆谆叮咛
佛国的人知道生命的真谛
生就死死就是生生死一如
是大自在大自在
那些观音菩萨手中的白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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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燃烧自己
来彰显真理
开放极乐世界的大门
指引生命回家的路
证悟空性的人无所畏惧
爱让他们刹那成为
极乐世界的
白莲花
准提佛母手中的宝剑
斩断这尘世的牵挂
他们
从不和生命生气
他们懂得放下奉献牺牲
所以他们快乐自由幸福
在火焰中燃烧成
凤凰的样子
红莲花的芬芳
这是三宝对娑婆国度
对生命深情的祈祷和祝福
那些英勇的心灵民主战士
把祝福和祈祷付诸火焰
温暖照亮着中共黑暗的独裁时代

那些用火焰来燃烧自己的勇士们
是真正的自由之子
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声音刻进火焰
他们宏大的声音在谆谆叮咛
为了有一天中共当局
能成为唯色诗歌里描述的样子
“点酥油灯，煨桑，撒隆达，放鞭炮，以及向达赖喇嘛画像和雪山狮
子画像磕头的镜头。”
的时候
世界和平总有中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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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解脱就会来临
“在我们用藏语交谈时，让我们都来说纯粹的藏语。”
虽然我们的母语如同珍贵的宝石一样不假外求、丰富多端
它现在却感染着不同语言混杂的病祸
哦，我挚爱的雪域三区兄弟们！ 
我们民族的兴亡最终系于这个根本的议题。
我的语言是藏语（唯色）

那些用火焰来燃烧自己的勇士们
是真正的自由之子
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声音刻进火焰
他们宏大的声音在谆谆叮咛
我的语言是藏语——
这是来自天上的语言
属于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语言
一个能找到回家方向的语言
一个能和一切心灵对话的语言
一个能听到灵魂的歌唱的语言
一个无上的慈悲智慧的语言
一个让我们最终获得自由和解脱的语言……
一个无上的慈悲智慧的语言；
一个让我们最终获得自由和解脱的语言；
一个佛国才能有的语言
那就是西藏佛国
全世界都是西藏佛国的一部分
不仅中国是西藏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独享这个无上的荣誉
让全世界的一切生命都能皈依西藏佛国
皈依达赖喇嘛
分享佛菩萨无上的慈悲和智慧

 那些用火焰来燃烧自己的勇士们
是真正的自由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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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声音刻进火焰
他们宏大的声音在谆谆叮咛
人类的关于灵魂的宣言
全世界都是西藏佛国的一部分
我们全人类的心灵之家
全部精神财富的宝藏
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家
我们盗窃糟蹋了我们的家
赶走了我们的大慈父--
无比慈悲智慧的达赖喇嘛尊者
  
那些用火焰来燃烧自己的勇士们
是真正的自由之子
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的声音刻进火焰
他们宏大的声音刻进火焰
向全世界宣告祈祷
让全世界的一切生命都能皈依西藏佛国
皈依达赖喇嘛尊者
我们全人类都热爱尊敬的老爸爸
我们真正的父亲
我们唯一的皈依处唯一的怙主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加持这些苦难无助绝望的孩子们
早一天回到佛菩萨的怀抱

 

（2012年1月21日作于深圳）

Two Poems: Eulogy for Saffron Flames

By Miao Jue Ci Zhi

( Writer and Buddhist, China)

January 21, 2012



►249◄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王力雄

第六章　自由路：浴火重生

Chapter 6  The Road to Freedom: Rise from the Ashes

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

王力雄（作家，北京）

（一）

我绝对尊重自焚的藏人。虽然每个自焚者各自想象的目标不

一定现实或能达到，但无论他们有无明确意识，他们综合产生的作

用，在于鼓舞了一个民族的勇气。勇气是一种宝贵资源，尤其对实体

资源处下风的一方，勇气往往成为以弱胜强的关键。自焚需要最大

的勇气。十六位境内藏人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气，随安多果洛的索巴

仁波切的自焚达到顶点。从鼓舞民族勇气的角度，我认为至此已达

成。

现在问题变成，应当用如此宝贵的勇气资源做什么？继续自

焚，把勇气用火烧掉，我以为从现在开始，已经变成浪费，烈士所鼓

舞的勇气，应该用于产生实效，才是先驱者的希望，也才是他们牺

牲的价值所在。

第六章 自由路：浴火重生
Chapter 6

The Road to Freedom:  Rise from the A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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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不以暴力攻击他人的角度，自焚者敢于如此献身，却只要自

己牺牲，可以说达到了非暴力精神的顶点。但自焚仍然是一种暴力，

且是高度暴力，只是施加的对象是自我。

施暴于自我，除了是出于绝望的抗议或对尊严孤注一掷的捍

卫，若有对实效的企望，就如甘地所说：“通过我们所受的深重苦

难，可以影响政府”；或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

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耗尽你们的仇恨......唤醒

你们的良知”。

这种企望的实现，前提是需要存在良知。专制政权的机器只有

刚性结构、冷酷逻辑，以及官僚利益。当年几千孩子在天安门广场濒

临死亡的绝食，有谁看到过它的良知？

以往非暴力抗争的局限就在此—结局不是取决抗争一方，而是

政权。抗争方只能起压力作用，权力不让步就不会有进展，因此目前

的西藏落入困境是必然。

（三）

走出困境，方向在哪里？我觉得是目前首要回答的。没有方向

就只能盲目。哪怕是自焚的壮烈献身，也让人感觉更多是绝望。而各

方面面对自焚，除了情绪动荡，也是就事论事的茫然。

说自焚者有勇气没有智慧，是不公平。智慧不是苟且偷生的技

巧，是能够带领西藏走出困境的高瞻远瞩。那不是普通民众应该和

能够承担的。而把已退出政治的达赖喇嘛当作一切智慧的来源，则

是不负责。达赖喇嘛确定了非暴力原则和中间路线，如何实现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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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家们拿出智慧。

目前还看不到这种智慧。中国方面只有一手钞票一手屠刀；西

藏方面—假如流亡政府是代表的话，也看不出除了发表声明，还知

道该做什么。

请告诉勇敢的藏人，他们可以做什么。知道了应该和能够做什

么，他们就会活下去，而不是用惨烈自焚仅换来媒体的短暂一瞥

（四）

达赖喇嘛确定的目标是实现西藏真正自治。如果一开始就要民

族区域自治，唯有靠中国政府开恩。而以前为此做的所有努力，都证

明那是幻想。

既然达赖喇嘛要的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而中国一直实

行村民自治的法律，那么，追求西藏的真正自治，为什么不可以从每

个藏人的村庄开始呢？

真正的自治，正是应该从最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层层自治，最

终达到民族区域自治。而只要有了基层自治的起点，就一定会通向

民族区域自治的未来。

村庄自治，通过每个普通村民的参与就能实现，这便让民众成

为主动者，无需再被动地等待领导人漫长无果的谈判，或是以枪下

示威乃至烈火自焚去给高层博弈增添砝码。

（五）

在我看，突破西藏困境应该就是从村民自治开始。

对于村民自治，民族议题并非首当其冲，而是针对人权、开矿、

环保、宗教活动等问题的具体维权，这有助于避开民族主义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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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民间维权运动交织，成为中国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从而得

到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

广东乌坎是最新榜样。村民一起来，追随当局的党书记和村主

任落荒而逃。每个家族推选代表，再由家族代表选出村庄理事会。

这种自治组织不但把村庄事务管得井井有条，而且在政府打压和军

警围困中，保证了村民理性与社区秩序，最终通过与当局的谈判，成

为香港媒体赞誉的“首个由官方承认的维权民选村组织”。

西藏的村民和村庄能不能获得同样成功呢？乌坎村具有的条

件，西藏村庄都不少。一个村成功，西藏就有了旗帜；十个村成功，

暗夜就燃起黎明的曙光；一百个村成功，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就会

从天边走向眼前......

