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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 1921年诞生之日起，
就在为全体被压迫的中国人谋生存、谋幸
福。历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更没有中国穆斯林群众今天的幸福生
活。历史上，穆斯林群众作为被压迫阶级
的一员，苦难尤为深重。因此，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穆
斯林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而奋
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衷心拥护
党，诚心追随党；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穆斯林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回望历史
中国穆斯林与党风雨同舟

回望百年，中国穆斯林群众拥护、追
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清晰可见。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中国
穆斯林就与党生死与共，紧跟党探索救
中国的希望。长征路上，从1935年红军
颁布的 《回民地区守则》，到1936年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红军
总政治部名义发布的 《关于对回民工作
的指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国共
产党与穆斯林群众建立了鱼水情深的血
肉联系。一批批穆斯林青年受党的理想
信念鼓舞、受党对人民群众呵护之情的
感召，纷纷加入红军，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伊斯兰教界人士更是坚决支持红军
长征，留下了毛主席与阿訇岷山脚下谈
经论道、六盘山下单家集夜话等红色佳
话，成为珍贵的红色记忆。

抗日战争期间，各族穆斯林坚决响应
中国共产党“全民族实行抗战”的伟大号
召，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其中，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冀中回民支队于1940年被中国冀中
军区表彰是“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
垮、拖不烂的铁军”。新四军五支队下属
的江苏宜兴竹镇回民游击大队、鲁南军区
领导下的枣庄回民游击队等，都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现代穆斯林经学家、教育家虎嵩山阿訇
说：“爱国属于信仰，穆斯林应热爱祖
国，皮之不存，毛将焉存，没有国家，哪
还有宗教。”他还提出了“国家兴亡，穆
民有责”的爱国口号。还有马松涛、达浦
生、马良骏等著名爱国宗教人士，以爱国
真情涵养爱党深情，引导各族穆斯林热爱
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忆夕抚今
中国穆斯林与党携手同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和全国人
民一样翻身得解放。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
到北京，只为向领导新疆人民摆脱奴役压
迫的中国共产党说一句“谢谢”的历史佳
话，为世人讲述了各族穆斯林群众感党恩
的动人故事。穆斯林群众和全国人民一
样，把对党的感恩之情，投入到保卫新中
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随着
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落
实，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积极配合各
级政府，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革、宗
教制度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贯
彻落实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3 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
为党和政府与各族穆斯林之间架起了沟通
的桥梁和纽带，充分体现了党对穆斯林群
众的关怀与呵护。正如1952年包尔汉先
生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伊协时，向毛泽
东主席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
军发出的敬电中所说：“我们所筹备的中
国伊斯兰教协会，在您的旗帜下，在中央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将团结我们伊斯兰教
协会爱祖国爱和平的民主人士，协助人民
政府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的宗教政策，为加强民族团结，保卫祖国
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中国伊协成立
后，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穆斯林群众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

守国家法律，走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的道路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国伊协自身也蕴涵着丰富的红色资源，
历任负责人中有多位就是革命出身，为中
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的恢复和落实，清真寺重新开放，
朝觐等宗教活动正常开展，中国伊协和地
方伊斯兰教团体重新恢复活动或得以建
立，伊斯兰教的各项教务活动普遍开展起
来。广大穆斯林过上正常宗教生活，积极
投身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伟大事业中，中国穆斯林成为改革开放
积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实现了伊斯兰教
信仰与现代化实践的结合，有力地促进了
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展望未来
中国穆斯林与党共同奋进

2016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
国化方向。”这为新时代宗教界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保持自身健康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指明了方向。中国伊协随即制定
和落实《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
年工作规划纲要》，推进中国特色伊斯兰
教经学思想建设，深入推动“四进清真
寺”活动，把爱党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伊斯兰教和平、中道、宽容的精神和宗教

界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责任融入
新时代解经工作之中，用高水平的解经成果
引导各族穆斯林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
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持伊斯
兰教中国化方向，强化对伟大祖国、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
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伊
斯兰教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任务和今后工作
的主线。为此，我们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为契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
断深化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

一是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活动。要继续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方针
政策，学习宪法和法律法规，提高思想认
识，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增进“五个认同”，厚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是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经学思想体系建
设。伊斯兰教界人士要充分发挥经学建设的
主体作用，激发内生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
国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引导穆斯林群众坚
守中道、正信正行；用中华优秀文化浸润我
国伊斯兰教，切实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
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
因。

