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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題目﹕當代中國穆斯林的新文化運動﹕以清末至民國時期的伊斯蘭報刊為中心的
探討

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4022

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畫的主要內容﹐是冀望透過自清末至民國時期﹐由穆斯林本身所發行的
各類伊斯蘭報刊及其內容的分析﹐來檢視中國穆斯林的新文化運動的本質和特
色。此一穆斯林的新文化運動﹐基本上是整個中國近現代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
份。由於受到國內外新興思潮的衝擊與影響﹐以及歷經民國體制的肇建與五四運
動等重大歷史事件的洗禮﹐一些重要的中國穆斯林知識份子與宗教上層人士﹐不
斷透過伊斯蘭報刊的發行﹐來呼籲振興宗教文化､反思回教徒當代的「族」與「教」
的適應延續﹐並積極關心社會發展與國家處境等問題。其間亦扮演著傳統報刊社
會資訊的傳遞﹐以及對於世界重要的伊斯蘭思潮與運動的介紹。本研究亦希望透
過上述的觀點﹐能提供當代中國伊斯蘭教的研究領域中﹐一種屬於回族穆斯林社
會文化的自覺反思﹐與族群自我認同的當代史的觀察角度。

關鍵詞﹕中國穆斯林﹐伊斯蘭報刊﹐新文化運動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uslims: 
On the Theme of Islamic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Late Ch’ing and 
Nationalist Republic.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ried to examine the basic substance and 
feature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of Chinese Muslims that by mean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Islamic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hich released by 
Muslims themselves from the late Ch’ing to Nationalist Republic. This movement 
could be considered one unique part of the whol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 Due to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stirr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thoughts and through th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ffairs just like the found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break of MayFourth Movement, many Muslim 
intellectuals and outstanding religious leaders used the chances of releasing these 
publishes to dedicate to the proposition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Islamic revival, 
“Hui”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concerning of speci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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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to those functions, th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lso played the roles to 
spread of social information and to introduce the world’s main Islamic thinking trend 
and intellect movements. According to these viewpoints, this project still wish to 
provide some aspects of selfconsciousness about the Muslim’s socialcultural 
cognition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studying field of th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slam.

Keywords: Chinese Muslims, Islamic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Enlightenment 
Movement

二､報告內容

（一）前言
在研究中國伊斯蘭教史的領域中﹐相關史料的欠缺﹐一直是此一領域不易

擴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穆斯林自身所流傳的史料更顯不足﹐使得歷史上其
「本族觀點」或是「自我書寫」的呈現面貌更為模糊。然而﹐在近年來較新的研
究中﹐已有人將清末至民國時期的穆斯林自辦報刊﹐視為當代中國穆斯林相當重
要的歷史材料。近年來﹐由於中國大陸相關宗教與研究單位的收藏資料不斷地整
理與出版﹐這些報刊無論在質與量方面的內容﹐以及其豐富的宗教文化意涵﹐確
實為中國伊斯蘭教史研究長期欠缺自身史料的缺憾﹐獲致一定程度的補強。

本計畫係以現存的清末至民國時期的穆斯林自創報刊為主要研究對象﹐並藉
此來做為探討該時期中國穆斯林新文化運動本質意義的主要切入點。其中除對這
類報刊現存情況予以調查之外﹐亦包括分析相關重要內容﹐以鉤勒出民國時期穆
斯林在「族」､「教」身份認同﹐與社會文化適應等方面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另
一方面﹐也藉此突顯出穆斯林新文化運動﹐在整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中所應賦予
的觀察面向與定位。

本計畫所參考的穆斯林自創報刊主要集中在兩處﹐分別是北京中國伊斯蘭教
協會所屬中國伊斯蘭教經學院圖書館﹐以及銀川寧夏社會科學學院回族伊斯蘭教
研究所。其中前者所藏資料較為完整﹐同時在與本計畫的協同研究過程中﹐已完
成《民國時期伊斯蘭報刊總目》的初稿工作﹐這是本計畫執行過程中最重要的收
獲之一。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涵蓋基本資料的調查及其整理﹐與提出相關民族史､宗
教史等方面實證研究成果﹐以加強當代中國伊斯蘭教史研究領域及視野等方面﹐
茲分敘如下﹕
1. 針對民國時期穆斯林自辦報刊資料調查與整理情況的分析及其評估﹕

