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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
张晓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同治年间，因回民起义军“不杀在（天主）教人”，引发了陕西汉族百姓纷纷皈依天主教以

避战乱，天主教在陕西境内迅速扩展。从而揭示出清代末年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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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壬戌夏四月，陕西回族在关中东部的华阴暴发起义。回汉两族之间相互仇杀，
随即暴动蔓延至关中各地、陕西全省以及相邻的甘肃省，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
这次回民起义无疑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尤其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
响，造成了关中、陕北地区人口锐减，土地大面积荒芜。笔者在研究晚清陕西宗教分布时，发现有这
样一个现象，即地方史志中普遍认为陕西各地，尤其关中地区天主教的传播，是因为同治回民起义
时回民不杀在教人引发的。若按此线索作进一步的考察，也许有助于廓清晚清天主教在陕西省内
的传播历程，同时对我们深入了解近代文化在陕西境内的传播特点大有裨益。

基督教进入陕西早在明代末年，“泰国两教之播布关内，始自明末清初”（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静风
俗四》）。《中华归主》中将天主教进入陕西的年代系于１６２５年（天启五年）ｕ Ｊ。但比较确切的标志应

是陕西泾阳人王徵于１６２８年（天启八年）在陕西筑有第一座教堂——“崇一堂”和一处住院【２Ｊ。．此
后直至清初，即使是在明末战乱年间，天主教仍在陕西暗中发展。

进入清初，罗马天主教会依然关注着中国内地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先后派遣传教士进驻陕西。
１６５７年至１６６２年（顺治十四年——康熙元年）法国人穆格我（Ｃｌａｕｄｅ Ｍｏｔｅｌ）神父被派往陕西传教。
＊本项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９９ｃｚｓ００２）和复旦大学亚洲基督教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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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０－－－１６８４年间（康熙二十——二十三年），罗马天主教会中国副省会长陆泰然（Ａｎｄｒｅａ－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Ｌｕｔ．ｎｉ）曾到山陕教区巡视。与此差相同时，法国神甫方德望（Ｅｔｉｅｎｎｅ Ｆａｂｅｒ）独自在汉中地区传教，
归化信徒，建立教堂。
此后的百余年间，由于礼仪之争，使康熙帝及其后继者雍正帝改变了过去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
宽容态度，转而实施比较严厉的禁教政策。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下诏，令愿在中国继续传教的传教
士必须声明遵守利玛窦的规矩，方可领取内务府的“印票”继续传教，否则一律递解出境。同时也对
中国的天主教教堂及信徒实施了限制。自此，陕西教会也与中国内地的其他教会一样，进入一个低
谷时期。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陕西教会仍在暗中活动。据《清高宗实录》中的有关记载，乾隆年间，西洋
人李世辅神甫一直在山、陕地区传教。而罗马教会方面也承认，他们一直不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
内地各省，当然包括陕西教区在内。如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夏天，四位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由澳
门起航，欲往陕西教区。只是他们未到陕西就在湖北被清廷捕获。更为不幸的是，此时正值满清政
府被蔓延在陕甘一带的回民起义弄得焦头烂额，遂将教会派遣传教士进入陕西这一事件与回民起
义联系起来，认为罗马教廷是在得知西北回民造反后，欲派人到陕西暗通消息。清廷立即诏令对全
国的传教士、天主教教徒“迅速严拿，一并解京，归案办理”（《清高宗实录》卷１２１５）。无疑，这次教难给陕
西天主教事业以沉重的打击：不仅所有教堂被毁，一批欧洲和中国神职人员或捕或逃，天主教徒被
勒令放弃信仰，甚至连带着那些允许外国人进入本地的地方官员也受到了处罚。好在此次禁教时
间持续甚短，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后禁令就逐渐松弛，传教士可以暗中继续他们的传教活动了。
随后的嘉庆、道光两朝虽继承了前朝的禁教政策，但天主教传教士在陕西境内布道活动一直持
续不断①，只是发展甚为迟缓。嘉庆五年（１８００）时，据罗马教会方面估计，山、陕和湖广等地共有６
万教徒，其中陕西教徒大约２万余人旧Ｊ。