三是继续提升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群众
的法治意识。要引导各族穆斯林群众正确处
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加强法治观念，增强
法治思维，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观念，依法
依规开展教务活动，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四是切实改进伊协组织工作能力。努力
建成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
的高素质宗教团体，推动团体建设与时俱
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使伊协组织成为党和政府放心、
穆斯林群众满意，切实担当起党和政府联系
穆斯林群众桥梁纽带作用的新时代伊斯兰教
爱国团体。

百年风雨，华章赓续。让我们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
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
律，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走伊斯兰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投身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
协会会长）

中国穆斯林跨越百年的追随
杨发明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搭着‘民族云’走出大山，我们更加坚
定了发展的信心。”6月17日，福建省福州市政协“运用民族+互联
网，推进民族乡村产业发展”课题组走进罗源县调研，身穿畲族服
饰“罗源装”的八井村村民雷炳金开心地向委员们说。

罗源是历史上畲族迁徙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全国畲族文化主
要发祥地。去年，该县在全国率先打造“线上VR展厅+线下实景+
电商带货”模式的民族文化数字云平台（简称“民族云”），以“云展
览”“云体验”“云购物”三大功能形式，打通了从文化展示到产业发
展各环节，推动数字赋能民族乡村振兴。

调研组参观了畲族历史记忆馆、畲族技艺传承馆，观摩了罗源
民族文化数字云平台展示，察看直播间建设和乡村民宿、谷仓画
院、竹朴等产业项目，并召开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围桌交流，深
入了解畲族文化民俗小镇建设和民族乡村产业发展情况。

委员们建议，下一步，要把运用“民族+互联网”与福州市乡村
振兴工作紧密结合，统筹推进，继续主动融入数字化发展趋势，进
一步发挥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优势，乘着“数字化”“网络化”的

“高速列车”，促进更多“民族+”多业态融合，实现整合资源最大效
益，打通畲乡发展“最后一公里”，让畲乡真正走出大山。

“民族+”让畲乡走出大山

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百
年。在这光辉的百年历史中，从新中国建
立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
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衷心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涌现出了
许多杰出的代表人士。傅铁山主教是其中
的光辉典范。

作为一位从旧社会走来的天主教神职
人员，傅主教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他
深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傅主教经
常与大家谈起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以他
在旧社会全家流离失所、寄人篱下的苦难
经历，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教导神长教
友翻身不忘共产党。

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
为党为祖国赢得声誉

傅主教对党的热爱，表现在他努力围
绕党和国家的各项中心工作发挥作用。作
为天主教的主教，傅主教在世界上有一定
的影响力。他积极发挥自己的宗教影响
力，开展广泛的民间外交活动，在国际上
讲好中国故事。2000年，联合国举办“世
界宗教和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傅主教
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五大宗教领袖代表团
赴美国纽约出席大会，并在联合国的讲坛
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宗教正信正行，为世
界和平作贡献”的重要讲话，介绍了中国
各宗教在党的领导下和谐发展，中国政府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人心，同时也宣传
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宗教界希望
世界和平、共同发展的主张和愿望，引起
与会世界各宗教领袖们的强烈共鸣。在会
议期间，达赖集团进行了干扰破坏，美国
CNN公然对此进行报道。我国政府提出抗
议，为了缓和关系，CNN提出采访一位中
国宗教领袖进行弥补。代表团领导把这一
个重任交给了傅主教。当时，采访的安排
十分怪异。傅主教在纽约CNN总部一间封
闭的演播室接受采访，其内封闭严密，空
无一人，只有傅主教一人对着麦克风接受
远在亚特兰大的主持人隔空提问，环境十

分压抑。面对这样的情况，傅主教从容不
迫，以他的精神气概、人格魅力、儒雅谈
吐、丰富内涵，侃侃而谈，阐述了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宣
传了今日中国社会发展、人民安和乐利、
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真实情况，揭露了
达赖集团披着宗教外衣分裂祖国、分裂人
民的险恶阴谋。采访取得成功，傅主教为
党为祖国赢得了声誉、赢得了人心。

