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列宁时期的中亚伊斯兰教政策及其影响
＊

张文德，王 胜

( 1．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十月革命后，中亚的苏维埃政府遵循苏俄中央政府法令，迅速颁布实施有关中亚伊斯兰教的政策法令。随

着中亚卷入持续三年的内战和中亚各政治势力的博弈，在中央政府和列宁指导下，中亚苏维埃政府灵活调整了在

瓦克夫、宗教学校和宗教法庭等方面的宗教政策。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宗教政策有助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缓

和苏维埃政权与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及穆斯林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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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according to the decrees of Soviet Russia central government，Soviet Central Asia

government quickly promulgated the relevant Central Asia Islamic decrees and implemented them． With involvement in the

civil war lasting three years and the Game among each political power，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enin，Soviet Central Asia government flexibly adjusted Islamic policy in religious endowment lands ( Waqf ) ，Islamic

schools and Shari＇a courts． These religious policies contribute to consolidating the new Soviet regime，and eas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Soviet regime and musl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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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时期苏维埃中亚①
＊＊

的伊斯兰教政策，在苏联民族宗教问题上具有先导作用，为后来历任领

导人制定和实施中亚伊斯兰教政策打下了基础。国内学界对整个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政策的发

展脉络进行了考察和梳理②
＊＊＊

，但对不同阶段的中亚伊斯兰教政策尚需深入分析。本文拟对列宁时

期中亚伊斯兰教政策进行初步探析，以深化对苏维埃中亚初期宗教政策的认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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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德( 1965 － ) ，男，江苏兴化人，历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世界古代史和中亚

史。王胜( 1988 － ) ，男，江苏涟水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 边疆史和民族史。
①1924 年民族划分前，在原沙俄突厥斯坦总督区、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领土基础上成立了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1918 年 4 月 30 日 ～ 1924 年 10 月 27 日) ，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20 年 9 月 ～ 1924 年 10 月) 和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 1920 年 2 月 ～ 1924 年 10 月) 。文中使用突厥斯坦苏维埃一词时则专指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而使用苏维埃中

亚一词时则指由上述三部分构成的中亚地区，不包括后来的哈萨克斯坦。
②目前涉及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政策的论文有，邓浩的《苏维埃时期的中亚民族宗教问题》( 《世界民族》1997 年第 4 期) ; 田霞

的《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状况》(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 ; 著作如，陈联壁等著《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 中

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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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俄伊斯兰教政策的颁布实施

1917 年 11 月 10 － 13 日( 俄历 10 月 28 － 30 日) ，在欧俄地区革命影响之下，突厥斯坦工人士

兵在首府塔什干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当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边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突

厥斯坦召开第三次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以卡列索夫为首的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大会通过

宣言，承认列宁领导的中央政府［1］。从 1917 年 11 月塔什干起义到 1918 年春，中亚一系列重要城

镇和大部分地区陆续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2］66。革命成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打破旧有

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机器的紧迫任务。为此，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按照苏俄中央政府的相关指

示迅速颁布施行了一系列改造旧体制、筹建新社会建设的法令措施。与中亚社会结构盘根错节、文

化风俗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斯兰教，成为新政权建设新社会工作的重要一环。新政权对待伊斯兰

教的政策主要体现为“破旧立新”。“破旧”即废除沙俄时代的宗教不平等政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立新”即按照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宗教的理论，实行政教分离政策。

( 一)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17 年 11 月 15 日，列宁和斯大林联合签署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指出，“废除任何民族

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3］129。1917 年 12 月 3 日人民委员会的《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

斯林劳动人民书》首次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关于俄国境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

“在这些伟大事件的面前，我们向你们———俄罗斯和东方的劳动的、备受压迫的穆斯林们———

发出号召:

俄国的穆斯林，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木的鞑靼人，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吉尔吉斯人和萨尔

特人，南高加索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高加索的涅涅茨人和山民，所有你们的清真寺和礼拜堂都被

毁坏了，你们的信仰和习惯过去被沙皇和俄国的压迫者践踏了!

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地、

无阻碍地来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 你们有权这样去做。要知道，你们的权利和俄国所有民族的

权利一样，都会受到革命以及革命机构———各级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全力保护。”［4］

据此文告，1918 年 1 月底，苏俄政府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部之内设立专门负责“穆斯林事

务”的人民委员会部，由鞑靼人布尔什维克穆拉努尔·瓦希托夫掌管［2］68，以此来保证穆斯林的基

本权利。直到 1928—1929 年，穆斯林享受着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还获得一些俄罗斯东正教都被

禁止的权利，包括出版刊物，经营宗教学校和从事儿童宗教教育等等［5］。苏维埃政府还向穆斯林

提供了在沙俄时代不曾有过的大规模的免费公立教育服务［6］。

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中央政府的决议、法令三申五令要求各级政府严格执行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1919 年 3 月，俄共( 布) 八大决议强调，苏俄宪法承认一切公民都有信教的充分自由，“绝