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凭借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开始在中国境内大肆开展传教活动。为了扩展
势力的需要，陕西于１８４４年（道光二十四年）从山西代牧区分离出来，成立了新的代牧区。尽管当

时还有“定例五口通商以外，不准该夷擅入内地”的明文规定［４＿ｐ１６２ｊ，但大批传教士毫不顾忌，接受教
会的差遣，纷纷从口岸城市进入内地传教。在陕十数年的意大利人龚山林神甫的经历，当能反映在
陕外国传教士的情况：
据龚山林供，……素习天主教，伊通晓汉语，经本国发给执照，同廉神甫由海道至广东
澳门，改换衣冠，潜入内地传教。廉神甫中途病故。伊于道光二十四年由广东来至陕西高
陵县，遇见在彼寄寓之山西人高一志，捏称同乡央留居住。高一志因患瘫痪病，随伊念经，
吃斋祈福。旋有高陵县人李茂禄、李信，城固县人王学书，沔县人谢若望，先后随伊习教。
嗣李茂禄迁居汉中府。伊于本年四月带同谢若望、李信同往探望，行至留坝即被盘
获。［４－ｐ１７７１

显然，龚山林至此时已在陕西潜住长达十七年之久，只是因其“饮食衣服言语直与土著无异”，加之“天
主教向不敛钱，并无托言邪术，煽惑夜聚晓散等事，民间不以为怪”，所以直到咸丰年间才被发现。