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
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国际奥委会派出了评
估团，来北京考察奥运筹备工作。团长维
尔布鲁根是一位天主教徒，在京期间赶上
星期天。维尔布鲁根依照信徒的习惯，到
宣武门教堂过宗教生活。弥撒结束后，傅
主教亲切会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北京申奥
的情况，表达了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
与全中国人民共同希望2008年奥运会在
北京举办。作为天主教徒，维尔布鲁根对
主教怀有崇敬之心。他向傅主教提出希望
为主教做些什么。傅主教意味深长地说：

“我希望 2008 年时我还能在这里接待
你。”维尔布鲁根考察结束离开北京时，
对陪同他考察的时任北京奥申委主席刘淇
说：“你们申奥真是轰轰烈烈，连大主教
都参加进来了。”此后，傅主教又专门组
织神长教友开展了签名支持申奥活动，把
北京天主教各教堂神长教友签名的申奥横
幅转送给他的老朋友——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马兰奇先生。傅主教说：“北京申奥是
党的大事，是国家的大事，我们必须支
持，必须参加。”在傅主教心中，国之大
者就是他的使命、他的追求。他把中国天
主教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紧密连在了
一起。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
坚持天主教中国化方向

傅主教在教会发展中始终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他带领中国天主教广大神
长教友顶住国外境外反华势力的各种倒
行逆施，坚持爱国爱教，坚持独立自主

自办教会方针，坚持中国化方向，维护
国家的主权完整和中国天主教的神圣尊
严。2000年，在境外一些反动势力的鼓
动下，梵蒂冈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的反对，执意以违反教会有关传统的方
式，强行册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中华
民族和中国社会犯下累累罪行的人为圣
人，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强烈
反应。梵蒂冈的封圣仪式别有用心地选
择在10月1日举行。为了表达中国天主
教界对此的反对和抗议，表达中国天主
教永远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决心，傅主
教带领中国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和教
友，于10月1日国庆节的清晨参加了在
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升旗仪式，以赤
子之心表达了中国天主教与中国共产
党、与中国人民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在随后举行的庆祝国庆的感恩圣祭中，
傅主教主持弥撒并讲道，庄严阐释了中
国天主教反对非法封圣的态度，表达了
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
决心。

傅主教是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
办教会，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一面旗帜，他
正确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正确处理民
主办教与圣统制的关系。傅主教反对一些
盲目服从、盲目崇拜圣统制与法典的现
象，深刻指出教会的磐石是落脚不同的土
地上，教会的传统也要适应不同的民族文
化。他引用《圣经》中耶稣的圣训“法典
是为人而立的，而人不是为法典而造
的”，尖锐批评那些挥舞法典大棒的律法
主义者。对于国内外一些人对他的攻击污
蔑，傅主教襟怀坦荡。他坚信坚持独立自
主自办教会是坚守了宗徒圣训“为了一切
人而成为一切”，是为了教会更好地生存
与发展，是符合真正的基督精神。

傅主教对于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在政
治方向、实践路径和方式方法上有着深刻
的思考。他从不因循守旧，而是不断发现
教会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不断创新办
教理念。他从今日教会所处的时代背景、
社会环境和文化特征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一
个适应型、学习型、文化型、道德型和服

务型的教会。这五型教会的理念，概括了宣
讲福音与文化浸润之间的融洽关系。在清楚
阐述教义与谨慎牧灵行动间取得平衡，使信
仰与理性找到了一系列合乎情理的中和。他
认为要正确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必须坚
持国法大于教规，教会必须服从国家。要正
确处理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坚持适应社
会、服务社会，要正确处理基督信仰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要融入文化、扎根文
化。他多次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坚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天主教安
身立命的根本，必须牢牢把握，坚定不移，
中国化的努力必须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提出“五教同光 共致和谐”口号
为建设和谐社会发出光和热

傅铁山主教在宗教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的人格魅力、风度气质和渊博学识吸引着
每一个认识他的人。中国五大宗教的代表人
士与傅主教都建立了深厚友谊，彼此之间的
思想共识和团结合作奠定了今日中国特色的
宗教关系，大家的共同理想、共同愿望使中
国和谐的宗教关系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傅主
教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更加
主动带领宗教界健康发展，他响应党中央提
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在宗教界提出了

“五教同光 共致和谐”的口号，受到了中
国宗教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响应，也得到了
中央的高度肯定。建设和谐宗教，建设和谐
寺观教堂，服务于和谐社会。中国宗教界行
动了起来，为和谐社会发出了光和热。

