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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針對撒拉族本身的社會發展對鄉鎮企業的影響來做分析討論，從社會

價值觀、傳統經濟生活和教育問題等三個層面，來探討其對鄉鎮企業發展的影響。 
 

第一節 社會價值觀 

 
    在第三章中，筆者從宗教對於撒拉族鄉鎮企業的影響來做分析研究，就是因

為伊斯蘭教本身對於穆斯林民族而言，有一套不同於其他宗教的經濟觀，因此撒

拉族作為一個穆斯林民族，在發展民族經濟的時候也深受伊斯蘭教經濟觀的影

響。但是上一章筆者也提到雖然同樣是信仰伊斯蘭教的穆斯林民族，在面對現代

金融體系所產生與伊斯蘭教教義不合的問題時，撒拉族卻還能找出適應的機制來

發展鄉鎮企業，而不像臨夏的回族因為伊斯蘭教與現代金融體系在利息上的問

題，來阻礙了經濟的發展。筆者認為這是因為除了伊斯蘭教的經濟觀影響著撒拉

族的鄉鎮企業發展之外，撒拉族本身的社會價值體系也對其發揮著作用，因此在

這一節中，筆者將從撒拉族的社會價值觀切入，分為四個面向來探討其對鄉鎮企

業的影響。 
 
一、適應性強 

撒拉族研究學者馬偉在其所著之〈撒拉族人口的行業及職業結構分析〉一文 

中提到：「撒拉族先民入居循化後，雖然生產技術還十分落後，但很快就適應了

“紅山對紅山，積石一條川＂的地理條件，宜牧從牧，宜林從林，或狩獵工副，

或耕地從農，並積極向當地民族學習，擇善而從。他們從漢族那裡學來了播種施

肥、開渠灌溉、田間管理等更精細的農業技術和手工工匠等技術；從蒙古族、藏

族那裡學來了具有青海特色的放牧技能；通過與回族的接觸，更加豐富了自己本

來就有的經商經驗。這種開放性和包融性兼具的適應能力，始終是撒拉族經濟文

化的一大特點，更是該民族得以形成、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撒拉族將農

業、畜牧業、商業、園藝等融合一體，博採眾長，為我所用，這種經濟結構的豐

富性不能不令人驚奇。」。1從上面這一段論述中可以看出，撒拉族對於環境的適

應能力是相當強的。從撒拉族的整個歷史發展中就能夠了解到，在面對不同文化

的民族，以及不同自然環境的現實狀態的時候，撒拉族所表現出來的面貌是採取

開放式的學習態度，而不是採取故步自封或是畫地自限的角度來保護本民族的發

展。也就是因為撒拉族有這樣的適應能力，才能在漫長的歷史脈絡中持續發展，

使得撒拉族能夠在八○年代以來的這一波改革開放中，找到發展鄉鎮企業的契

                                                 
1 馬偉，〈撒拉族人口的行業及職業結構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2 年第 13 卷第 2 期，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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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從馬偉的論述中除了可以看出撒拉族的適應能力之外，還有因為適應性強所

帶來的另一項對於撒拉族發展鄉鎮企業有重大影響的要素，那就是撒拉族提倡多

種經營的傳統，馬成俊教授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論述，也

認為這是使得撒拉族鄉鎮企業能夠大力的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從撒拉族多種

經營的經濟特色，就可以看出撒拉族在經濟生活上的適應性相當強，因此在撒拉

族發展鄉鎮企業的時候朝向非常多元的產業來經營，關於多種經營的這個部份將

在下一節中進行更深入的探討。 
    一個民族善於學習他人的經驗，才有可能在本民族原本的基礎上有更好的發

展，撒拉族諺語說：「種田學問多，莫忘問老農」。3就是因為長期與其他民族相

處，形成了撒拉族的開放性格，對於新事物的接受度較高，這對於撒拉族在興辦

鄉鎮企業時有很大的幫助，撒拉族這種文化上的適應性可以從與其他民族的接觸

中看得相當清楚。撒拉族因為特殊的歷史與地理因素，在很早期就與藏族建立了

密切的關係，元、明、清時期藏族在循化一帶居住的人數比撒拉族多得多，撒拉

族人定居到循化之後，與當地民族通婚也是人之常情，在撒拉族的民間傳說中，

也有這方面流傳的故事：4

         
        尕勒莽率眾定居循化街子以後，便為其兒子向文都（藏族居住的地方，

今循化縣境內街子的西南方向）頭人囊木洒求婚。……當時藏族頭人囊

木洒提出條件：結婚後要按藏族信奉的喇嘛教（即藏傳佛教）的規矩，

在牆壁上鑿佛龕、供佛像，每天叩頭敬奉，這與伊斯蘭教不敬偶像的規

矩衝突，無法調和，尕勒莽沒有答允。囊木洒又提出在住屋上放置嘛尼

筒（即達曲嘛尼經輪），也與伊斯蘭教衝突，沒有得到應允。又提出在

莊廓院中立經幡，也沒有得到應允。最後，提出在莊廓院四周圍牆四角

上放置白石頭，這一條與伊斯蘭教沒有衝突，尕勒莽答允了。 

 

因為和藏族通婚，撒拉族也才能迅速的繁衍，在撒拉族的文化中至今都還有 

許多藏族的習俗，尤其從婚俗中可以看得更清楚。到現在撒拉族結婚時作一盤

“油攪團＂5（象徵藏族食用的糌粑）送給新娘的送親團的人們分吃，仍是保留

了長期與藏族通婚習俗的文化遺跡。6到目前為止，撒拉族的經濟生活仍然受藏

                                                 
2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 131-132。 
3 董河燕、安永國，〈撒拉族諺語中的哲學思想管窺〉，《西北民族學院學報》，1997 年第 3 期，頁

81。 
4 羋一之著，《撒拉族史》，頁 48。 
5 用麥子麵作成，把麵粉均勻的灑在已經燒開水的的鍋中，然後再倒進青油，用筷子攪成黏稠， 

等麵和油熟透，盛入碗中，有時加入食鹽、辣椒成鹹油攪團，有時加紅糖成甜油攪團，用手指 

抓食。參考：陳雲芳、樊祥森著，《撒拉族》，頁 66。並參考：何星亮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

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羅斯.裕固.撒拉族文化志）》，頁 560-561。以

及郝蘇民主編，《絲路走廊的報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型態研究》，頁 121。 
6 羋一之著，《撒拉族史》，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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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影響，馬偉在〈撒拉族與藏族關係略述〉一文中，提到撒拉族與藏族的關係