依據寧夏社會科學院回族伊斯蘭教研究所在九○年代所做的調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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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自清末至民國時期﹐曾出版過的穆斯林自創報刊大約有一百三十三種
（見本報告附件一）。不可否認的﹐這類刊物是研究當代中國伊斯蘭教史最
重要的史料。這是因為這些資料既不是政府檔案或正史類的史書﹐也不是
單純的宗教上層菁英份子詮釋教義與教理的專業論述﹐而是穆斯林知識界
自發性的､以闡揚伊斯蘭宗教文化精神､並企圖強化教眾宗教意識為主旨
的一種自覺現象。這其中固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有關﹐但從社會文
化史的角度看來﹐這些報刊所反映的面向﹐確實與當時中國穆斯林整體社
會價值產生一定程度的結合。因此﹐對於這些現存資料的調查﹐以及整理
情況的分析與評估﹐是研究當代中國伊斯蘭教史必要的過程之一。

2. 擴大當代中國伊斯蘭民族史､社會史､宗教史等方面實證研究成果的視野﹕
民國時期穆斯林自辦報刊涵蓋的時空範圍相當廣泛。其發行在時間方

面﹐自清末､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期間﹐基本上貫
穿了整個民國史。其中亦包括北洋政府､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傀儡政權等不
同的統治時期。在空間方面﹐其創刊地點﹐無論是南､北方大城市（如南
京､北平､上海､廣州等）﹐或是偏遠省份省會（如青海西寧､雲南昆明､
甘肅蘭州等）均包括在內。同時﹐這些刊物如前文所述﹐其所反映的面向﹐
確實與當時中國穆斯林整體社會價值產生一定程度的結合。因此﹐本計畫
也企圖藉其分析研究來擴大當代中國伊斯蘭民族史､社會史､宗教史等方
面實證研究成果的視野。

（三）文獻探討
         整體說來﹐民國時期穆斯林自辦刊物的內容﹐大多數是以闡揚伊斯蘭教義､
宣傳社會變革現實､提倡新式回民教育､傳達各地回民消息､溝通各地回民之間
感情為宗旨。以開放式地､大量地刊登有關伊斯蘭教義､教法研究的論著文章﹔
開闢《古蘭經》釋義專欄﹔連載探討回民､伊斯蘭教文化､經濟發展前途的論文﹔
介紹當時回民教育的發展情況﹔對現代社會上有影響的事件､教案進行追蹤報
導､開展各地清真寺及各地回民歷史及現況的調查研究﹔對於回民大眾共同關注
的齋月問題､穆斯林青年問題､婦女與兒童問題﹐及著名回民､伊斯蘭教人物的
介紹﹐回教與人生等問題設立專號或專欄﹐進行專題討論﹐以引起社會各界的重
視（雷曉靜﹐1997﹕17）。這些內容﹐不僅為近代中國伊斯蘭民族史､社會史､
宗教史等方面提供出第一手的觀察材料﹐同時也為研究民國時期穆斯林新文化運
動的實質內涵及其影響﹐呈現出最重要的探索脈絡。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以史學研究法為中心﹐並旁及民族學､人類學與宗
教學等學科中﹐對於族群（民族）歷史､族群（民族）認同､文化變遷與社會適
應､宗教世俗化與宗教融合（syncretism）等方面的研究視野與取向。其中﹐近



4

年來在國內有較多討論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與族群邊緣（ethnic boundaries）
研究﹐其研究脈絡亦能提供在穆斯林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回民對於其族群屬性
及適應變遷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各種不同的觀察面向。

（五）結果與討論
1. 本計畫主要研究資料﹐除《醒回篇》､《伊斯蘭》與《月華》等已整理出
版之資料外﹐其他報刊資料目前大多存放在北京中國伊斯蘭教協會所屬中
國伊斯蘭教經學院圖書館﹐以及銀川寧夏社會科學學院回族伊斯蘭教研究
所。其中前者所藏資料較為完整﹐同時在與本計畫的協同研究過程中﹐經
該院相關人士的協助下﹐已完成《民國時期伊斯蘭報刊總目》的初稿工作﹐
這是本計畫執行過程中最重要的收獲之一。按《總目》共收錄六十三種報
刊資料﹐依其現存卷（期）數﹐分別登錄各篇文章之作者與篇名﹐這對於
日後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方便性。至於銀川寧夏社會科學學院回族伊斯蘭
教研究所所藏資料方面﹐其數量不如中國伊斯蘭教經學院圖書館﹐但由於
該所自一九九二年起﹐有計畫地將這類報刊中之重要者整理出版﹐名為《中
國伊斯蘭史報刊萃編》。目前已出版的有《醒回篇》､《伊斯蘭》與《月華》
等﹐至於其後可能還有《突崛》､《晨熹》等﹐值得注意。