说到这，我相信一定会出来耳熟能详的质疑----汉人可以做的

藏人不可以，会扣上分裂罪名遭镇压......云云。这类质疑我们一直在

听，已经听了太久太多。对此只需一句回答：连自焚都不怕，还怕什

么呢？

一个民族的勇气，这时就成为制胜的法宝。 

（原载唯色博客  201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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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The Road to Freedom: Rise from the Ashes

(1)
I absolutely respect the Tibetan self-immolators. Whether 
they had clear visions, their intentions being achievable and 
realistic or not, their collective actions have inspired the 
courage of a nation.

Courage is a precious resource, especially for the one which 
is materially weaker, as it is courage that is usually the key to 
victory by the weak over the strong. Self-immolations need 
the maximum courage. The shocking heroic spirits of those 
sixteen Tibetans inside Tibet, along with Sopa Rinpoche from 
Amdo Golok setting himself on fire, bravery could be said 
to have already reached its apex. I think these have already 
proven their worth as far as encouraging a nation as a whole 
is concerned.

Now the question turns to, how such precious courage 
resources should be util ized? To burn courage with 
continuous self-immolations are, from now on, becoming 
wasted. Such inspirational courage of the martyrs should 
actually be utilized more productively and this only is what 
the pioneers hope for and the real value their sacrifices 
deserve.

Apart From Self Immolation, 
What Else Can Be Done? 

By WANG Lixiong (Writer, Beijing)
Translated by Ogyen Phay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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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self-immolators being so daring to give up lives merely 
by setting themselves on fire are non-violent acts at their 
zenith. However, still not only self-immolation being a 
form of violence, but also a severe form, except the object of 
violence is self.

Inflicting violence to self, apart from being a protest out of 
desperation and defense of dignity and honor, also an act 
that expects for its effectiveness, as Gandhi said, “We can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sufferings we endure”; or 
Martin Luther King said, “We shall challenge your capacity 
to create sufferings with our capacity to endure them…to 
deplete your hatred…awaken your conscience.”

However, the precondition for such expectations is the 
existence of conscience.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composed 
of rigid structures, ruthless logics and bureaucratic interests. 
Who saw the regime’s conscience when thousands of 
students once fasted unto death at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limit of non-violent struggle – decision is not 
taken by those who struggle, but by the government. The 
struggles are useful only in terms of pressurizing the 
government where there would not be progress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compromise, and thus, the current 
crisis in Tibet is inevitable.

(3)
To take which direction in order to get Tibet out of this crisis 
should, I think, be the foremost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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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blind without direction. Even the heroic sacrifices make 
us feel that they have mostly occurred out of hopelessness. 
These sheer self-immolations, apart from being emotional 
turmoil, are direct acts of ignorance.

Calling the self-immolators brave but not wise is not fair. 
Wisdom is not a technique to be imprudently and barely 
alive but the far-sightedness that leads Tibet out of this crisis, 
which common people should not and cannot be responsible 
for. On the other hand, considering politically retired Dalai 
Lama as the only source of wisdom is irresponsible. The 
Dalai Lama has already defined non-violence and middle-
way approach and now it is the politicians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finding the wisdom to materialize it.

Such wisdom is yet to be seen. China holds cash with 
one hand and dagger with another; and Tibet – suppose 
represented by the exile government, except being seen 
issuing statements, does not know what to do.

Please inform the brave Tibetans what they can do. Knowing 
what they should and can do will help them live, not 
exchange their tragic self-immolations for merely a short 
media report.

(4)
The Dalai Lama has set genuine autonomy for Tibet as the 
goal, which if being demanded outright from the start, will 
materialize only in c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ws 
mercy. This, as clearly proven by all the efforts done in the 
past, is merely an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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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lai Lama has been pursuing autonom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while China has always 
been implementing the laws of village self-rule. Then why 
can’t the struggle for Tibet’s genuine autonomy start with 
seeking autonomy for each Tibetan village?

Genuine autonomy should be built upward from the base, 
layer by layer, and gradually expands into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A starting point of autonomy at the base will 
definitely lead to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in the future.

Village autonomy succeeds with participation by the 
common people who being active themselves, do not need 
to passively wait for the gradual and fruitless negotiations 
by the leaders; do not need to protest under the gunpoint 
and even resort to self-immolations to put pressure on the 
leaders.

(5)
According to me, getting Tibet out of this crisis should start 
from village autonomy.

Although village autonomy is not so relevant with ethnic 
issues but with issues of human rights, mining, environment, 
religion etc that will help avoid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twine with the popular rights movements in China 
and become their components, thus, gain support from the 
general Chinese public.

Wukan village in Guangdong is the most recent example. 
Once the villagers rose up, party secretary and chairman of 
the village had to flee. Each household sent a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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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then select amongst them to form a village council. 
This autonomous council besides managing the village in 
perfect order, also guaranteed rationale of the villagers and 
kept law and order of the village even with government 
suppression and police siege, thereby becoming what the 
Hongkong media praises as “the first organization elected by 
the villagers that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Can Tibetan villagers succeed this? Tibetan villages too 
possess all the conditions Wukan does. If one Tibetan village 
succeeds, Tibet will already have a banner; with ten villages 
succeed, darkness of the night will be ignited with light of 
the dawn; with a hundred villages, genuine autonomy will 
rise from the horizon and embrace Tibet……

Thus said, I believe a very familiar question will definitely 
arise here – what Chinese people can do cannot be done by 
Tibetans, Tibetans will be labeled as separatists and thus 
face suppression……etc. We have been hearing such doubts 
too long, too much. This can be answered with one simple 
sentence: Being not even scared of self-immolating, what else 
are to be scared of?

The courage of a nation, here becomes a magical weapon to 
bring victory.

January 2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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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高压政策葬送中国和平转型

张博树（宪政学者，美国）

去年3月以来，中国四川境内连续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最新报道

是2012年1月6日，阿坝地区格尔登寺附近又有一名藏人把自己点燃，

“中国军人用灭火器扑灭了抗议者身上的火后，把他带走。目前没有

关于这名抗议者生死状况的任何消息。”

这已经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至少第13位藏人以自焚方式表达

抗议。作为汉族公民和学者，我为发生这样的悲剧深感自责，我们

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迫使主要由汉人组成的中央政府改变对藏区

的高压政策，从而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诚然，这样的高压政策乃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及其意

识形态的某种结果，而就专制体制压制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蔑视

公民基本人权而言，并非藏族公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公民才是这个

体制的受害者，汉族公民同样也是受害者。但当最高掌权者主要由

汉人组成时，少数民族被压迫一方会很自然地感觉这是一种双重压

迫：既是体制性压迫，又是民族压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60

年，特别是最近20年，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巨额投入和举国性的“援

藏”工程并没有赢得藏人的心，换取藏区的基本稳定。

从当下和未来角度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由藏人自焚凸显

的藏区形势的严峻，为中国宪政转型敲了一记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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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甚或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对于这