時認為，撒拉族和藏族間的血肉關係，必不可免的要導致他們在經濟生活方面的

影響與交流，因為發展畜牧業，需要的牲畜得跟周圍的藏族進行商業交換，這在

客觀上無疑會受到藏族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影響。7

    撒拉族除了因為跟藏族通婚而受到藏族的文化影響之外，撒拉族也因為跟漢 

族往來密切，而學習到許多較新的事物。在撒拉族居住的循化地區的漢族人口， 

主要是在清雍正八年修城設營以後陸續遷入的，8而撒拉族在與漢族的交往過程 

中，學習到比較進步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這對於撒拉族的社會經濟發展有著 

很大的影響，從撒拉語受到很深的漢語影響就可以知道。韓建業在《撒拉族語言 
文化論》中有提到，撒拉語中向漢語借詞的數量特別多，涉及層面很廣，有政治 

經濟、教育文化、親屬稱謂、日常生活…等方面，尤其是表達新事物、新概念 

的漢語新詞彙被大量吸收到撒拉語之中。9

至於撒拉族與回族之間的關係更是密切，因為有著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蘭 

教，在生活習慣上較能互相配合，使撒拉族與回族通婚成為常態。在謝佐主編的

《青海民族關係史》裡的論述也認為，甚至從現在撒拉族的姓氏來看，其中有相

當一部分是從回族轉化而來。10在韓建業所著之《撒拉族語言文化論》之中，也

認為撒拉族除了韓姓這個“根子姓＂之外，還有馬、何、沈、蘇、盧、白、考、

蘭……等二十多個姓氏，其中馬姓和沈姓是從甘肅臨夏河州遷入的回族，而何、

考、白、蘭、盧等姓氏，也是從中原遷來的回族，經過長期的融合發展成為撒拉

族的一分子。11

    撒拉族就在長期與其他民族的互動之下，吸收了各民族文化的長處，使之融 

入自身的文化之中，使得撒拉族的傳統文化受到其他民族的影響，除了在宗教信 

仰方面始終堅持伊斯蘭教信仰之外，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程度的變化，在這樣的發 

展之下，撒拉族在面對新事物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上，對於撒拉族在適應新的環境 

變遷的時候，往往能很快速的掌握機會，也發展出撒拉族的適應機制。這一點對 

撒拉族發展鄉鎮企業有非常大的幫助，撒拉族社會對於這個變遷的市場經濟大環 

境有著自身的適應模式，也從上一章所提到的現代金融體制與伊斯蘭教的利息問 

題上，看到了在撒拉族社會中，對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我 

們可以從撒拉族對於利息的處理方式與態度中了解到，在面對新問題與新機會的 

時候，撒拉族基本上會努力把握新機會，至於新問題也會找尋能夠符合本身邏輯 

的方式來尋求解決，不會因為新機會有產生新的問題而放棄機會、裹足不前，這 

在撒拉族社會中是相當特殊的一個特色。 

    也就是因為撒拉族社會對於外來文化、事物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對於文化互 

                                                 
7 馬偉，〈撒拉族與藏族關係略述〉，收入馬成俊、馬偉主編，《百年撒拉族研究文集》，西寧：青

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1035-1036。 
8 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志》，頁 740。 
9 韓建業著，《撒拉族語言文化論》，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46。 
10 謝佐主編，《青海民族關係史》，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102。 
11 韓建業著，《撒拉族語言文化論》，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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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下所產生問題的適應性，鄉鎮企業才能找到了發展的機會，撒拉族的經濟水 

準也才能獲得提升。 

 
 
 
二、勤奮努力，吃苦耐勞 

撒拉族人相當的勤奮於勞動，而且也認為吃苦耐勞是一件美德，在撒拉族諺 
語中說：「不怕天寒地凍，就怕手腳不動」，還說到：「吃了沒吃看嘴巴，幹了沒

幹看袖子」。12另外還有一句諺語說：「富人不躺著吃，窮人不哭著吃」。13從這裡

幾句簡單的諺語中就可以看出撒拉族人的特性。撒拉族在循化這塊土地上，就是

靠著自己的雙手拼搏，建立了自己的家鄉。除了農牧兼營還發展園藝、手工業等

副業之外，他們還曾利用黃河水道，把採伐來的木材紮成木筏，順著河道運至蘭

州、寧夏、包頭一帶。14

    在筆者所接觸到的撒拉族人中，吃苦耐勞也是一個相當大的特色，筆者曾經

訪問過一些撒拉族人關於撒拉族在勞動上的特殊性，基本上得到的最多的答案就

是吃苦耐勞，在筆者田野調查期間所居住的撒拉族人家身上，也看到這一點，雖

然他們經營水泥預製版廠，經濟條件算是相當不錯，但是家中的婦女仍然從事農

作勞動，自己種莊稼、收麥子、養牲畜，不因為家中經濟狀況比較好而偷閒享福。

在訪問關於撒拉族經濟發展的狀況時，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所居住的撒拉族人家

的父親韓艾乙卜先生說到：15

         
        我們撒拉族都是不怕辛苦的，哪裡有錢賺就去哪裡，街子那邊也就是這

麼樣子才能發展起來的，從最早開始有車隊跑運輸，那很辛苦的，但是

掙錢多，只能這樣才可以有錢養家活口。我們以前也開車跑很多地方，

多遠都去，也到西藏去跑，都跑長途的才賺得到錢，以前我們辦廠子之

前兩父子一起跑，不過實在有很多危險，路上情況不一定，也很少在家，

所以後來才辦廠子。循化也有很多人是到黃河上游去撈金的，撈金是很

苦的，氣候環境的條件很差，各方面的狀況都不好，但是就是因為受的

了辛苦，所以循化有很多人才能成功。 
 

筆者在韓艾乙卜先生家中居住作田野調查的時候，他已經是新興建材廠的廠 
長了，做的是水泥預製版，不再是像過去那樣做跑長途的運輸業，但是從他的這

一段話中可以知道，在一般撒拉族人的心中，辛苦不是一件會令人退縮的事情，

                                                 
12 董河燕、安永國，〈撒拉族諺語中的哲學思想管窺〉，頁 81。 
13 郝蘇民主編，《絲路走廊的報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型態研究》，頁 168。 
14 堅燁，〈發揚優秀傳統克服消極因素－淺談撒拉族傳統文化與經濟建設〉，《青海民族研究》，1996
年第 1 期，頁 72。 
15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8 月 2 日在循化縣訪問韓艾乙卜所做之紀錄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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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撒拉族人來說，跑南闖北並不困難，只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沒有什麼事情會難

倒他們。馬成俊教授也相當認同這一點，認為撒拉人體格強壯、富有耐力、適應

性強，無論是冰天雪地的雪線地帶，還是在空氣稀薄的淘金礦點，無論是在修築

青藏公路的艱苦地段，還是在人跡罕至的草原牧區，都成為撒拉人涉足的商業空

間。16大環境的市場經濟趨勢當然是鄉鎮企業發展的契機，但是如果沒有撒拉族

這種刻苦耐勞的勞動力，是不可能讓循化的鄉鎮企業有如此蓬勃的發展的。 
第三章中筆者有提到伊斯蘭教關於努力生產的經濟觀，筆者認為就是因為撒

拉族本身受到伊斯蘭教經濟觀努力生產的影響，進而發展出這種勤奮努力、吃苦

耐勞的社會價值，對於鄉鎮企業的發展來說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撒拉族人鄙視懶

惰的人，不管是身處在哪裡，撒拉族人都願意憑著自己的本事勞動、養家活口，

而絕對不輕易乞討，能吃苦耐勞，不坐享清福，而且不論多麼艱苦的環境，撒拉

族人都能夠努力工作，賺取生活所需。撒拉族人以他們這種堅韌的性格與吃苦耐

勞的精神著稱，許多撒拉族人因為經濟生活而遠離循化，出外找更多的發展機

會。這在鄉鎮企業的發展上也是如此，就是因為這種不怕吃苦的精神，使得撒拉

族在經營鄉鎮企業的時候有更多的耐力。 
 
 
 