2. 穆斯林報刊所代表的史料內容與意義﹐如何與時代特色﹐像是中國穆斯林
新文化運動等產生一定的互動關係﹐應是本計畫研究目的與過程中最重要
的關鍵。其中涉及宗教文化自覺､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面向﹐這對於研
究現代回族族群化過程﹐與其自身的文化論述觀點等議題等有著密切的關
聯性。

3. 中國穆斯林新文化運動﹐應在觀察整體現代中國啟蒙運動中佔有一定的重
要性。尤其中國大陸自上世紀八○年代以來﹐「改革開放」所產生的社會文
化衝擊﹐亦使得部份回族穆斯林知識份子﹐以民國時期中國穆斯林新文化運
動為範例﹐用辦民間報刊方式來闡揚伊斯蘭教教義與族群認同觀。此一現象
目前正持續發展中﹐相關具有研究觀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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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占福﹐〈中國回族研究的歷史軌跡－兼述二十世紀八○年代以來回族研究的
     學術成就〉﹐蘭州﹐甘肅省民族研究所單行本﹐1996。
3. 張中復﹐〈論當代回族歷史意識的建構與民族認同－以回民起義史觀為中心的

探討〉﹐《民族學報》﹐第二十二期（1996年 12月）﹐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民族
學系﹐   頁 77104。

3. 張中復﹐〈論研究中國伊斯蘭門宦制度的民族學內涵與意義〉﹐「回族歷史與文
化國際學術討論會」論文﹐銀川﹐寧夏社會科學院主辦﹐1998年 10月。該文
並刊載於﹐《回族研究》﹐一九九九年第一期（銀川﹕寧夏社會科學院回族伊斯
蘭教研究所﹐1999年 2 月）﹐頁 4249。

  4. 張中復﹐〈論當代中國回族研究的「少數民族化」問題〉﹐「（大陸）第十一次
全國回族史討論會」論文﹐北京﹕中國回族學會主辦﹐1999 年 10 月。收入﹕
中國回族學會編﹐《西部大開發與回族學展望》﹐銀川﹕寧夏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86108。

5. 張中復﹐〈「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論當代中國回族民族屬性中的「少數
民族化問題」〉﹐「人類學的比較與詮釋﹕慶祝陳奇祿教授八致華誕國際學術研
討會」論文﹐台北﹕國立台灣大學人類學系﹐2002 年 4 月。

6. 謝世忠﹐〈根本賦予認同與族群政治﹕中國「漢語穆斯林」的例子〉﹐收入《陳
奇祿院士七秩榮慶論文集》﹐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81﹐頁 199220。

7. 雷曉靜﹐〈中國近代回族､伊斯蘭教報刊的崛起〉﹐《回族研究》﹐1997（1）﹕
1626。

（四）英文﹕

1. 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Dru C. Gladney,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in China, Fort Worth :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8. 

3. Dru C. Gladney, Dislocating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4. Joseph F. Fletcher, Beatrice Forbes Manz ed.,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Asia, Aldershot : Variorum,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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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6.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 A History of Muslim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7. 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 A Neglected Problem, London : Morgan
& Scott, Ltd., 1910.

8.Michael Dillon, China's Muslim Hui Community :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Sect, Richmond : Curzon Press, 1999.

9. Raphael Israeli, Muslims in China :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 
London : Curzon Press, 1980.

10 Raphael Israeli, Islam in China :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Westport : Green –
Wood, 1994.

11. Maris boyd Gillette,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四､計畫成果自評

（一） 本計畫為國內第一次有系統對於民國時期的穆斯林自辦報刊進行實證研
究的案例。從計畫規劃執行到結案﹐基本上已達成原先預設的研究目的與成效。
由於計畫執行人之前已多次進行有關中國西北穆斯林民族社會文化研究﹐因此本
次至北京中國伊斯蘭教協會所屬中國伊斯蘭教經學院圖書館﹐以及銀川寧夏社會
科學學院回族伊斯蘭教研究所兩地﹐進行實證研究的過程相當順利。其中因北京
中國伊斯蘭教協會的參與﹐所完成的《民國時期伊斯蘭報刊總目》初稿﹐其對於
建立當代回族穆斯林研究資料庫助益甚大。至於銀川寧夏社會科學學院回族伊斯
蘭教研究所除出版相關文獻外﹐類似《總目》之整理工作亦可持續進行。