样一个超大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有许多苛刻的条件必须满

足。首先，这个转型应该是和平的，假如我们不希望中国作为多民族

国家真的走向分裂的话。其次，和平转型的前提是体制内外共同努

力，当政者必须改变传统治理和统治思路，顺应历史大势，民间则

要在加大宪政改革压力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韧性。

就民族问题而言，我一直以为和平转型是中国宪政转型的最好

选择，对解决西藏乃至新疆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最有利。理

由是：

第一，和平转型意味着有相对多的时间和较宽松的氛围，在中

国整体性政治变革的同时，有步骤地推进中央政府与流亡藏人、官

方与境内少数民族抗议者、体制内的开明派与各民族温和的反对

派、以及反对派中的汉族人士与少数民族人士之间的沟通、对话，

把西藏问题及其他民族地区问题的解决纳入一个理性讨论的平

台。

第二，和平转型意味着可以在宪政中国框架内从容找到既满

足民族地区自治、又有利于超大型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不要以为

民主化将自然导致民族问题的解决。即便在宪政框架内，如何使多

民族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一个地区和民族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仍

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当然，因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而惧怕民主化，

也是认知上的某种误区。

第三，和平转型可以给汉族公众认识西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

问题的全貌、完成相关认知转变提供必要的心理缓冲区。半个世纪

来，广大汉族公众受制于官方的信息封锁，对民族地区实情和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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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权利及文化、宗教信仰的被压制缺乏了解，部分汉族公众

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和国家主义情绪更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和平转型也有利于流亡藏人和境内的藏人抗议者认同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在寻求名副其实的藏区自治而非西

藏独立的路径上继续努力。多年来，达赖喇嘛本人不余遗力地提倡

“中间道路”。但由于数次与北京谈判的无结果，“中间道路”的可

行性在部分藏人中引起怀疑，这并不奇怪。和平转型强调以理性、

渐进的形式完成中国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改造，包括承认少数民族

拥有更加完整的民族自治权利，这和藏人“中间道路”追求的目标是

完全一致的。反过来说，藏人“中间道路”的诉求，也恰恰为整个中

国的和平转型创造了条件。

最后，第五，和平转型有利于在藏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建立

新的、更合理的经济整合方式，以造福于各族人民。不能否认，中国

共产党当政者动员全国之力“援藏”、“援疆”，在经济建设方面不

无成果。但这个成果的代价巨大，既破坏了生态，也养肥了一批体制

内靠“反分裂”吃饭的寄生虫。“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援助

动机和计划经济式的援助体制并没有建立起内地与民族地区合理

的经济联系。

重新整合这种联系，找到切实可行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路，

需要时间，需要宽松、和平的环境。只有和平转型，才能满足这个要

求。

总之，和平转型，意义巨大，不但对西藏，对新疆，而且对整个

中国。

然而，统治者的顽固、执行者的暴虐会迫使被压迫者走向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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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走向极端，从而葬送理性妥协、和平转型的任何希望与可能。

笔者之所以写下这一篇文字，苦口婆心，反复告诫，恰恰是不希

望“民族地区高压政策葬送整个中国和平转型”真的成为现实。

（2012年1月7日，作于美国纽约）

(原载《议报》 2012年1月7日)

The Heavy-Handed Policy toward 
Tibet Will Put an End to China’s 

Peaceful Transition

By ZHANG Boshu 
 (Political Scientist, USA)

At least 13 Tibetans within less than a year have self-immolated in 
protest. As an ethnic Han citizen and scholar, I blame myself for 
these tragedies, because we failed in our responsibility to pres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 government consisting of mainly ethnic Han 
people, to change its heavy-handed policy, and to prevent such 
tragedies from happening.   

A peaceful transition will put emphasis on a rational, gradual 
approach to the full democratization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ructure, including recognition of the complete autonomous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iddle way" 
pursued by Tibetans. In other words, the Tibetans’ "middle way" 
is just what is needed for a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s a 
whole.

January 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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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峡谷
廖天琪（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德国）

位于海拔四千公尺之上的西藏，原是一块人间净土，笔者多年

前到拉萨等地旅游，也许是因高处缺氧的原因，全程时间始终有点

飘飘然，一种距天国已近的朦胧感觉挥之不去。在中共未占领西藏

之前，这里虽并不是鸡犬相闻、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也算得上是

浑然天成的化外之地，贫穷简陋是常态，但是当地居民逍遥自在，

宗教信仰是他们生活里的重心，过着宁静的寻常生活。

何曾几时中共挥军入藏，“解放农奴”、“破除迷信”，赶走了僧

侣喇嘛、镇压了奋起抗暴的康巴义军和民众，强迫年少的达赖喇嘛

定下了“十七条”城下之盟。未几又逼使这位藏人心中的神祗踏上

流亡之路，溯忽半世纪已过。这五十多年来，西藏人失去的不仅是

精神皈依，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和传统习俗以及生活方

式。如今的西藏雪域上，不仅高楼林立、烟囱四起，空气水质和土

地被污染，市面上也充斥着廉价的次文化，卡拉OK和迪斯科四处可

见，淳朴的藏民衣食住行都被媚俗的商品文化所沾染了。这个质朴

的自然民族（亦称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不仅不能抵抗外来的

军事、政治暴力和文化语言暴力，也无法抗拒精神和物质的诱惑、

先进科技的冲击和随伴而来的价值涤荡。达赖喇嘛尊者离国52年，

如果他今天再度踏上他的故土家乡，大约会感到锥心之痛，这里已

成为一片异化的土地，变质的家园。

由于中共的移民和异化政策以及爱国教育运动对宗教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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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们精神的屈辱，藏人的逃亡和反抗从未间息。藏人的逃亡有别

于其他极权下人民的流亡方式。他们总得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

逃出国境，然后才辗转借道尼泊尔，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的渠道被送

至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他们心心念念所要达到的目

的不是追求较好的生活，而是要见上他们的神达赖喇嘛一面。有了

一次接见和尊者的祝福，他们才能安心扎根于新的环境。藏人的反

抗，多年来此起彼伏，但是毕竟是一个和平温顺的民族，宗教信仰

抑制了他们对暴力的迷思，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他们的追求，反抗

往往都是单一的行动，难成气候。

一年以来，争抗愈趋悲壮惨烈，短短时间内就有17名僧侣自

焚，抗议中共的迫害和打压。这种义无反顾的绝对手段，是跟佛教

的义理冲突的，禁止杀生，首先就得珍惜自身的生命。是什么力量

使得这些喇嘛僧侣走上极为痛苦的违规绝路呢？他们牺牲自家的

皮囊，却又换不来灵魂的解脱和尘世的变革。自焚是最痛苦的一种

自杀方式，它所代表的是最严重的一种抗议，通过自己的痛苦来刺

激对方的良知和感情，这种诉求是否太高贵无辜了？当年甘地的非

暴力、不合作抗议运动，所面对的是大英帝国，一个有基督教传统

的文明国度。而今天藏人面对的是一个被贪腐人欲腐蚀、病入膏肓

的极权政体。寓意高远的自焚行为刺激不了那些麻木残暴的伥虎之

辈。“向钱看”的普通百姓，不明白也不会同情这些勇敢的牺牲者。

国际媒体的报道，最多令人暂时惊叹，却激不起任何具体的反应。

作为汉人，我深感羞耻和悲哀，我们怎能坐视这个善良淳朴的民族

在中共所筑的炼狱中煎熬。

王力雄和唯色夫妇在这些壮烈的事迹中，扮演了仁者和智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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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角色。唯色要求大家探求并传播真相，在今日的新媒体的机制