三、自尊心強 

撒拉族認為不管是什麼人，都應該有自尊心，都應該爭榮譽，而不應該落於 
人後。許多研究撒拉族的學者對於撒拉族的民族自尊心都有所描述，在馬偉對撒

拉族的評價上認為，撒拉族是一個勤勞、勇敢、自尊心極強的民族。17撒拉族人

因為有這樣的強烈自尊心，使得他們無論在多麼惡劣的環境，以及經濟生活的變

遷中，都有極強的承受力與抗壓力，而這樣強烈的自尊心，對於撒拉族在發展經

濟上面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幾百年來撒拉族就是靠著這種不服輸、不認輸的堅

強韌性，把循化當成根據地，披荊斬棘，把昔日的山溝建設成今天“青海的小江

南＂；而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市場經濟的一步步建立，循化的撒拉族人更

是不落人後的發展鄉鎮企業，大至機械化產品，小至農產品加工，撒拉人無所不

做，只要能使經濟發展的更好，就沒什麼苦差事能難得倒他們。 

    因為撒拉族的自尊心強，這一個特色也展現在鄉鎮企業的經營上。基本上撒

拉族人都不願意一輩子替人打工，不願意屈居人下，都希望能自己經營企業當老

闆，但是這樣的狀況，對於鄉鎮企業的發展並不完全都是好的影響。馬成俊教授

認為，撒拉族是個勇敢剛毅、自由豪放的民族，這使得撒拉人形成自主性較強的

性格，這在小農經濟和小商品經濟條件下是具有積極的經濟價值的，但在現代商

品經濟尤其在協作分工比較緊密、管理控制比較嚴格的工廠化生產體系中，他們

                                                 
16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 130。 
17 馬偉，〈撒拉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淺談〉，《青海民族研究》，1996 年第 2 期，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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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不太樂意受他人的約束，甚至認為到別人的工廠上班是不光榮的，雇用意識濃

厚，歸屬感差。18筆者在田野調查過程中也觀察到這種情形，訪問到一些撒拉族

人，普遍認為替人打工其實不是什麼光彩的事情，除非是進入國營企業或是當公

務員，否則不如自己當老闆。筆者訪問到循化縣一位自治縣人民政府的員工，A
先生時他提到：19

         

我們撒拉族很特殊的，寧為雞首不為牛後，這是因為大家都不想當別人

的部下，我們撒拉族是這樣的，覺得只有沒辦法的人才會去替別人幹

活，如果有辦法的都會想盡辦法自己當老闆，替別人工作總是好像矮別

人一截的樣子。 

 
    除了上面這一段訪問之外，筆者也有訪問到其他的撒拉族人，例如其中有一

位前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的員工A女士，她現在已經離職自己出來開設服飾店

當老闆，在訪問中筆者提問為什麼當初會離開伊佳民族用品公司，A女士說到：
20

         

        其實我們女性出來工作是好的，有自己的收入，可以幫助家裡的經濟，

但是那是一開始，後來我離開伊佳是因為也存了一點錢，自己開店做生

意還是會比較自由的，當老闆比較有自己的時間，對於家庭的照顧也比

較好，因為在別人公司裡做事情總是沒辦法，很多家裡的事情顧不了，

所以有一點本錢來開店就離開伊佳了。 

 

    從這兩段訪談內容可以看出來，在撒拉族人的心中，普遍認為自己當老闆是 

有能力者的第一選擇，只要自己有能力、有本錢，那麼幫別人工作就不成為一個 

值得考慮的選項了。這樣的情形雖然使得鄉鎮企業有發展的機會，卻也反而造成 
鄉鎮企業數量多但規模小的情況，其實從長遠的企業發展角度看來，這樣的情況 
反而使得鄉鎮企業不易有大規模的進步，容易造成撒拉族鄉鎮企業在技術的進步 
上和規模的發展上的阻礙。 

馬成俊教授更認為，這一性格反映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具有二重的功能，從 
積極方面，這使撒拉族社會具有很強的創造力和適應力，他鼓勵先進鞭策後進，

形成一個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然而這一現象所帶來的結果並非都是積極的，其

消極面突出表現在，消費領域的盲目攀比風氣嚴重。隨著收入水準的增加，消費

有所增長是合理的，但是，一但超越了生產所許可的條件和水準，就會引起累積

                                                 
18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 133。 
19 此段訪談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29 日，在循化縣訪問自治縣人民政府A先生所做之紀錄整理，

因不願影響受訪者的工作，在此以匿名方式。 
20 此段訪談是筆者於 2004 年 8 月 3 日，在循化縣訪問前伊佳民族用品公司員工A女士所做之紀

錄整理，因不願影響受訪者的家庭及工作，在此以匿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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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少，制約生產的發展。21因為撒拉人的自尊心強烈，不願意屈居人後，除了

表現在多數願意當老闆的表現上之外，另一點就是會互相比較消費的狀況，這使

得往往造成消費超過生產的情形，反而對於鄉鎮企業的持續發展是負面的影響，

這一點尤其表現在賺了錢之後首要之務就是回家蓋新房子特別突出。這在下面一

段會進行分析。 
 
 
 
四、傳統社會組織結構 

撒拉族具有獨特的社會組織結構，關於這一特殊的社會組織結構的內容，筆

者在第一章的第三節有做過敘述，而這一種社會結構其實也就是撒拉族傳統的居

住型態，簡單來說，「家庭」是撒拉族的基本組織，由數個「家庭」組織成「阿

格乃」，22而數個「阿格乃」又再組織成「孔木散」，23這就是基本的撒拉族社會結

構，在居住上就是以這樣的結構為主。在馬維勝〈撒拉族鄉鎮企業中的家族化現

象及其改造〉中提到：「撒拉族社會的基本細胞仍是家庭，此外，由若干個家庭

組成阿格乃，若干個“阿格乃＂組成“孔木散＂，若干個“孔木散＂組成自然村

莊若干個自然村莊又組成“工＂（相對於鄉鎮一級組織）。在長期的經濟自然條

件下，撒拉人的生活幾乎都是在這一社會組織體系中進行的，……毫無疑問，這

種社會組織具有其重要的作用，它不僅增強了撒拉族社會征服自然的能力，而且

憑藉這種組織的嚴密性，使得民族的各種傳統習俗、價值觀念、社會規範得以逐

級落實，促進了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4

從上面這一段論述可以看出，撒拉族除了有伊斯蘭教這一個宗教因素是維繫

民族的內部力量之外，又因為社會組織架構的緣故，使得撒拉族雖然長期與異文

化的民族接觸互動，但是卻因為這樣的社會結構而鞏固了民族的發展，保持民族

內部的凝聚力，而不至於在歷史變遷之下失去本民族的意識與傳統。這一社會結

構到今天仍然在循化當地實踐中，筆者在二○○四年七月二十四日在西寧曾訪問

過馬成俊教授與羋一之教授，他們都認為撒拉族的這一社會結構對於撒拉族的影

響是非常深遠的。馬成俊教授在受訪時表示，目前「阿格乃」與「孔木散」這種

組織仍在撒拉族社會中運作，當然受到整個社會變遷的影響，傳統社會組織在崩

解中，但是目前沒有人有徹底的調查過現在實際的「阿格乃」與「孔木散」的統

計數據、以及運作的狀況，現在有的相關統計僅是一九五八年的資料，馬成俊教

授認為這是非常值得調查研究的問題，並且已經有在著手調查，不過目前還沒有

                                                 
21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 133。 
22 請參考第一章第三節，或參考何星亮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

克.塔吉克.塔塔爾.俄羅斯.裕固.撒拉族文化志）》，頁 551-552。 
23 請參考第一章第三節，或參考何星亮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

克.塔吉克.塔塔爾.俄羅斯.裕固.撒拉族文化志）》，頁 552。 
24 馬維勝，〈撒拉族鄉鎮企業中的家族化現象及其改造〉，《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5 年第 4 期，

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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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整理出來完整的資料。25