不允许对这种权利加以任何限制，甚至在宗教问题上有丝毫强制行为。侵犯信仰自由和一切信教

公民作礼拜，应该受到严厉处分”［7］34。1920 年 2 月，苏俄中央政府发表《关于东方工作致各级党

委和基层党组织的信》，要求共产党员不要采取直接否定伊斯兰教的方法，要以民族和宗教的两个

基本因素为出发点，用同情心对待广大教徒。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要严格遵循宗教信仰绝对自由，

完全与他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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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迎合了数百年来遭受沙俄帝国宗教压迫的广大穆斯林的

心愿。大部分穆斯林上层人物对此深表赞同，并对俄国爆发的革命对突厥斯坦的积极作用持欢迎

态度，正如穆罕默德·巴卡图拉哈在中亚游历后所撰写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伊斯兰社会

政治》中所说，“在长期沙皇专制独裁的黑夜之后，人类自由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俄国的地平线上，列

宁———作为耀眼的太阳———给予了人类幸福之日的光明……俄国和突厥斯坦广阔领土的统治权已

经掌握在工人、农民和士兵手中。种族、宗教和阶级的差别已经消失……为了捍卫真正的自由，他

们( 中亚穆斯林———作者注) 应该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反对暴君和篡夺者……他们应该，不失时

机，把他们的孩子送往俄罗斯学校学习现代科学，高雅艺术，实用物理学、化学和机械等等。啊，穆

罕默德的后代们! 聆听这一神圣的召唤。对兄弟列宁和苏俄政府提供给你们的自由，平等和兄弟

般友谊的呼唤作出回应。”［8］不过，十月革命后，最能体现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中央政府的伊斯兰

教政策还属政教分离政策。

( 二) 政教分离政策

1918 年 1 月 23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法令》规定:

“教会同国家分离。在共和国境内，禁止发布任何排斥或限制信仰自由的、或以公民的宗教信仰为

理由而规定任何优先权或特权的地方性决议。每个公民都有权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凡因信奉

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剥夺权利的规定，一律废除。……国家机关等进行活动时，不得举行任何证据仪

礼。……废除宗教宣誓。……户籍工作只由民政机关，即婚姻和出生登记处办理。”“学校同教会

分离。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公民可以私人教授或

学习宗教教义。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不给予任何特权和津贴……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无权占有

财产。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7］18 － 19通过此法令，苏维埃政府剥夺了过去宗

教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宗教信仰完全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国家不承担儿童的宗教教育任务。1918

年 7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第一部宪法重申，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实行教会与国家分

离，学校与教会分离［7］45 － 46。

政教分离法令颁布后，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立即响应。1918 年夏，政府根据司法部的指示没

收了部分瓦克夫财产。事实上，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土地法令》就宣布要没收宗教机构的土地财产:“……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

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

时为止。”［7］8然而，没收瓦克夫的行动遭致广大穆斯林的抵制，这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1918

年 7 月，中央委员会指示突厥斯坦共产党，“在没有边区穆斯林组织允许下，禁止没收穆斯林财产;

避免任何能使抗议转化为敌对的摩擦”［9］50。没收瓦克夫的同时，废除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的工作

业已展开。其实，早在 1917 年 12 月，中央政府颁布废除一切沙俄时代的法庭而代之以苏维埃法庭

法令后，突厥斯坦政府便废除了当地主要是俄罗斯居住区的法庭，不过，当时由于担心引起穆斯林

的反俄情绪，对当地的穆斯林法庭大部作保留。例如，在费尔干纳谷地，俄罗斯籍布尔什维克党企

图按照中央法令废除穆斯林法庭，结果引发穆斯林强烈不满而被迫中断。分离法令颁布后，突厥斯

坦苏维埃政府迅即改组存在于中亚数世纪之久的卡迪法庭，颁布《关于当地法庭卡迪和庭长的决

议》，宣布法庭重组，并代之以人民法庭。同时，规定人民法庭的法律条例接受的仅是那些与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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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意识和观点不相矛盾的沙里亚条款。1919 年 8 月，突厥斯坦政府决定完全废除沙里亚法

庭［10］82。然而，建立人民法庭的努力却因战争、预算等原因难以为继，结果中亚地区建立的人民法

庭寥寥无几。与此类似的是，1918 年，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废除穆斯林学校的法令，

但却因穆斯林学校是当地，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唯一选择，导致这一努力未取得明显预期效果。政府

试图创设苏维埃学校的尝试也因战争、财政预算等原因而进展缓慢。

政教分离政策对数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斯坦穆斯林而言，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穆斯林

反应强烈。随着 1918 年《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法令》的颁布与实施，不仅在国营学

校和公立学校，而且在私立学校和清真寺，伊斯兰教教义的教授均被禁止了。根据沙里亚法的结婚

与离婚失去了合法性。毛拉和乌列玛被当作剥削阶级的代表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的工作也受到

了限制。这些限制伊斯兰教的措施，激起穆斯林上层的不满，造成穆斯林普通民众的疑虑。没收瓦

克夫、废除宗教法庭、关闭穆斯林学校的举措更是引起穆斯林强烈抵制。此外，由于突厥斯坦革命

后，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和党组织大多由俄罗斯籍布尔什维克掌控，甚至还掺杂一些具有“大俄罗斯