中，请不要说：“我不知道”。作为有心的读者，我们要积极地去了解

发生了什么事，更应当追问，事情为何发生？正值生命丰茂时期的僧

侣，为何要自焚？闭上眼睛想想自己也这么做，是怎样的感觉。知道

了情况后，请转达给别人知晓，唤起人们的不忍之心。王力雄提出

乌坎事件，作为农村基层争抗维权的模式，不仅在全国，也可以在西

藏的许多村庄里推广，进行初步的村民自治，一个个串起来，从下往

上，以点及面。对于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民来说，暴力流血不会是他

们所愿意采取的维权手段，那么借鉴别处的和平争抗方式，的确是

重要的课题。国内的知识界可以量力而行，对藏族的有志之士推广

这方面的经验，向他们提供基层选举、村民自治的法律知识和实际

运作经验。在海外的华人，应当在适当的场合表明自己对西藏的历

史和现况，有着不同于中共当局的宣传和诠释；尽可能地跟海外那

些被洗脑过的愤青交流，溶解他们胸中的盲目爱国主义，向他们阐

述爱人比爱国更为重要，认同真理、藐视强权才是做一个现代知识

人的道理。

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并不系于达赖喇嘛尊者一人之身，但是却系

于他所代表的慈悲、宽容、坚忍的宗教情怀和精神，这种精神不仅

能支撑并带领藏人继续追求自由和独立，也能引领汉人走出狭隘

的民族主义和权利欲望、患得患失的狭谷。愿汉藏各族及世人共勉

之。                                                                                            

 (201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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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峡谷—廖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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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The Road to Freedom: Rise from the Ashes

The fate and future of Tibet is not tied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but to compassion, tolerance, perseverance, 
religious sentiment and the spirit that he represents; this 
spirit is not only able to support and lead the Tibetans to 
continue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t can 
also lead the Han Chinese out of the deep valley of narrow-
minded nationalism, lust for power, and worries about gains 
and losses. I want to share this message with both the Han 
Chinese and Tibetans, and all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the 
world.

January 27,  2012

Out of the Narrow Valley of 
Nationalism

By LIAO Tianchi
(President,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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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反抗，就没有自由
—写在藏人频繁自焚时

张朴（旅英作家）

 一

1月的西藏安多，白雪铺满山峦，呼啸的寒风从草原掠过。8日早

上的吉迈镇，路上鲜有人行。身穿黄色袈裟的索巴活佛，此时正伫

立街头。只听他高呼：“西藏自由”！随后点燃已经浸透全身的汽油，

火焰冲天而起，索巴活佛双手合十，口念经文，从容而亡。

就在4天前，西藏已有两名藏人自焚，索巴活佛死后第6天，又一

名藏人自焚！

从1300年有文字记载的西藏历史，到无数流传于藏人社会的传

说与故事，你几乎找不到僧侣或百姓自杀的蛛丝马迹。然而，自中共

62年前逐步占领西藏以来，自杀的藏人累千累万：上吊的，投河的，

跳崖的，用头撞墙的，尤以自焚最为壮烈。

当我面对照片上索巴活佛烧焦的躯体，悲愤难抑，我仿佛听到

了歌手鲍勃·迪伦创作的那首著名的歌，Blowing in the Wind：

到底要有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呼喊？

到底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死去的人已经太多？

二

索巴活佛自焚前，曾抛撒传单，告诉他的同胞：他是为民族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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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反抗，就没有自由—张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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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自由、为人身和言论的自由，而自焚。

字里行间透着绝望。在中共统治下，藏人能不绝望！

今日之西藏，藏人去圣地拉萨朝拜，必须携带身份证，随时可

能被禁止进入。拉萨的主要街区，每个街口有军人持冲锋枪把守。

大昭寺正前方及两侧屋顶上，架着机枪。地面广场上，三步一哨，五

步一岗。每个乡建了派出所。甚至每个村，都派驻工作队。

寺庙里充满特务和线人。举行宗教法会，还得申请批准。连拥

有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都要提心吊胆，一旦被告发，随时会面临牢

狱之灾。藏语已经被中共贬斥到边缘。大多数商店的招牌是汉语，

剩余的也必须用汉藏双语。填一张简单的表格，或上车站买票，或

找一份像样点的工作，你都得会说会写汉语。

最近中共又变本加厉，命令每个寺庙每座村庄每户人家，必须

悬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画像。藏人的苦难就是被这几个

人制造出来的，强迫藏人接受他们的画像，犹如把猪头挂在回民的

家门口，对藏人的羞辱和伤害，何其深重。

三

只有反抗。这是中共政权唯一能听懂的语言，这是西藏迈向自

由的生路。

过去的3年，越来越多的藏人选择自焚。在各类非暴力的反抗

方式中，自焚有着无以伦比的象征性。还有比自焚更能宣示正义，宣

示不屈不挠的吗？火焰，代表着猛烈、沸腾。当生命化作火焰时，那

种承受巨大肉体痛苦的勇气，那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有多少人

还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哀悼，景仰，关切，愤怒，正在汇聚成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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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暴政的洪流。

1月15日，索巴活佛的遗体火化，数百名僧俗藏人高举标语，呼

喊口号，集会抗议。23日，藏区炉霍县境内，风传有僧人自焚，上千名

藏人赶来，与中共军警展开搏斗。24日，在55年前打响反抗中共第

一枪的色达县，已经连续几天示威的藏人，迎着军警喷火的枪口，

用木棍、石块英勇还击。

人们永远难忘一年前的茉莉花革命：一名突尼斯街头小贩因抗

议城管粗暴执法而自焚，引发民众示威，很快席卷全国。一个月不

到，专制政权垮台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藏三区已经具备了

突尼斯革命前夕的民意基础，只等时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面对藏人的反抗，中共一筹莫展，

只能成千上万地调动军警入藏，切断电话互联网，封锁所有进藏交

通。我的老家成都，由于担心藏人暴动，藏人居住区到处可见荷枪

实弹的武警。圣城拉萨事实上已经处于戒严状态。

四

因为担心、害怕和恐惧，中共在对待藏人自焚上，表现特别残

忍。

一名叫做平措的藏人自焚时，满大街的特警、武警、便衣警察

立刻围拢来，用手里的棍棒狠狠地毒打他。一些僧俗民众夺过平

措，送往县医院，医院拒绝接收。

另一个藏人彭措自焚死亡后，中共的反应是，把他的叔叔和另

外两名僧人下狱，分别判处11年、13年和10年重刑。而年轻藏僧扎白

当街自焚时，中共武警对他连开三枪，当场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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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血里泡大的中共，已经屠杀了几十万藏人，还会在乎藏人

的自焚？这个政权担心的、害怕的、恐惧的，是远远比它强大的西方

阵营的反应。从突尼斯、埃及到也门、利比亚，西方的干涉，加速了

专制政权的倾覆。穆巴拉克面临死刑，卡扎菲血淋淋的死相，中共当

权者寝食能安？

为了掩盖真相，蒙蔽世界，眼下中共又在藏区关起门来杀人了。

会有多少藏人被抓被杀被酷刑折磨？一位藏人用这样的诗句向外

界呼吁：随风飘动的风马旗啊，请你捎上我的祈祷，快马加鞭地带

走，带给远方的光明吧！求你让远方的光明，救救受苦的人们，救救

我痛得快着起火来的心吧！

五

 当年越南僧侣释广德法师为抗议吴庭艳政府迫害佛教徒而自

焚的照片，被美国总统肯尼迪看到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一张照

片比这一张更令世界震撼。眼看着藏人一次次前仆后继的自焚，西

方的反应，差强人意。

从美国到欧盟，一再敦促中共当局准许记者、外交官和观察员

进入西藏。中共死守严防。压力只停留在嘴上，中共不会做出任何让

步。

许多人悲观于西方政府因为经济利益，不敢与中共政权硬扛。

而我更相信由于基本原则与核心价值的完全对立，冲突必不可免。

据维基解密（WikiLeaks）透露，2008年3月藏人暴动后，澳大利亚总

理陆克文曾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谈到，西方要准备为西藏跟中共打

仗。去年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建立军事基地协议。美国正在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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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重点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也门的独裁者，为什么交权了？叙利亚的专制政权，为什么摇

