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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族 The Salar People Group 
 

人口數目： 

���� 104,503104,503104,503104,503 萬人(2000200020002000 年全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 
            

基督教信徒人數及比率： 

���� 根據研究撒拉族人員 2009200920092009 年資料，撒拉族約有 10101010 名基督徒，佔其民族總人口

的 0.0.0.0.009009009009%%%%。 
 

分佈： 

���� 根據 2000200020002000 年全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撒拉族屬於聚居群體，主要分佈在

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化隆回族自治縣甘都鄉、甘肅省積石山保安族東鄉

族撒拉族自治縣的大河家；在青海省西寧市、黃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

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甘肅省夏河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伊寧縣、烏烏烏烏魯木齊

市等地分佈。 
 

���� 按前述普查資料，撒拉人比較多集中居於青海省和甘肅省，兩省聚居了約有

98,82798,82798,82798,827 族人，佔其總人口 99995555%%%%。其中，以青海省為首，該地往了約有 87,04387,04387,04387,043 人

佔 83%83%83%83%，甘肅省約有 11,78411,78411,78411,784 人佔 11%11%11%11%，新疆約有 3,7623,7623,7623,762 人佔 4444%%%%。此外，還居於北

京、湖南，西藏、四川、河南、廣東、貴州、湖北等省份。 
 
 
 
 
 

 
 
 
 
 
 
 
 
 

地理位置： 

���� 撒拉族主要聚居的循化縣，位於青海省東部黃河南岸，總人口 12121212 萬多人(2005200520052005

年)，該縣居住著撒拉、藏、回、漢、土、保安族等 15151515 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

佔總人口的 90%90%90%90%以上，其中撒拉族佔總人口的 62%62%62%62%。 
 

���� 循化縣東接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西面和南面與黃南藏族自治州為鄰，北面隔

黃河與化隆縣相望。循化縣南部為藏族居住，在川水河谷地帶撒拉族與回族、

漢族相互錯居。  
 

 

���� 撒拉族居住地區氣候溫和、空氣溫潤、土壤肥沃，有著豐厚的農業生產自然條
件和資源。糧食作物有小麥、玉米、青稞、蕎麥、穀子、豌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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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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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素有「瓜果之鄉」的美稱。族人善於經營花椒、辣椒和各種各樣的蔬菜，
是種植經濟作物的能手。循化花椒厚肉、油多、少籽、香味濃，素稱「循椒」，
曾陳列於廣州交易會。「金師」、「元師」、「紅富士」蘋果以及露仁核桃、紅辣
椒等農產品，馳名中外。山區產大黃、黨參、麻黃、麝香等藥村。 

 

���� 截至 2003200320032003 年底，撒拉族自治地區分別在：    

一....    青海省：1111 個民族自治縣。 

二....    甘肅省：1111 個民族自治縣。 

    稱頌稱頌稱頌稱頌萬福的萬福的萬福的萬福的源頭源頭源頭源頭，，，，祂祂祂祂常常記念撒拉族的需要常常記念撒拉族的需要常常記念撒拉族的需要常常記念撒拉族的需要。。。。願願願願神將服侍的異象神將服侍的異象神將服侍的異象神將服侍的異象、、、、方方方方
式賜下式賜下式賜下式賜下，，，，並揀選並揀選並揀選並揀選、、、、激勵激勵激勵激勵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編案編案編案編案：：：：華福中心以華福中心以華福中心以華福中心以「「「「延福者延福者延福者延福者」」」」名稱取代之名稱取代之名稱取代之名稱取代之))))

投身參與見證福投身參與見證福投身參與見證福投身參與見證福音音音音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    

    讚美奇妙讚美奇妙讚美奇妙讚美奇妙創造創造創造創造的的的的神神神神，，，，竟然竟然竟然竟然賜下如此豐賜下如此豐賜下如此豐賜下如此豐碩碩碩碩的天的天的天的天然然然然資源資源資源資源，，，，深盼深盼深盼深盼撒拉撒拉撒拉撒拉族族族族藉著藉著藉著藉著
神神神神所創造之物所創造之物所創造之物所創造之物，，，，曉得神曉得神曉得神曉得神，，，，並並並並向向向向祂獻上祂獻上祂獻上祂獻上讚美和稱謝讚美和稱謝讚美和稱謝讚美和稱謝。。。。    

 

語言： 

���� 撒拉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西匈奴語。依照 2007200720072007 年《中國的語言》中國
撒拉族語專家林蓮雲認為，撒拉語應歸入西匈奴語支的烏烏烏烏古斯語組，但也有國
外其他學者認為該語是維吾爾的方言之一，也有的支持劃分納入卡爾魯克語
組。故此，就有關撒拉語歸屬那一語組，仍有待專家們進一步的研究和確認。 

 

���� 撒拉語內部比較一致，並沒有方言差別，只根據語音和詞彙上的某些差異可劃
分為「街子」和「孟達」兩種土語。「街子」土語分佈較廣。 

 