而羋一之教授也認為，撒拉族的基層社會組織就是「阿格乃」與「孔木散」，

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之後，「阿格乃」與「孔木散」仍在相當程度上的影響

著撒拉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活動。而其顯著特點是以血緣為紐帶，存在著一

定程度的平等、互助合作的內涵。26

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其實並沒有辦法得到現在「阿格乃」與「孔木散」的實

際統計數據資料，但是根據筆者在循化縣田野調查的經驗，事實上有親屬關係的

撒拉族人仍然是居住在相鄰近的地方，馬成俊教授也認同這種說法，認為撒拉族

人其實深受傳統社會結構的影響，因此在從事鄉鎮企業經營管理上也無法完全脫

離以血緣與親屬為主的觀念，而導致了鄉鎮企業發展上的一大問題，就是家族化

現象。這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對於鄉鎮企業的影響也不全然是積極性的，馬成俊教

授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這種社會組織形式也造成了社會的封閉性，使組織成

員之間有很強的親和力，也使個人之間有很強的依賴性。在鄉鎮企業發展中，大

多數業主未能跳出這一圈子，導致管理結構的家族化傾向。但經濟發展的歷史證

明，家族化模式是一種落後的管理模式，想要求得企業的長久發展，就必須衝破

這一模式。27因此，筆者認為鄉鎮企業的家族化現象確實是撒拉族鄉鎮企業發展

的一大問題，而且是一個文化本質的問題，因為家族化的管理會導致技術層面的

不易提升、企業內部效率不彰、產品品質不穩定…等等更多的企業經營問題，使

得撒拉族人在經營鄉鎮企業上不容易突破現狀，甚至是容易在市場經濟中因為這

些問題而被市場淘汰。 

    除了上述的因素造成撒拉族人興辦鄉鎮企業的一大問題，筆者認為這種傳統

社會組織除了對鄉鎮企業在經營上會造成負面影響之外，其實從另外一個角度來

分析，也是造成許多撒拉族人積極興辦鄉鎮企業的誘因。就是因為在撒拉族的社

會組織上，有著這樣特殊的組織結構，撒拉族人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而且在居

住區域上又以血緣關係為主，因此也造成他們對於自己家庭的概念相當的重，撒

拉族人認為一個家庭的經濟水準可以從居住環境來衡量，韓建業教授也認為，撒

拉族聚族而居，自成區域，血緣關係較近的「阿格乃」與「孔木散」居住在同一

區域，居住區域分明，而且造成了撒拉族歷來對住宅十分講究的觀念。28

因此，筆者認為這種觀念形成了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在撒拉族人的觀念中，

發了財賺了錢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蓋新房子，這一點在上一段有先做過論

述。因此很多撒拉族人因為希望能夠蓋新房子，所以在中國政府開放興辦鄉鎮企

業並放寬貸款限制的時候，許多撒拉族人就毫不考慮的開辦企業，就是希望能因

此而改善家裡的經濟環境，讓自己的身分地位在家族中能夠有所提升。這種價值

觀反而成為影響撒拉族人積極興辦鄉鎮企業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興辦鄉鎮企業

                                                 
25 此段訪談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24 日在西寧訪問羋一之教授與馬成俊教授所做之紀錄。 
26 羋一之著，《撒拉族史》，頁 382。 
27 此段訪談是筆者於 2005 年 7 月 8 日在西寧訪問馬成俊教授所做之紀錄整理。 
28 韓建業著，《撒拉族語言文化論》，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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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之後，成為最快速也比較容易在短時間內改善經濟生活水準的方式，

這是另一個對撒拉族人來講興辦鄉鎮企業很重要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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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經濟生活 

 
    上面一節從撒拉族的社會價值觀來分析對於經營鄉鎮企業的影響，這一節則

是要從撒拉族的傳統經濟生活切入，探討撒拉族人在興辦經營鄉鎮企業的時候，

是如何的受到傳統經濟生活的影響  

在上一節中，也有提到撒拉族多種經營的傳統，而這項多種經營的傳統，對 

於撒拉族在興辦與經營鄉鎮企業時，其實有著很大的影響，筆者曾在二○○四年

去過甘肅省臨夏縣做過當地回族鄉鎮企業的調查，發現到臨夏縣的回族鄉鎮企業

在農村經營時遇到一個相當困擾的問題，那就是在同一個地區的鄉鎮企業往往會

從事同樣的產業，生產相同的產品。以臨夏縣枹罕鄉為例，基本上那裡的鄉鎮企

業都是從事磚瓦的生產，原因是枹罕鄉的土壤是黏土性質適合生產磚瓦，但是卻

因為每個工廠都生產相同的產品，造成了市場上供過於求的狀況，又因為產量過

多技術性低，甚至所有的磚瓦廠在產品上都沒有能力作革新以及提升品質，而導

致鄉鎮企業只能連年虧損，卻無力改變現狀。筆者在臨夏有訪問到「枹罕鎮街子

村聯營砂石料廠」的拜廠長，他是臨夏的回族，他在訪談中提到磚瓦生產過剩的

問題：29

         

        我們廠原本沒有跟銀行貸款，但是因為工廠生產的空心磚利潤不高，附

近又有太多的磚瓦廠在競爭，有很多廠都生產一樣的空心磚，目前廠內

是虧損的狀況，想跟銀行貸款來做些別的，但是銀行又不肯貸給我們，

說我們的工廠經濟效益不大，沒法貸款。 

 

從上面這一段訪談可以看出，這些磚瓦廠都是慘澹經營，因為產量抑制了價

格，使得鄉鎮企業沒有辦法獲得良好的利潤，也沒有能力有更多的資金挹注來做

技術的增進，導致生產出來的磚瓦達不到許多建築公司的要求，反而有許多磚瓦

廠紛紛倒閉關廠，而整個枹罕鄉的經濟也沒有辦法因為鄉鎮企業的關係獲得良好

的發展。 
    而筆者認為因為撒拉族在傳統經濟生活中有多種經營的傳統，使得撒拉族在

興辦鄉鎮企業的時候，能夠避免掉上述臨夏縣的問題，能夠從許多不同的方向上

來發展鄉鎮企業，讓生產出來的產品不會在市場上出現供過於求的困擾，這一項

多種經營的傳統對於撒拉族而言，在經營鄉鎮企業上不啻是一項相當大的優勢。 
     在馬成俊教授所寫的書中表示，自十三世紀撒拉族遷入循化地區之後，他

們開墾土地，興修水利，使當地農業得到了發展，並在被稱之為世界第三級的青

藏高原創造了相對發達的農業文化。隨著農業的發展，手工業和商業等非農產業

也開始發展起來。與其他的縣域比較，循化地區很早就有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

                                                 
29 此段訪談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11 日，跟隨張中復老師的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

隊，在臨夏市訪問「枹罕鎮街子村聯營砂石料廠」的拜廠長所做之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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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其中尤以商業最為活耀，撒拉族人民“善經營＂的優勢在解放前已有所顯