摇欲坠了？要激起西方阵营的强烈反应，需更多的反抗，更大的反

抗。让西藏保持火药桶的状态，尽可能多的把中共迫害和杀戮藏人

的照片或录像送出来，在西方广泛散发。这不仅使中共政权的形象

在自由世界更加臭不可闻，而且能推动西方阵营联合起来，拯救西

藏！

西藏自由不是梦。

（原载《新世纪》 2012年1月30日）

People can never forget the Jasmine revolution that started 
one year ago: a Tunisian street vendor protested police 
brutality by self-immolation, triggering mass demonstrations 
that soon swept the country. In less than one month, the 
autocratic regime collapsed.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in the three regions of Tibet is already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Tunisia people on the eve of its 
revolution;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for it to happen in Tibet.

January 30,  2012

No Rebellion, No Freedom: On 
Numerous Tibetan's Self-Immolation

By ZHANG Pu
(Chinese Writer,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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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死，焉知生？

陈奎德（《纵览中国》主编，美国）

迈向临界点……

2011年以来，中国境内16起藏人自焚的事件，震惊了全球。

“殉道”现象，高频发生，是一个紧急信号，表明藏传佛教的信

徒，在那块土地上已经频临绝境，他们已经几乎被断绝了活路。

中国先贤孔子曾谓：“未知生，焉知死？”但如今，中国藏区自焚

事件却以惊心动魄的方式地昭告世界：“未知死，焉知生？”—倘若

不知道西藏僧侣们前赴后继的悲壮自焚献身死亡，怎能知道那里的

生存状况已沦落到如斯恐怖和绝望的境地，令他们痛不欲生？

黑箱所封锁的中国藏区的生存与信仰的悲惨状况，被一缕缕升

腾的自焚火焰所烛照，大白于天下了。

西藏的悲剧，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高潮。西藏的局势，正在加速

走向最后的临界点。

虽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不赞成自焚的做法，第17世噶玛巴喇嘛

（大宝法王）也呼吁过在中国的藏人不要自焚，西藏行政中心首席

部长洛桑森格也不鼓励以自焚这种方式进行抗议。

但是，藏人的抗议性自焚仍然接踵而至连连发生。我们设身处

地，扪心自问，倘若不是对藏人的信仰和生活的高压和封锁已经到

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怎会选择以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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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北京关于西藏民众生活幸福信仰自由的谎言归于彻底破

产。这个政权欠下的累累血债已铸成一道特殊景观：道路以目，千夫

所指。

如此惨不忍睹的悲剧频频发生，在重重撞击全球亿万人的良

知。它是应当有个终点的，是必然有个终点的。

历史上所有类似先例，都在演示这一人类忍耐力底线的不可逾

越。一旦逾越，必遭天谴。

犹记文革时期，1966年西安著名寺院法门寺早红卫兵洗劫，他

们试图用铁锨、镢头等农具挖出真身宝塔塔底埋藏的舍利。该寺良

卿法师见状来喝阻，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随后，良卿法师跌跌

撞撞地回到住室，披上象征寺院住持的五色木棉袈裟，全身浇满

油，来到真身宝塔前，惨烈自焚。红卫兵被这悲壮的场景吓得目瞪口

呆，逃窜而去，宝塔得以保全。如今，良卿法师的英名与壮举长留青

史，而那些横行无忌辱教毁圣的毛式“冲锋队”，早已淹没在历史的

尘埃中了，个别良知稍存者，将被悔恨咬嚼纠缠终身。

近一年前，一名突尼斯街头小贩布阿齐兹因抗议城管粗暴执法

而举火自焚，这把点燃阿拉伯之春的火花最终蔓延到中东各国及世

界各地，一顶顶独裁王冠落地，一座座专制堡垒崩溃。布阿齐兹已

载入史册，嗜血暴君却灰飞烟灭。

…………….

冥顽不化执意扼杀西藏人信仰自由和地区自治的权利的人，逃

不过上述历史的定数。16束自焚之火，实际上正在点燃21世纪东方

巴士底狱下面之薪火。根据历史的通例，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将会在不知不觉间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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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之火昭告，璀璨的西藏文明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状态已经深

陷苦海，面临危机，对它的拯救已经刻不容缓，它已经引发了全球的

高度关注。

藏传佛教，赋神州以神性。

文明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有责任推动拯救西藏文明这一进

程。这一重任，除了来自普遍性的良知的“绝对命令”，同时也来自与

藏人共处于同一历史结构中所带来特殊责任。从根本上说，或轻或

重，我们都曾参与构建了那个蹂躏西藏文明的庞然大物专横结构，

那是一种“共犯结构”。

回首当年，当我们在信息屏蔽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观看那满

目谎言的《农奴》等影片并为之感染时，实际上正在参与和沟筑这

一压迫性结构了。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毛泽东式洗脑工程

中，人人“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都曾经为这一毁灭西藏文明的极

权制度添砖加瓦，成为其结构的一部分，从而自身灵魂里也烙上了

深深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中国人（汉人及各族裔人群），倘今日投身

到这一拯救西藏精神文明的伟大精神事业中，将荡涤掉六十多年来

加诸自身精神上的污泥浊水、谎言狼奶和物质主义，将会获得净化

与救赎。

其原因之一在于，藏族是当今世界上最为精神化的民族之一。

每每想到西藏，想到达赖喇嘛尊者，不由自主，我就会想到印度，

想到圣雄甘地和诗人泰戈尔，想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想到陀思

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想到犹太民族，想到爱因斯

坦……。所谓精神化，当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然而，在上述个体

与群体的生命中，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比重方面，他们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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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或族裔相比确实是不同的，这些个体与族裔的精神层面明显占

有优势，的确超凡脱俗，从而构成了人类精神史上无与伦比的深邃

景观，成为引领人类灵性生命升腾的引力中心。

自从1959年大批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率领下出中国后，置之死

地而后生：藏传佛教、西藏文明及其独特精神，反而获得了新的更

广大的生命，远播四方，流布全球，在这一史诗般的流亡历程中，如

凤凰涅磐，藏人群体成为当代世界最为成功的流亡群体，藏传佛教

升华而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精神资源。

这次接连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同时表明了中国境内外藏人对

达赖喇嘛尊者的极高信赖，表明了中国境内藏人对境外藏人群体

民主选举成功的由衷向往，表明了内外藏人不可分割的共享的宗

教信念的精神纽带和感天憾地的殉教殉道精神。诉诸历史，这种殉

道精神所浇灌的宗教信仰，是无坚不摧无物可挡的。它势将对于进

入这一拯救西藏精神文明的伟大精神事业的中国人，特别是汉人以

强烈的反哺，使其超拔出纯粹物质性的满足，获得某种精神性的升

华。

有鉴于此，我对大变革之后未来中国的精神版图的想像，是三

分天下式的，即：广义基督教、广义儒家信仰、广义佛教，三者各居

其一，共处共荣，“赋神州以神性”。而经历了艰困辉煌的流亡经历

以及无数殉道者淬炼的藏传佛教，将在这一“赋神州以神性”的神

圣化历程中，迸发出特殊的精神光彩。

（原载《纵览中国》 201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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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死，焉知生？—陈奎德

第六章　自由路：浴火重生

Chapter 6  The Road to Freedom: Rise from the Ashes

The wave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 has demonstrated 
that Tibetans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have the 
highest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Dalai Lama and 
that the Tibetans inside China have a heartfelt longing 
for the democratic elections successfully held in the 
overseas Tibetan community. It also shows that there is 
an inseparable spiritual bond based on a shared religious 
faith among Tibetans, and a spirit of religious martyrdom. 
Tracing its root back in time, this religious belief built on 
spiritual martyrdom can conquer anything and overcome 
any hardship. It will definitely nurture those Chinese, 
particularly the ethnic Han Chinese, who attempt to join the 
effort to save this great Tibetan civilization, and elevate them 
to a higher spiritual level, beyond pure material pleasures.

