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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近现代康藏
汉文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王 川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康巴藏区的相关汉文史料与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

的进展,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尤以汇编资料、历史档案、方志、边政、治藏等汉文文献基本史料和专题

史料的分类、编年以及政治与藏传佛教类资料的整理出版成果丰硕,为康藏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而良好的史料基

础,但仍存在着经济文化、社会风俗以及其他方面资料的汇集不足,需要进一步推进近现代重要康藏各界知名人士

的公私文献以及存藏在各地公私机构和人员手中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出版,以丰富学者的资料来源、推
进康藏地区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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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藏地区”,即“康巴藏区”、“康区”,是古代藏区传

统文化地理范畴“藏地三区”即康藏卫三地域之一。康

藏居于中国西陲,是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

往来的重要孔道,是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区的前

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汉藏交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近现代时期(大致1840年至1949年),清廷内

忧外患,边疆危机呼声日大,有识之士强烈呼吁关注边

疆,渐有“保川固藏”、“安边安藏”、“筹边固藏”以及“治
藏必先安康”等战略思想问世,对康藏地区的研究和关

注成为集政治博弈与学术研究等作用于一体的时代性

命题,并由此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包括汉文、藏
文、蒙文、外文等诸多语言撰就的资料成果,为我们今天

及将来研究康藏历史留下了宝贵历史文献。本文仅就

改革开放40年近现代康藏汉文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

究情况作一总结。
一 改革开放40年来近现代康藏汉文史料的整理

与研究概况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当年就出版

“内部参考”的汉文史料开始,经过40年的发展,国内学

术界涉藏尤其是康藏地区汉文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出

版,取得了巨大成绩。具体表现在:文献搜集、整理逐渐

增多,加入整理队伍的学者不断增加,推出的文献丛书

日益丰富,集成出版的文献篇幅、册书、字数、容量越来

越大。可以说,这40年来,在康藏汉文史料的整理上取

得了巨大成就。
早期的文献整理,代表性的著作是1978年中央民

族学院图书馆整理的“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和西藏

社会科学院整理的“西藏学文献丛书”。前者主要是由

吴丰培先生主持校订、整理,包括了清人关于边疆的史

料30余种,涉及康藏的有10余种,如清代李凤彩撰《藏
纪概》、萧腾麟撰《西藏见闻录》、不著撰人的《西藏志》、
钱召棠辑《巴塘志略》等,这批边疆史料在改革开放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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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78年就由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刻印平装出版,对
于唤醒藏学界的文献意识、推动社会对于这一文献的关

注产生了积极效果,只是由于每种只印刷了数百册,又
注明是“内部参考”,流通面不广,社会影响面不大。后

者包括了《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

刻》《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及《西藏学参考书》等四个类

型的汉文文献,由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以来陆续整

理出版,计有200多种500多册、总印刷数量为50万册。
其中,仅由拉巴平措、平措次仁、陈家璡主编的《西藏学

文献丛书别辑》一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

版,就汇辑文献70种116册①。这些编辑、出版的大量

的西藏汉文文献和译著,为藏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极

好的基础。此后,在《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

文文献汇刻》《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别辑》等丛书的基础

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了“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丛书《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这一丛书,重
新选取《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等中精要者加以整理,重
新排校,增加注释,统一体例而出版。全书辑集了典章

类、军机方略类、入藏官员文字(奏稿、文牍、日记等)、其
他(古籍文献的专题汇编、摘编、辑录及重要的西藏方

志)等几方面内容的资料,颇便学界利用②。西藏社会科

学院还以“藏事汉文文献丛书”的名义,整理出版了任乃

强的《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印
量2500册)等书。

进入21世纪,由于检索技术的升级,利用国内各机

构藏书条件的便利,马大正研究员、张羽新编审主持的

多种大部头涉藏历史文献类编得以出版,主要有马大正

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续编》,张
羽新领衔主编《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民国藏事史

料汇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编《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张双智主编《元代至

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编》,张皓、张双智主编《民国时期

藏事问题英文档案选编》等。对于上述史料的分类整

理、甄别,尚没有开展。这些史料,大致可分为以下两大

类。
第一,基本史料类。这里主要指收录了所有目前能

够看到的史料,史料的种类非常多,而且没有加以区分。
凡是“涉藏”,均全部收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张羽