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俄罗斯人，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过火、偏激行为，结果进一步伤害了

穆斯林的感情。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突厥斯坦政府的世俗化措施遭到了穆斯林的抗议，有些地方甚

至发生了暴乱。例如，在费尔干纳谷地，因没收瓦克夫财产而导致毛拉领导的反叛，他们声称根据

沙里亚法，瓦克夫财产属于私人所有，结果反叛与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运动合流，导致突厥斯坦局

势日趋紧张。如学者所言:“在突厥斯坦，革命只是在俄罗斯人中间取得胜利，1918 － 1919 年的官

方行为太粗鲁和残酷。由塔什干俄罗斯党员发起的反宗教‘骑兵突袭’和将宗教组织财产世俗化

的措施，激起了忠诚穆斯林加入反叛的巴斯马奇运动。”［11］140

事实上，促成巴斯马奇运动的原因复杂多样。早在革命胜利初期，突厥斯坦的乌列玛们在要求

塔什干苏维埃政府按照伊斯兰教法来管理本地的请求遭拒绝后，便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者一起走

上反革命的道路。1918 年 1 月中旬，突厥斯坦有名望的乌列玛主导了浩罕自治政府，与塔什干苏

维埃政府形成对抗［12］213。虽然浩罕自治政府不久便告覆亡，同时，突厥斯坦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

会宣布成立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并加入俄罗斯联邦，允许穆斯林代表进入共和国最高权利机构，

但是部分保守分子以及反动神职人员继续从事反苏俄活动，形成一股反苏俄的巴斯马奇运动。内

战爆发后，为集中力量应对反革命势力，布尔什维克果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包括突厥斯

坦在内的苏俄实行“余粮收集制”。1920 下半年，余粮收集制已经扩展到中亚的穆斯林村庄［2］54。

但因为中亚地区原有经济基础的薄弱和长期战争的破坏，不断强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了当

地人的抵制，结果造成大规模武装暴动，很多穆斯林民众投奔了反苏俄的巴斯马奇运动。因而在这

种形势下，政教分离政策无疑无助于突厥斯坦脆弱社会秩序的稳定。

面对突厥斯坦日益恶化的局势，1919 年 10 月 8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

员会联合成立了一个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2］96，委员会由米·瓦·伏龙芝和瓦·弗·古比雪夫领

导［13］，列宁指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苏维埃政府与突厥斯坦人民之间的正常关系”［11］98，并

负责帮助当地政府工作。年底，委员会抵达突厥斯坦。几个月后，委员会的职能演变为专司政府事

务，而负责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之党务工作则交予突厥斯坦局。理论上，突厥斯坦局是联系中央

与地方的中间人和纽带，而事实上，此后其便成为当地真正的权力枢纽。突厥斯坦局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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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训练当地的党政人员，组建地方党组织和设法获得本地人的信任。局成员起初主要由欧俄人充

任，后来也吸纳了部分当地穆斯林精英分子，如拉希姆巴耶夫、阿塔巴耶夫、图拉库洛夫等。在突厥

斯坦局的指导下，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努力进行政府基本体制的创设等工作，一方面加紧稳

定地方局势。为此，苏维埃政府着手改革先期实行的一些不合理、不成熟的政策，对伊斯兰教政策

的调整也提上日程。

二、中亚苏维埃政府伊斯兰教政策的调整

20 世纪 20 年代初，突厥斯坦局努力修复因没收瓦克夫等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局面。1922 年

5 月 18 日，俄共( 布) 中央委员会《关于突厥斯坦 － 布哈拉事务》的法令指出，有必要改变对待穆斯

林神职人员和穆斯林社会组织的政策。同时，归还过去属于神职人员的土地，恢复卡迪法庭和马德

拉沙( madrasa，伊斯兰经学院) 及其他宗教学校的合法性。在塔什干，还成立了一个宗教委员

会［10］89。“为了剥夺反对派、尤其是巴斯马奇的群众基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性措施，在 1922

年和 1923 年把 1919 年没收的瓦克夫土地归还给了原主。与此同时，两年前采取的反伊斯兰教措

施也全部废除。穆斯林教育机构再次开放，沙里亚法法庭也重新开放。”［14］中亚苏维埃政府对伊斯

兰教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一) 归还瓦克夫①
＊

1921 年 8 月，突厥斯坦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对涉及穆斯林宗教财产的事务不得横

加干预。一年后，在革命初期被收归国有的穆斯林瓦克夫在没有获得准确的合法地位情况下被允

许存在。为了更好地监管、使用这些瓦克夫，除教育部建立瓦克夫局来负责学校的运转资金外，

1922 年突厥斯坦政府还颁布了两项涉及瓦克夫的法令。

6 月 22 日的法令规定，“普通”瓦克夫归还给清真寺和马德拉沙，包括土地上的房屋，还包含磨

粉厂、商店、公共浴池、仓库以及十月革命前由马德拉沙控制的花园和城镇部分的可耕地。这些瓦

克夫上缴的税收将专门用于维持和修缮房屋以及老师、学生和其他人员的工资、培训费。用于农业

生产的瓦克夫将转交农民。这些恢复的瓦克夫将由每区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 6 名经世俗学

