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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以來，
中國四川等地發生多起
藏人自焚事件，看到一
條條鮮活、年輕的生命在
熊熊烈火中灰飛煙滅，每
個心存良知的人無不感到萬
分痛惜，並對那些將他們引上
邪路的人萌生恨意。正如全國
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
委會副主任張東昇7日回
答媒體提問時所言，這
一系列自焚事件所反映
出來的，既不是宗教問
題，也不是民族問題，而
是赤裸裸的政治問題。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
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宗教，都
是關愛生命的。尤其大乘佛教
的核心是自利利他、利益眾生，認
為大乘如舟楫，自載兼載人，自身
若不存，何以載他人？因此，從 「
佛法」視角看，自焚行為顯然是一
種嚴重違背佛教教義的行為。

分析這些自焚事件可以發現一
些共同特點：自焚者大都是十多歲
、二十出頭的年輕藏胞和喇嘛，未
經世事、容易衝動。而在這些年輕
人採取如此殘酷極端的方式結束自
己生命之後，馬上就有人走上前台
開始 「表演」，將這些自焚者推崇
為 「民族英雄」，進而組織僧俗群
眾為他們募捐、聲援，鼓動大家 「
燒起來」、 「鬧起來」、 「亂起來
」，進而為 「藏獨」活動推波助瀾
。而作為藏傳佛教中以慈悲為懷的
觀世音菩薩化身，達賴不僅沒有制
止這非人道的行為，反而參加祈福
法會、超度儀式，縱容自焚事件。
這表明，達賴鼓勵、贊成自焚，作
為幕後主使的陰謀昭然若揭，自焚
的火光照亮的並不是達賴的慈悲，
而是他的冷酷與虛偽；不是宗教人
士的積德行善，而是對自焚者及其

家庭和社會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罪孽。正如中央統
戰部副部長朱維群所指出，達賴是想把藏傳佛教
變成一種自殺教、自焚教，為他個人的政治目的
服務。

西藏民主改革已60餘年，經濟社會高速發展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寄生他國的達
賴非但不為這些成就歡欣，反而四處竄訪撒謊，
打民族、宗教的幌子，搞分裂祖國的行徑，圖
謀 「西藏獨立」。為了達到目的，甚至利用自己
「宗教光環」，移植政治野心的怪胎，誤導別人

用生命為自己的慾望埋單。這種違反法律、人性
、佛理的行為，必須受到強烈譴責和反對。

珍惜和尊重生命是人類的共同認知，暴力和
恐怖則被視為文明社會的大敵和大痛，通過操弄
自焚殘害他人的生命，在任何一個民主與法治的
國度裡都不能坐視不管，我們理當拿起法律武器
對其嚴懲不貸。而對於廣大藏區同胞而言，則需
明辨是非，弘揚正氣，認清自焚火光背後齷齪的
政治野心，用實際行動捍衛和珍惜來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環視古今中外，還沒有哪個政治集團依靠欺
騙幾個人自焚就能達到政治目的。中國的統一、
強大和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更不是達賴集團幾
齣反人類行徑就能撼動的。奉勸達賴分裂集團，
切莫在瘋狂的路上越走越遠，倘能從此醒悟，佛
語有云： 「回頭是岸」，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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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寺廟竟抓鬮湊人數誘脅自焚個別寺廟竟抓鬮湊人數誘脅自焚

川人代直斥川人代直斥藏獨藏獨無無人性人性
近年四川藏區發生多起僧人和

還俗者自焚事件，引發海內外輿論
廣泛關注。全國人大代表、四川阿
壩州州長吳澤剛7日回應說，一系列
自焚事件背後的罪魁禍首是境外十
一世格爾登活佛和十四世達賴喇嘛
。他強調說，不願意看到一些年輕
生命被大火吞噬，堅決反對自焚這
種輕賤肉身的行為。全國人大代表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東升
則表示，將依法管理，並揭開達賴
集團的偽善面紗。他還呼籲，藏區
虔誠的信眾應珍惜生命。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七日電】