（二）本計畫執行中﹐發現上述兩地現存資料固然豐富﹐但其中仍應有部份罕見
材料存放於其他學術機構﹐或散見於民間。去年（九十三年）﹐廣州中山大學人
類學回族博士馬強已編輯出版《民國時期廣州穆斯林報刊資料輯錄（1928－
1949）》（寧夏人民出版社）一書﹐基本上對於本計畫研究範圍提供更多相關資料
資訊。其中收藏於廣州中山大學內的穆斯林報刊資料的整理結果﹐十分具有參考
價值。這對於擴大研究當代中國穆斯林的新文化運動的領域有所助益。

（三）本計畫為歷史學研究領域﹐但仍參考民族學､人類學與宗教學中之研究方
法與取向﹐以擴大研究視野﹐並嘗試將研究中國伊斯蘭教史進行學科整合的可行
性。依本計畫的內容與成效﹐日後應還有對於當代中國伊斯蘭教史進行擴大式專
題研究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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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國近現代回族､伊斯蘭教報刊簡表

序號 報刊名稱 創刊時間 創辦者 刊址 宗旨‧內容 備註

1 正宗愛國報 1904 丁寶臣 北京 注重啟迪回民﹐宣傳普及教育 白話報

2 竹園白話報 1906 丁竹園 北京 注重啟迪回民﹐宣傳普及教育 白話報

3 醒回篇＊◎ 1908•12 中國留日學

生”留東清真

教育會”                                                                                                                                                                                             

日本東京 改良宗教､.普及教育。 32開本�僅出 1號

4 清真日報 1915.•1 中國回教俱

進會滇支部 雲南昆明 闡揚伊斯蘭教義﹐宣傳五族共和。 文言文

5 清真學理譯著

◎

1916•2 北平清真協

會 北平

聯絡學界伊斯蘭教人﹐講求伊斯蘭教

學問﹐兼闡發于社會之上。 翌年停辦

6 廣倉學演說報 1916 廣倉學會 上海 只出 1期

7 清真匯報 1917 中國回教俱

進會滇支部

雲南昆明 宣傳五族共和﹐喚起回民覺醒 只出 1期

8 廣倉學會雜誌 1919 廣倉學會 上海

9 清真月刊◎ 1920•2 清真月刊社 上海 宣揚伊斯蘭教義﹐喚起回民覺醒。

10 南方日報 1920 馬哀陸 江蘇南京 闡揚伊斯蘭教義﹐宣揚五四精神﹐介

紹世界形勢﹐提倡使用國貨。

又名”江南日報”翌年

停刊

11 清真周刊◎ 1921 北平 1937年因抗戰停刊

12 三山日報 1821•6 童詣平童仁

甫

江蘇鎮江 闡揚伊斯蘭教義﹐提倡民主與科學﹐

傳達各地回民消息﹐喚醒回民愛國熱

情。

13 清真旬刊 1922 滇支部振學

社編

雲南昆明 增進回族團結﹐振興民族﹐推進雲南

回族發展。

兩年共出 50期後停刊

14 明德月刊◎ 1924 天津回教聯

合會

天津 宣傳伊斯蘭教義﹐推動回民教育﹐聯

絡中外教胞感情。

不定期共發行 11期

1927年停刊

15 明德報 1924 天津 共出兩號

16 回   光◎ 1924•10 上海回光社

左東山(日)､

李沛霖

上海

標榜“研究回學﹐增進回智﹐革新回

教﹐傳播回教﹐團結回民”。

初以中､阿､英 3種文

字刊行﹐翌年停刊

17 清真月刊 1925 江蘇鎮江

18 醒時月刊 1925 張幼歧 遼寧奉天 贈閱

19 穆友月刊 1925 北平

20 中國回教學會

月刊

1926•1 中國回教學

會沙善余等

上海 恪守中國回教學會會章﹐闡揚教義﹐

聯絡同志。

翌年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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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 會沙善余等 聯絡同志。

