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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

年，也是在中国回族历史和中国伊斯

兰教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回回民

族问题》一书由解放社出版七十周

年。重温党在延安时期的回族和伊斯

兰教工作，认真学习《回回民族问题》

重要的立场、观点，对于我们继承光

荣传统、发扬延安精神、做好新时期

的民族和宗教工作，仍然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就非常

关注和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并且在革

命斗争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民族观、宗教观，结合中国半封建半

殖民地统一、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

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制定了各历史时

期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有力地促进

和保证了革命斗争的胜利。特别是两

万五千里长征，经过民族地区的伟大

实践，更加充实了民族、宗教政策的

内容并且验证了这些政策的正确。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很快

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革命

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党中央遂以边

区政府的名义发布实施了更多、更具

体的关于回族和伊斯兰教方面的方针

政策，不断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调动了广大回族人民团结抗战的

积极性，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

边区。

一、党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工作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共辖

20余县，约150万人，境内少数民族

人口不多。但边区北部与蒙古族聚居

的内蒙古相邻，西部与甘肃、宁夏接

壤，这里是全国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地

区。为了建立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

有效阻止日寇的西进，党中央审时度

势，极为重视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

尤其是回族工作。1936年5月25日红

军西征前夕，党中央发表了《中华苏

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指出：“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

实际准备抗日必要步骤，而且是蒙、

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解放

的大好时机”。宣言郑重宣布：主张在

回族区域建立自治政权；宗教信仰自

由，保护清真寺和阿訇；帮助回民建

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取消苛税改善回

民生活；创办回民报纸，发展回民文

化教育等。红军西征解放了甘肃、宁

夏的很大部分回族群众，为全国回族

的解放指明了道路。

1936年初，党中央成立了西北工

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外的陕、

甘、宁、青、新等省的地下工作，尤

其是回族、蒙古族的工作，张闻天同

志任书记、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

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西北工委设立

了民族问题研究室，对回族、蒙古族

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开

展认真研究，为中央的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1937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

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

下设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1941

年 5月，中央为了整合统一整个西北

工作的领导，将中央西北工委与边区

政府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央西北局，

下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边区政府

设立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边区各市

县也都设立了民族事务科或民族事务

科员，专职从事民族工作。这就从组

织机构上保障了党的民族宗教工作落

延安时期的回族

      与伊斯兰教工作
——纪念《回回民族问题》发表70 周年

□ 刘书祥

【摘  要】本文回顾了党在延安时期的回族和伊斯兰教工作，分析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立场、观

点，并就伊斯兰教与回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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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reviews what the Party did regarding the Hui ethnicity and Islamic affairs

in Yan’an Period. It then analyzes the stand and viewpoints reflected in the book On Issues Facing

the Hui Ethnicity. The thesis also discusses the them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the Hui ethnici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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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处，落到基层。