四川警方早前宣布，成功偵破由達賴集團
組織策劃的系列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抓
獲羅讓貢求等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據犯罪嫌疑
人交代及查證，自2009年以來，接受達賴集團指
令，先後煽動教唆脅迫8名無辜人員自焚，造成3
人死亡。

格爾登活佛大力策劃
吳澤剛說，由於境外格爾登活佛在達賴集

團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其不惜採取煽動誘惑藏
區民眾自焚的辦法以爭取達賴對他的賞識。據
介紹，格爾登活佛名叫洛桑丹增晉美．益西嘉
措，1959年外逃印度，先後擔任達賴喇嘛私人秘
書、第七屆偽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流亡政府
」宗教噶倫等職務。2008年拉薩 「3．14」事件
後，境外格爾登寺專門成立了 「緊急情況協調
小組」。這個小組接受達賴集團 「緊急情況協
調小組」的統一指揮，與 「流亡政府安全部」
、 「藏青會」、達賴私人秘書處單線聯繫並接
受其領導。

吳澤剛說，近幾年來，格爾登活佛為了避
免自己在達賴集團中被邊緣化，便開始通過其
弟子和收留的私自出境僧侶，在四川藏區進行
一系列打砸搶燒暴力事件和自焚事件的策劃、
組織、實施，為自己謀取地位。

吳澤剛指出，格爾登活佛往往親自為自焚
僧人唸經超度，鼓吹自焚者是 「民族英雄」、
「自由鬥士」，以此教唆佛門弟子自焚自殺、

輕賤肉身，從而製造聲勢，這種行為違背人類
良知，當地僧俗群眾十分反感。

自焚出於政治動機
身為藏族的張東升告訴記者說，自焚不是

宗教問題，也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這些自焚都是有預謀、有組織，通過欺騙、

脅迫和引誘實施的，他們在自焚時都是高呼分
裂口號，攻擊我們的制度和黨。」

張東升稱，教唆自焚者打宗教的外衣從
事政治活動，令虔誠的宗教信仰者無法分辨背
後的政治目的。 「有個別寺廟用抓鬮的辦法，
讓最窮的和最困難的人自焚。宣稱自焚之後一
切罪惡都可以抵銷，來世就可以升天堂。」

「作為全國第二大藏區，四川自解放以來
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和全國人民一樣，共享
了改革開放的成果，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
民都期盼社會政治穩定。」張東升說。對於下
一步的民族宗教工作，他強調，依法管好宗教
，管好寺廟是廣大民眾的強烈呼聲。未來會加
強法制、依法管理並長期和達賴集團鬥爭，最
終揭開其偽善的面紗。

「張書記，您會說維語嗎？」當一位記者將這一問題拋向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時，張春賢說，維吾爾語比較難學，但還是會說一
句： 「庫爾班也提恩孜嘎穆巴拉克波樂孫！」說完，他步出人民大會堂北
門而去。新疆當地記者說，剛才那句話意思是 「古爾邦節快樂」。

每年兩會，新疆團都是新聞焦點，而作為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更是
焦點中的焦點。在去年十八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春賢現在已經是
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其對記者的坦誠和熱情也絲毫未變。

「賣什麼吆喝什麼，我要先請各位媒體朋友特別重視新疆的戰略地位
，因為這是別的地方無可替代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疆代表團
7日舉行開放日活動。面對境內外記者的 「長槍短炮」，張春賢先為新疆
做起了 「廣告」。

去年，一些維族商販在內地強賣切糕的事情被接連曝光，引發了不少
批評質疑之聲。有記者問到這一問題，張春賢馬上說， 「切糕不叫切糕，
叫瑪仁糖」，他介紹說，這種食品製作起來需要經過很多工藝，選用最好

的核桃仁等材料。在媒
體對切糕進行報道後，
自己特意去看了看，一
車確實要賣一兩千塊錢
， 「我吃過瑪仁糖，沒
有傳言中一車能買一套
房那麼貴」。
【本報北京七日電】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七日電】去年以來，有
關新疆商販在內地高價強賣切糕的事情，引發廣泛
關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主席努爾．白克力7日
表示，在內地經常務工的新疆籍人員要遵紀守法，
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人惡意挑撥中國的民族團結，用
心險惡。