���� 撒拉語的外來詞以漢語借詞的數量最多，其次是藏語。與維吾爾語、哈薩克語
比較，撒拉語來自阿拉伯、波斯語的借詞並不多。族人日常用語摻雜少量阿拉
伯、波斯語借詞，主要是受伊斯蘭教所影響的生活上的借詞。  

 

���� 小經又稱消經或小兒經，是回族、東鄉族和撒拉族都使用的漢語拼音方法。歷
代清真寺的阿訇 (阿拉伯語音譯詞，是伊斯蘭教的教職稱謂，相當於牧師，負
責講經傳導、料理宰牲及主持婚葬儀式等。)以漢語教授伊斯蘭教知識，但要
求學生以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閱讀和背誦《古蘭經》及其他經典。然而大部分阿
訇和學生都不曉得漢字，所以借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來拼寫，結果形成小經。
小經共有 36363636 個字母，其中 4444 個是中國穆斯林獨創的。它的拼音方法尚未系統
化，同一個漢字可有多種拼法，所以懂得書寫小經的人不一定能完全看懂所有
小經文獻。目前，小經多用於私人記錄和密函來往。隨著漢語教育的普及，只
有少數宗教人員和長者使用它記事、記帳和寫信等。 

 

���� 撒拉族大部分使用母語，住在漢、回族混居地的族人，多兼通漢語；與藏族雜
居的族人，有的兼通藏語；散居在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境內的族人有一部分
已別分轉用維吾爾語、哈薩語或漢語。實際使用撒拉母語的人數約有 7 萬。 

 

文字：  

���� 根據部分學者的調查，撒拉族歷史上曾有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文字，留下少數
文獻。目前，撒拉人通用漢文，尤其是青壯年多兼通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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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創創創創制撒拉族制撒拉族制撒拉族制撒拉族語語語語文文文文的神的神的神的神，，，，求神賜予求神賜予求神賜予求神賜予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有有有有悟性悟性悟性悟性學習撒拉語文學習撒拉語文學習撒拉語文學習撒拉語文，，，，
又能又能又能又能靈巧靈巧靈巧靈巧地地地地應用應用應用應用與與與與當地當地當地當地族人交往族人交往族人交往族人交往。。。。    

    願神願神願神願神施恩讓族人和施恩讓族人和施恩讓族人和施恩讓族人和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能能能能彼此彼此彼此彼此接納接納接納接納，，，，建立互信的友誼建立互信的友誼建立互信的友誼建立互信的友誼，，，，分享神的分享神的分享神的分享神的
愛愛愛愛。。。。    

 

文學藝術： 

���� 撒拉族文學藝術豐富多彩，以民間「說」、「唱」文學為主。 

→「說」，包括神話、傳說、諺語、寓言、故事等，十分豐富，且語言幽默含 

蓄。民間故事有《阿娜雲紅姬》、《采賽爾》、《公道縣長》等都是以的自由、
美滿生活的嚮往和追求為主題。童話和寓言有《狐狸和兔子》、《兔和狼》
等，以擬人化的手法，表達族人的善惡觀、是非標準和道德規範。 

 

→「唱」，包括撒拉曲、宴席曲和花兒等民歌。「撒拉曲」是族人用本民族語演
唱的一種抒情民歌。由許多具有獨立意義的短體小詩組成。族內流行較廣
的曲子如《阿裡瑪》、《巴西古溜溜》、《撤拉爾賽西布尕》等。宴席曲主要
流行於循化孟達和臨夏大河家等地，是在喜慶日子裡宴客助興時唱的傳統
唱曲。撒拉「花兒」是民間普遍流行的一種演唱形式。它吸取了回族宴席
席曲、藏族民歌、滿族俚歌小曲的精華，再加上了撒拉母語的襯句，一種
獨特的音調高昂嘹亮、普遍帶有顫音，婉轉動聽的歌。 

 

���� 撒拉族最流行的舞蹈─四人「駱駝舞」，是撒拉族傳統戲劇中唯一保存下來的
內容比較完整的劇目。一般在婚禮上進行表演，內容是述說撒拉族祖先如何遷
到循化的經過。先以一問一答演繹，後以母語朗誦吟唱韻文。表演多在夜間月
光下進行，觀眾圍坐成一圈，參與對答，氣氛非常熱鬧。 

 

���� 「口細」是撤拉族唯一的樂器，一般用銅或銀制，形似馬蹄。為族內婦女所
喜愛。  

 

���� 撒拉族婦女擅長刺繡藝術，尤其是精美的剪紙、窗花等。 

    稱頌神稱頌神稱頌神稱頌神，，，，使撒拉族富厚的文學藝術使撒拉族富厚的文學藝術使撒拉族富厚的文學藝術使撒拉族富厚的文學藝術。。。。    

    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人人人明白這些文學藝術都是藉著耶穌明白這些文學藝術都是藉著耶穌明白這些文學藝術都是藉著耶穌明白這些文學藝術都是藉著耶穌((((爾撒爾撒爾撒爾撒))))而來而來而來而來，，，，並未並未並未並未認識認識認識認識
祂祂祂祂對對對對撒拉人撒拉人撒拉人撒拉人犧牲和永不止息的犧牲和永不止息的犧牲和永不止息的犧牲和永不止息的愛愛愛愛。。。。    