校，人民法庭，穆斯林学校的联席会议选举而来的成员和一名任命的领导组成。12 月 28 日颁布的

另一项法令规定，将瓦克夫和其他财产归还给所有的清真寺，学校，麻扎以及其他慈善教育机构。

已用作农业生产的城镇和农村之外的瓦克夫土地仍归当前所有者所有。这些土地收入部分需上交

自治政府和当地政府( 州级、区级政府) ，当地税收收入主要用于农村教育事业。瓦克夫的对外房

屋租金将在瓦克夫局和教育部之间平摊。归还的瓦克夫收入只能用于慈善、教育或“社会经济”目

的，禁止用于宗教目的。12 月份的法令还建立了管理瓦克夫的部门———大瓦克夫部和次级瓦克夫

局。两部门日常的开支都从瓦克夫的收入中调拨。在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部下设

立大瓦克夫部门和地方一级机构，负责规范和监督有关处理瓦克夫的活动。所有宗教财产宣布为

国家财产，而后以居民公共财产的名义交给教职人员管理，收入除交纳规定的税收之外，归寺院自

行管理，国家在制定有关伊斯兰教事项的政策时，事先征求神职人员的意见［3］136。

( 二) 实行人民法庭与宗教法庭并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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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的第五天( 1917 年 11 月 12 日) ，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即宣布废除习惯法法庭，成

立苏维埃人民法庭。但因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忙于巩固政权的斗争，以及当地穆斯林对建立人民法

庭的抵触，人民法庭的建立工作一直延缓至 1919 年底方才逐步展开。内战爆发后，突厥斯坦苏维

埃政府召集自治共和国会议商讨成立人民法庭问题，结果与会代表建议在人民法庭中使用穆斯林

沙里亚法处理诉讼案件。同时，由共和国司法委员会召集的边区贸易联合会会议、穆斯林人民法庭

会议和苏维埃法学家会议也支持这一决议，认为“司法部门中应该保留穆斯林人民法庭利用沙里

亚和阿达特②
＊

( Adat) 处理、裁定、审判案件的权利，如果后者的法律标准中没有直接违反劳动人民

的利益的话。”［12］229

于是，中亚苏维埃政府在当地司法制度上实行了一种“双轨制”，即一套苏维埃人民法庭制度，

处理涉及居住于当地的欧洲人的案件; 另一套穆斯林人民法庭制度，按照沙里亚法和习惯法处理当

地民众案件。其实，这种允许穆斯林法庭存在的指示，早在 1918 年末莫斯科给突厥斯坦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一份关于改革法庭和“人民法庭章程( 条例) ”的指示中已经作出，只是由于战争等原因未

落实而已。1920 年 2 月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成立“突厥

斯坦共和国工农政府法律和神职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共和国苏维埃法律与沙

里亚法律之间出现分歧时，将前者的法律经由司法人民委员指导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修改［10］91。

此外，苏维埃政府在穆斯林人民法庭中保留了卡迪一职。

新经济政策时期，突厥斯坦政府为削弱巴斯马奇运动的基础，于 1921 年 10 月 6 日，首先在巴

斯马奇运动最为猖獗的费尔干纳地区恢复了教会法庭。这些教会法庭仅限于在结婚、离婚、继承和

涉及不超过 50 万卢布( 1921 年币值) 的民事案件中拥有司法裁判权，且审判结果须事先征得多数

陪审员同意时方可递交卡迪。1922 年大约 342 所当地法庭运作于费尔干纳省、泽拉夫善省、撒马

尔罕省和锡尔省［12］235。

由于初期党内一部分人对在突厥斯坦实行新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这些宗教宽容政策执行得

非常缓慢。1922 年 5 月，俄共( 布) 中央委员会在《关于突厥斯坦———布哈拉事务》的决议中，建议

突厥斯坦、布哈拉政府把没收的土地归还给寺院，使地方民族法院( 卡迪和比伊法庭) 合法化。随

后，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俄共( 布) 中央委员会中亚局全体会议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将寺

院不动产归还给以前的占有者以及恢复卡迪和比伊法庭的决议。决议强调:“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不是与地方‘习惯法’作斗争，而是要号召全体人民为争取劳动者的政权而斗争。”［15］

1922 年 8 月，穆斯林法庭的权限扩展至处理包括涉及监禁不超过一年，罚款不超过 500 金卢

布的刑事案件。此外，1922 年 5 月的法令还赋予当地苏维埃直接任命卡迪的权力，后来 8 月法令

更放松至在区和城镇的执行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安排下组织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进行选举产生穆斯林