不过，尽管有这些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勇于献身基督教事业的传教士们，但是陕西天主教发展
仍很缓慢，天主教徒人数几无增长［５］５。而从罗马教会在１８６７年（同治六年）估计陕西有２．３万余名
天主教徒来看【６Ｊ６，也确实较鸦片战争以前无甚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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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教案》上，《湖广总督裕泰等奏报查办潜入内地意大利传教士李若瑟等情形摺》载：“山陕地方都设有天主堂。”另据
李伯毅《高陵通远坊天主堂沿革》一文中称，自明末至道光初年，高陵县通远坊一带一直有教徒活动，从康熙至鸦片战争
之前，先后主持陕西教务的有兰溪主教、方济升主教、罗静雅主教和冯尚仁主教等意大利人。在此期间，不仅通远坊建有
教堂和修院，在渭南葛家沟也修有一所教堂。载《中国天主教）１９９８年第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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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陕西天主教的传布处于迟滞，传教士一筹莫展之际，一场大动乱在关中地区悄然拉开了帏
幕。
明清时期，回族已形成了聚居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分布格局。同治之前陕西号称“民七回三”①。
此处所谓的民，即为汉族。也就是说，陕西人口中回族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人数有百万之众。
而这近百万的回族，约分为八百余坊，散布在关中及陕北各县。
回汉比邻而居，不同的宗教信仰，迥异的风俗习惯以及相互间的利益冲突等等都成为产生矛盾
的根源。终清一代，回汉民族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回汉因此械斗者，不一而足，几于无岁无处无
之”【７ｊ。加之，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汉族官员抱有严重的民族歧视心理，认为“回民自为一教，异言
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需要地方官员“严加惩治约束”（《清世宗实录》卷８０）。这样的态度更造成
回族积怨深重。因此，当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渭南回民因越界砍伐华州汉民竹木，被击毙二人，而华州、
渭南两县官员又明显偏袒庇护汉民时，顿时“回情怨沸”②，引发了回汉之间激烈的械斗。随之暴动
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至关中各地，乃及于全陕，最终酿成绵延数省、持续十数年的回民起义。
由于其起因及历史渊源，都使得这次回民起义带有明显的民族战争的意味，也就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民族仇杀的现象。尤其是战争初期，关中地区顿成屠场，“渭河南北各州县汉回互相残杀”（《清
穆宗实录》卷３０）。加上后来平乱中死亡的义军及其随后大批迁出回族，陕西人口锐减。据曹树基先生
研究，在这次起义中，关中地区人口约损失了４５．８％，而陕西合省人口死亡约４６６万哺Ｊ。
就在回民起义的第二年（同治二年），为索取西安府和城固县两处教堂之事，法国驻华公使柏尔
德照会恭亲王。他在照会中有这样一段话：
该处官吏等为欲凌虐奉教人，无可藉口，遂指称教中有暗通回匪等情，谅贵亲王应已
深悉，近今十年以来，无论何处，一有贼至，每每奉教人先遭荼毒，非独毫无通贼之事，且较
之不奉教者受害尤多。目今此种污蔑之词，固可毋庸深辨。Ｌ４－ｐ３６６］
从时间上来看，其时正值清军在战场上获得了主动，回乱稍歇之际。满清政府惊魂未定，对于
通匪情事自然异常敏感。况且，如前文所述，乾隆年间就曾发生过因怀疑传教士暗通回民义军而引
发了全国性的教难事件。故此，对于“暗通回匪”这一指责，法国公使必然要使出浑身解数为教会摆
脱干系，如此才能在索取教堂问题上争取主动。
但事实究竟如何？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陕西巡抚刘蓉向中央汇报陕西“匪”情时称：
同治元年，陕省回变蜂生。渭北高陵首先煽乱，凡属汉民村庄无不焚毁，汉人男妇无
不伤残。至今蔓草荒烟，几无寸椽片瓦。独该（天主）教人所居高陵通运（此应为“远”）坊
五村毫无凌犯，屋宇庐舍，岿然独存，谓系同教之人不加戕害。由是汉民之畏死避祸者，往
往投入彼教，冀获幸存。是其同类相护，亦既显有明征矣。卜ｐ５３８Ｊ
此处地方官员虽然并没有明指天主教暗通回民军，但认为天主教教徒在杀机四起的关中独得自保，
显然是因为回民认为教民是“同教之人”的缘故。正因为认定天主教有此“前科”，在回变间歇之际，
陕西地方官员因担心西安城内回、教勾结，有“今若许法国教堂居然设立城内，实虑潜相勾结，为祸
萧墙”之虑，所以不愿交出西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并咬定天主教会一定会因回民军“前次既有不加伤

①《秦陇回务纪略》卷１。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１７６《纪事十·平定回匪四》载：“原在陕西省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
邻、郝－－＇Ｎ－－十多州县里住有回民七、八十万到一百万，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
②《秦陇回务纪略》卷１载：先是，回民上诉到华州署，而“华州牧因回民越界砍汉民竹，将砍竹者痛罚”。回民不服，再回到渭
南，“诉之于本邑。邑令曹士鹤不准理，反以荷校辱之。”由是“回情怨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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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情，日后必有阴相庇护之势”【｝回８Ｊ。
由此看来，教会得到回民军的庇护，在当时的陕西地方官员看来已成确凿的事实。且在地方官
员眼中，这一行为显然有通匪之嫌。除了官方公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外，地方志中对此更是浓墨重
彩：“天主教则自咸丰中天津议和，法教士驻高陵神甫来鄢传教，而从者尚属寥寥。自回匪猖獗，不
杀从教之人，由是从者日众”（民国《郡县乡土志．宗教》），并认为这是人们皈依天主教的唯一原因。