January 12, 2012

To Die Is to Know How to Live

By CHEN Kuide
(Editor  China in Perspectiv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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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位自焚的境内藏人概况
(截止到2012年2月13日）

回溯境内藏人的自焚，2009年2月27日发生第一起，2011年3月16

日发生第二起，这之后，人数与日递增，地点涉及多处，凸显中共施

加西藏的人道灾难之巨大，但中国政府却无任何反思与改正，反而

变本加厉，将西藏变成燃烧之地。以致作为记录者，不敢写下明确

的自焚人数，因为又有可能发生。

而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2月13日，已有24位境内藏人选择自

焚，抗议中共对藏人的压迫。简述这一严峻事况如下：

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

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

2012年1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发

生1起。

2012年2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发

生3起，在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发生1起。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16位，康8位。

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州阿坝县15位；四

附录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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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位自焚的境内藏人简历
Self-Immolation Fact Sheet

(As of Feb.13,2012)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位、道孚县2位、色达县3位；西藏自治

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位；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位。

其中男性21位，女性3位。年纪最长者60多岁，年纪最轻者17

岁。

其中朱古（Rinpoche，活佛）1位，普通僧人9位，尼师3位。另外

11位是牧民，其中有些人曾经有过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于被当

局的工作组驱除出寺，有的属于还俗离寺。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

原为噶举派僧人。

23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中，已知道14人牺牲；7人当场被军警带走，

下落不明，生死不明；1人重伤留在寺院、2人重伤留在村里，但目前

情况不详。

1、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今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
岁。于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高
举有西藏国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遭中共
军警枪击致残并被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生死
不明。

1、Tapey, 20-year-old ,Monk of Kirti 
MonasteryNgaba, Amdo Province.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27 February 2009.
Shot and arrested, whereabouts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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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旺诺布：康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
县灵雀寺僧人，29岁。于2011年8月15日在道孚县城点
火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西藏独
立”，当场牺牲。

4、洛桑格桑：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
格尔登寺僧人，18岁。于2011年9月26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
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我们要宗教信仰自
由”，烧成重伤，被中共军警带走，目前下落不明，生死不
明。他是当年3月16日在阿坝县城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
的弟弟。

2、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
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
格尔登寺僧人，20岁。于2011年3月16日在阿坝
县城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来”、
“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
世”，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
之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判格尔
登寺僧人尊珠（又写仲周），洛桑丹增（又写泽
让旦真）和洛桑丹增（又写旦纯）11年、10年和
13年重刑，理由是他们“转移”、“藏匿”了重
伤的平措，以此推卸当局责任。

2、Lobsang Phuntsok,21-year-old,Monk of 
Kirti Monastery.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16 March 2011. 
Died the day after.

3、Tsewang Norbu,29-year-old,Monk of Nyitso 
Monastery Tawu, Kham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18 August 2011. Died 
on the spot.

4、Lobsang Kunchok,18-year-old,Monk of Kirti Monastery 
Ngaba, Amdo Province.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26 
September 2011.Reportedly held in Barkham’s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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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曲培：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
上塔瓦村牧民，19岁。于2011年10月7日在阿坝县城点
火自焚，双手合十，高呼口号，遭中共军警毒打，11日牺
牲。他本是格尔登寺僧人，2010年被工作组驱逐出寺。

5、洛桑贡确：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
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于2011年9月26日在阿坝县城
点火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我们要
宗教信仰自由”，烧成重伤，被中共军警带走，目前下
落不明，生死不明。
他自焚时，有藏人冒死拍下现场片断，后来交给美联
社，并由美联社于10月23日公诸于世。这个有31秒钟的
视频显示，自焚僧人洛桑贡确倒卧在地，双脚和脚踝部
分呈黑色并冒着烟，而他身体周围布满灭火器喷发的
白色粉末，不远处则有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

5、Lobsang Kunchok,18-year-old,Monk of Kirti Monast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26 September 2011.Reportedly 
held in Barkham’s hospital.

6、格桑旺久：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
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于2011年10月3日在阿坝县城
点火自焚，并高举尊者达赖喇嘛法像，呼喊“西藏需要
宗教自由”等，烧成重伤，被中共军警带走，目前下落
不明，生死不明。

6、Kelsang Wangchuk,17-year-old. Monk of Kirti 
Monast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3 October 2011.
Reportedly held in Ngaba’s hospital.

7、Choepel, 19 -year-old, Former monk of Kirti 
Monast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
immolation on 7 October 2011. Died on 11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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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卡央：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
县上塔瓦村牧民，18岁。于2011年10月7日在阿坝县城
点火自焚，双手合十，高呼口号，遭中共军警毒打，
次日牺牲。他本是格尔登寺僧人，2010年被工作组
驱逐出寺。而他的爷爷扎西在2008年被中共军警枪
杀。

9、诺布占堆：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阿坝县索尼（音译）村牧民，19岁。于2011年10月15日
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并呼喊“西藏要自由”、“西
藏独立”、“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烧成重伤，被中
共军警带走。于2012年1月5日在马尔康县医院去世。
他本是格尔登寺僧人，2010年被工作组驱逐出寺。

10、丹增旺姆：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阿坝县玛米觉姆贡巴（即四洼尼姑寺）尼师，20
岁。于2011年10月17日在寺院附近点火自焚，呼喊“让
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自由”，当场牺牲。她是
境内藏人自焚中的第一位女性。

8、Khaying ,18-year-old,Former monk of Kirti 
Monast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
immolation on 7 October 2011. Died on 8 October 
2011.

9、Norbu Damdul, 19-year-old, Former monk of 
Kirti Monast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15 October 2011.Taken away by 
the police, he died on 5 January 2012 at Barkham 
Hospital.

10、Tenzin Wangmo, 20-year-old, Nun of Mame 
Dechen Chokhorling Nunn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17 October 2011.Died 
on the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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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达瓦次仁：康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
甘孜寺僧人，38岁。于2011年10月25日在甘孜寺举办金
刚法舞法会时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西藏没有人权”。被藏人僧俗扑灭了火并送医院抢救，
后又送回寺院，伤势严重，目前情况不明。

11、Dawa Tsering, 38-year-old, Monk of Kandze 
Monastery Kandze, Kham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25 October 2011.
Arrested; whereabouts unknown.

12、Palden Choetso, 35-year-old, Nun of Gaden Choeling Nunnery 
Tawu, Kham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3 November 
2011.Died on the spot.