新、张双智主编《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共102册,
学苑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全书按时间分为十一编,
包括了从7世纪中叶至1911年清朝灭亡1600余年间的

涉藏汉文文献,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文献种类繁多。
张羽新主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共30册,学苑出版社

2005年出版,包括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治藏政策法令

以及有关蒙藏委员会史料、民国藏事档案及重要史料荟

要、民国初期主管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事务局

(后改为蒙藏院,再改为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藏文白话

报》等、民国期间关于西藏问题论著40余种、涉藏边政

研究专著、甘青藏区民国社会资料、川滇藏区藏事资料

等,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民族宗教、风土人情、自然地理

等方面。张皓、张双智主编《民国时期藏事问题英文档

案选编》,共23册,学苑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是书

从英国印度事务部有关西藏事务档案数千卷中选择历

史档案文件编印而成,反映了1910—1930年代英印政

府策划西藏独立、蓄谋制造西藏问题的侵略活动以及中

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是研究近代西藏问题的

第一手档案文献,直接证明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研

究我国西藏、新疆乃至当地社会历史和生活的重要文献

资料。赵心愚、秦和平等人主编的三本康区藏族社会史

资料集,分别是:赵心愚、秦和平主编《清季民国康区藏

族文献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赵心愚、秦
和平主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

出版社2004年出版;赵心愚、秦和平、王川主编《康区藏

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巴蜀书社2006年出版。三部书

籍合称,是为姊妹篇,内容如书名。此外,还有高国祥主

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搜集整理了部分清代民

国涉藏相关文献,其中第一辑《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
三辑《西南史地文献》、第四辑《西南民俗文献》,包括有

清人《西藏志》《拉萨厅志》《卫藏通志》《西藏考》《西藏图

考》、民国《西康纪要》《宣抚康南日记》《康藏歌谣集》以
及外国人《西藏游记》《西康之神秘水道》《旅藏二十年》
等史料。

第二,专题史料类。主要包括历史档案、方志、边
政、治藏等专题史料。

其一,历史档案类。包括历史档案目录、汇编等。
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由中

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开始出版,已出50册,预计80
册),收录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的民国时期档案

中的多个全宗资料,有大量反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
西藏与内地紧密联系,体现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行

政隶属关系的档案史料。是书主要选录了汉文档案,每
件档案均由编者根据档案内容,酌拟标题;采用了编年

体方式,所选用的档案均按档案形成时间依次排列;除
第一册选录了清末亚东关档案外,其余各册收录的均为

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③。四川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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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主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选编选取四川省档案

馆所藏的种类多样的档案与资料,按时间先后顺序排

列,全书分为设治与政务、赋税征收、户口与乌拉差役、
商业与工交、寺院与土司、文教与社团、康藏关系等七部

分,涉及近代康藏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
其二,方志类。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

藏区方志汇编》,共分为7辑54册,由学苑出版社2003
年出版。该书汇编200余种方志和涉藏志乘,共9900
余万字。包括:西藏地方通志、西藏厅县志、甘肃藏区及

涉藏地方志、青海藏区及涉藏地方志、川滇藏区及涉藏

地方志、藏区宗教志等(包括语文志、江河志文献)、近代

学者编著涉藏志集。刘赞廷著、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编《刘赞廷康区36部图志点校》上下册,系刘赞廷以

自己“历边十四年”之经历纂成之图志数十种。重庆市

图书馆以所藏刘赞廷手稿为蓝本,与1960年民族文化

宫图书馆油印本互为参照点校与编排,改正了错别字句

后于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年出版,便于学界利用。民

国时期“西康省通志馆”编纂的《西康通志稿》,方志出版

社2016年整理出版。本书共四篇15卷,约110余万字,
包括《西康通志撰修纲要》1卷、《交通志》5卷、《社团志》
《农牧志》《物产志》《议会志》《选举志》《职官志》《武卫

志》《司法志》《财赋志》《水利志》《工商志》《教育志》《医
方志》各1卷、《宗教志》2卷,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康

省以及西藏昌都等地的政治、经济、宗教、文教、风俗等

提供了历史资料。
其三,边政类。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

共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该史料

汇编收录了民国时期边政方面的史料,包括蒙藏院及蒙

藏委员会相关史料,如《蒙藏委员会公报》及其职员录、
王公名录、会议记录、决议案、行政统计、调查报告,此一

时期重要期刊如《边政公论》《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等,
学者有关边事、边政、边疆地理人文的相关著述以及调