他表示，隨着到內地經商務工的新疆人的數量逐
年增多，內地涉及新疆籍人員矛盾的數量也有所增多
。在內地經商務工的新疆籍人員，不管是哪個民族的
，我們要求他首先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同時也要服
從當地政府的管理，就是要做到合法經營。

對於新疆籍人員高價強賣切糕引發衝突等案件，

努爾．白克力說： 「害群之馬哪兒都有，不能因為一
些極個別的案件，來詆毀新疆和新疆人民，這是我們
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最近一段時間，涉及新疆籍人員
的普通案件不斷在網上被惡意炒作，甚至出現了一些
惡意編造案件進行炒作的現象，也出現了一些不利於
民族團結的過激言論。」

他指出，類似的案件在全國各地都有，只是涉及
到了新疆籍人員，才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說明，極
個別內地網民對新疆不了解，不懂新疆人的真摯感情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
瀾，煽動造謠，有惡意挑撥中國民族團結的政治背景
，其背後的險惡用心需要警惕。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七日電】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此
間表示，當前新疆大局總體向好，局部形勢也在
趨於好轉，穩定已成民心。新疆將繼續在國家西
部開放中發揮重要戰略作用。

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疆代表團
舉行開放日。張春賢在回應有關新疆形勢的問題
時表示，新疆戰略地位無可替代，關係到中國西
北戰略安全。新疆的改革開放與國家發展戰略密
切相關。新疆的陸上邊境線是全國陸上邊境線最
長的。中國陸上有14個鄰國，新疆就佔8個，對
外開放的空間潛力很大。新疆工作是國家整體發

展的重要部分。
他表示，國家歷來提倡睦鄰友

好、睦鄰為伴、睦鄰為善，這個 「
善」就是希望 「鄰居」好，這個

「伴」就是要成為夥伴關係，所
以，無論從國家的戰略地位還
是未來的發展前景來看，必須

搞好新疆的建設，這在全

國具有特別的意義。

去年進出口額251億美元
張春賢說，當前，新疆與中亞國家合作平台

很成熟，烏洽會升格為亞歐博覽會，成功舉辦兩
年，為新疆對外開放提供了新平台。傳統貿易增
長迅猛，去年進出口貿易額達到251億美元，現
代「絲綢之路」發展情況良好。喀什和霍爾果斯兩
個特殊經濟開發區，展現了改革開放的新作用。

據悉，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三年來，新
疆經濟總量連續保持兩位數的增長，每年增加
1000億元人民幣，城鎮居民收入和農牧民人均收
入分別增長了48%和65%。烏魯木齊機場旅客吞
吐量2009年為657萬人次，2012年達到了1335萬
人次；入境新疆的旅遊人數和企業用電量2012年
較2009年均增長了2倍，新疆經濟發展步伐明顯
加快，呈現出跨越式發展的強勁勢頭。自2010年
始新疆每年用於民生項目的支出都超過了財政收
入的70%，三年的民生投入總和達到了4700億元
，最大程度惠及於民。

張春賢表示，新疆大局正呈現總體向好的
趨勢，外界對新疆的了解不夠全面，很多信息
是相反的，希望外界到新疆實地了解真實情況。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黨委書記車俊說，
民族宗教政策在新疆是得到充分尊重和認真實施
的。新疆不僅經濟得到發展，而且人民的生產生
活條件也在不斷改善，各民族之間互相尊重，也
加強了對文化的認同，因而總體性是向好的。

新疆主席回應切糕事件
不排除有人惡意炒作

張春賢：新疆大局整體向好 張春賢炫維語
本報記者 馬浩亮

▲四川代表團全體會議向媒體開放 新華社

▶四川省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
張東升

美聯社

▶在新疆代表
團全體會議上
， 熱 孜 萬 古
麗·加馬力漢
語不太流利，
發言結束向與
會代表表示歉
意時，收到與
會代表的熱烈
掌聲

新華社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
記張春賢被媒體包圍

本報記者鄭雷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 本報記者鄭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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