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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在过去的 1400 年期间经历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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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纷争。由于中国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
时至今日这些纷争依然存在，而西藏再次要求独立并表明
他们在发展历史中的长时期内享有自治权。4
这两个国家（为了清楚起见，在本文中我将西藏作为
一个独立的国家）早在 7 世纪就建立了关系，当时西藏的
统治者囊日论赞就派遣使节到中国。这是两个国家的首次
正式接触。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西藏成为了一个地区大
国，其影响力从南部的孟加拉国延伸到北部的蒙古国。中
国声称西藏在这段时期占据的某些土地为其所有，但是经
过两国发生冲突的一段时间后，中国从西藏那里重新夺回
了他们的土地。
中国重新收回他们的土地之后，西藏统治者便和那时
与中国为敌的阿拉伯人及东突厥人结盟。当中国在 751 年
被阿拉伯人打败后，西藏重新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
西藏在该期间穷兵黩武，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印度北部并在
763 年攻陷了唐朝都城西安。821 年，中国和西藏达成和
解并签订了和平协议，划定了两国的边界。3
但是，随着西藏在中亚的大肆扩张，西藏政权内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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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动荡。西藏政权内各权力集团之间和

个皇帝同意将达赖喇嘛视为清朝的精

统治者展开竞争，从而导致西藏在 9

神权威。中国将这种关系视为是放弃西

世纪至 11 世纪期间形成了割据的局

藏独立的表现，而相反西藏则将其视为

面。这种内部冲突导致西藏政权垮台。

是不会削弱其主权的一种祭祀/保护关

当西藏政权垮台后，西藏内部的权利结

系。3

构出现了变化。在 842 年至 1247 年期
间不存在中央政权的统治，西藏处于军

在 18 世纪前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
系相对稳定，从 18 世纪开始西藏进行

阀的统治之下。1

了一个不稳定时期。当时中国的清朝皇
13 世纪，当时成吉思汗正在南征

帝康熙利用这种不稳定占领了西藏的

北战，西藏通过向蒙古朝贡的方式和这

两个地区。三年后（1727 年），中国和

位新统治者结盟。结果，蒙古授予西藏

西藏又签订了一份划分两国边界的协

的自治权比蒙古所征服的其他国家的

议。该边界的有效性一直保持到 1910

自治权更大。但是蒙古任然将西藏视为

年。3

其政权的一部分并受其控制。当蒙古占
领中国后，他们将西藏视为是蒙古国的

19 世纪晚期，英国想扩大他们在

13 个省中的一个省。最后，当由蒙古

亚州的影响，对于英国推行的保护印度

人控制的中国在 1368 年变到汉族掌权

免受奉行领土扩张主义的俄国的侵害

的明朝后，西藏重新要求独立并拒绝向

的策略来说，西藏是重要的。但是英国

中国皇帝朝贡。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

搞不清应该和哪一方签订一份西藏条

中国陷入不断的内部权力争夺战争，西

约，是和中国签订还是直接与西藏签

藏不再是他们的关注焦点。 3 结果在

订？英国最终和中国签订了一份边界

17 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几乎对西藏没有

条约，但是西藏政府断然地拒绝履行条

什么影响。

约。英国然后入侵西藏，占领首府，并
与西藏和中国签订了一份获得某些西

1645 年，西藏开始在拉萨兴建布

藏事务控制权的条约。

达拉宫。这是一个权力新聚合的象征。
此后不久，1653 年，中国清朝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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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的统治。结果，西藏将所有中

没有接受过协议。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认

国军队从他们的土地驱逐出去，达赖喇

为协议是无效的，因为协议是被迫签订

嘛在 1912 年返回西藏。西藏成功取得

的。2

独立。与此同时，1914 年，英国，中
国和西藏举行会面来确定与印度的北

中国宣称自从 13 世纪以来，作为

部边界线。英国和西藏达成协议，在

元（蒙古）朝或清（满族）朝下的地方

1914 年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但是中

机构，西藏就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国由于与英国意见不合而退出，之后没

分，西藏因此是受保护领地。基于这种

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这导致由

关系，中国认为西藏为帝王提供精神指

于中国不承认西藏的主权，中国和西藏

引来换取政治保护。 签订《十七条协

之间发生冲突。由于日本在 1910 年入

议》的目的是阐明这种关系，但是西藏

侵满洲以及之后继续侵略中国东部地

说他们是被迫签订协议的，并说明在

区，中国没有机会再关注这个问题。

1913 年至 1950 年期间他们作为一个
不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真正的独立国家

1913 年西藏宣布脱离中国独立，

而存在的事实。5

之后达赖喇嘛成为西藏佛教徒的宗教
领袖和西藏的政治领袖。1949 年，由

中国目前将西藏称为“西藏自治

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的政权，西藏

区”，并在 1978 年推行“中国西部开

的管理委员会噶厦驱逐了所有与中国

发计划”，削弱西藏人口的比例并为汉

政府有关的人员。

族人提供工作。今天共有 300,000 名
汉族人居住在西藏，其中 2/3 的人口居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再次开始关

住在省会城市拉萨。拉萨的西藏人数仅

注西藏，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在控制

为 100,000 人。3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

西藏后，他们向西藏官员提出了《十七

藏族视为其公认的 56 个少数民族之

条协议》，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一。2

西藏和中国之间的部分冲突超出了《十

的流亡政府。

目前，没有外国政府承认西藏

七条协议》中规定的“接受”范围。西
藏流亡政府称，噶厦中的某些成员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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