查报告等,涉及到边疆各省份,每部按省份分类。2010
年,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续编》,共30册,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该续编收录了初编

未及收录的史料,如蒙藏委员会史料,民国时期的《康导

月刊》《边疆通讯》等重要期刊,《建设委员会开发计划汇

编》中的西北、西南专号等重要政府文件,学者的相关著

述,此外还包括边疆垦务、教育、社会调查、经济、游记、
风俗等史料,涉及到边疆各省份。

其四,治藏类。最近40年来,出版过《清朝治藏行

政法规》④等不少简本,大部头的文献集则有以下数种。
一是张羽新主编《清朝治藏法规全编》,共5册,学苑出

版社2003年9月出版。是书采用清武英殿刊本,照原

刊本影印,卷数亦仍其旧,完整地保存了其文献价值和

信息。全书收录了清朝治理西藏的所有法规文献,资料

齐全,包括《清朝善后事宜》《西藏善后章程》《钦定藏内

善后章程》《裁禁商上积弊章程》《钦定大清会典》《钦定

理藩部则例》《钦定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以及部分驻藏

大臣与中央政府的奏折和皇帝的谕旨等文献。二是张

双志主编《民国治藏法规全编》,共4册,学苑出版社

2003年9月出版。该书收录了民国历届中央政府所颁

布的治藏政策和相关法令以及蒙藏委员会治理西藏的

有关法规文献,其中包括《民国治藏政策法令全编》《总
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蒙藏之法令》《修订蒙藏委

员会法规汇编》等。三是张双志主编《元代至民国治藏

政策法规汇要》,共2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编者从历史档案和文献中选辑近2000种(条),以朝代

为序,分为元、明、清、民国四章,参照我国传统史书“会
要”的体例,略有变通而编撰成书,并采用了一些现代书

刊编撰惯例。是书囊括了近700年间历代中央治藏政

策法规的主要内容,并且每章前面有“简述”,概述全章

主要内容以及各种政策法规的得失和历史意义。
上述多种汉文史料中,大多数是以西藏及全国藏区

为名,少数如《刘赞廷康区36部图志点校》《西康通志

稿》等则直接说明是康藏文献。但是,上述全部文献,均
大量涉及到近现代康藏史事。此外,仍然有大量的近代

珍稀史料,值得搜集整理,汇编成册,以方便学者们利

用,进一步深化近现代康藏研究。
二 改革开放40年来近现代康藏汉文史料整理与

研究特点

上述贡献于学界的文献成果,种类多样,卷帙浩繁,
其中有代表政府层面的档案文献、公文报告、法律规章

制度等,有体现大众视野的时人游记、考察报告等,也有

近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等,所涉及内容包纳万千,成
为今人研究近代以来康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风俗信仰、宗教、城市发展、建筑与人居环

境变迁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与文献来源,其参考与研究价

值毋庸置疑;但是,这些史料文献所收内容参差不齐,使
用时须予甄别。整体而言,上述文献集成,具备以下三

个显著特征。
第一,大多进行了分类、编年,便于研究者有针对性

的查阅,提高使用效率。
在未有以上这些研究者所做的康藏史料搜集、整

理、研究工作之前,上述相关资料散落于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各相关地市档案馆(局)等处,且分散于浩如烟

海的卷宗之内,以及诸私人所藏,研究价值之发挥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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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十分之一二,或束之高阁,或藏于未知之处,最终如同