法庭成员。1922 年 12 月 23 日，一项新的法令甚至还规定习惯法法庭拥有法人地位［12］232。在游牧

民居住的地区，准许比伊法庭( 当地宗教法庭的一种) 的存在。苏维埃政权容许这些法庭依照习惯

法来审理案件［3］136。

然而苏维埃的这一温和政策不久便发生改变。由于长期战争消耗，中央政府财政赤字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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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中央政府把维持习惯法法庭的财政支出从国家直接预算中划归到那些支持保留这些法庭

的市民身上，紧随着其后的是任命从劳动者中选举两名人民司法陪审员到每一教会法庭的命令。

1924 年 2 月出现了对当地法庭司法权的限制。苏维埃立法机构剥夺了他们的刑事审判权，宣布他

们无权处理涉及不足 25 卢布的民事案件［12］234。

( 三) 开放伊斯兰学校

在革命前夕，突厥斯坦仅有 97 所不足 3000 名学生的世俗学校。他们仅仅接受最基础的教育，

相反，却有 7290 所清真寺学校( maktabs) 为 69864 名孩子提供基础教育，课程包括学习抄写、背诵

《古兰经》章句，375 所经学院( madrasa) 为 9627 名学生提供“阿拉伯科学”教育［12］238。革命后，尽

管突厥斯坦政府执行了中央政府的教会同学校分离的法令，但在中亚穆斯林学校中取得的效果并

不明显。一方面当地政府为自身的生存问题所困扰，塔什干苏维埃政府没有足够的持之有效的贯

彻落实此项法令的精力，即便在内战期间，突厥斯坦政府花大力气重建苏维埃学校的努力也仅仅局

限于在主要城镇建立了苏维埃学校，且针对的仅是欧洲裔居民; 另一方面法令的制定和在实施过程

中少数人员的不恰当举动为穆斯林反苏维埃的不满情绪推波助澜。通常情况下，哪怕是学校提供

最为正式的教育机会，穆斯林也拒绝将孩子送进苏维埃学校学习。在农村，毛拉们积极发动反对新

式学校的运动，并通过预言庄稼歉收作为“真主的惩罚”，成功达到了恐吓农民、反对改革的目的。

虽然面临上述重重困难，突厥斯坦的苏维埃学校数量还是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据 1921 年 9 月

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突厥斯坦大约有 1117 所苏维埃学校，有 84970 名小学生入学。可是，随着中

亚巴斯马奇运动的愈演愈烈，本土传统穆斯林力量的复兴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中央政府大规模财

政支持的中断，突厥斯坦共和国无力扩大更为广泛的大众教育。原有的苏维埃学校很多因缺乏周

转资金而被迫关闭，教师因无工资津贴而失业，农村地区的苏维埃学校大多已消失。“当你们不能

提供面包”，全联盟教 育 委 员 会 委 员，罗 拉 查 斯 克 ( Lunachaskii ) 说，“你 就 该 担 心 将 被 他 人 所

代替。”［16］

在此背景之下，突厥斯坦政府于 1922 年 6 月和 12 月颁布了两项法令，主要是恢复穆斯林在大

多数捐赠财产上的权利，即归还穆斯林之前被苏维埃没收的文化教育部门的财产权利，但规定财产

收入必须专门用于教育事业。此外在宗教学校实行自决和自治制度，成立由经学院、人民法庭和苏

维埃学校代表组成的 6 人委员会，其负责制定宗教学校的日常章程，管理宗教财产和防止各区的

“有害的误解与混乱”［12］243。12 月的法令把已有的监督部门、控制地区的瓦克夫部门和大瓦克夫

部门统一置于共和国教育委员会部之下，并给予后者有在穆斯林教育部门中选择使用教科书的独

占权。经过上述一系列政策性调整后，截至 1923 年 9 月，突厥斯坦穆斯林区可供使用的苏维埃学

校降至 678 所，有 31054 名学生［12］242。

苏维埃政府对伊斯兰教政策的调整除体现在上述几方面外，还允许有伊斯兰教信仰的穆斯林

进入当地党和政府部门，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甚至毛拉都允许加入共产党。在 1923 年，布哈拉共

产党员中有伊斯兰教信仰者的比例达 65． 5%，突厥斯坦共产党中的比例达 44%。而根据 1924 年

官方的数据调查统计，布哈拉共产党中有毛拉 200 名［10］89。一项大规模的称之为“有力行动”计划

被引进突厥斯坦，当地人被提拔进了党和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并且与俄罗斯人相比，政策明

显偏重当地人。学校开始培养新一代的非俄罗斯族的民族领导人［8］。当地党和政府部门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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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俄罗斯主义和哥萨克分子被清除出去，仅 1922 年因宗教歧视被清除出突厥斯坦共产党组织

的俄罗斯人就超过 1500 名［16］。沙皇时代被掠夺的伊斯兰神圣纪念碑、书籍和物品被归还给当地

清真寺。1868 年被沙俄从撒马尔罕夺走的奥斯曼《古兰经》于 1917 年 12 月转交给彼得格勒举行

的穆斯林代表大会［9］62 － 63。突厥斯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颁布法令宣布:“穆斯林宗教礼拜日———