 

 

民族特色： 

���� 撒拉族日食三餐(農忙時根據情況適當加餐)，主食以小麥輔以青稞、蕎麥、馬

鈴薯及各類蔬菜。家常品種有花卷、饅頭、烙烙烙烙餅、拉麵、攪團等。雀舌麵是撒
拉人待客敬老時特意做的一種麵食，這麵一般是飯菜上完後，才端上最後的一
道麵食。族人忌食豬、狗、驢、馬、騾等不倒嚼動物和一切兇猛禽獸的肉、血
液和自死之物。 

 

���� 奶茶和麥茶是撒拉族男女老幼最喜愛的飲料。除此之外，日常飲料包括清茶、
蓋碗茶和果葉茶。麥茶是用麥粒炒焙半焦搗碎後，加鹽和其他配料，以陶罐熬
成，味道酷似咖啡。用曬乾的果葉，再炒成半焦泡出別具風味的果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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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拉人熱情好客、講究禮節。受邀家中作客須緊記：首先向主人問好，然後才
能落座；主人沏的茶，客人要把茶碗端在手上；喝水、洗漱須請主人代勞，切
忌自行動手。吃饅頭、麵餅時，要把其掰碎才吃，切勿狼吞虎嚥。與人面談忌
咳嗽、擤鼻涕。在老人面前不能有失禮行為。與主人分別時，要表示謝意。撒
拉族十分敬重舅親，族人認為「鐵出爐家，人出舅家」。 

 

���� 撒拉族內有如下禁忌： 

→族人宰牛羊時，旁人忌說「殺」，應說「宰」。 

→若撒拉家人去世應說「人定了」，忌說「人死了」，只有動物死了才說死。 

→到清真寺參觀，一般不要進入禮拜堂，若想進去，應徵得教長、阿訇的同意，
並要脫去鞋子、在寺內不要吸煙、唱歌或大喧嘩，更不要翻閱經典等。 

→還有，繪畫圖畫時，所描繪之物，不可添上眼睛。 
 

���� 由於受伊斯蘭教文化的影響，撒拉民族服飾的特點： 

→男子，頭戴無簷白色或黑色六牙帽或小圓帽，外套「白布汗褡青夾夾」，腰
係紅布帶或紅綢帶，短衣寬，長衣窄。 

 

→老年男子，穿著母語稱為「冬」的長衣衫；做禮拜時頭纏「達斯達爾」，一
種長約數尺的白布。 

 

→婦女，普遍戴蓋頭，且要求遮蓋除面部外的頭部其它部位。她們也喜歡色澤
的大襟花衣服，外套黑色坎肩。多佩帶長串耳環、戒指、手鐲、串珠等首飾。 

 

→嬰兒，給穿上無領無扣的白色衣，意味著清白純潔地來到人間。 
 

→此外，撒拉民族服飾不單具伊斯蘭教色彩，同時也受到回、藏、漢等民族文
化影響。在化隆的「外五工」卡日崗工一帶，部分撒拉人的衣飾已改從藏族
衣飾。 

 

���� 撒拉族盛行早婚，男孩到 7、8 歲時，便要接受割禮；女孩到 8、9 歲時，就要
戴上蓋頭，以示進入成年。在成年儀式之後，男女雙方都要負起宗教的責任，
這是因為撒拉族的宗教意識特別強，一直以來對伊斯蘭教有捨命不捨教的傳
統，不能有任何違抗的表現。另外，成年後，家長們開始為子女物色對象。一
般來說，他們在 15、16 歲就會結婚成親，生兒育女。 

  
���� 撒拉人信奉伊斯蘭教，而且十分虔誠。撒拉族主要有三大節日，開齋節、古爾

邦節、聖紀節。除此之外，具有民族特色的節日有：轉拜拉持夜節、法蒂瑪節、
蓋德爾節。每當節日來臨，族人總要宴請賓客，預備手抓羊肉、炖雞肉、做糖
包子、油炸蛋糕、炸 子、做傳統特色的「比利買海」(即油攪團)和各種燴菜。 

 
→開齋節，是伊斯蘭教最重視的節日。在伊斯蘭教曆 9 月信眾集體齋戒 1 個月，

所有理智健全、身體許可，分別年滿 9999 歲的女性和 12121212 歲的男性穆斯林都必
須從黎明到日落期間禁戒飲食、娛樂和房事，專心敬拜真主。及至 10101010 月 1111
日，族人會先行大淨，在家焚香和換上節日服裝。女性在家製作節日食品如