一些珍贵的古书一般消失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如上情

形,学者进行史料的查阅、搜集、整理、研究,势必耗费大

量的时间、精力、财力,即便如此,亦不能保证可搜寻到

所需之材料以及在量、质方面的突破。因此,这一进行

藏学研究的资料收集等基础性工作,其重要性自不待

言。
上述文献集成,一部分汇编直接采用原书、原档影

印;一部分采用原书、原档影印,与原稿的辨析校对整理

适当结合;一部分完全采用原书、原档影印、原稿辨析校

对等整理方式进行编纂。第一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

汁原味的史料面貌,但使用者则需进行辨析校对;有些

为了节约篇幅,将产生于战争年代、阅读效果不佳的原

书直接影印,未作修补等工作,也造成了目前阅读比较

艰难等遗憾;第二、三种则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使用者的

需求,减轻了使用者的负担。还有部分未做分类,但有

校对,并附有对材料的解读,虽不似前三种那样便于研

究者有针对性的查阅,但也减轻了研究者往返查阅和搜

集之工作量,极大地提高了史料的使用效率,方便了研

究者,提高了研究者的使用效率。
第二,政治与宗教类资料汇集可观,经济文化与社

会风俗方面资料的汇集有所欠缺。
藏学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是建立在对已有历史

认知的基础之上的。近代康藏文献以政治类史料居多,
很明显地反映到了资料整理中。近代以来,康藏地区的

政治事件、外交事件与外国侵略以及政治机构、区域政

局与中国整体政治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史料较多,也是

诸多汇编中所占份额最大的部分,而涉及近代康区经济

文化与社会风俗方面的史料相对较少,其整理出版数量

亦相对较少。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与整理对象———所存

近代康藏史料的数量多寡与类别有关系的。
近代以来,国家飘摇,政局动荡,又有外敌入侵,边

疆地区远离中央,且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列强开始注

意到晚清政府对中国边疆地区管理力度有所削弱的情

况,继而将影响和控制中国边疆作为入侵中国的重要步

骤。边疆危急,边政亟需调整,以适应近代新形势,朝野

逐渐形成了国人关注边疆、讨论边政的社会舆论效应。
历届政府更多地从政治层面管理边疆,近代朝野有识之

士对于边疆经济文化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关注度也较

以往有大幅提高。但是,学界对于这一情况的关注,相
较于对政治层面的关注相对薄弱,这就决定了整理出版

的汇编史料之类别中各个部分所占比重的大小。
此外,相较于中国内地,康藏地区以藏族居民为主,

信仰藏传佛教。相应地,政府政策和近代时人对于这两

点的关注是内地所没有的。同时,在藏区民主改革前,
藏传佛教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近代康

藏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即为研究近代藏传佛教在

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适应和转变过程。所以,在史料

整理中,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也在材

料汇编中有明显的体现,受到明显的关注。
第三,整理的材料在研究目的、学术话语、客观与

否、质量程度等方面参差不齐。
这些汇编资料中,对存世的档案、资料等做了大量

梳理和汇总工作,但并不意味着均为精华,均为信史。
编者大多已注意到存世资料的质量参差不齐,近代时人

对当时时局的判断并非均为客观,一些外国人的学术话

语和研究目的明显带有殖民侵略的意图。如《民国时期

藏事问题英文档案》一书,对英国印度事务部所存西藏

事务相关档案作了搜集、整理、研究,汇聚一册,是了解

当时英国视角下的康藏情况的重要历史资料。但使用

这一类档案材料时,必须以辩证的研究态度去对待,英
国的记载势必从英国推动“西藏独立”这一目的出发,在
档案中则会留下这一历史叙事观的痕迹和逻辑。对于

这一服务于英国殖民侵略的文本,作为研究者,应熟悉

其中的历史背景,进而再对文本进行分析,谨慎使用。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近现代康藏

汉文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虽然有其不足与薄弱环

节,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藏学研究蓬勃发展态

势的一种反映,是中国藏学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

(如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学、民族学等)的新的增长点与

资料来源。
三 对近现代康藏汉文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正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

编》目录的整理者所言:“我们希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大型影印史料陆续出版问

世,能进一步推动国内外藏学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能
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对我们的编辑工作者是莫大的

鼓舞和鞭策。”⑤在史料搜集、目录整理之后,就是学术界

继续深入解读这些巨量的资料,分析、研究其中蕴含的

信息,甚至于多个学科联合攻关,以期取得中国藏学研

究的重大成果。
展望未来,在继续深入研究、多个学科联合攻关已

经出版的近现代康藏史料的同时,进一步搜集、整理国

内各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各个研究机构、私人收藏的

近现代康藏史料,并进行初步的综合整理研究,应是学

界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路。
第一,近现代重要康藏各界知名人士的公私文字,

文献价值较高,时间上距离现在已经有至少60多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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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了,长者则有100多年了,虽在社会变迁、各种政治运