21 中國回教協會

季刊

1927 中國回教會

沙善余等

上海 恪守中國回教學會會章﹐闡揚教義﹐

聯絡同志。

月刊停刊后改此﹐只出

1期

22 震宗報(震宗

月刊◎

1927 震宗月刊社

唐易塵

北平 宣傳教義﹐提倡教育﹐鼓吹教胞愛

國﹐振興生利實業﹐聯絡教胞感情。

又名《震宗月刊》有間

斷﹐1943年 12月停刊

23 伊光月報 1927•9 王靜齊 天津武漢河

南重慶寧夏

遵經求實﹐弘揚伊斯蘭文化﹐宣傳抗

日。

共出 128期。不定期﹐

1943年停刊

24 真   光◎ 1928•3 昆明東門清

真公會主辦

昆   明 闡揚伊斯蘭教義﹐提倡回民教育﹐報

導宗教近況。

25 清真導報 1928•7 劉潜 齊 四   川 宣傳伊斯蘭教義 只出 2期

26 天方學理◎ 1928•10 天方學理月

刊社辦馬玉

龍編

廣   州

宣傳教義﹐振興宗教﹐使教內外人士

更了解伊斯蘭教。

1935年停刊﹐現存 75

期

27 清真鐸報◎ 1929 白孟愚辦中

國回教俱進

會滇支部編

馬遙卿､馬慕

青､納忠､白

壽彝等曾任

主編

雲南昆明

闡揚教義﹐推進教育改革。加強教胞

團結﹐爭取民族自立。

1934年停刊﹐后幾度

復刊﹐共出 72期﹐1949

年終刊

28 湟中通訊 1929 馬步芳郭任

天

青   海 改進軍隊政治工作﹐要求軍隊為團體

服務﹐宣傳馬步芳思想。

油印本

29 穆光半月刊 1929 北   平

30 月   華＊◎ 1929•10 馬云亭等創

辦﹐孫幼鉻､

趙振武､白壽

彝､金殿桂､

馬金鵬等先

后任主編

北   平

桂   林

重   慶

闡揚教義﹐弘揚伊斯蘭文化﹐提倡教

育﹐溝通教內外消息。抗戰期間﹐積

極宣傳抗戰﹐號召教民愛國愛教。

1937年因抗戰停刊﹐

后多次復刊。共出 18

卷 418期。有 8､20､

16開多種開本。1948

年停刊

31 陜西回教公會

月刊

1930 陜西回教公

會主編

西   安

32 穆士林◎ 1930 廣東(穆士林)

書報社主編

香 港 宣傳教義﹐評析中國穆斯林的地位及

各種問題

翌年停刊﹐小 32開本

33 回教青年月報

◎

1930 傳統先等創

辦上海回族

青年研究社

編

上   海

宣傳教義﹐改良宗教﹐注重青年道德

的培養﹐喚起教友團結精神。

共出 12期﹐翌年停刊

34 成達學生會月

刊◎

1930 北平成達師

範學生會學

術部編

加強教內外人士聯系﹐報導､宣傳該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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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範學生會學

術部編

北   平 校

35 穆   民◎ 1931•1 陳渙文主編 廣   州 闡揚教理﹐振興教育﹐提倡實業﹐研

究學術﹐指導穆民愛教愛國。

36 伊斯蘭學生雜

誌◎

1931 伊斯蘭學生

雜誌社金志

晏等編

上   海

練習文字﹐研究教義﹐提倡教育﹐宣

傳愛國思想。

原為 24開本﹐自第 3

期改 16開本﹐1935年

停刊

37 伊斯蘭青年◎ 1931 東北伊斯蘭

學友會編

北平西安 尋求真理和宗教﹐期待復興中國﹐推

進整個民族的團結奮鬥。

出 2期后停刊﹐后幾度

復刊﹐1936年 12月停

刊

38 北平伊斯蘭 1931 北   平

39 正   道 1931•5 追求學會､正

道雜誌社主

辦馬宏道主

編

北   平

介紹中國穆斯林國家情況﹐闡揚教

義﹐喚醒回民覺悟﹐傳遞各地回民信

息。

1934年 10月停刊﹐

1946年 11月復刊﹐同

年底又停刊

40 勵   進 1931 西北公學學

生主辦

北   平 贈   閱

41 伊斯蘭學友會

叢刊

1931•11 北平伊斯蘭

學友會劉柏

石主編

北   平

闡揚教義﹐聯絡伊斯蘭青年﹐傳達回

民消息。

42 醒   民 1931•12 民鋒中學抗

日救國會

北   平 喚起民衆 ﹐救國救民﹐參與國事﹐關

注時代發展。

43 回   民 1932 馬   斌 湖   南

44 雲南伊斯蘭畫

刊

1932 雲   南

45 穆   聲 1932 北   平

46 邊事月刊 1932 馬步芳 青   海 宣傳馬步芳”定青拓邊”政策及回漢

關係。

47 吶   喊 1932•9 南   京 1935年 4月停刊

48 回族青年◎ 1933•1 回族青年月

報社楊新民

北   平 興教救國 翌年停刊

49 醒蒙月刊 1933 桂   林

50 東   光 1933 山東泰安

51 穆   音 1933 馬大倫 湖南常德 促進伊斯蘭文化交流﹐改進回民教

育。

因抗戰爆發停刊

52 西   北◎ 1933 北   平 后改為《西北周報》

53 一００周刊 1934 馬步芳第一

百師政訓處

主辦

青   海

強化軍隊政治訓練﹐研討民族關係﹐

宣傳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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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54 開宗月刊 1933 河   南