油香和饊饊饊饊子等。男性則到清真寺參加大型禮拜。禮拜後，族人會拜訪親友賀
節，互送節日食品，一起聚餐，有些會到親人或先賢的墳地念經追悼。 

 

→古爾邦節，在伊斯蘭教曆 12121212 月 10101010 日，即開齋節後 70707070 天舉行。這也是朝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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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之一的儀式，其主要精神是奉獻、順服。古爾邦，阿拉伯語為「獻祭」之
意，又稱「宰牲節」，而中國穆斯林稱為「忠孝節」。過節時，像開齋節一
樣打掃家居、理髮洗澡、散乜帖(阿拉伯語，為決心、願望。可引申為向別人施

捨的財物)、行大淨、點香、穿上整裝到清真寺參加禮拜，內容與開齋節一樣。

新疆其他民族，如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烏烏烏烏孜別克等會舉行叨羊、賽
馬、摔跤等比賽活動。維吾爾族會在廣場上舉行盛大歌舞集會。穆斯林會在
這天禁食半天，待會祀後才進食。此外，當天信眾會宰牲；大戶用駱駝，中
戶用牛，小戶用羊，無力者免；所有祭牲必須無殘疾。大部分信徒會獻宰牲
肉分 3333 份，一份留自用，一份贈親友，一份施捨窮人。宰牲時須高聲唸「泰
克比爾」(TakbirTakbirTakbirTakbir)，意即真主至大，宰牲方有效。 

 
 

→聖紀節，也稱聖誕節，是紀念穆罕默德的誕生和逝世的日子，在教曆 3333 月 12121212
日舉行。伊斯蘭教傳統認為穆罕默德誕出生和逝世(他們族稱為歸真)恰巧都在
教曆的同一天。當天，信眾會到清真寺聽阿訇誦讀《古蘭經》和讚揚穆罕默
德的詩歌，然後聚餐。一些西北部的信眾著重紀念穆罕默德的逝世，多有紀
念活動。然而，另一中國伊斯蘭教派─伊赫瓦尼派主張不紀念先人的日子，
所以沒有過聖紀節的習俗。 

 

→轉拜拉持夜節，是在齋月前第 15151515 天夜裡舉行，各家各戶邀請阿訇到家誦經。    
 

→→→→法蒂瑪節，是在齋月的第 12121212 天舉行。主要紀念穆罕默德的兒子────法蒂瑪。一
般只有成年婦女參加，每 7777 人湊在一起主持一年一度的法蒂瑪節。    

 

→→→→蓋德爾節，是在齋月的第 27272727 日舉行，也稱「小開齋節」，以一個「孔木散」
(一般由若干「阿格乃」組成，阿格乃，撒拉語音譯，意為「當家子」，是撒拉族父

系血緣組織，由兄弟分居後的 2222～10101010 多戶家庭組成。)為單位製作麥仁飯、油香、
包子等，請阿訇、滿拉到家中念經，準備開齋。    

    坐在高天掌管天地坐在高天掌管天地坐在高天掌管天地坐在高天掌管天地，，，，又又又又樂於與人同行的神樂於與人同行的神樂於與人同行的神樂於與人同行的神，，，，在撒拉人心中有耶穌的觀在撒拉人心中有耶穌的觀在撒拉人心中有耶穌的觀在撒拉人心中有耶穌的觀
念念念念。。。。    

    求神施恩求神施恩求神施恩求神施恩給給給給撒拉族撒拉族撒拉族撒拉族，，，，喚醒撒拉喚醒撒拉喚醒撒拉喚醒撒拉人人人人的心的心的心的心，，，，能明白真正應該持守和所信的能明白真正應該持守和所信的能明白真正應該持守和所信的能明白真正應該持守和所信的
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耶穌是人類唯一的拯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穌是人類唯一的拯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穌是人類唯一的拯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穌是人類唯一的拯救主和生命的主。。。。    

 
民族信仰： 

���� 撒拉族是中國十個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之一，99%99%99%99%的族人都是遜尼派穆斯
林，並且嚴格遵守伊斯蘭教制度和基本信仰：實行念、禮、齋、課、朝五功修，
尊奉《古蘭經》、聖訓，是中國最虔誠的穆斯林。  

 

���� 撒拉族在社會、風俗習慣方面處處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雖然，年青一代的族
人已不在乎父輩的宗教信仰，但家中仍是在堂屋的正中墻壁上，掛著用阿拉伯
文書寫的伊斯蘭教經文，以表示虔誠的敬仰。同時，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清真寺的建築與中國古典結合體，一般是中國飛簷式的古典廟宇結構。 

 

���� 現存於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一部 700700700700 多年前的《古蘭經》，被認為是中
國最古老的手抄本。據說這本《古蘭經》，是由撒拉族的祖先東遷從中亞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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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化的。按照考察發現，它距今已經有 1300130013001300 多年的歷史。這古老手抄本，目
前全球僅存三本，它是其中之一。此外，為傳承民族文化，2005200520052005 年中國國家文
物局撥專款修復和保護存放在當地第二大「街子清真寺」的《古蘭經》。 