动中损失严重,但是劫后尚存的文献仍然数量不少,因
此,亟待有组织地抢救搜集、整理研究、汇编或单独出

版。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外来势力的介入,康藏地区

社会发展的历史错综曲折,涌现出来多个民族的知名历

史人物。如中国近代西南区域治理的刘文辉、陈启图

(字东 府,号“西 垣”,1877-1949)、谢 国 安(1887-
1966)、岭光电(凉山彝族,1913-1989)、麻倾翁、曲木藏

尧、刘家驹等民族人物,其言行记载无疑是研究这一重

要区域的宝贵历史文献之一。
如清末、民国时期长期效力边疆的刘赞廷(1888—

1958),河北河间(今河北沧州)人,早年随赵尔丰进入川

边,后来服务于西康地区,经历了三次“康藏纠纷”,对康

藏边务有着极深的了解。他不仅参与了大量的晚清民

国川边事务,而且在戎马倥偬之余,亲自编辑了康藏地

区47县的县志,在史料的保存上有极其重要的贡献。
现在学者撰文研究康藏,所引史料多出于此。对于这样

一位历史人物的研究,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西康建省

委员会委员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建设新西康十

讲》,虽已整理刊布,但还有大量刘文辉签署的文件藏在

四川省档案馆,以刘文辉名义发表的文章散落在各种民

国报刊,需要进行搜集整理。
类似的,还 有 冯 云 仙(藏 名“格 桑 雀 珍”,1907—

2000,曾任国民党中央检查委员会检察委员,“战地妇女

服务团”团长等职)、杨质夫(1906—1961)夫妇,堪称边

疆服务的“开拓先锋”,他们是学者,与李安宅(1900-
1985)、于式玉(1904-1969)夫妇可媲美,他们留下的史

料,值得 进 一 步 研 究。西 康 省 行 政 督 查 专 员 陈 启 图

(1877—1949,字 东 府,号“西 垣”)、彝 族 精 英 岭 光 电

(1913—1989,凉山彝族)、彝族人物曲木藏尧(1905—

1940,汉名“王治国”)、曾言枢(1899—1976,名令枢,曾
任“康南巡抚司令”等职)、万腾蛟(民国末期的制宪国民

大会代表)、江安西(曾撰写《诺那事变记略》等文献,

1949年后任西南民族学院藏文教师)、麻倾翁(1890—

1966,西康道孚县灵雀寺堪布,活佛,国民党中央监察委

员、西康党部委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黄正清(1903-
1997,藏名洛桑泽旺,曾任拉卜楞保安司令等职)等社会

各界精英,均是在西康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的历史人物,涉及的社会领域非常多,他们的文集值得

搜集、整理。
此外,一些近代活动于川康地区的历史人物,他们

的文集也逐渐被纳入搜集、整理的规划或者出版。前

者,如赵心愚、秦和平、王川联合编纂的《康区藏族社会

珍稀资料辑要》一书,即收录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
等内容;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温春来、岭光电之子尔布

什哈主编的《岭光电文集》,收录了民国时期四川凉山知

名人物岭光电的文稿。岭光电热爱彝族文化,有强烈的

彝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情怀,撰写了大量关于彝族的论

著,由其子尔布什哈等搜集编为《岭光电文集》出版。该

书是岭光电撰写的关于其家乡、事业、理想、改革等方面

的文字,大量涉及到川边(西康)社会、人物,如《羊仁安

与刘文辉的关系》《西康人、事闻见》《个人经历点滴》等。
第二,近现代时期产生的其它史料,目前较少为人

所知的,亟待系统整理。
如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康藏地方报刊《西康日

报》《戍声周报》,民国时期“国立拉萨小学”史料,台北

“国史馆”所藏相关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

藏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涉藏问题档案,1949年10月以前

出版的《中央日报》《申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全

国性重要报刊对康藏问题的报道资料,亦亟待整理、利
用。

此外,还有很多重要涉藏人物的私密日记散落在民

间,同样值得整理出版,以推进藏学研究。如著名民族

史学家、我国近代 藏 学 研 究 的 先 驱 之 一 任 乃 强 先 生

(1894—1989,字筱庄,四川省南充县人),在民国时期办

理康藏事务的日记《筱庄日记》;驻藏办事处 戴 新 三

(1907—1997)科长《拉萨日记》(1940—1944)⑥;民国时

期曾任国民党西康省政府秘书长、民政厅厅长,1949年

后曾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的张为炯的《日
记》;老报人车辐《日记》;学者兼西康省政府顾问李思纯