至于当时的情形具体如何，我们只能从民国时期编纂的《宪政调查报告书》中得知其详情：
同治元年回变将作，法教士高一志时在县西之通远坊传教，与叛回为首者相约，凡县
民在教者特异其标识、彼此无相侵害。后果坚明如约。
此处并没有提到回民认为天主教是“同教之人”之说。实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虽同属外来宗教，但
其教义、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都大为迥异，自不可能有“同教”之念①。真正的原因，倒可能真如上
引文所云：是高陵主教高一志事先曾与回民军首领相约，互不攻伐。而从后来的传闻来看，回民军
似也坚守了和约。
且不管具体情形如何，显然在关中地区广为流传的这一说法，吸引了大批正苦于回汉仇杀的普
通汉族百姓，使他们认定这是一个可以暂避厄运的机会。因此，“自回匪猖獗，不杀从教之人，由是
从者日众”。现实中，高陵通远坊附近四、五村之民相率人教即是其中的显例。而这样的例子在关
中地区并不少见，如民国《兴平县乡土志》同样记载了当地因“同治元年回变作，邑人之黠者多归附
天主教，得偷生焉”。
不过，在陕北的靖边县，情形与关中地区有所不同。教会在回民起义中，通过用武力保护教民，
而因此获得势力的扩张：
（靖边）县属宁条梁镇之小桥畔，法人传教有年，于光绪二十年间，以甘肃回乱，教士马文
明等在教堂周围筑土寨一，其地皆早年买到，其工皆雇人兴筑。当时大府饬查县令丁福奎覆
称系为防守教堂起见，并无他意。上游亦遂置之。自是厥后，入教之民益夥，辟田日广，置产
日多，自小桥畔以及张家畔垦地无虑数千顷，俨成殖民区域，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其势力似
较高陵、城固两堂尤为雄目，亦他日塞上之隐忧也。（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
虽然，此处与高陵通远坊的情况完全两样，教会凭借的是实力和武装。但共同的是，在生死攸
关之际，教会保护了教民。而这一点正是普通中国百姓孜孜以求的。
正是在回民起义中，有上述两种现象，因此，在陕西就有了直接将当地天主教兴盛的原因归于
回民起义的观念，甚至还产生了“迨多忠勇（隆阿）、左文襄（宗棠）公统兵西麾，扫清关陕，回种亡，天

主教盛”（民国《兴平县乡土志》）之说。
事实上，我们从陕西基督教的发展历程来看，同治年间也确实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１８６７年（同治六年）陕西计有２．３万余名天主教徒，由７位外国神父和１７位中国神父引领。
但此后，陕西天主教显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１９２０年（民国九年），陕西全省天主教徒已达
５．７万人，共有天主教堂３００余所，分设１４９处。其中外国神甫２８人，外国修女３８人，中国神甫３８
人②。不仅人数较之同治年间翻了一番还多，四十年间受洗的信徒是前三百年的总和，而且“天主
教亦遍行乎三辅及山南山北之区”（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这虽然与中国当时大的历史背景
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定有回民起义直接的“功劳”。无疑，此次起义中教会的行动为
当地百姓树立了一个榜样，即上帝可以庇护他所特选的子民，使其免遭厄运。这对于把宗教信仰作
为一种趋利避害方式的国人，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说，正是回民起义这一契机，使得陕西

①但《古兰经》中认为，有信仰的人要比无信仰的人优胜，而在回族中也认为信教（无论何教）的汉民优于不信教的汉民。
②《中华归主》，４３９页。另据《陕甘调查记》载，陕北有天主教徒二千二百五十人，关中为三万五千余人，陕南有』万四千三

百余人，合计有五万一千余人，与《中华归主》的统计数据略有差异。ａＥ方杂志社丛书之一》，第１卜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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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获得了一次扩展势力的机遇。民国时期有人即已注意到这一现象：

每雍部更一变，西教必为之一涨。迨乎庚子之乱，小桥畔一案，赔款颇多，由是三边之
地投教之民日繁，租种之田日广，遂有边墙千里成为天主教殖民地之称。斯亦教事之最宜
注意者矣”（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