12、班丹曲措：康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
甘丹曲林尼众寺尼师，35岁。于2011年11月3日在道孚县
城自焚，高呼“祈求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西藏要
自由”，当场牺牲。
班丹曲措是在8月15日牺牲的道孚县僧人次旺诺布自焚的
同一地点自焚的，藏人僧俗将她的遗体送往灵雀寺，当
夜万人燃烛悼念。她是境内藏人自焚中的第二位女性。
她在自焚时，有藏人拍下自焚现场的惊人片断，还拍摄
了当地藏人僧俗聚集寺院进行悼念的感人片断，并将视
频传出西藏，并已出现在网络上和媒体上，令人震撼、悲
恸。

13、Tenzin Phuntsok, 46-year-old, Former monk of Karma Monastery
Chamdo, Kham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1 December 
2011.Died on 6 December 2011.

13、丁増朋措：康区（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
玛区人，41岁。原为噶玛寺僧人，后还俗成家，有妻子卓
玛和两个儿子，长子十岁在噶玛寺出家为僧，幼子六、七
岁在家。因抗议噶玛寺僧侣被迫害，于2011年12月1日在
嘎玛区政府门口自焚，12月6日在昌都县医院不治而亡。
他在自焚前写下四份遗书，其中一份写到：“想到整个西
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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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丹增尼玛（又称丹尼）：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上塔瓦村牧民，年约20岁。于
2012年1月6日在阿坝县城交叉路口的一家旅馆院内，
与次成一同点火自焚。双手合十，高呼“祈求达赖喇
嘛尊者永久住世”、“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当
场牺牲。他也本是格尔登寺僧人，后被工作组驱逐
出寺。

16、索巴朱古（Rinpoche，即汉语的“活佛”）：安多（今青海
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上贡麻乡人，42岁。于2012年1月
8日在果洛州达日县县城，身穿黄色袈裟，点燃汽油自焚，当
场牺牲。在自焚时高声呼喊“西藏自由”、“嘉瓦仁波切长久
住世”。
索巴朱古在自焚前还抛撒了“隆达”（印有佛经的纸张），张
贴了遗书。遗书上写的是：自己是为了纪念2009年以来自焚
的藏人、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人身自由、
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而自焚的，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自
焚。藏人们要支持藏人自己的经济。藏人们不要过农历新年
春节，要使用藏历的历算。藏人们要为嘉瓦仁波切长久住世、
要为西藏自由的未来团结、努力，不分教派，不分地区，不要
失去信心，终究会有幸福的一天。
索巴朱古在自焚前还录制了长达9分钟的遗嘱，用自己的声音清清楚楚地陈述了
自焚献身的缘由：“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14、次成：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
县哇尔玛乡牧民，年约20岁。于2012年1月6日在阿坝县
城交叉路口的一家旅馆院内，与丹增尼玛一同点火自
焚。双手合十，高呼“祈求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烧成重伤，被中共军警带
走，7日晚牺牲。他本是格尔登寺僧人，后被工作组驱
逐出寺。

14、Tenyi, 20 -year-old, Former monk of Kirti 
Monast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6 January 2012.Died on the spot.

15、Tsultrim, 20-year-old, Layman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6 January 
2012.Died the following day, on 7 Jan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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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obha Tulku, 42-year-old, High-ranking lama in Tongkyob 
monastery, Gade county Golok,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8 January 2012.Died on the spot.

17、洛桑嘉央：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阿坝县牧民，21岁。于2012年1月14日在阿坝县
城点火自焚，并呼喊“祈求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
世”、“西藏要自由”，遭到军警毒打，引发周围民
众抗议，又遭军警开枪镇压，导致多人受伤和被
拘押。而洛桑嘉央于两天后（16日）牺牲。
洛桑嘉央曾是阿坝县阿迪寺僧人，作为当地母
语继承协会的主要成员，2011年曾在阿坝县举办
“纯藏语民间学术研讨会”而遭当局警告。

17、Lobsang Jamyang, 22-year-old, Leading member of a popular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ibetan language, Shewa village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14 January 
2012.Died on 16 January.

18、19、20、擦才次仁、嘉日等三人：康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色达县泥朵乡牧民，于2012年2月3日自焚。其中一人牺牲，尚
不知名字和年纪；两人重伤，是60多岁的擦才次仁、30多岁的嘉
日，当时被当地村民救下，现在情况不详。由于色达等地被当局严
密封锁，更多情况不详，目前也没有这三位牧民的照片。
这三起自焚者的真实性尚未完全核实。

18、Tsering, around 60-year-old, Herder Phuwu, Serthar, Kham 
Province.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3 February 2012.
Whereabouts unknown. 19、Kyari, around 30-year-old, Herder 
Phuwu, Serthar, Kham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3 February 2012. Whereabouts is unknown. 20、Name unknown, 
age unknown Herder Phuwu, Serthar, Kham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3 February 2012. Died probably on the spot. 

These three cases are yet to be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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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洛桑嘉措：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
登寺僧人，19岁。于2012年2月13日下午约两点半，在阿坝县城的大
街上点火自焚。军警扑灭了火，殴打了他，带走了他。也毒打了在
现场的两名藏人青年，并带走了他俩。洛桑嘉措目前的状况和下
落不明。
洛桑嘉措的父亲名为巴孜日，母亲名为贝嘎，他是家中长子，有四
个兄弟姐妹。而在格尔登寺，他是所在佛学班里学习最好、最聪明
的学生之一。

23、丹增曲宗：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玛米
觉姆贡巴（即四洼尼姑寺）尼师，19岁。于2012年2月11日傍晚在寺
院下方三岔路桥边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
藏要自由”，随即被军警带走，当晚牺牲在马尔康县医院。
丹增曲宗的父亲名为洛白，母亲名为才宝。她曾读过小学，成绩优
良，出家后也是寺院里佛学学习最好的尼师之一。

23、Tenzin Choedron, 18-year-old, Nun of Mame Dechen 
Chokhorling Nunn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
immolation on 11 February 2012.Died on same day.

24、Lobsang Gyasto, 19-year-old, Monk of  Kirti Monastery.
Ngaba, Amdo Provinc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on 13 
February 2012.Whereabouts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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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cript

杨建利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  
 韩连潮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浴火袈裟》一书的编辑，

却丝毫没有松口气的感觉，因为这本书所涉及的实在是一个太沉重

的主题，而就在书稿杀青之际，再次传来藏人自焚的消息。随着三

月份的即将来临，中共军警对西藏的控制也在升级，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知道，能够知道的是短期内西藏民众肯定还要承受更大的压