    讚頌讚頌讚頌讚頌甘願為甘願為甘願為甘願為捨捨捨捨身在十架身在十架身在十架身在十架而而而而受死的神受死的神受死的神受死的神，，，，求神求神求神求神除去蒙蔽撒拉人心靈的黑除去蒙蔽撒拉人心靈的黑除去蒙蔽撒拉人心靈的黑除去蒙蔽撒拉人心靈的黑
紗紗紗紗，，，，引導引導引導引導每每每每位位位位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人人人認識耶穌基督認識耶穌基督認識耶穌基督認識耶穌基督正正正正是是是是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所所所所期期期期盼盼盼盼獨一獨一獨一獨一的的的的真神真神真神真神，，，，並專並專並專並專
一一一一歸向歸向歸向歸向祂祂祂祂。。。。    

    求求求求神神神神施恩施恩施恩施恩透過不同的途徑透過不同的途徑透過不同的途徑透過不同的途徑，，，，祝福每位祝福每位祝福每位祝福每位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早人早人早人早嘗主恩的滋味嘗主恩的滋味嘗主恩的滋味嘗主恩的滋味，，，，便知祂便知祂便知祂便知祂
是美善是美善是美善是美善；；；；更曉得更曉得更曉得更曉得投靠祂的人投靠祂的人投靠祂的人投靠祂的人是多是多是多是多麼麼麼麼有福的有福的有福的有福的。。。。    

    求神給福求神給福求神給福求神給福音音音音使使使使者者者者有謙卑受教的心志有謙卑受教的心志有謙卑受教的心志有謙卑受教的心志，，，，願意學習願意學習願意學習願意學習撒拉撒拉撒拉撒拉族的語言與文化族的語言與文化族的語言與文化族的語言與文化，，，，
懂得怎樣將耶穌基督的愛傳給懂得怎樣將耶穌基督的愛傳給懂得怎樣將耶穌基督的愛傳給懂得怎樣將耶穌基督的愛傳給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人人人，，，，建立本土化的教會建立本土化的教會建立本土化的教會建立本土化的教會。。。。    

 
交通網絡：    

���� 經過政府多年的發展，公路建設基本形成了以縣城為中心，以省道為主幹，縣
鄉道為幹線，鄉村道為支線的公路網路。公路通達深度的提高，極大緩解了交
通瓶頸的制約，有力推動了縣域經更濟社會的開展。 

 

���� 循化境內有西寧、臨夏公路通向甘肅，是溝通甘肅、青海的一條交通要道。另
有循化、同仁公路通向青海南部。在青藏、青川、青甘、青新及青海省內的其
他公路幹線線上，活躍著一支來自撒拉之鄉的運輸大軍。交通運輸業已成為青
海省循化農民奔小康的主業，交運輸業中的勞務收入已佔全縣勞務輸出總收入
的 36%36%36%36%，交通運輸業中的勞務總收入達 2,3002,3002,3002,300 多萬元。 

    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使人有智慧使人有智慧使人有智慧使人有智慧闢闢闢闢建建建建公路公路公路公路，，，，開通了四周的開通了四周的開通了四周的開通了四周的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藉公路藉公路藉公路藉公路使撒拉族使撒拉族使撒拉族使撒拉族
與外間連繫與外間連繫與外間連繫與外間連繫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求求求求神神神神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和和和和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出入的腳步人出入的腳步人出入的腳步人出入的腳步，，，，願平安願平安願平安願平安
伴隨他捫伴隨他捫伴隨他捫伴隨他捫的的的的往返往返往返往返。。。。    

    求神求神求神求神拓拓拓拓展展展展撒拉人撒拉人撒拉人撒拉人通往通往通往通往豐盛豐盛豐盛豐盛生命道路的機會生命道路的機會生命道路的機會生命道路的機會，，，，加添慕道者加添慕道者加添慕道者加添慕道者有有有有明辨真理的明辨真理的明辨真理的明辨真理的
心心心心，，，，也也也也有勇氣有勇氣有勇氣有勇氣轉向賜轉向賜轉向賜轉向賜生命和平安生命和平安生命和平安生命和平安的神的神的神的神。。。。    

    記念記念記念記念工工工工場場場場上各上各上各上各團隊團隊團隊團隊的的的的配搭配搭配搭配搭、、、、調配人手調配人手調配人手調配人手、、、、緊密溝通緊密溝通緊密溝通緊密溝通、、、、善用資源等善用資源等善用資源等善用資源等，，，，尤尤尤尤其其其其
是在較偏遠是在較偏遠是在較偏遠是在較偏遠、、、、資訊資訊資訊資訊還未覆蓋之還未覆蓋之還未覆蓋之還未覆蓋之地地地地服侍服侍服侍服侍的的的的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仍仍仍仍能能能能透過不同渠道透過不同渠道透過不同渠道透過不同渠道
得著得著得著得著隊工的隊工的隊工的隊工的支持支持支持支持、、、、禱告守望等禱告守望等禱告守望等禱告守望等。。。。    