其实战乱并非陕西天主教蔓延扩散的根本原因。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的作者在总结清末
民国初年陕西各地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时，曾这样说道：“关中民目天主、耶稣为洋教，并不判其为
公教、修教也。且亦未悉修教之较胜于公教也。从之者贸然，主之者茫然，不过缘权势财用之驱迫
依附已耳！”此语道出了关中士民崇奉基督教的实质。
不惟关中民众如此，也不惟视基督教如此，象陕北靖边县民众“贫者崇奉天主教以图存，富者崇
奉佛道二教以祈福”（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出于同样的理念，地处陕北的葭县民众，将基督教
与中国传统的佛道、巫觋视为同类，不过是祈福避灾的另一种方式：“民俗迷信鬼神惑于巫觋，许愿
祈福习以为常。昔时专信佛道，近年设有耶稣天主等教堂，信奉者甚夥。”（民国＜葭县志．风俗》）。换言
之，在中国，教徒对上帝的祈求，主要是集中在现实焦虑和世俗需要上，已把灵魂拯救异化成传统的
神功崇拜。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当然不只出现在陕西，中国各地对待宗教的态度大多类此。但是与佛
道的报应多是以一种虚幻的或神奇的方式出现不同，在晚清时期的国人眼中，皈依天主教，还有别
的宗教难以给予的现实关怀。
自咸丰年间天津议和，始启教讼。借助列强的坚船利炮，各国政府多方面庇佑其在华的天主教
传教团，传教士对其属下的教民扛帮庇护，直接干涉词讼：“现惟牵涉教务之件，其主教不免从中扛
帮庇护”［４。ｐ５４１Ｊ。尤其是天主教，常倚本国的势力干预诉讼，包庇教民。而一些不法平民也藉此以逃
避政府的法律。如平利县的教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洛河民人袁瑞林、刘子模充当本地团保，因浮派烟地税钱被民人詹朝珠等控官责革，
后遂相率入教。本年五月间袁瑞林赴教堂，声称詹朝珠等串同川匪何裁缝在洛河一带毁

谤教会。教士毕德修抵书平利县知县王宗濂请速查办。怍ｐ６５８Ｊ
清末发生在陕诬各地的教案大多如同这起案件一样，一些不法教民借助教士的干涉，在词讼中取
胜。无疑，教士的这种做法引起当地百姓与地方官员的极度反感。
然而，清廷的软弱无能，害怕惹起事端，使得地方官员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往往进退维谷：一方面
痛恨教民的不守旧习；另一方面又惧怕严惩教民之后，在外国领事的压力下受到上级的斥责，甚至革
职查办。比如同治四年（１８６５）陕西盏廑县知县曾因教民二人不肯出费修庙，遂拘禁并杖责百余。但
这位官员后来就受到了上级官员的申斥【４＿ｐ４醴Ｊ。因而，不少官员即使是对教民强烈不满，却也无可如
何。
作为朝廷在地方的代表，当地政府对待教会与教民态度的前后反覆，使得普通百姓发现，天主

教会俨然已成为一股可与官府分庭抗礼的势力，甚至在某些方面其势力已在官府之上。故在受到
官府不公正待遇之际，一般百姓在无法依仗其他势力时，遂希图通过加入教会组织，藉教会之力以
获得自己以为公正的待遇。这种情况在清末的陕西各地比比皆是。如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平利
县民刘先楷“因讼曲，赴郡城入天主教，希图倚势凌人”。显然，此事得以成功，所以才会有当地“无
赖者纷纷以人（天主教）”（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的现象产生。