星期五———为整个中亚的法定假日”［11］140。

三、穆斯林管理局的建立及反宗教宣传的开端

直到 1923 年，突厥斯坦政府实际上一直致力于集中精力稳定社会秩序，迟迟没有展开创建一

个新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工作。通过归还瓦克夫、宗教法庭和学校措施后，突厥斯坦的形势大

为改观，同时巴斯马奇运动已大大减弱，这就为政府工作重心转移至新社会建设方面提供了条件。

1922 年春，突厥斯坦局改组为中亚局，仍作为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桥梁。中亚局吸纳了诸

如费祖拉·霍加耶夫、图拉库洛夫和古斯耶夫等当地穆斯林领导人。古斯耶夫曾担任突厥斯坦局

的副主席，后再次进入中亚局担任此职。不过很快，他便为俄罗斯人卡科林所替代。卡科林任期

内，中亚局开始谨慎地迈出改造旧制度的第一步。

( 一) 成立穆斯林管理局

20 世纪初，突厥斯坦的部分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已经走上现代主义的改革之路，他们希望通

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改革伊斯兰教，使穆斯林摆脱落后、贫穷、奴役的命运。十月革命后，

改革派和保守派神职人员更趋分化，其中改革派神职人员倾向革命，希望与苏维埃政府展开合作，

而保守派坚决抵制。鉴于此，突厥斯坦苏维埃决定利用神职人员中的这种分裂，通过支持改革派神

职人员建立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利用国家支持的少数派来削弱多数派的保守神职人员影响力。二

月革命后，第一届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重组了乌法的宗教管理局。1917 年，称作“马卡马伊·沙里

亚”①
＊

的宗教法官独立委员会也在突厥斯坦重新组织起来，并且一直存在到 1923 年 2 月。突厥斯

坦中央执行委员会授权在中亚创建由党控制的宗教管理局，这些新的部门的目的主要是宣传穆斯

林改革派思想。1922 年 6 月 12 日莫斯科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宗教组织团体向国家部门登记，并提

供神职人员名单，这是为防止宗教管理局成为捍卫伊斯兰教的组织中心，因为宗教团体的活动比个

人更容易监控。1923 年 8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指示突厥斯坦地方党组织培养民族知识分子中的

“忠诚部分”和神职人员中的“左翼”。

除了上述这些任务外，宗教管理部门还负责监督瓦克夫收入的合理使用，发放宗教教师和学生

的资格证明，监督宗教法庭，并且在锡尔河州人民中间传播“革命，宗教和科学思想”。宗教管理局

的成员由选举产生，工资从瓦克夫收入中划拨。每一个宗教管理局都与当地政府达成一项陈述宗

教部门权利和限制的协议。例如，1924 年 10 月，在费尔干纳州委员会和费尔干纳州宗教管理局之

间达成的协议规定，宗教管理局是严格的宗教组织，禁止干涉政治。宗教管理局需竭尽所能清除伊

斯兰教中的“迷信”，出版报纸和在共产党的指示下领导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通过组织穆斯林管理局，负责处理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制定法律条文严格规定管理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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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马卡马伊·沙里亚”，英文 Mahkama － I Sharia，即宗教法官委员会。1923 年 2 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亚穆斯林宗教管理局，

1928 年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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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职责，是革命胜利后初期中亚苏维埃政府对待穆斯林上层的主要政策。

( 二) 实行反宗教宣传

1919 年 3 月 18 日至 23 日，俄共( 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俄国共产党( 布) 纲领，

其中第十三条指出:“俄共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过的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

离的法令，……俄共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宗教

偏见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党力求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之间的联系，同时使劳动群众实际

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为此组织最为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

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7］35这一思想获得布尔什维克党早期的

主要领导人的一致赞同。他们认为，宗教不仅与共产主义不相容，而且可以通过反宗教运动根除。

例如，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影响力的著述《共产主义 ABC》( The ABC of Communism) 中，

他们强烈地反对宗教。他们写道:“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水火不容。”托洛斯基认为，“如果由坚定

的革命者恰当地领导，那么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将会缩短”，他赞成“积极的反宗教行动

而不是等待历史的随其自然”［17］，这一观点获得列宁的极力赞成。

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坚持实行的反宗教运动，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已失去施行的基础而被

迫暂缓。由于担心引起突厥斯坦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和邻近穆斯林国家的对抗，布尔什维克没有公

开反对伊斯兰教，甚至进入当地党组织的穆斯林人员都并非清一色的无神论者。但在新经济政策

期间，与欧俄反宗教运动发展相一致，中亚布尔什维克开始审慎、周密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

伊斯兰的斗争计划。以来自欧俄受过教育的鞑靼共产党为先锋，反宗教运动起初依靠学校、贸易联

合会、共青团和其他群众组织以个人或小组方式进行口头鼓动。反宗教宣传的主要方法是通过事

例和事迹，而不是仅仅通过小册子和演讲进行，其主要初始目标在于使每一个穆斯林村庄至少有一

名当地人改变宗教信仰成为无神论者———布尔什维克党相信，存在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比“最权