傅主教是中国天主教乃至中国宗教一个
时代的象征，他与同一时代的赵朴初、丁光
训、十世班禅、宗怀德、刘柏年、陈广元、
闵智亭等形成了新中国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老一代宗教界代表人物群体，也共同创造
了新中国宗教界爱国爱教的光辉历史。我们
要学习他们的高尚情操，与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跟着党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
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天主教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紧密连在一起
——记傅铁山主教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光辉事迹

刘元龙

贵州省清镇市麦格苗族布依族乡，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麦格”二字，苗语意为“树木繁多的地方”，散居在这里的人群，主
要是苗族支系之一——四印苗，其上衣的胸前、后背及两袖上各缀
有一个用五色丝线挑花而成的正方形图案，恍若四尊大印，古朴迷
离，被不少前来采风寻古的专家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走进麦格乡小谷陇村，入眼便是“老韦民族服饰厂”，3000余
平方米的占地面积、20余名员工、规模不大，但它却是“四印”苗族
服饰的一个传承基地，这里的主人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服饰传承人王荣毕及她的团队。

厂房里，民族特色服饰、刺绣、手绢、蜡染、银饰琳琅满目，在灯
光下显得格外精致。绣花机“嘀嗒嘀嗒”，富有节奏，身着苗族漂亮
服饰的妇女们低头忙碌着，刺绣、蜡染、银饰制作等，分工明确、井
然有序，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鲜明地显
示出“四印苗族”文化特色。

回忆起创业初衷，王荣毕说，苗族妇女自幼学习苗族刺绣，个
个手艺精湛，但限于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制约，文化传播不出去，个
体散落制作也形不成规模。“一件衣服几十块钱，村里全是贫困户，
我看着痛心不已”，王荣毕萌发了创办刺绣厂的想法，传承文化与
带领群众致富两不误。

说干就干，2013年王荣毕在乡党委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通
过联系市文广、市场监管等部门单位，获得专项创业扶持资金10
万余元，正式创建了民族服饰企业“清镇市老韦民族服饰厂”。

服饰厂投产后，王荣毕将“传承第一、效益第二”作为企业第一经
营原则，吸引了行业内的众多苗族刺绣好手争相加入，服饰物美价
廉，厂子诚信经营，老韦服饰厂逐渐在民族服饰行业中打出了自己的
名声，2019年实现创收56万余元。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才是真的富。近年来，王荣毕对前
来求教的村民“来者不拒”，无偿为学员培训，向行业内输出学员百
余名，利用委托加工带动250户群众在家中就业，成功带领村民脱
离贫困走上致富路。 （王有强 周礼松）

苗家巧手“绣娘”

王荣毕王荣毕（（左一左一））正在教授学员折叠收放百褶裙正在教授学员折叠收放百褶裙。。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岗巴
布民族手工艺品的合作社里，一排排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手工制
品琳琅满目，展现着神秘而博大精深的藏族艺术文化。33岁的桑
木吉正在向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2016年，随着创业培训的东风
吹到长江源村，桑木吉果断选择回乡创业，办起民族手工艺品合
作社。起初由于资金紧张，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加工车间，桑木
吉就把自己家的房子腾出来，作为产品展销厅、手工操作间、缝纫
车间和办公室，加工车间就暂设在院子里。

夏季，大家在院子里铺上花毯子，制作氆氇毯的藏族妇女们坐
在厚垫子上，使用专用工具进行现场手工制作，指尖拨弄、彩线穿
梭，织成色彩艳丽的氆氇毯，小小的院子成了热闹的生产车间……

从创业初期的一穷二白，到目前近20名社员的加入，合作社
越办越红火。随着产品多次亮相省内外大型展会，合作社的知名
度越来越高，订单也像雪片一样飞来。这两年，社员们年分红收入
已达三四万元。

近年来，随着青藏线自驾游的兴起，这些承载着独特民族传统
技艺的手工艺品也成为国内外游客首选的纪念品。“游客们不仅可
以现场观摩藏族民间艺人的技艺展示，还可亲自体验传统手工艺品
的制作过程。”桑木吉说。

(文/图 本报记者 齐波)

青藏线上的合作社

桑木吉在展示玛尼石雕刻作品桑木吉在展示玛尼石雕刻作品。。

北京各族穆斯林在东四清真寺欢度开斋节时举行升国旗仪式北京各族穆斯林在东四清真寺欢度开斋节时举行升国旗仪式。（。（买海柱买海柱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