正因为此，时人对平民人教，普遍抱有“中国莠民最多，往往借人教为护符，横行乡里。教士受

其朦蔽，仍予优容”［９＿衄］的看法。即使也有相当部分的良善之辈是“因信教而人教者”，但在当时一
般人的观念中，更多的却是“不肖之愚民遂倚此为逋逃薮矣”（《宁羌州乡土志嗦教》）。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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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包揽词讼、干预内政之外，由于基督教传教团良好的组织，更多的百姓希图通过加
入教会，以提高自身抵御灾害的能力，由此而将基督教会视作福祗之所在。事实上，传教士们也往
往利用中国百姓这种功利心理，达到其传教的目的。这从光绪大灾时天主教会所为可见一斑：“光
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宁羌）州西大饥，法国天主教士郭锡德以赈饥为名，诱民人教，洎来者日
众”（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明显地，陕西天主教会将此次灾荒视作解救苦难、传播福音的机
遇，通过赈济灾民，扩大自己的影响，使得相当一部分的普通百姓皈依天主教。
对于在华基督教传教中存在的这种弊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一点，指出传教士传教
的目标与中国人信教目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西人入中国传教，劝人为善，志本无他。无如中土人心风俗日漓，教民之真心信道者
百中不过一二，恃洋人教堂为护符，狐假虎威，藉以欺压良善抗制官长者则十常八九，与新
旧两约之理固大相径庭。［９＿ｐ２６６］
由于相当一部分教民不是因为钦慕教义而皈依天主教的，对天主教的教义及其宗教活动相对淡漠，
以致于“每逢礼拜赴堂诵经者尚属寥寥”（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此当然大失天主教会传教之
本义。
然而，这一现象毕竟是在清末中国内外交困这种特殊的情形下诞生的怪胎。随着历史的发展，
以及天主教传教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种现象逐渐得到了纠正。相当多的传教士随后改变了传
教策略，不再依靠利益驱动其传教事业的发展，而是深入城镇乡村，宣示教义，来吸纳真正愿意聆听
上帝的声音、愿意选择基督一样生活的人们进入上帝的殿堂。如葭县的天主教士即由初始“对地方
教民词讼案件尚加干涉”，转而为“渐谨守条约，除传教外，他非所闻问，是以民教之间可相安于无事
云”（民国《葭县志．宗教志》）。到了民国年间更是如此。大多数的教民都能谨守教规，遵礼守法。如凤翔
县“（天主、耶稣）两教信徒类皆谨守教规，恪遵宪典”（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陕南西乡“教民循

谨，与世无忤”（民国牺乡县志．风俗志》）。不过，这一传教政策的转变，很自然地会让那些原本企冀以教
会为依恃的百姓退避三舍，短期内或许影响了传教的效果，如前述平利县先前曾因教士包揽词讼，

致使民众纷纷人教，然而“近数年来民见入教并不足恃”，所以“崇拜者少”（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
四》），此即明证。但是，正因为不再借助利益诱导，直到这时基督教的传播才回归到其本义，向真正
信服之人传播福音，使他们皈依上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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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高小岩.Gao Xiaoyan 李得仓对近代张家川的影响——兼论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 -昌吉学院学报
2008,""(6)
在清朝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中,李得仓率领"南八营"起义军转战于陇东南一带抗击清军.最终由于形势所迫,接受招抚,客观上达到了维护民族权
益、削弱封建专制压迫的目的.李得仓成为地方官员之后,向清廷争取回民的正当权益,促进回汉团结,支持民族宗教事业,为近代张家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李得仓,不仅有助于客观看待回民起义尤其是对研究近代张家川的形成与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2.期刊论文 马强.MA Qiang 从口述中找回历史:马长寿先生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 -回族研究2007,""(1)
马长寿先生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是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事件的记录和分析.从人类学角度审视,其研究价值有四,即
弥补资料之缺失、赋予历史以真实、反观自身之文化、理解他者之心灵.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的民间立场和叙事,弥补了以往资料多出自官府和汉族
士绅及内容和观点偏狭之不足.就此可以看出马长寿先生是一位学养宽厚、眼光敏锐、博与专结合的人类学家.

3.期刊论文 杨永福.杨红伟.Yang Yunfu.Yang Hongwei 试论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前后的回汉民族关系 -兰州教
育学院学报2001,""(1)
由于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甘肃回民起义前夕的回汉民族关系日趋紧张.起义发生后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初期比较普遍地存在互相仇杀的
现象.同时,回民军领导人在主观上有改善回汉关系的愿望,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根本改变民族关系的逆向发展.回汉民族关系对起义的结局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加速了起义的失败.