实现民族平等，成立回族自治地

方。根据民族自觉原则，早在党的二

大、六大的决议中都非常重视解决中

国的民族问题。在红军西征胜利的基

础上，1936年10月22日，豫海县回

民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的

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从此掀开了我

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一页。随着边区

内回族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三

边、陇东和关中新正县回民较多的地

方，边区政府于1942年划定边县四、

五区和城关的两个回民村为回民自治

乡。同年9月，又将陇东的三岔镇划

为回民区，将关中新正县的一区、九

区，盐池县的回六庄划为回民自治

区。这样，边区政府内就有了区、乡

的回民自治地方。这些地方的区、乡

长由回民自己选举产生，其经济、政

治、文化和其他公益等项事业均由回

民自己管理。回民群众真正享受到了

当家做主的权利。

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民族教育。

一个民族的解放没有本民族出身的大

批干部是不行的。中央和边区政府早

在1937 年就在中央党校开设民族班

（回族占有很大的比例），1939年7月，

中央党校专设一个回民班。1941年6

月，陕北公学民族部第一次招收学员

主要是蒙、回、藏、彝、苗、满和部

分汉族，共185人，但回族占总人数

的20%。1941年 9月，陕北公学在民

族班的基础上改办成延安民族学院，

直到1948年停办。7年间招收了不少

回民学生成为各条战线的有用人才。

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在回民较聚居

并有条件的地方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

学、1所伊斯兰公学。这不是宗教学

校，而是回民的国民教育学校。比如

1941年 10 月定边回汉民共同创办的

伊斯兰公学，校长金浪是回民，学生

是回汉兼收，教学内容是国民教育和

社会教育。据统计，延安时期，各级

各类学校培养了上千名民族干部，成

为我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为

我们回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尤为重要

的历史贡献。

建立民族武装。党在延安时期多

次的重要文件、决议中都非常强调建

立回族自己武装力量的重要。如关中

分区早就成立了回民自卫军连。抗日

战争时期，关中回民自卫连改建升格

成为更有战斗力的回民支队。1941年，

宁夏西海固地区在回族农民军起义的

基础上，成立了回民抗日骑兵团，起义

军领导人马思义为团长，杨静仁被西

北局任命为党代表。该部队在中央和

边区领导下，为保卫中央、保卫边区立

下了不朽的战功。1944年初，战斗在

鲁西一带的回民支队奉命调防延安，

可惜的是司令员马本斋同志英年早逝，

未能同部队一起到达延安。另外还有

一些抗日回民武装，如盐池县的回汉

支队等都不一一列举了。

发展经济、改善回民物质生活。

帮助回民发展经济，促进生产，改善

物质生活，对于团结广大回族群众更

有直接的重大意义。为此，边区政府

对边区境内的回族居民，凡从事农业

生产的，政府分给其土地、划分宅基、

发放农业贷款、调拨谷物良种；从外

省、边区外新迁入边区的回族农民、

难民，政府则发放救济粮，安排居住，

拨给土地或荒滩，发放农贷，免除赋

税，三年内不交公粮。对于从事商业、

手工业经济活动的回民，政府贷给他

们资金，免除捐税，帮助他们进行正

常的经营活动。由于采取了这些切实

措施，回族居民不论经商务农，都能

安心生产、安居乐业，生活条件显著

改善，广大回民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和

边区政府。

在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做好民

族工作的同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也

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很好地争取团结了宗教上层人士

和广大信教群众，壮大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巩固了边区政府，并且利用

宗教的特有优势，冲破敌人的封锁，

促进了与边区外的交往。

在边区所辖的20多个县，150万

人口中，据1944年统计，共有天主教

堂20处、基督教堂7处、清真寺10处、

佛道教寺观8处。信教群众约在4万

人左右，在边区150万人口中所占比

例不算太大。边区政府成立的几年

内，宗教活动除伊斯兰教外，根据当

时的情况都被停止了，直到1941年边

区政府《施政纲领》发布后，天主教、

基督教才重新恢复了活动，而佛教会

因被日寇所控制而被取缔。但伊斯兰

教却自始至终都受到保护，进行正常

的宗教活动。

首先，建立伊斯兰教的宗教组织

和文化团体。1938年，以白崇禧为理

事长的中国回教救国会成立后，在号

召团结全国回民抗日救国运动中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以马青年（中央党

校）、金浪白（抗大）、马寅（陕北公

学）、苏冰（女大）等人为理事的延安

回民救国会于1940年2月26日成立。

这是边区第一个回民伊斯兰教的救国

组织。该会于1940年 3月10日发表

《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提出要组织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

会”。1940年10月7日，中国回教救

国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

促进会成立大会及边区第一次回民代

表会同时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到会人

员有上千人之多。大会首先恭诵《古

兰经》首章，朱德总司令、总书记张

闻天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随后，

盐池、定边、陇东等回民较多的县也

相继成立分会，回民较多的自治区、

乡也设有支会。全区回族同胞兴高采

烈，奔走相告，不仅大大调动了广大

回族团结抗日的积极性，而且对日

寇、汉奸、回奸败类的“防共”、“反

共”宣传、成立“回回国”的罪恶阴

谋给了沉重打击。

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境内回族人口

不多，1941年统计，全区共有回族348

户、1259人，主要分布在三边、陇东

和关中等地区。据1942年统计：盐池、

定边两县共有回民100多户，480多

人，加上陇东和关中也只有八、九百

人。但有回民聚居就有清真寺，1940

年前边区境内共有清真寺4处，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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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定边、曲子、三岔等城乡又