55 燦   爛 1933 六   合 只出 1期

56 北平回教臨時

難民救濟會特

刊

1933•12 北平回教臨

時難民救濟

會

北   平

喚起熱心教胞舉辦急賑。

只出 1期

57 小警鐘 1934 西北三小 北   平 月刊﹐只出 5期

58 禹   貢◎ 1934•3 禹貢學會顧

頡剛等

北   平 共出 7卷每卷 12期﹐

第 7卷只出 10期

59 天山月刊 1934 南京天山學

會安文惠等

南   京 介紹內地和新疆的現狀､發展､增進

了解﹐共同前進。

創刊不久即停刊﹐1946

年 8月復刊﹐為漢､維

兩種文字版

60 突   崛◎ 1934•5 南京國民黨

中央政治學

院附設蒙藏

班回族學員

喚醒中國回

民﹐闡揚回

教教義﹐倡

導回民教

育﹐聯絡回

教民族。

61 成師月刊(或

成師校刊)◎

1934 北平成達師

範學校

北平桂林 發揚教義﹐領導民眾改善教法﹐培植

人才。

自第 3卷改名人《成師

校刊》

62 人道月刊 1934•6 上海時報楊

玉書創刊何

堯主編

上   海 聯合全國回教徒﹐不分新舊﹐不分老

小﹐不分地理方向。

63 文化週刊 1934

64 廣西回教 1934•10 陳煥文主編 廣西南寧 只出 1期

65 邊   鋒 1934•3 南   京 側重新疆問題﹐以民族平等､扶助邊

民､解除帝國主義羈絆､實現國策為

宗旨。

共出版 6期。始為半月

刊﹐后改月刊､名天山

66 大   道◎ 1934•3 社長穆華軒 南   京 積極呼籲抗日。 南京淪陷后停刊

67 古蘭日報 1934 總編郭民奇 南   京 傳播新聞﹐闡揮古蘭真諦﹐開發西

北﹐融合回漢感情﹐溝通中西文化﹐

促進民族團結。

創刊初名《文化週報》

1936年 4月改此名

68 伊斯蘭學生雜

誌◎

1934 上海伊斯蘭

學生雜誌社

上   海

69 華族週報 1935 武漢漢口

70 晨   熹◎ 1935•1 劉伯余主編 南   京 喚醒教胞參加革命﹐介紹三民主義﹐

激發國內民眾同舟共濟之決心。

共出 3卷 50期

71 伊斯蘭＊◎ 1935•1 白壽彝主編 河南開封 闡發伊斯蘭教義﹐促進回民教育﹐傳

遞回民消息。

共出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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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回民消息。

72 昆   侖 1935 青海回教促

進會主辦

青海西寧 促進回族伊斯蘭文化﹐介紹伊斯蘭學

術研究﹐記載青海社會新聞。

第 1年為單頁﹐次年改

為月刊雜誌

73 回教青年月報

◎

1936 石覺民主編 南京蘭州 闡揚三民主義﹐傳揚中央德意﹐溝通

回漢情感﹐傳遞邊地消息﹐發揚回教

真義﹐灌輸回民知識。

不定期出版

74 回教青年◎ 1936 青海回教青

年學會主辦

青海西寧 精研教義以闡明本然﹐發揚真理以省

心覺迷﹐推究科學以驅策自然﹐注重

經濟以提高生活。

不定期出版

75 塔   光 1936 廣   州 闡揚教理﹐振興教育 月刊

76 西北一小校刊 1936 北   平 每年 10期

77 西北二小校刊 1939 北   平 。

78 穆   友 1936 中國穆民交

際會主編

武漢漢口 引導回教的同胞信仰耶蘇基督﹐宣傳

基督教教義

79 回   報 1936 法捷三童仁

甫創辦(主編)