4.学位论文 武士靖 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迁徙研究 2009
清同治年间发生的陕甘回民起义是近代西北社会及回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影响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而且引发回民居住地域
的巨大变迁。
清期后期，国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愈益激化。而此时的陕甘地区社会经济问题也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汉、回摩擦不断。同治元
年，太平军到达长安，使回、汉矛盾进一步激化，回民起义在关中地区首先爆发，并扩展到甘肃。在清政府的镇压下，回民起义以失败告终。战后，清
政府对陕甘回民进行了重新安置，使其居住地域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陕甘地区除西宁、河州等地回民得以留居当地外，大部分被左宗棠强制安插在甘肃
平凉、静宁、隆德、会宁、安定、秦安、清水、固原等地。同时，白彦虎一支远达中亚。起义过程中，还有部分回民四散逃离，流落到陕南、四川、内
蒙古等地。这次回民迁徙，系由原来条件优越的河谷、平原地带迁往贫穷、荒芜的山陵地区，地域区分显著，而居住地则更为集中。各地回民(尤以陕西
回民为主)被迫迁出原居地，使当地人口减少，经济发展缓慢，随之引发外地移民的进入和一些文化新现象的出现。而对迁入地来说，回民的进入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并带来行政建置的变更。更为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今天西北民族的分布格局。
总之，同治年间发生的这次回民迁徙活动，其发生过程和变迁是复杂而显著的，对西北地区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5.期刊论文 拜学英 悲壮的历史 不屈的往事——读《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回族研究
2000,""(4)
公元1862年，陕西爆发了历时17年的回民反清起义，对这段悲壮而不幸的历史，官方的记载失之公允。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
长寿和他的弟子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就回民起义在各地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得到了来自民间的真实宝贵资料，后历经曲折，终于使《同治年间陕西
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问世。

6.期刊论文 杨志娟 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 -民族研究2003,""(2)
清同治年间,地处西北的陕、甘两省人口下降1500万之巨,为历史所罕见,是近代中国人口继咸丰年间大幅度下降后的又一次锐减.本文认为,战乱以及
频繁的灾荒是造成这次西北地区人口骤减的主要原因,并对此作了具体分析.

7.期刊论文 杨利 陕北民歌与晚清民初的回民起义 -传承（学术理论版）2010,""(1)
陕北民歌中的<调兵曲>、<高大人领兵>等歌曲反映了近代同治年间陕北回民起义的一些情况,文中论述了回民起义的原因、事件经过、善后工作、失
败缘由、起义的影响等,可见陕北民歌对陕北近代历史文化有呈现功能.

8.期刊论文 僧海霞.SENG Hai-xia 晚清陕甘回民起义与关中地区汉人信仰的变迁——以寺庙宫观的新建、重建和
废弃为中心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了历时近十年的回民起义,关中地区信仰景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战中和战后,以庙宇为主体的信仰景观经历了新建、重
建和废弃,这体现了地方社会对国家意志的认同,见证了区域民众对信仰客体的重新选择.庙宇是信仰存在的表征,它的暂时缺失未必造成信仰的中断或消
失,庙宇的建造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信仰的变迁.

9.期刊论文 赵维玺 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为考察点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0,""(3)
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为了加强对甘宁青地区回族的管理,采取了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的政策.从政策本身来看,防范和隔离具有
强制性,要求就抚回民严格遵守;而民族同化政策,作为一项长远规划,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一民族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维持了战后一个较长时
段的社会稳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甘宁青地区回族的发展.

10.期刊论文 虎隆.马献喜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洪 -回族研究2006,""(3)
普洱马阿洪,名寿清,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云南籍著名阿洪.在清朝同治年间参加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用"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正大光明
》,简要记录和回忆了那时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作者的感想、回民被左宗棠大肆屠杀以
及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等.本文以普洱马阿洪一生的历史和陕甘回民起义为轴线,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民间调查、口头传述和文本资料,对普洱马阿洪
的生平、著述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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