力，二十几名藏人僧俗的自焚对共产党来说，只是“事件”，而不是

悲剧，只是麻烦，而不是改弦更张的动力。

如果不是编写这本《浴火袈裟》，很难一一记住这些自焚的受

难者的姓名。由于自焚事件的频频发生，即使是人权工作者，也未必

对每一桩悲剧事件予以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有时候，太多的悲剧会

让我们的感觉“脱敏”，而每一起事件后没有结局的结局，甚至会使

人感到些许麻木。也许这是所有关注中国人权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

的感觉，太多的毒打、抓捕、酷刑、监禁乃至死亡，而很难看到一丝

乐观的信息。

频频发生的僧俗自焚事件是藏区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的典型写

照，在有限的历史记忆中，似乎没有哪一个时期、哪一个民族曾经发

生如此密集的相同悲剧，可以大致与此比拟的只有近年来因强制拆

迁而在中国各地引发的自焚事件，但考虑到时间跨度和中国的领域



►286◄

浴 火 袈 裟
Saffron Flames: The Voice of the Tibetans

之广，西藏僧俗自焚的悲壮程度仍是最为令人震撼的。藏族是一个

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民族，而且素来平和不喜暴力，在中国军队和警察

的强大压力之下，无论其抗争程度多强，都难以独自获得成功，在中

国整体民主化实现有效突破之前，的确很难看到人权状况改善的希

望，因此，藏人的自焚也是这个民族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那就是

绝望的抗争，以及绝望中展现出的决绝的意志与勇气。这是一种超

越胜负的伟大抗争。也许，这种抗争的最大作用是唤起举世的道德

直觉。

但人类的生活经验提示我们，绝望中往往孕育着希望的种子，

正如藏人自焚僧俗的绝望之举引起我们的震惊和悲愤一样，我们的

震惊和悲愤也会促使自己做一些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哪怕这样

的改变显得过于缓慢—那就是通过我们的言说，来唤起更多的人

的道德直觉，让更多的人看到发生在西藏的这些悲剧，让更多的人

来体会那些自焚者的绝望和浴火重生的渴望。

这本书收录了藏人僧俗自焚事件后的部分新闻报道、西方国家

立场，以及华人作家和人权活动者的评论，同时也收录了发表在中

国官方媒体上的一些文章，供人们参考。本书内容不是关于藏人僧

俗自焚事件本身的深度报道，而主要是关于自焚事件的各方反应，

我们希望以此帮助读者打开更广泛的视角，更为全面和客观地思考

藏人自焚的原因乃至整个西藏问题的本质。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让我們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发生了这

么多的自焚事件，但是关于这些自焚事件本身，我们所获得的资料

少得可怜，有些自焚者，除了他们的名字，我们对其个人背景和遭遇

所知甚少，甚至我们无法知道部分自焚者是否还活着，这反映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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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对西藏控制的严酷程度。即使与中国的其它地区相比，由于

藏区交通、通讯、语言条件的限制，外界要获取有关信息的难度也

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外界对藏人遭遇的迫害应该给

予更多关切。迄今为止，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外部世界对藏人自焚

的反应是不够的，如何使外部世界走出上面所说的脱敏状态，而向

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缓解西藏人民的痛苦，是关注藏人生存

状况的朋友们应该考虑、探讨和共同努力的。

本书编辑过程中，贡噶扎西等藏人朋友向我们提供了自焚藏

人的资料，夏明先生专门撰文介绍了西藏人权问题的由来、流亡藏

人的抗争并阐述了藏人自焚事件的根源和价值判断等，长期致力于

汉藏交流与对话的严家祺先生为本书写序，对此，我们表示特别感

谢，另外，一些义工朋友也参与了资料收集、版式设计等工作，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让我们永远记住和怀念每一位殉道的烈士们，他们的姓

名是（按殉道先后时间排列）：

扎白，洛桑平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曲

培，卡央，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次

真，丹增尼玛，索巴朱古，洛桑嘉央，擦才次仁、嘉日，仁增多吉，索

南热央，......

（201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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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been a month of intense work editing “Saffron Flames,” 
but we don’t feel as if we can now breathe any easier: the 
subject of this book is just too heavy to bear. Just as we were 
completing the manuscript, again came the sad news of 
three more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As we approach March 
(the anniversary of the March 2008 crackdown),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police will enforce even tighter 
control in Tibe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for sure, 
but we know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will face increased 
repression in the short term.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me 20 self-immolations of Tibetan monks and 
laymen are just an “incident,” not tragedies; it is just trouble, 
not events that will change their course.

If it were not for editing “Saffron Flames" we wouldn’t be 
able to remember the name of each of these victims. Because 
the number of self-immolations has increased, it is hard even 
for human rights workers to track each of these tragic events. 
Sometimes, too many tragedies can make us "desensitized." 
And because there is no closure in any of these cases, 
perhaps it also makes us feel a little numb. Perhaps this is the 

Postface

By YANG Jianli and HAN Lianchao
(YANG Jianli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HAN Lianchao  a visiting Fellow at Hudso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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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 more or less, that all of our friends who care about 
China human rights have. Too many arrests, imprisonments 
and even death, have made it difficult to see a glimmer of 
hope.

The act of self-immolation by these monks and laymen 
is a loud voice that tells the true story of the increas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In our 
limited memory, we cannot recall such intense tragedies 
occurred in any other period of time among other ethnic 
groups. Perhaps we can roughly compare these with recent 
self-immolation cases caused by government’s forced 
evictions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B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ime span and the vast geographic range, the Tibetans’ 
self-immolation tragedies remain the most shocking. Tibet 
has only a few million people, and the Tibetans have always 
been calm, peaceful, and against violence. No matter 
how intense the Tibetans struggle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becomes, it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them to succeed alone under such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police. The hope for improved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will indeed be dim before an effective 
breakthrough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ll of China. Hence, 
the Tibetans’ self-immolation offers a real picture of the 
survival of this ethnic minority people, which is a struggle 
in despair.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displays Tibetans’ will 
power, resolute and courage. This is a great struggle that is 
far beyond who wins and who loses. Perhaps the gre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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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is struggle is to awaken the world's morality.

Human experience reminds us that within despair we can 
often find seeds of hope. Our shock and grief from these 
desperate actions may drive us to do something to change 
the world – even though change may be slow –  through our 
words awaken more people’s moral conscience, letting more 
people know the truth about these tragedies, and allowing 
more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se Tibetans’ despair and desire 
to be reborn in the flames.

This book includes news coverage of the Tibetan self-
immolations, the positions of Wester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comments of Chinese writers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also collects som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Chinese media for people 
to reference. This book is no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 itself, but mainly the reactions 
from difference sources on the subject. We hoped to help 
the reader to have a broader view, and to think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about Tibetan self-
immolation and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Tibetan issue as a 
whole.

In the process of editing this book, we regret that, despite 
so many self-immolation cases, little is known about 
each individual incident itself.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obtained is still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in some cases, we 
know nothing about their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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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ing—only their names. We don’t even know if some of 
them are still alive. This reflects the high degree of control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ibet. Even compared with 
other parts of China, it is much harder for the outside world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Tibet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n Tibetan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differences. We believe this is the very reason that the outside 
world must care more about Tibetan suffering. So far, the 
reaction to Tibetan self-immolation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cluding Western societies, is far from sufficient. All of us 
who care about the survival of the Tibetans’ should make 
a greater effort to think and explore the question of how to 
make the outside world wake up from its desensitized state 
and exert greater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ase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During the editing process of this book, Gongga Tashi and 
other Tibetan friends have provided us with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elf-immolated Tibetans. Mr. XIA Ming has written 
a special article to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n Tibet, the protests of the Tibetan exiles and the root 
causes and value judgments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 
Mr. YAN Jiaqi, a long-time advocate for Chinese-Tibetan 
exchange and dialogue, has written a preface for the book. 
We are grateful to their valuable help. In addition, we also 
want to express our thanks to those volunteers who have 
helped i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book layout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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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ly, let us forever remember and always cherish the 
memory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Tibetan martyrs, 
whose names are listed below (in order of the time of their 
martyrdom):

Tapey,Lobsang Phuntsok,Tsewang Norbu, Lobsang Kunchok, 

Lobsang Kelsang,Kelsang Wangchuk, Khaying, Choepel, 

Norbu Damdul, Tenzin Wangmo, Dawa Tsering, Palden 

Choetso, Tenzin Phuntsok, Tenyi, Tsultrim, Sobha Tulku, 

Lobsang Jamyang, Kyari, Tsering, Rigzin Dorje……

February 8,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