威和最具说服力的演说者的几十次演说”，更能表现出对宗教有效的挑战［12］247。

突厥斯坦最早的反宗教宣传发生于 20 年代初期。1922 年 4 月，党的积极分子首先在红军中

展开反宗教宣传鼓动，但针对的对象大部分是俄罗斯人。1923 年党的十二大后，老塔什干城的部

分党员举行了一些反宗教讲演，例如，作家乃马特·哈基姆在塔什干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了题为

“穆罕默德真正是安拉先知派来的亦或他真的是出色的人吗?”的演说，不过他的演说遭到了包括

当地共产党员在内的穆斯林的强烈抗议，为此他不得不被迫放弃反宗教讲演。

正如 1918 年俄共( 布) 党纲所规定，审慎的态度是此时布尔什维克党在穆斯林中进行反宗教

宣传遵守的共同准则。党对反宗教宣传的要求是避免直接攻击伊斯兰教，宣传鼓动分子要运用现

实生活中类似的自然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来逐渐削弱伊斯兰教信仰。例如，1921 年俄共( 布) 中央

委员会作出的《关于违反党纲第十三条和反宗教宣传的问题》决定指出，“关于反宗教的宣传鼓动

问题，应指示各级党的组织和一切机关刊物，不要把这个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上，而要把党在这个问

题上的政策同我党整个经济政策协调一致。这个政策的实质就在于使无产阶级和迄今仍浸透着宗

教偏见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之间协调一致。只有在报告员作了充分准备并熟悉问题之后，才可

进行反宗教宣传。在进行反宗教辩论会( 目前绝不可提到首位) 的同时，必须认真地开展科学文化

教育工作，使宗教问题的历史阐述具有科学的根据。这项工作的全部任务就在于使严整的科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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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体系取代宗教世界观……无论在反宗教的辩论会上，还是在报刊上，都要谨重地避免针对某

一宗教的代表人物的狭隘宣传鼓动倾向。相反，应该经常不断地强调，俄国共产党不是在同任何的

个别的宗教团体做斗争，而是普遍地同一切宗教世界观作斗争。要慎重地避免一切可能使某一民

族产生想法，给敌人制造口实的机会，说我们由于人们的信仰而迫害他们。”［7］42 － 43

1923 年 4 月 17 日至 25 日俄共( 布)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进行反宗教的宣传鼓动工作》决

议，要求在实际的反宗教宣传中“必须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

狂。中央和地方经常发生故意采取粗暴的办法，这都不是加速而是妨碍劳动群众抛弃宗教偏见。

我们党在反宗教的宣传鼓动方面，基本和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出版有关的科学普及读物，特别是

出版很好地阐明宗教的历史和起源的读物。……党只要能在最近时期大力培养反宗教的鼓动员和

宣传员，并利用共产主义大学启迪各种苏维埃的和党的教育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一定能完成这个

任务。必须根据共产主义教育的整个方针设立研究宗教、宗教信仰、宗教仪式、教会组织的起源、发

展和历史的专门训练班，办这些训练班必须同研究人类社会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同揭

露资本与宗教宣传之间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密切结合起来。”［7］48 － 49

穆斯林早期领导人之一，鞑靼人苏丹·加利耶夫也认为阻碍穆斯林进步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

于宗教，认为必须开展反宗教运动。不过，他强调在反宗教工作中必须相当谨慎。1921 年 12 月他

撰文表达了他的反宗教宣传主张。在题为《在穆斯林中间反宗教宣传的方法》一文中，他指出，穆

斯林之所以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不是因为穆斯林信仰盲目的狂热，而是因为俄国人忽视伊斯兰

的宗教和文化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遗产。他担心俄罗斯反宗教宣传分子会不考虑这一历史特点而

像俄国东正教传教士那样对待穆斯林。鉴于此，为了避免被当作俄国传教士的“另一波”，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宣传分子对待穆斯林的宣传方法需要特别谨慎。

苏丹·加利耶夫的另一担忧是，忽视宗教的区别会导致俄罗斯宣传人员会以像对待东正教那

样的方法对待伊斯兰教。他解释说:“对我们共产党人而言，宗教都是一样的，因此，问题是完全清

晰的，并且不需要作分析。问题仅仅是需要找到一种使用的方法，为了能够有效解决( 宗教问题)

并在实际中有效贯彻实施。”［9］52与东正教相比，伊斯兰教和其社会紧密交织，穆斯林与处于神圣与

世俗之间受过教育的欧洲基督教徒没有区别。他担心使用产生于东正教徒背景下的宣传方法对待

穆斯林，会被当做一种基督教帝国主义的攻击，并只能引起穆斯林的敌视。苏丹·加利耶夫认为解

决此种问题的办法是选用生活在穆斯林中间的无神论工人。这些人不要像魔鬼，大多方面很普通，

但要比普通穆斯林“更积极，更向上，更执着和精力充沛”。这些工人在穆斯林村庄进行无神论工

作要比任何讲演都有效。

总体上，苏维埃初期中亚的反宗教宣传工作还让位于恢复地方社会秩序和组建民族国家及相

关基础设施创设的工作。这一阶段的反宗教工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或是口头上，但这并不意味着