示。30羋一之教授也闡述過撒拉族多種經營的特點，撒拉族人民在與大自然進行

艱苦鬥爭以維持生計時，除經營農業、畜牧業以外，也從事手工業和副業。副業

主要有打獵、伐木和淘金。總的來說，撒拉十二工的人，地狹人稠，生計維艱，

為了生存不得不如此。31從上面兩位教授的論述中可以了解到，撒拉族從十三世

紀遷居至循化地區以來，就因為生活必須的緣故，開始了多種經營的經濟生活。

這原本是為了以基本生計為需求而發展的傳統經濟型態，卻在鄉鎮企業的發展上

奠定了良好的基礎，使得撒拉族在發展鄉鎮企業的時候，不容易出現同樣貨品生

產過多而導致發展不均之情形。 
    在了解了多種經營對於撒拉族鄉鎮企業發展上的影響之後，下面就來針對各

種類的傳統經濟型態對於鄉鎮企業發展的影響做分析： 
 

一、農業 

羋一之教授在《撒拉族政治社會史》裡關於撒拉族的統經濟生活有寫到：「撒 

拉人傳說他們先祖初到循化時即從事種植業，當時主要作物品種是白芒麥與黑芒

麥，並說這種品種是從中亞帶來的。」。32這在第一章第三節關於撒拉族傳統經濟

生活有做過介紹，而研究撒拉族的學者們多數認為撒拉族本身其實就是以農業為

主的民族，不過在遷居循化之後因為與漢族有更多接觸機會，因此而增進了撒拉

族的農業技術。 

    在《撒拉族風俗志》中也提到：「撒拉族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農產品種

類繁多，糧食作物有小麥、青稞、喬麥、玉米、穀子、豌豆、蠶豆等。油料作物

有油菜、胡麻。黃河沿岸的川水地區盛產瓜果，有梨、杏、核桃、葡萄、桃、西

瓜、甜瓜、蘋果等，素有瓜果之鄉的美稱。撒拉人是從事經濟作物的能手，他們

善於經營花椒、辣椒和各種各樣的蔬菜。」。33從這一段話可以得知，撒拉族本身

除了糧食作物之外，也經營經濟作物，目前又以花椒、辣椒為最重要的經濟作物。 

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也有訪問過循化縣的計畫委員會，據循化縣計委會提供

的資料，農產品加工業在循化主要就是以花椒、辣椒為主，另外還有濃縮果汁的

加工，但是濃縮果汁加工廠的產值不高，主要是因為缺乏特殊性，無法在市場上

打出自己的品牌，缺少了品牌就無法跟其他的果汁飲料做競爭，因此不是發展的

非常理想；而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在以農業為基礎來發展的較好的鄉鎮企業，主要

就是以花椒、辣椒為主要的農產品加工企業，34因為循化縣的花椒與辣椒素質優

良，且香味獨特，在《循化廳志》中也有記載：「惟紅莊撒喇種之花椒與川椒稍

                                                 
30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 93-94。 
31 羋一之著，《撒拉族史》，頁 75。 
32 羋一之著，《撒拉族政治社會史》，頁 41。 
33 馬成俊、馬學義編著，《撒拉族風俗志》，頁 9。 
34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在循化縣訪問計畫委員會所做之紀錄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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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別工之花椒則不及也。」；35而循化的辣椒，俗稱線辣，香辣適中，馳名中國

西北各省，一九九○年還曾獲得國家農業部的金獎，因為循化花椒與辣椒有其獨

特之處，其所加工生產的產品，在市場上的反應也非常好。36目前循化現有兩家

從事花椒、辣椒加工的撒拉族鄉鎮企業，第一家是循化縣天香兩椒有限公司，成

立於一九九二年；第二家是循化縣仙紅辣椒開發有限公司，成立於一九九九年。

這兩家鄉鎮企業都是青海省農業銀行評定為一級AA信用企業。 
據筆者訪問天香兩椒有限公司韓胡才尼總經理所得到的工廠的生產資料

是：37

     
我們公司收購的辣椒與花椒集中在循化縣的東部以清水鄉的為主，每年

九月辣子收成之後進行加工，加工期在每年的九月、十月以及十一月，

我們縣政府還會在每年九月二十日左右舉行循化辣子節，幫助我們做產

品的推廣，因為循化辣子是循化目前最有經濟效益的農產品了，成為循

化撒拉的特色。 

 

從上面這段話就可以看出循化的花椒和辣椒目前在撒拉族鄉鎮企業中的影

響力與地位，根據筆者的了解，這原本是撒拉族傳統的農作物，是撒拉族每家每

戶都會種植的調味作物，現在卻成為農產品加工業中的龍頭，使目前循化縣鄉鎮

企業在農產品加工業方面的發展相當蓬勃。在二○○三年循化縣的統計數據中顯

示，鄉鎮企業的總產值是人民幣 52,814 萬元，工業產值是 40,119.5 萬元，38而農

產品的加工也是算在工業產值之內，其中光是天香兩椒有限公司的總產值就高達

人民幣 1,668.8 萬元，39仙紅辣椒開發有限公司的總產值也達 1,004 萬元，40就可

以了解花椒與辣椒這兩項農作物對於鄉鎮企業的影響有多大，而且根據筆者的實

際經驗，辣麵和辣醬在市場上仍經常出現供不應求的情況，不但如此，還能夠藉

由辣椒節達到宣傳撒拉族特色的效果，對於循化撒拉族的經濟影響可說非常的

大。 

     

 

 

二、畜牧業 

    除了農業之外，其實撒拉族人也一直把畜牧業當成與農業同樣重要的經濟生

                                                 
35  (清)，鞏景瀚編、李本源纂修，《循化廳志》，卷七，頁 167。 
36 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志》，頁 289。 
37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在循化縣訪問天香兩椒有限公司的韓胡才尼總經理所做之

紀錄整理。 
38 循化統計局，《循化撒拉族自治縣二○○三年國民經濟主要統計指標》，頁 19。 
39 此數據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在循化縣訪問天香兩椒有限公司所得到之紀錄整理。 
40 此數據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在循化縣訪問仙紅辣椒開發有限公司所得到之紀錄整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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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重心，羋一之教授在其所著之《撒拉族史》中提到：「撒拉族先民撒魯爾人原

在中亞時，就擁有畜群和經營畜牧業的經驗。在明代二百多年和清代初年是河州

衛的納馬十九族之一，每年通過茶馬司納馬易茶。……依畜牧業的一般規律，凡

牧養馬者，一定同時牧養較馬的數量更多的羊和牛等牲畜。……從元明時期到清

初，撒拉族一直經營相當規模的畜牧業。也不妨這樣說，撒拉族是農牧兼營的半

農半牧的民族。」。41

    在循化撒拉族自治縣經濟簡介中也提到：「境內山多坡多草多，有利於畜牧

業和養殖業發展，……全縣家家戶戶都飼養著一定數量的大小牲畜，主要家畜家

禽有牛、羊、馬、騾、驢、雞、鴨、兔等。……畜產品主要有絨毛、皮張、酥油、

奶粉、腸衣及各種肉類。」。42

    不論從歷史上來看，或是從現今撒拉族人的實際生活層面來看，農牧兼營始

終是撒拉族人的傳統經濟生活方式，直到現在，筆者在撒拉族人家居住時的觀

察，每家幾乎都還是會養數隻羊或牛，以供應撒拉族人的日常所需，而也因為循

化當地氣候環境的允許，才能夠讓撒拉族人農牧兼營。 
    因為畜牧業的經營，循化當地也有許多畜產品加工業的鄉鎮企業出現，在一

九九○年的鄉鎮企業產業分類顯示，鄉鎮企業關於畜產品的加工分為：奶粉、肉

類、皮革製品以及絨毛等等，43而在循化現在又以牛絨為主要加工的畜產品種類，

因此筆者整理了近年來牛絨產量的數據表，從產量來了解畜牧業對於鄉鎮企業的

影響： 
      

表 2：牛絨產量數據    
                       單位：噸 

年份 

產品 

1990 1994 1998 2001 

牛絨 16.5  30.2 184 325 
   資料來源：由筆者整理於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 

拉族自治縣志》，北京：中華書局，2001，頁 301。循化統計 

局，《循化撒拉族自治縣一九九四年國民經濟主要統計指標》， 

1995，頁 18。循化統計局，《循化撒拉族自治縣一九九八年國 

民經濟主要統計指標》，1999，頁 30。循化統計局，《循化撒拉 

族自治縣二○○一年國民經濟主要統計指標》，2002，頁 22。 

 