 

經濟民生：    

���� 因著撒拉族對外的公路開拓，有力地推動了縣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近年來，
循化縣拓寬融資管道，吸收社會資金，加快城鎮建設步伐，建成了東門、西
門等 5555 個農貿市場，人民廣場綜合工程進展有序，廣場建設、民俗一條街商業
樓已投入使用；依託項目建設的黃河市政大橋飛架縣城南北兩岸。這些都為
循化縣商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撒拉人紛紛走出家門，開設具
有撒拉風味的烤羊肉、拉麵館、餐廳等小吃店在全中國各大城市湧現。 

 

���� 撒拉族地區人民生活水準得到提高，循化縣 2000 年農牧民人均收入 930 元，
至 2006 年達到 2,320 元。循化縣 2000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以支配收入達到 4,448

元，至 2006 年達到 8,030 元。截止 2008 年底，循化全縣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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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保持了兩位數增長的良好趨勢，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8.32 億元。 

    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促使政府促使政府促使政府促使政府落實落實落實落實對撒拉族的對撒拉族的對撒拉族的對撒拉族的經濟經濟經濟經濟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讓族人生讓族人生讓族人生讓族人生計計計計得以改得以改得以改得以改善善善善。。。。    

    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不人不人不人不只獲只獲只獲只獲得得得得世間的財寶世間的財寶世間的財寶世間的財寶，，，，也可也可也可也可得著得著得著得著重新生命重新生命重新生命重新生命的祝福的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 撒拉族流行早婚習俗，普遍在 15、16 歲就會成親，並生兒育女。按天津社會

科學院研究分析，早婚的未成年人，在心理、生理發育尚未成熟，有的難以
承擔家庭生活的重擔，又因許多婚姻由父母促成，自然會影響婚後夫妻的感
情，釀成離異；有的年青氣盛，在過程中，甚至容易產生暴力事件；有的則
陷於結婚、離婚、再婚的惡性循環中。 

 

���� 另有專家指出，發育未完全的年輕母親，早產機會將大大提高，又因缺乏耐
心和經驗，不懂育兒知識，在孕期和對嬰兒的護理上有所不當，構成嬰兒嚴

重不良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甚至提升嬰兒夭折機會高達 40－50%。倘若男
女雙方的關係破裂，這樣對家庭和孩子將會帶來巨大的影響。 

    
���� 因撒拉族有早婚、早育之習俗，一般生育年齡為 15-16 歲。但是，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章結婚法，第 6 條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 22 周
歲，女不得早於 20 周歲。鼓勵晚婚晚育。故此，早婚的年輕男女都不會申請

結婚証明，其早育的子女也因而得不著戶籍。及至 5555、6666 年後，父母到達合法
年齡方補領結婚証書，這樣促使子女未能在適齡入學。再者，目前，政府收
緊這方面的申請，讓不少兒童失學有機會。    

 

���� 撒拉族是一個以賺錢為其生活目標的民族，族人善於把握機會改善經濟狀
況。大部分族人為多賺一點金錢，便離鄉背井進到市鎮打工謀生，也有一些
經濟生活稍微好的會經運餐館、雜貨小商店等。於是，父母為免因照顧子女
而影響工作，將小孩留在家鄉或寄宿在親友家中，長期過著與家人兩地相隔，
演變成家人關係的疏遠，兒童學業不良，甚至家人因經濟，或生意欠佳，時
常爭吵等衍生不少家庭問題。    

 

���� 這些留在家鄉或寄宿在親友家中，長期與父母分離居住、生活的兒童，他們
被稱為「留守兒童」。依據中國著名心理學家韋志忠研究，農村留守少年兒童
中近 80%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疾病，主要表現為兩種傾向：一是自閉型，性格
內向孤僻、不善與人交流；二是逆反型，暴躁衝動、情緒不穩定、自律能力
差、具有較強的逆反心理等。如此導致社會問題急速增加，如產生未成年人
暴力鬥毆、犯罪、、酗酒、厭學、逃學等不良行為，還有，女童遭強姦、誘
拐、意外傷亡等等問題。 

    求神求神求神求神開啟開啟開啟開啟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人人人屬靈心眼屬靈心眼屬靈心眼屬靈心眼，，，，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人生人生人生人生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價值和價值和價值和價值和需要需要需要需要，，，，並賜予並賜予並賜予並賜予勇氣勇氣勇氣勇氣
承認和承認和承認和承認和甘願尋求幫助甘願尋求幫助甘願尋求幫助甘願尋求幫助，，，，解解解解決決決決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的決心的決心的決心的決心。。。。    