《赴康日记》。这些私人日记,少为人知,利用得很不够。
第三,目前收藏在北京、四川、西藏、上海、兰州、西

宁等地的这一历史时期康藏史料,还需进一步发掘研

究。
未来的工作思路,应该对于国内各个研究机构、私

人收藏的近代康藏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同时,搜集上述

散落在研究机构、民间,或分散在各重要报刊、个人文集

中的康藏史料,科学整理,汇编成书,或者编成资料,汇
集若干册,以供学界研究利用。具体操作上,可以计划

以北京、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青海省的藏汉学

者联袂合作,进行联合公关,群策群力,通力合作完成。
上述康藏汉文史料非常多,一些史料非常珍稀,学

术价值非常高。但是,目前史料搜集、抢救得还不够,尚
有大量珍贵文献存留世间。此外,对于已经公布、出版

的上述史料的整理,虽有多种目录行世,但是,对于其的

研究,目前开展得非常不深入。因此,在搜集、抢救、整
理的同时,组织研究队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迫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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睫。从上述文献中,不仅可以重新强化藏学界对于近现

代康藏地区社会多面相的认识,而且可以丰富中国历史

文化、民族文化的研究。从上述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提

炼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脉络,总结边疆治理的历

史经验,归纳中华各民族血浓于水的亲情与历史记忆,
更将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深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吴丰培《介绍<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出版》,《中国西藏(中文版)》1995年第6期,第61页。

②该丛刊目前已经出版多种。比如2006年出版的就有:《西藏纪游》,[清]周霭联撰,张江华、季垣垣点校;《西藏奏疏》,[清]孟
保撰,黄维忠、季垣垣点校;《钦定巴勒布纪略》,季垣垣点校;[清]方略馆编,《钦定廓尔喀纪略》,季垣垣点校;《乾隆朝内府抄

本<理藩院则例>》,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等。

③关于是书前50册的历史档案目录,《中国藏学》2012年、2014年已经出版了两册厚重的增刊(S1期),专门整理了目录,并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1—30册)分类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
(31—50册)分类目录》予以发布,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④本书编写组编《清朝治藏行政法规》,五洲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⑤课题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31-50册)分类目录》之《分类目录说明》,载《中国藏学》2014年

增刊第1期,第1页。

⑥如任新建、何洁整理的《我的青少年时代———任乃强<筱庄笔记·身世录>录注(一)》,载《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第115-
125页;王川整理的《民国时期戴新三著<拉萨日记>选注》,《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第58-66页。

CollationandResearchofModernKangbaTibetanChinese
HistoricalMaterialsinthePast40Years

WANGChuan
(College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in1978,greatprogresshasbeenmadeinthecol-
lectionandcollationofrelevantChinesehistoricalmaterialsanddocumentsintheKangbaTibetan
areabydomesticacademia.Alargenumberofdocumentshavebeencollatedandpublished,espe-
ciallyinthecompilationofmaterials,historicalarchives,localrecords,frontierpolitics,Tibetan
governanceandotherbasicandthematicChinesedocuments.Theclassification,chronologyand
publicationofhistoricalmaterialshavelaidanimportantandgoodfoundationfortheacademicre-
searchofTibetan,buttherearestillinsufficientcollectionsofeconomic,cultural,socialcus-
tomsandothermaterials.Itisnecessarytofurtherpromotethepublicationofpublicandprivate
textsofimportantwell-knownpersonsfromallwalksoflifeinmodernandcontemporaryKangba
Tibetanarea.Thecollection,collation,researchandpublicationofotherdocumentsandmateri-
alsstoredinthehandsofpublicandprivateinstitutionsandpersonnelinvariousplacesenrichthe
sourcesofscholar'sinformationandpromotein-depthresearchinKangbaTibetanarea.

Keywords:thepast40yearsofReformandOpening-up;moderntimes;Chinesehistorical
materialsanddocumentsinKangbaTibetanarea;

[责任编辑:凌兴珍]

341

王 川 40年来近现代康藏汉文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