建了6处。这样，全边区清真寺达到

了10处，完全满足了穆斯林群众过宗

教生活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1940

年 2月，延安回民救国会向政府提出

成立清真食堂和建清真寺的建议，很

快得到答复：边区财政拨款7000元，

延安市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座落在延

安青年文化沟的清真寺于当年10 月

顺利建成。毛泽东主席亲自题碑“清

真寺”三个大字。这是他伟大的一生

中唯一一次为宗教场所题名。住寺阿

訇马生福不仅被安排为边区政府参

议，而且还是边区政府18 个委员之

一，发挥了很好的参政议政作用。其

余杨学智、李正兴阿訇也都爱国爱

教，中国伊协原会长张杰1946年被延

安清真寺礼聘为副阿訇（副教长），本

斋回民支队随军阿訇蔡永清于1945

年在延安受到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

上述情况说明，边区内所有穆斯林都

充分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权

利，宗教活动场所受到了保护，宗教

人士得到了很好地政治安排，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得到壮大，证明了

党的宗教政策的无比正确。

二、《回回民族问题》的出版发行

谈论一些延安时期党的回族与伊

斯兰教工作情况，目的在于说明正是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了这些具体政策并

且得到充分的证明它的正确，才能够

在这些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从而进一

步升华为理论的概括。没有延安时期

对回族、伊斯兰教工作的成功实践，

《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就不可能在延

安时期出版问世。在这里，我们不能

不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

同志，是他在延安就任中央西北工委

秘书长时，除完成繁重的工作外，又

精心对回族、伊斯兰教进行了全面的

思考和理论研究。1940年4月，西北

工委拟定、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李维汉

同志《关于回回民族的提纲》（见《李

维汉选集》）重要文献发表，全文共6

个部分，主要说明居住在陕甘宁青及

全国各地的353万回族的族源是隋唐

以来到中国贸易的波斯大食人，以及

元朝随同蒙古军大量涌入中国的西亚

和中亚士兵、工匠等在中国土地上定

居、繁衍，形成一个民族。关于回教

与回族的关系，着重指出伊斯兰教对

回族来说，不只是个简单的宗教信

仰，而且成为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

成部分。这种论述是非常精准正确

的，而且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把回族

与回教分离出来，独立叙述。但这是

一篇政治文献，不可能进行过多的学

术考证与科学依据的阐述。1940年6

月16日，李维汉同志在《解放》109

期发表了《回回问题研究》的重要文

章。全文共分8个部分；重新论述和

强调了回族的来源；突出阐示回回是

一个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针

对当前的形势，指出回族解放的出

路、回族的社会经济状况，革命传统

以及回汉团结实现民族平等，等内

容。这篇文章有力地批驳了回回不是

一个民族，回回问题不是民族问题的

各种谬论。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已进入抗日

战争的最艰苦阶段，一方面日寇除正

面军事进攻外，还大肆进行“防共”、

“ 反共”宣传，努力推行在西北建立

“回回国”的图谋。有的回奸败类也散

布“回回争教不争国”的滥调；另一

方面，国内大资产阶级、大汉族主义

统治者不承认回回是个民族。正如蒋

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说的

回回是信仰回教的汉人（所谓汉回）；

第三就是回族同志在族教关系上分不

清楚，回族就是回教，回教等于回族，

表现出一定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而

不利于回汉团结共同抗日，也妨碍着

本民族的发展；第四，边区境内各民

族一律平等，回蒙等少数民族实现了

自治并且有自己的抗日武装等等，充

分证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积累

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革命经验。在这样

的背景下，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

《关于回回问题的提纲》《回回问题研

究》的基础上，有8万多字的《回回

民族问题》一书应运而生，于1941年

7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公

开发行。

全书共九章：

(一)回回民族的来源、名称与分

布情况。说明回族的来源“主要的是

元朝时来中国的回回人。回回民族在

发展的过程中还加入了大量的汉人成

份，此外还可能有回纥、回鹘人”。回

回民族的先人是外来的，而回族却是

在中国土地上在元朝时代开始形成

的，有力地批驳了“回族是外来民族”

的“民族外来论”，增强了回回民族的

爱国抗日热情；

（二）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

回回民族。回回民族有七、八百年的

历史。长期受封建压迫，回族是富于

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从清朝顺治直

到同治年间，回族进行了一系列的反

抗、起义斗争，除西北地区外，云南

杜文秀的回民起义有更大影响。”；

（三）什么是伊斯兰教。阐述了伊

斯兰教的发生、发展以及传入中国的

历史；

（四）回族发展过程中的回教。正

确地指出“为中国回回民族所信奉而

称作回教的伊斯兰教，不仅同回回民

族的发展不可分离，而且已经随着回

回民族的发展而带来了许多显著的、

新的特征”。如门宦等；

（五）从回族的政治地位、经济状

况、受压迫的文化与汉族及其他民族

的关系等四个方面作了较大篇幅的叙

述。

（六）空前的民族危机与回族解

放的道路。揭露日寇、回奸败类的“以

华治华”、“以回治回”、“保护回教”的

各种蛊惑宣传，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团结抗日才是民族解放的唯一

出路；

（七）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本书

的全文都始终把回回当成一个民族，

把回回问题当做民族问题来论述。这

是该书的宗旨和理论核心；

（八）团结回回民族共同抗战建

国的政策。

交流探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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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陕甘宁边区的回民。最后是