    願神願神願神願神賜賜賜賜與與與與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服侍的機會服侍的機會服侍的機會服侍的機會、、、、智慧智慧智慧智慧、、、、細心和細心和細心和細心和見識見識見識見識，，，，適切地適切地適切地適切地協助協助協助協助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者者者者，，，，經歷耶穌的經歷耶穌的經歷耶穌的經歷耶穌的大大大大愛愛愛愛，，，，重重重重燃燃燃燃新新新新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盼望盼望盼望盼望。。。。    

    求神扶助有需要者求神扶助有需要者求神扶助有需要者求神扶助有需要者，，，，靠著神的大能靠著神的大能靠著神的大能靠著神的大能，，，，堅持以愛重建身心和家庭堅持以愛重建身心和家庭堅持以愛重建身心和家庭堅持以愛重建身心和家庭。。。。    
 

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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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除回族外，經堂教育也普及至撒拉族、東鄉族和保安族。但由於經堂教
育沒有嚴謹的組織和制度，教學時不分班次和級別，缺乏完善的獎勤罰懶制
度，學生可自由入學和退學。阿訇主要靠言傳身教，學生靠死背強記。教材、
內容均不統一，以及教授方法也因人而異。由於漢字程度達高中以上水準的
阿訇不足 10%10%10%10%，教學內容又缺乏漢語和非宗教知識，所以「讀經者不知書，讀
書者不知經」的現象仍然存在。    

 

���� 在 1949 年前，撒拉族有 97%以上的族人是文盲，所受的教育是以伊斯蘭教的
《古蘭經》、聖訓為主的經堂教育。隨著，中國政府的教育措施，這種新式教
育開始深入撒拉民族的社會，使族中的青年不單瞭解伊斯蘭教教義，也懂得
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 

 

���� 由於撒拉族受宗教習俗的影響，女童教育成為當地民族教育的難點。為此，
循化縣在撒拉族聚居區的農村小學專設了撒拉族女童班，女童入學率由 1991
年的 40%提高到 2007 年的 99%。同時，循化縣還專門建立了撒拉族女子中學，
為學生免費提供必要的食宿條件，並發放生活補助。該中學建校以來，已先
後有 1,446 名學生畢業，266 名學生考入大中專院校。昔日不出家門的撒拉族
婦女，如今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為家鄉經濟作出貢獻。 

 

���� 2004 年，循化縣有各級各學校 114 所。西北的各所大學以及中國的高等民族院
校，都有撒拉族的大學生。在族人聚居區，新華書店、文化館、圖書館相繼建
立，基本滿足了撒拉族群眾文化生活的需要。 

    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撒拉人的教育識得以進一步改善撒拉人的教育識得以進一步改善撒拉人的教育識得以進一步改善撒拉人的教育識得以進一步改善。。。。求神賜給撒拉族的孩子得求神賜給撒拉族的孩子得求神賜給撒拉族的孩子得求神賜給撒拉族的孩子得
著正規著正規著正規著正規教育的機會教育的機會教育的機會教育的機會。。。。    

    願神繼續賜下祝福願神繼續賜下祝福願神繼續賜下祝福願神繼續賜下祝福，，，，讓讓讓讓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人人人不僅得著屬世的知識不僅得著屬世的知識不僅得著屬世的知識不僅得著屬世的知識，，，，更更更更因認識耶穌得因認識耶穌得因認識耶穌得因認識耶穌得
豐盛的生命和智慧豐盛的生命和智慧豐盛的生命和智慧豐盛的生命和智慧。。。。    

 
醫療：    

���� 據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報告，撒拉族過去由於宗教迷信的束縛，族人有病
只能請阿訇「吹賭哇」(用墨汁在碗內寫經文然後服用)，還沿用傳統民間治療方
法，導致死亡率較高。 

 

���� 政府經歷多年加強撒拉族的醫療建設和教育，如在循化建立了縣人民醫院、
衛生防疫站、鄉村有了衛生院。在各級政府的領導下，撒拉族地區舉辦了農
村合作醫療，培養了鄉村醫生。在 2004 年 4 月，政府落實《循化撒拉族自治
縣條例》第 48 條對醫療衛生服務、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執法監督體系、疾病
預防控制專項資金、農牧民健康保障制度、醫療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的培養以
及藥品監督管理等方面有更為明確規定。 

 

���� 近年，在一名營商者的支持下，舉辦了貧困和少數民族地區縣、鄉二級各類
衛生技術人員以全科醫生和適宜技術為主的多層次繼續醫學教育培訓，提高
了醫藥衛生技術水平。 

    頌讚頌讚頌讚頌讚愛世人的神愛世人的神愛世人的神愛世人的神，，，，給予領袖們給予領袖們給予領袖們給予領袖們貫貫貫貫徹徹徹徹各項各項各項各項醫療衛生的醫療衛生的醫療衛生的醫療衛生的政政政政策策策策，，，，使族人的健使族人的健使族人的健使族人的健
康得以改善康得以改善康得以改善康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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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求求神神神神讓族人讓族人讓族人讓族人不不不不但但但但得得得得到到到到身體的身體的身體的身體的醫治醫治醫治醫治，，，，且因且因且因且因得著得著得著得著基督而有的基督而有的基督而有的基督而有的喜樂喜樂喜樂喜樂，，，，滋潤滋潤滋潤滋潤百百百百
骨骨骨骨。。。。    