從上表可以稍微了解畜產品加工業，在近年來佔循化縣鄉鎮企業的工業比例，有

越來越高的趨勢，在馬成俊教授的論述中也提到，循化縣畜產品的加工的企業佔

全縣鄉鎮企業的 44％，畜產品加工業的發達，使畜牧業的產值佔全縣工農畜總

                                                 
41 羋一之著，《撒拉族史》，頁 73。 
42 計畫經濟委員會編，《循化撒拉族自治縣經濟簡介》，1986，頁 1-2。 
43 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志》，頁 301。 

 85



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以青海循化撒拉族鄉鎮企業為例 

產值的 32％。44由此可見，畜牧業仍然是撒拉族在發展鄉鎮企業上非常重要的一

環。 

     而也因為長期撒拉族的畜牧業傳統經濟生活的發展，使得牛絨佔循化縣畜

產品的大宗，也因此而發展出絨毛加工業，現在青海最有名的絨毛加工工廠，就

是撒拉族所興辦經營的雪舟三絨集團。而雪舟三絨集團除了因為循化地區的牛絨

原料而興起，也因為傳統的手工業而使其不僅止於處理牛絨原料的加工，更發展

出細緻的紡織成品，這在下面一段筆者將進一步論述。 

 

 

 

三、手工業 

    撒拉族在經營農業與畜牧業之外，也從事手工業，但是其實撒拉族的手工製

造業在早期的社會中並不算發達，要找出史料中的撒拉族手工業記載，僅在《循

化廳志》中有相關記載說到：「貨則黑褐白褐白氈沙毯，撒拉絨雖有名，此地實

不出，出於狄道。」。45而羋一之教授認為，這段史料表明了撒拉族在製造以羊毛

為原料的褐子和毛毯方面，早有一定基礎。46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早在傳統

的撒拉族社會中，以絨毛製作衣服和毛毯就是一項傳統的手工業，在八○年代鄉

鎮企業剛開始發展的年代，絨毛加工業在當時是循化撒拉族發展鄉鎮企業的第一

選擇，因此在當時絨毛加工廠數量非常的多，筆者訪問到在循化縣計畫委員會工

作的B先生：47

 

        剛開始可以辦企業的時候有非常多人都是從事絨毛加工業，但是都是粗

加工，沒有什麼技術可言，有很多只是把絨毛蒐集起來而已，當時絨毛

加工廠有一百多家，不過後來都經營不下去了，一家一家都倒閉，最後

雪舟三絨集團在二○○二年收購了青海毛紡織工廠，成為循化絨毛加工

廠的獨占企業。 

 

時至今日，循化撒拉族最有名氣，產值也最大的鄉鎮企業，就是以絨毛加工業為

產業的雪舟三絨集團。 
    雪舟三絨集團已是目前國內規模較大的毛紡企業和牛絨分梳、牛絨服裝設

計、研發、生產之基地之一，在循化縣統計局的資料中有描述：「雪舟三絨集團

擁有總資產 26,388 萬，一千五百餘名員工，自一九九九年起連續四年被中國農

業銀行評定為特級AAA信用企業。二○○二年通過ISO9001-2000 國際質量管理

                                                 
44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 90-91。 
45  (清)，鞏景瀚編、李本源纂修，《循化廳志》，卷七，頁 168。 
46 羋一之著，《撒拉族史》，頁 77。 
47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在循化縣訪問在計畫委員會工作的B先生所做之紀錄整

理，因不願影響受訪者的工作，在此以匿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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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認證。」。48這段資料顯示，循化撒拉族原本傳統的手工業發展至今，已經不

只是限於在循化縣內的發展了，其實雪舟三絨集團已經從循化走出去，現在的總

公司設在西寧，循化仍有兩個加工廠，一個是紡紗廠一個是絨毛廠，雪舟三絨集

團也是目前青海唯一收購毛、絨的公司，在中國各省都設有分點，且其產品也有

外銷至義大利、美國、日本等地，雪舟三絨集團對於循化撒拉族的鄉鎮企業發展

是有很大的貢獻的。除了雪舟三絨集團之外，近年來發展得最快速的另一家鄉鎮

企業就是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伊佳是生產穆斯林民族的用品，主要也是從事

紡織與刺繡，這不但是基於撒拉族傳統的手工業而發展起來的鄉鎮企業，更是因

為撒拉族的宗教信仰伊斯蘭教的緣故，對於宗教上用品的需求而發展的鄉鎮企

業。 
    從上面所分析的社會價值觀與傳統經濟生活對於撒拉族鄉鎮企業的影響，除

了在經營管理上無法擺脫家族化的影響，使鄉鎮企業的發展出現障礙與問題，基

本上都是較為正面的。事實上筆者也認為因為在整個歷史發展的脈絡裡，撒拉族

這個民族因為本身是一個人數少又是從外地遷入循化的民族，在先天的條件上其

實是不足的，必須跟現實環境互相配合，學習異文化的長處來彌補本身的短處；

另一方面又必須鞏固民族內部的凝聚力，否則就很容易消失在歷史的洪流之中。

在這樣的外在環境下，撒拉族的民族發展就是憑藉著不斷的努力奮鬥，才能一步

步的發展到今天，因此也造就了撒拉族不服輸不怕苦的特性。這在鄉鎮企業經營

上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造就撒拉族在經濟上能夠有所提升的因素，而下面一節筆

者將從教育層面來分析探討，了解撒拉族的教育問題對鄉鎮企業的影響為何？是

積極地、正面地？抑或是撒拉族在發展鄉鎮企業上繼家族化現象之外，另一項必

須要跨越的阻礙？ 

 
 
 
 
 
 
 
 
 
 
 
 
 
 

                                                 
48 循化縣統計局，《做大做強民營企業，推動縣域經濟發展－以循化縣民營經濟發展現狀及對策

思考》，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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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 

 
    上面兩節分別從社會價值觀與傳統經濟生活的層面來探討其對鄉鎮企業的

影響，接下來這一節將從撒拉族的教育層面來分析，究竟撒拉族的教育對於鄉鎮

企業在興辦上、經營上有些什麼影響。在這一節中所要探討的教育層面，分為兩

個部分，第一個是家庭教育，第二個是學校教育，從這二個方面來了解在撒拉族

鄉鎮企業所受到的影響是什麼。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不論對於任何一個民族來說，都是教育層面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它影響著整個民族的文化素養與社會風氣，是學校教育所無法取代的。甚至有時

候是比學校教育來得更為重要，因為家庭教育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可以說，每

個人從呱呱落地開始就是直接受到家庭、父母、與親友的為人好壞等方面的影

響。這不是單純培養知識或技能的部分，而是關係到一個人的性格特質、處世態

度、與人交往的方式、日常生活習慣等等層面，也影響到一個人對事物的好惡與

選擇。因此筆者認為，要了解撒拉族鄉鎮企業的狀況，就一定不能忽略了撒拉族

在家庭教育這一部分的重要性。 
    在郝蘇民教授所主編的《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型態研究》一書中，對於撒拉族