“简短的结论”。这本书以民族研究会

的名义发表，主要是为了能够在国统

区和沦陷区更好地发行，扩大宣传阵

地，在全国回族和各族人民中起到团

结抗战的巨大作用。

也许要问该书的作者是谁呢？应

该说这本书是集体创作研究的结果。

首先是李维汉同志，他写的《回回问

题研究》（1941年6月16日）奠定了

该书的基本章节和框架。时任西北工

委民族问题研究室负责人的刘春同志

承担了回族与回教、族教关系部分，

并负责全书文字修改、润色与加工。

而民族问题研究组的牙含章同志则负

责了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历史部分，

而书的全文则是由徐特立老人审定

的。就我所知，三位作者没有一人是

回族。到现在看来，这本书的立论都

是非常正确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

件下，陕甘宁边区被层层包围和封锁

的环境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真是

难能可贵。

三、结束语

《回回民族问题》出版到现在已

经近70周年了。它的出版不仅有着重

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

指导意义。

在这里，笔者想就当前回族学研

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

法。

（一）关于伊斯兰教与回族进行

教族相分别问题。

《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解决的最

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回族与回教区分开

来。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回回是回族、

是民族问题，把回族从回教中分离出

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学科这无疑是正

确的。但是，笔者认为延安时期对于

族教的划分，主要是把“大回回论”、

泛回教论与全体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之一——回族相分开，是把回族从回

教中分解出来，比如五族共和的“回”

就包括了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其

他少数民族，不能把凡信仰伊斯兰教

的都称为回回，把回回民族信仰的伊

斯兰教强令称为回教（解放后政府有

通知不再称回教）。但是，伊斯兰教是

回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它在回族的形

成中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

用，并且渗透到回回民族生活的各个

方面。因而统计回族穆斯林人数，总

是与回族人口数相一致，其他信仰伊

斯兰教的9个少数民族也是如此。但

现在有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族教

分离论，非把穆斯林与回族人为地截

然分开。比如有的地方，在信仰伊斯

兰教的少数民族中，把妇女、干部职

工、学生、工人，18岁以下的青少年

都说成是非穆斯林；也有的地方，一

个省新近统计有回族人口40多万，但

统计穆斯林仅只几百人，标准是不吃

猪肉的回回才是穆斯林，不是穆斯林

的回族人是不禁食猪肉的。这种做法

看起来很革命、很进步，但笔者认为

这样做严重地伤害了回回民族的民族

感情，也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

是与《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宗旨相

悖的。周恩来在1957年的青岛民族工

作座谈会上就指出过：信仰伊斯兰教

的回族群众中，谁是谁不是穆斯林是

划不清楚的，所以直到现在，进行民

族、宗教人口统计时，总是把穆斯林

人数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

数一并统计，人口数是一致的。

（二）关于个别回族信仰了其它

宗教的问题。

在当前确实有个别地方、个别回

族群众信仰了其它宗教，如：基督教、

佛道教等。

关于这种情况怎样看待？从大的

方面说，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所谓信仰自由，就是说公民有信仰宗

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

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今天信仰宗教，

后来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放弃原

来信仰而改信其它宗教的自由。这是

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是，我

国老一辈的一些民族工作的领导同志

认为：虽然宪法规定了上述宗教信仰

自由的民主权利，但是伊斯兰教是民

族宗教，是回回全民族信仰的宗教，

它与回回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

惯、心理素质、历史文化密不可分。任

何宗教都有两重性，即：宣教性（护

教性）与排他性。个别回族改信其他

宗教，这就不单纯是个人自由选择的

私事，而容易引起民族隔阂甚至民族

矛盾，引起护教、排教等宗教矛盾、冲

突。应从大处考虑，回族最好不要改

信其它宗教，其它宗教也不要到回族

中发展宗教、吸收信徒。

（三）民族问题的实质

《回回民族问题》等重要文献一

再强调，回回是一个民族，回回问题

是民族问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旧中国，回回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一

样，处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残暴

统治下，这种民族问题的实质当然是

阶级斗争问题。但解放后的60 多年

来，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55个民族，

团结和睦地生活在没有阶级、没有剥

削，统一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

大家庭中。虽然民族并没有消亡，民

族问题依然存在，但现阶段民族问题

的实质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民族差

别、民族发展程度的不同。解决民族

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党

的民族宗教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经济，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尽快脱贫

致富，缩小民族差别，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回回民族问题》发表已经70周

年了，现在读起来仍感到那么亲切，

仍然能从中不断受益。今天我们纪念

它的出版发行，就要更好地继承革命

传统，发扬延安精神，认真宣传贯彻

好党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珍惜民族

团结进步、民族和睦、民族发展的大

好形势，紧紧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做出我们回回民族应有的

贡献。

（作者系国家宗教局原副局长，中国伊协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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