江蘇鎮江 報導該市與外地伊斯蘭教義活動﹐傳

播伊斯蘭教義。

日報﹐又名《回民報》﹐

鎮江淪陷后停辦

80 伊斯蘭婦女雜

誌

1936 伊斯蘭婦女

協會會刊﹐何

玉芬編

上   海

宣傳伊斯蘭文化﹐闡揚伊斯蘭教義﹐

聯絡伊斯蘭婦女﹐提倡伊斯蘭婦女共

謀自身福利。

不定期﹐抗戰爆發停辦

81 西北週刊◎ 1936 北   平

82 回族文化◎ 1937•7 北   平 研究回族文化﹐介紹伊斯蘭學術研究

成果

季刊

83 清真世界 1937 四川成都清

真女子小學

學生自治會

新聞股主辦

四川成都

84 滿洲國的回教

徒問題

1938 偽滿文教部

教化司禮教

司編

收集東北回族伊斯蘭資料﹐為日本統

治東北提供數據

不定期

85 回   聲 1938 伊斯蘭學友

會､回民教育

促進會楊靜

仁､鮮維峻主

編

甘肅蘭州

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亡政策和民族

政策﹐傳達各地回民抗日消息。

催出 2期即被國民政

府勒令停刊

86 回民信號 1938 白榮璋主編 西   安 增進同胞之國家觀念﹐加強民族意

識。

次年底停刊

87 回教大眾◎ 1938•2 沙蕾主編 湖北武昌四

川重慶

讓回教大眾獻身民族﹐喚起世界回教

大眾對抗戰之同情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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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星   月 1938 馬耀武､丁世

俊主編

西   安 研究和宣傳伊斯蘭教義﹐討論回民現

實問題﹐宣傳抗日

半月刊﹐1940年停刊

89 回   教◎ 1938•4 偽”中國回教

總聯合會華

北聯合總部”

北   平

主張所謂中､日､滿三”國”緊密提

攜﹐反對共產黨﹐擁護偽證權﹐為日

效力

日偽刊物﹐1940年中

停刊

90 回教報 1938 (中國)上海回

教宣傳所會

刊﹐完捷三主

編

上   海

闡揚伊斯蘭教義﹐宣傳伊斯蘭文化﹐

喚醒教友愛國精神﹐一致抗日。

1944年停刊

91 回聲報 1939 中國回民救

國協會青年

服務團

湖北宜昌

向回民群眾宣傳抗日﹐鼓動抗戰士

氣﹐揭露日軍暴行。

92 回光月刊 1939 偽“滿洲回

教協會編”

瀋   陽 宣揚日滿協和的“大東”精神﹐為日本

侵華､統治東北服務。

又名《回教論壇》﹐半

月刊﹐1941年 5月停

刊

93 回民言論(回

教論壇)◎

1939•1 孫繩武､王楚

揚主編

重慶蘭州 推動回民救國工作﹐宣傳教義教規﹐

使非回教認識回教道理﹐促進我國與

回教國家的文化聯係。

1941年 5月停刊

94 回民青年(伊

斯蘭青年)◎

1939•8 中國伊斯蘭

青年會

重   慶 闡明教義﹐宣傳抗日﹐團結回民﹐爭

取回民利益﹐共同建國。

前 3期名《伊斯蘭青

年》月刊﹐1947年停

刊

95 冀中回民 1939•8 暨中區回民

抗戰建國聯

合總會編

加強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喚起同胞共

同抗戰。

中共領導下的回族抗

日刊物

96 力行月刊 1939•10 力行月刊社 重   慶 1943年 5月停刊

97 中國回教救國

協會會刊◎

1939•10 中國回教救

國協會編

重慶､南

京､台灣

提高教胞國家與民族意識﹐宣傳､鼓

動抗日﹐闡揚教義﹐推行教務﹐介紹

有關伊斯蘭教及穆民情況。

又名(中國回教協會會

報)､(中國回教)1939

年重慶版﹐1946年南

京版､1958年后台灣

版

98 綠   旗◎ 1939•10 綠旗月刊社

楊玉書編

上   海 興教建國﹐宣傳抗日﹐傳遞回民消

息﹐揭露日軍罪行。

1941年停刊

99 伊斯蘭週報 1941•8 回教總會正

道報社韓仁

等

冀魯邊區

宣傳中共黨的民族政策﹐宣傳抗日。初名《正道周報》﹐1946

年復刊後改名。中共領

導下的回民刊物。

100 回教周報 1940•8 偽”中國回教

總聯合會”

北   平 “聯合全體教胞﹐築成反共堡壘＂。 日偽刊物﹐1943年停

刊

101 回教文化◎ 1941•10 中國回教救

國協會

重   慶 闡揚伊斯蘭教義﹐研究回教文化﹐介

紹回教學術､文學等。

共出 1卷 4期﹐1943

年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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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協會 紹回教學術､文學等。 年停刊

102 回教月刊 1942•9 偽”西北回教

聯合會”會刊

厚和市(今

呼和浩特)