的家庭教育有過這樣的論述：「撒拉族的家庭教育，主要是以年長者們的言傳身

教，和受教育者的模仿、學習、體會為主，二者相輔相成。他們上的是沒有文字

的家庭教育，父傳子、子傳孫、代代相傳，不斷總結經驗，從中悟出深遂的道理，

現實生活中的所見所聞，都活生生的教育著他們。」。49其實筆者認為這一段論述

不僅僅能夠說明撒拉族的家庭教育狀況，其實這段話在各個民族中都可以適用。

只是差別在因為每個民族的文化有所不同，所以對事物處理的態度以及所歸結出

來的經驗因而有所差異，而這些因民族文化不同而孕育出來的差異，才是成為撒

拉族家庭教育中與其他民族不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撒拉族在自身的民族形成發展過程中，孕育了許多與其他民族相似又具有本

民族特色的傳統，這些傳統的觀念，也是透過家庭教育一代代的承襲下去，下面

筆者分二項整理出一些在田野調查中所感受到的傳統觀念，探討其對撒拉族鄉鎮

企業的影響： 
 

（一）勤勞勇敢 

    撒拉族的勤勞與勇敢是受到非常多人肯定的，這樣優良傳統的傳承，在撒拉

族的家庭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基本上撒拉族人是鄙視偷懶的人的，認

為人生在世，就是要努力生活、勤奮生產，否則就不算是盡到了做人的本分，而

                                                 
49 郝蘇民主編，《絲路走廊的報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型態研究》，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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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勇敢的面對挫折與困難也是有擔當的表現。 
    筆者在循化撒拉族地區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對於撒拉族人教育下一代時所重

視的勤勞與勇敢，感受很深，也有訪問過當時居住的撒拉族人家的父親韓艾乙卜

先生：50

         
        小孩子你不可以寵的，都是要做事情的，我們撒拉族本來就不怕辛苦，

也要讓小孩子知道，勞動是好事情，我們小時後做得比現在還多。做事

才好，才知道吃飯不容易。 

 

從這短短幾句話讓我們知道，在撒拉族的人家中，其實孩子都是要幫忙家務

與農事的，而且從小就讓孩子看著長輩努力工作的樣子，並且讓下一代的人覺得

這是理所當然應該要如此勤奮努力才不會被人瞧不起。這對於撒拉族人的鄉鎮企

業經營，也許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筆者認為，就是因為一代代的撒拉族人在家

庭教育中獲得這樣勤奮勇敢的觀念，才會使許多撒拉族人不畏艱辛的走南闖北，

奠定了今天撒拉族鄉鎮企業能夠有所發展的基礎。 

 

（二）團結互助 

    撒拉族人的民族意識相當的強，筆者認為這也許跟長期以來以血緣為紐帶的

「阿格乃」、「孔木散」的居住習慣有關係，因此撒拉族團結互助的意識也相當強

烈，這在陳雲芳與樊祥森所著之《撒拉族》一書中也有論述：「在“阿格乃＂與

“孔木散＂內部有一種互幫互助的傳統。例如，在生產上，遇到農忙時節，互相

幫助進行耕地、澆水、收割、打碾等勞動，不計報酬、不要代價」。51在撒拉族的

村莊中，一家有事是大家幫忙的情況，在筆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剛好遇到村子

裡收麥子的季節，全村的人在收了麥子之後，會互相幫助的一同打麥子，不會計

較誰家的先打好了，還是會計較哪一家的麥子比較多，會打的比較辛苦，大家都

是輪流來協助彼此。筆者訪問過所居住的依麻目村撒拉族人家的二女兒韓玉蘭，

她說到關於村子裡互相幫忙打麥子的事情：52

       
        我們從小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的，因為大家都有麥子要打，很辛苦的，

所以都會互相幫忙的，這樣人手多一點，也能早一點把麥子打好，也不

是什麼很厲害的事情，本來就是這樣子的，其實村子裡也不一定是都是

親戚的，但那就是互相幫忙而已，應該的，我們幫人家，人家也會幫我

們呀。 

 

從上面這一段話可以了解，團結互助對撒拉族人而言，是從小就在家庭中接 

                                                 
50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8 月 4 日在循化縣訪問韓艾乙卜所做之紀錄整理。 
51 陳雲芳、樊祥森著，《撒拉族》，頁 17。 
52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8 月 6 日在循化縣訪問韓玉蘭所做之紀錄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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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觀念，他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事情，珍惜親友、鄰里之間的來往與互通有無，

這一點在鄉鎮企業的經營上也相當重要。許多撒拉族的鄉鎮企業經營者認為自己

的事業成功了，也要幫助自己的族人，因此有許多人願意用本民族的員工來企業

裡做事，認為這樣一來就能提升他們的經濟能力和生活水準。這幾乎是在筆者訪

問每個撒拉族鄉鎮企業經營者時都會得到的回答，他們都非常希望能藉由自己經

營企業來提供給族人更多的工作機會。但是雖然如此，鄉鎮企業經營者也面臨到

一個窘境，就是撒拉族普遍性的教育水準較為低落，是不爭的事實，造成就算他

們想用自己的族人，卻會面臨無人可用的情況。而馬偉在其所著之文章中也有提

到：「經濟發展要靠人才，而人才需要教育，這幾乎是婦孺皆知的，而飽受市場

經濟衝擊之苦的撒拉企業家對此更是深有體會的。」。53因此接下來筆者要進一步

探討撒拉族學校教育這一部分的情況。 

 
 
 
二、學校教育 

筆者在這一段所要探討的學校教育，其實不是要針對撒拉族的民族教育來著 
墨，這是因為在撒拉族的民族教育方面，主要因為撒拉族本身是沒有本民族文字

的少數民族，在教材上與一般的學校沒有差異，而且再加上撒拉族教師人數的缺

乏，其實在循化縣的學校課堂上以撒拉語教學的情況並不多見。不過因為從目前

撒拉族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普遍性來看，在學校教育方面其實不需要專門來教授撒

拉語或是用撒拉語授課，撒拉族人對於本民族的語言與文化仍然保有相當高的意

識。因此筆者在這裡要探討的學校教育，主要就是從撒拉族對於體制內學校教育

的接受情況來分析。 
撒拉族的教育水準在整體上來說，受漢文教育的程度較低，這當然有其歷史 

因素，除了因為全族信仰伊斯蘭教，在清朝之前除了宗教教育54就沒有一般的教

育機構，因此對於漢文著述的學習機會自然較少之外；在清朝乾隆四十六年所爆

發的蘇四十三事件，55使清廷才開始在循化設儒學。這對於撒拉族人而言，是不

願意接受漢文教育的另一項遠因，因為當時的蘇四十三事件之後清廷興辦儒學的

原因無他，只是為了加強控制、教化頑民，這在《循化廳志》中有所記載：56

 

                                                 
53 馬偉，〈撒拉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淺談〉，頁 69。 
54 中國伊斯蘭教的宗教教育，在明代中期以後逐漸形成規模，出現專門的經堂和經師，後世稱其

為「經堂教育」，主要是培養伊斯蘭教宗教職業者，傳襲伊斯蘭經典。參考：秦惠彬主編，《中

國伊斯蘭教基礎知識》，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頁 219。 
55 乾隆四十六年（1781）一月至二月間，伊斯蘭新、舊教間發生了一些衝突，新教信徒撒拉爾回

民蘇四十三因不滿清廷對衝突之處理，因此便率領千餘人新教撒拉爾回民起事，但最後仍不敵

清廷的攻剿，蘇四十三被殺，其餘撒拉爾回民也多殲斃，所剩活口不多，歷時四個多月的蘇四

十三起事終告失敗。參考：鄭月裡，〈清代中期西北穆斯林的新舊教衝突〉，台北，國立政治大

學民族學系碩士班論文，1997，頁 53-65。 
56 (清)，鞏景瀚編、李本源纂修，《循化廳志》，卷三，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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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四十九年十二月，陜甘總督福康安奏，為請添設廳學，以廣教化