 

其他： 
���� 過去，西方福音使者在撒拉族地區留下美好的服侍，可惜其後，因政府政策

的緣故，所有西方福音使者已撤離，因缺乏人手，導致流失。目前，撒拉族
地區並沒有教會提供教徒聚會。 

    求神求神求神求神施行奇妙作為施行奇妙作為施行奇妙作為施行奇妙作為，，，，引領迷路者引領迷路者引領迷路者引領迷路者，，，，再次回歸神的愛中再次回歸神的愛中再次回歸神的愛中再次回歸神的愛中。。。。    

    願神供應願神供應願神供應願神供應屬屬屬屬天天天天的嗎哪的嗎哪的嗎哪的嗎哪給給給給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使其身心使其身心使其身心使其身心靈得著潤澤靈得著潤澤靈得著潤澤靈得著潤澤。。。。    
 

���� 為讓撒拉族信徒清晰理解福音的內容，早前，已根據族人的文字製作福音工
具，如經堂語的耶穌傳、有關古爾邦節期的小冊子、還有其他圖文並茂的用
具。 

    求神將求神將求神將求神將傳傳傳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的異象的異象的異象的異象賦賦賦賦予予予予當地當地當地當地信徒信徒信徒信徒看見撒拉族的需要看見撒拉族的需要看見撒拉族的需要看見撒拉族的需要，，，，在所屬之地作在所屬之地作在所屬之地作在所屬之地作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幫助幫助幫助幫助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人人人經歷福音的大能經歷福音的大能經歷福音的大能經歷福音的大能。。。。    

    求神求神求神求神興起福音使者能按照撒拉族的文化興起福音使者能按照撒拉族的文化興起福音使者能按照撒拉族的文化興起福音使者能按照撒拉族的文化、、、、用語用語用語用語，，，，專為專為專為專為族人族人族人族人編編編編纂纂纂纂母語聖母語聖母語聖母語聖

經經經經，，，，甚願整本撒拉語甚願整本撒拉語甚願整本撒拉語甚願整本撒拉語聖經聖經聖經聖經早日完成早日完成早日完成早日完成。讓族人早日讓族人早日讓族人早日讓族人早日脫離脫離脫離脫離黑權勢的蒙蔽和黑權勢的蒙蔽和黑權勢的蒙蔽和黑權勢的蒙蔽和
綑綁綑綁綑綁綑綁，，，，得著出黑暗進光明的新得著出黑暗進光明的新得著出黑暗進光明的新得著出黑暗進光明的新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求神求神求神求神差遺差遺差遺差遺擁有媒體負擔的製作人員擁有媒體負擔的製作人員擁有媒體負擔的製作人員擁有媒體負擔的製作人員，，，，並且並且並且並且啟啟啟啟迪迪迪迪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創作創作創作創作、、、、挑選和製作挑選和製作挑選和製作挑選和製作    
                切合切合切合切合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人需要的各項人需要的各項人需要的各項人需要的各項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帶出正面價值帶出正面價值帶出正面價值帶出正面價值，，，，造就生命造就生命造就生命造就生命。。。。    

    為為為為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福音使者的家人感謝神的家人感謝神的家人感謝神的家人感謝神，，，，家人默默地家人默默地家人默默地家人默默地的支持著的支持著的支持著的支持著摯愛不在身旁的歲摯愛不在身旁的歲摯愛不在身旁的歲摯愛不在身旁的歲    
月月月月，，，，保守雙方心身靈的健康保守雙方心身靈的健康保守雙方心身靈的健康保守雙方心身靈的健康，，，，使他們免除不必要的掛心使他們免除不必要的掛心使他們免除不必要的掛心使他們免除不必要的掛心。。。。又求神記念又求神記念又求神記念又求神記念
福音使者不能親自陪伴家人的感受福音使者不能親自陪伴家人的感受福音使者不能親自陪伴家人的感受福音使者不能親自陪伴家人的感受。。。。    

    求神賜求神賜求神賜求神賜予予予予守望者一顆禱告的心靈守望者一顆禱告的心靈守望者一顆禱告的心靈守望者一顆禱告的心靈，，，，貼近神的心貼近神的心貼近神的心貼近神的心，，，，按著神的心意按著神的心意按著神的心意按著神的心意作隨時作隨時作隨時作隨時
的祈禱的祈禱的祈禱的祈禱，，，，並適切地關懷支援福音使者並適切地關懷支援福音使者並適切地關懷支援福音使者並適切地關懷支援福音使者「「「「全人全人全人全人」」」」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