反宗教宣传不再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实际上，中亚以后的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中亚局势稳定

及民族共和国划分后，伴随着工作中心的转移，反宗教宣传已日益成为中亚各共和国苏维埃政府的

重要工作之一。

四、中亚苏维埃政府伊斯兰教政策的影响

十月革命后中亚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伊斯兰教政策及后来对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产生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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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效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能够保障穆斯林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 政教分离政策能

够解除伊斯兰教保守神职人员对穆斯林群众人身、财产及精神的束缚，保证穆斯林群众积极参与社

会主义新生活建设运动; 反宗教运动有效打击了反动保守神职人员的反苏俄活动，推动了穆斯林群

众的思想解放; 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的设立，便利了苏维埃政府通过改革派穆斯林神职人员沟通普通

穆斯林群众，改革派神职人员上通政府、下达民众的中介角色，为上世纪 20 年代初期中亚地区的社

会稳定保驾护航。结果列宁时期中亚苏维埃的伊斯兰教政策获得了中亚广大穆斯林的拥护，从而

巩固了新生的中亚苏维埃政权。具体而言主要有:

第一，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成功联合了部分穆斯林组织。历史学者一致赞同大多数的穆斯林

领导人有条件地支持了工人政府，认为在苏维埃国家宗教有相当的自由权。因此，布尔什维克能够

成功地与哈萨克泛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乌什祖兹( the Ush － Zhuz) ( 1920 年并入共产党) ，波斯

的詹格里斯( Jengelis) ①
＊

泛伊斯兰主义游击队和韦斯特( Vaisites) ②
＊＊

结成联盟。

第二，内战期间，莫斯科在中亚成功征集了非俄罗斯人军队，其中大部分是鞑靼、巴什基尔、哈

萨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穆斯林。他们积极投入与反布尔什维克入侵者的战斗。在内战东线的

突厥斯坦红军中鞑靼士兵甚至超过了一半。鞑靼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苏丹·加里耶夫指出，“内战

期间，我们能够看到村庄甚至整个部落的山区人加入苏维埃军队一方参加反对彼察拉霍夫( Bi-

charahov) 和邓尼金的战斗。这仅仅由于宗教激情，他们说:‘苏维埃政权比白卫军给予我们更多的

宗教自由权利’”［8］。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和对伊斯兰教在文化社会方面的政策调整使得巴斯马奇

势力也大为削弱，“仅 1923 年前九个月，巴斯马奇单在费尔干纳谷地就丧失了 3500 人以上。”［18］

第三，一些穆斯林转向支持革命，并积极加入当地共产党组织。1923 年，托洛茨基指出，在南

部共和国有高达百分之十五的党员是伊斯兰教徒，他称之为“敲我们门的无经验的新成员”［8］。在

中亚地区，穆斯林占据了当地共产党组织的 70%。他们继续坚守着他们的宗教习俗和信仰，在

1920 年代中期甚至较高级别党员的妻子们还带着面纱［8］。

第四，中亚伊斯兰教界人士对土地改革等建设事业给予积极支持。1925 年，俄共( 布) 中央委

员会中亚局作出没收教长土地，耕牛和农业工具并分给农民使用的决定，结果虔诚的穆斯林拒绝接

受，因为沙里亚禁止他们获取别人的财产。而后，塔什干宗教委员会的主席，毛拉阿卜杜·哈菲兹

·马哈杜姆向穆斯林发出一项特别呼吁，解释为什么农民使用教长的土地不违禁。参照《古兰

经》，他证明了土地属于那些能够使其“重生”的人。也就是说，属于那些通过他们自己劳动耕作的

人。他援引《古兰经》中的某些教义，说明先知的追随者如何把他们最爱的花园和其他财产给予穷

人。结果，呼吁书说，教长他们自己应该放弃他们的土地，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政府有权没收它们，

并将之分配给农民使用［10］90。

为此，在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帮助下，中亚广大穆斯林群众更积极支持、拥护苏维埃新政权，当

地苏维埃政府与宗教界矛盾大为缓解。1923 年 12 月 25 日在全洛开亚( 东布哈拉) 召开了全体毛

拉参加的代表大会，毛拉们引证《古兰经》指出: “苏维埃政权是安拉的安排，因为它的建立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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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斯吉尔兰省一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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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不公正的政权。”［15］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要求各级地方苏维埃机关在进行无神论宣传时，能因

地制宜的采取宣传措施，避免伤害教徒宗教感情，针对一些过激行为能及时纠正，从而保证伊斯兰

教信仰自由，尊重穆斯林居民生活习惯，也使得宗教信仰的政策得到中亚各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这对中亚苏维埃政府取得政权、巩固政权、发展政权具有积极的意义。

不过，在具体实施伊斯兰教政策过程中，由于党和政府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对政府的宗教政策

理解出现偏差，结果在反宗教运动期间，出现对伊斯兰教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例如，强制关闭清

真寺和宗教学校，通过行政手段没收瓦克夫，侮辱神职人员人格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

又影响了苏维埃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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