“回回提攜之實現﹐反共堡壘之鞏

固﹐清真精神之發揚。

又名(西北鐘聲)1944

年 9月停刊

103 正源月刊◎ 1942 中國回教救

國福建分會

金明增主編

福   建

104 中國回教救國

協會安徽分會

會刊

1942

105 新穆民 1943 昆   明 加強回族和伊斯蘭教歷史研究﹐喚醒

中國回胞﹐促進民族團結﹐共同抗

戰。

106 流   火 1944 張玉良､劉希

賢主編

陜   西 出 1期

107 阿爾泰 1944•1 艾沙主編 重   慶 對新疆史地､伊斯蘭教及近東各伊斯

蘭民族的多方面研究。

不定期有漢､維兩種版

式

108 金字塔 1944•6 金字塔月刊 桂   林 促使回教大眾的覺醒﹐改正回教朋友

的認識

109 西北通訊(西

北世紀)

1945 馬振武辦﹐李

文實﹐馬繼援

主編

南   京

蘭   州

研討西北邊疆問題以引起全國對開

發西北､建設西北的關注。

又名《西北世紀》共出

3卷 34期﹐1949年停

刊

110 清真鋒報副刊

◎

1945•11 清真鋒報社

編發

雲   南 宣傳回教固有的美德與精神﹐團結一

致﹐愛國愛教。

不定期

111 成都清真八寺

董事會會刊

1945 成   都 闡揚伊斯蘭教。 油印本

112 東北回教周報 1946•7 東北回教協

會

長   春 報導東北各回教協會動態﹐傳授伊斯

蘭宗教知識﹐傳達國內外回教活動。

113 回聲月刊 1946•5 買韵 公編 河南新鄉 興教､建國。 共出 8期

114 伊斯蘭通訊 1946 中國回民青

年會上海分

會會刊

上   海

弘揚伊斯蘭文化﹐聯絡教胞感情。

115 伊理月刊 1946•8 張兆理､馬全

仁

湖北漢口 闡揚回教教義﹐復興回教文化﹐增強

回胞對三民主義之認識完成興教建

國之使命﹐促進中外回教友誼。

1948年 8月停刊

116 天   山 1947•6 復旦大學回

教同學會創

辦

上   海

向青年介紹伊斯蘭教知識﹐進行國防

問題討論﹐介紹學校情況。

117 月華周報 1947•8 月華編輯部

編發

北   平 闡揚教意﹐普及回教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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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發

118 古爾邦 1947•7 北平回民青

年聯誼會主

辦

北   平

以古蘭先賢的犧牲精神爭取自由平

等､兩世幸福。

只出 2期

119 昆侖報 1947•10 青海回教教

育促進昆侖

中校友會

青   海

   

甘   肅

宣傳馬步芳“寓兵于學”之主張﹐為

其擴充軍政實力､加強奴化教育而鼓

吹。

共發行 108期﹐1949

年 8月停刊

120 回民青年 1947 江蘇六合回

民年會辦

江蘇六合 普及伊斯蘭教基本常識﹐報導各地穆

斯林青年活動。

共出 11期﹐次年停刊

121 回協月刊◎ 1947•3 中國回教協

會北平分會

北   平 闡揚回教教義﹐發展回族文化﹐溝通

國內外回教消息﹐報導分會動態。

122 伊斯蘭通訊 1948 沙德珍､納仲

明等

雲   南 宣傳伊斯蘭教義﹐聯絡各地回民﹐是

《鐸報》之補充。

周刊﹐共出 38期﹐1949

年 9月停刊

123 回族文化◎ 1948•1 新疆回族文

化促進總會

馬力克主編

新疆迪化

(今烏魯齊

木)

發揚伊斯蘭教義及邊疆文化。

月   刊

124 懷   聖 1948•7 中國回教協

會廣州分會

光塔寺文化

部

廣   州

闡揚教義﹐啟迪愚頑﹐播揚真理﹐醒

悟醉迷以懷聖。

月   刊

125 大   路 1948•7 大路報社編

發

南   京 闡揚教義報導世界回民反抗的鬥爭

及活動動態。

月刊﹐1949年初停刊

126 回民大眾 1949 北京回民大

眾社編發

北   京 闡揚共產黨之民族宗教政策﹐介紹各

地回民情況。

建國初第 1份回族刊

物﹐只出 2期

127 回族青年 北   平

128 廣州回協◎ 廣   州

129 鐸   聲 四川彭縣回

教協會喇文

波主編

四川彭縣 不定期

130 伊   聯 北   平

131 武進回廣 江蘇武進支

會

江   蘇

132 醒時月報 遼   寧

133 清真教刊 香   港; 

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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