事……，應於循化地方耑設學校，添置教職一員，以司董率……。百數

十年只因從前未設學校，教導不先，以致愚民，無由觀感，今該署同之

所秉，自屬化導愚頑之意，自應准其添設學校，以資訓迪。 

 

從這段史料中我們能夠了解清朝乾隆年間開始在循化廳設學校，完全是為了便於 

統治以及教化愚民的緣故，其實並不是真正要為了提升撒拉族的文化水準而設立 

學校。這一個歷史因素也導致了撒拉族長期以來對於體制內教育的不重視。 

    雖然民國建立之後，新式的學校教育開始在循化成立開辦，但是其實整個學 

校教育的發展仍然是相當的不穩固的，馬成俊教授在其書中寫到：「事實上循 

化現代教育的形成、發展比較晚，明顯的滯後於我國的其他地區。……據循化歷 

史檔案記載，一九四九年九月，雖有破爛不堪的小學十三所（其中回族教育促進 

會所屬 10 所，僅有學生 794 名，少數民族學生 465 名，教師 20 多名），但其實 

循化主體民族－撒拉族識字者卻寥寥無幾。……建國近五十年來，現代意義上的 

學校教育在循化獲得了迅速的發展，……即使如此，據全國一九九○年第四次人 

口普查統計，循化十五歲及十五歲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佔總人口的 71.74％， 

明顯高於海東地區 63.14％和青海 40.04％的同齡人口文盲、半文盲的比例」。57從 

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循化撒拉族人到一九九○年代對現代學校教育的接受度 

仍然是相當低的，有非常多撒拉族人不願意送孩子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在筆者訪 

問撒拉族的鄉鎮企業經營者的時候，普遍性的撒拉族企業家都認為教育水準太低 

是影響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筆者在訪問興旺集團的韓興旺董事長的時候他就說過：58

 

        我自己沒唸什麼書，是做包工頭出來的，這是因為那個年代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不一樣了，我們在搞工程的時候有很多新的技術，需要很多工

程師，我真的非常希望能夠用自己撒拉族的人才，其實我公司裡幾乎很

多行政管理人才都是撒拉族的人，我覺得能給他們提供工作機會我很高

興，但是工程師不一樣，技術水平是沒有辦法的，一定要有學歷，文化

水平要夠高，這方面我沒有辦法用撒拉族的人，因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情。 

     

除了鄉鎮企業經營者對於撒拉族在教育水準上的不足相當的擔憂之外，學者們也 

認為教育問題對於撒拉族的鄉鎮企業發展是很大的阻礙。馬明良曾在他發表的文 

章中提到過他認為，對教育的態度和重視程度決定了一個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 

科學文化素質。而撒拉族人口受教育程度低、文化素質差是制約撒拉族發展的一 

個最根本的因素。作為文盲和半文盲的勞動者，一般視野狹小、對於外界的訊息 

                                                 
57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 264。 
58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29 日在循化縣訪問興旺集團韓興旺董事長所做之紀錄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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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清楚，在鄉鎮企業中，低文化程度的勞動者不能掌握現代科學技術，不會操作 

現代化的機器設備，低文化程度的經營者（如廠長、老闆），不懂得現代的企業 

管理，習慣以小商、小販、小作坊的方式搞經營，憑經驗來掌管企業，憑記憶來 

管理財務，其結果必然在競爭激烈的市場經濟中敗下陣來。59

    從上面的論述中可以了解，其實撒拉族在發展鄉鎮企業的時候，教育水準的 

低落是目前對於鄉鎮企業最大的問題。在這個日新月異的時代，已經不像八○年 

代剛剛開始發展鄉鎮企業的那個時期，只要掌握了資金、又肯努力打拼，就會闖 

出一片天下。許多當年興辦鄉鎮企業的經營者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當時靠著努力 

他們成功的把事業作起來了，但是能夠持續到今天的撒拉族鄉鎮企業其實為數不 

多。筆者在第二章第三節中也介紹過目前撒拉族鄉鎮企業的發展情況，其實有相 

當數量的鄉鎮企業都已經倒閉了，但是光從鄉鎮企業數量上來看，仍舊維持一定 

的企業數。主要是因為雖然有許多經營不善的鄉鎮企業紛紛倒閉，但是陸陸續續 

又有其他新的鄉鎮企業加入行列，不過我們在鄉鎮企業的統計數量上是無法看到 

這樣的變化的，就像非常多的牛絨加工工廠都是被雪舟集團給併購了，但是統 

計數據卻不會顯示出這種內部的變化。 

馬成俊教授在接受筆者的訪談時也有提到這一點，他認為撒拉族在一開始能 

夠辦企業的時候，有很多人都勇往直前，向銀行貸款來做企業，但是後來發生了

許多問題也紛紛倒閉。原因就是因為缺乏遠見，使鄉鎮企業沒有計畫性的發展，

只是認為機會來了就要抓住，能夠有賺錢的機會就不能放過。但很多經營者對於

自己的產品沒有改良的能力，主要的因素就是文化水準不夠，在製造技術上比較

差，產品的質量也無力提升，市場經濟自然就會淘汰這樣的企業。馬成俊教授認

為這是很大的問題，導致企業根本沒有辦法持續發展，中國政府的政策正在朝向

西部大開發，應該是撒拉族的另一波機會，但是文化素質卻會限制了撒拉族的發

展，他認為撒拉族的心理素質是勤奮的、堅強的、勇敢的，但是卻被自己的文化

水準限制住了，這是非常可惜的。
60

    對於馬成俊教授所提出的觀點，筆者也相當的認同。因為筆者從第一次接觸 

到撒拉族鄉鎮企業的議題的時候，是因為閱讀到很多關於八○年代改革開放之後 

撒拉族鄉鎮企業的資料。當時筆者認為撒拉族在發展經濟上是相當的獨特且極有 

成果，但是連續三年的田野調查經驗讓筆者對於撒拉族鄉鎮企業有更多實際的了 

解之後，筆者認為其實目前撒拉族能夠繼續經營的鄉鎮企業只剩下幾家龍頭企 

業，包括雪舟三絨集團、興旺集團和伊佳民族用品公司，因為這三家企業是撒拉 

族鄉鎮企業中較能不受家族化管理、教育程度低落等問題影響的企業，在目前中 

國市場經濟競爭更為激烈，中國又積極開發西部的政策領導情況之下，外來企業 

的進駐是目前的趨勢，但是對於撒拉族鄉鎮企業來說，其實這種情況是更加嚴峻 

的考驗。 

    雖然筆者對於撒拉族鄉鎮企業的發展，因為撒拉族教育水準的不足而覺得前 

                                                 
59 馬明良，〈論觀念變革與撒拉族社會發展〉，《西北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2 年第 3 期，頁 79。 
60 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5 年 7 月 8 日在西寧訪問馬成俊教授所做之紀錄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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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社會發展對撒拉族鄉鎮企業的影響 

途堪慮，但是筆者也不是認為所有的撒拉族企業都一定會遭到淘汰的命運，其實 

教育水準不足夠因應企業發展的需要，已經是許多撒拉族人都了解到的一大警 

訊。有一些企業經營者就運用其他的方式來彌補這一點，例如伊佳民族用品公司 

就是集體送員工去做職業訓練，因為伊佳民族用品公司都是用電腦刺繡，一定要 

有培訓，員工才能學會如何操作機器。而也因為撒拉族鄉鎮企業的發展，撒拉族 

人對於學校教育的觀念也有所改變，這一個部分筆者會在第五章中在做進一步的 

說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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