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W.J.E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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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 50％，标志着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
历史发展阶段。与此同时，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口跨越了省、
自治
区这级行政边界。其中有三个迁移潮流与我们所关注的国内族际交流密切相关：
一个是汉族
劳动力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部省市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动，
一个是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
在西部地区内部从农村牧区向当地各级城镇的流动，
一个是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向我国东部
沿海和中部省市的流动。在人口迁移研究中，
人口普查数据提供了各普查年份我国各民族人
口中城镇人口的规模和比例，
是本文研究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分析我国人口跨省区流动演变态
势的重要数据来源。本文考察了我国藏族、
维吾尔族、
蒙古族这三个主要少数民族的跨地域流
动情况，
最后对新形势下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新任务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流动人口;跨地域人口迁移;城市民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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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开启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城乡所有制结
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已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也引发了全国性的人口跨地域
流动与迁徙。在城乡所有制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跨地
区人口流动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06
年全国各地大小城市中约有 1.2 亿农民工人口，其中许多人已在城市居住和就业多年，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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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在城市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一些报道认为近期全
国已有 2.42 亿左右的流动人口，
并且预测我国跨地域流动人口的总量在未来仍将继续增长。
在跨地域流动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中，21 世纪初中央政府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
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国家投资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青藏铁路、南疆铁路等）显著
地改善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投资环境，带动了许多东中部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设厂，从
而改变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与结构，推动了西部地区原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化。这些变化使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
交流合作不断得到深化与加强，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居民的族群构成、
语言环境、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和
相伴随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也带来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东中部汉族人口来到西部地区的同时，西部本地农牧区少数民族劳动力也开始大量
离开农村，
进入当地城镇，
汇入全国农民工大潮中。特别是那些没有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
生，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四十多岁，家里承包的土地草场长期由父母经营，这些毕业生离开学
校后如果不外出打工，就会成为乡村闲散游荡人员，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管理造成新的问
题。政府对西部少数民族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地人口增长较快，这也增加了当
地的就业压力。与我国东中部汉族农村的情况相似，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
机会主要在城镇。如果这些少数民族青年（藏族、
维吾尔族等）因为各种原因（普通话不熟练、
受教育程度低、本民族传统就业观念等）没有能够顺利地进入本地城镇就业市场，各种发展
项目所开拓的就业机会主要为外来汉族劳动力占据，那么这一激烈的就业和生存竞争很可
能被打上
“族群竞争”
的色彩，
为当地的民族关系带来复杂局面。我们看到，西部大开发和全
国性就业市场的发展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
使各地区的民族交往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上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的城市民族关系
呈现许多新态势。
在汉族劳动者进入西部地区的同时，西部少数民族劳动力也开始逐渐来到东部沿海城
市。通过人口普查数据，
我们可以观察到因人口流动带来的各地人口民族构成的新变化。本
文主要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来讨论我国主要民族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分析我国人口的跨地域
流动及族际交流态势，并考查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这三个我国主要少数族群的跨地域流
动情况。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与汉族混居，在跨地域流动中有一部分人的迁移
属于迁入内地农村的婚姻迁移，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这三个民族的人口跨地域流动更
集中在城市。这几个民族具有独立的语言、
宗教和生活习俗，本族人口高度聚居，特别是维吾
尔族、藏族与汉族通婚比例很低，跨越自治地方的人口流动目的地主要是东部大中城市，因
此对这些族群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具有更大影响。
一、
我国各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和发展态势
首先考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反映的我国 17 个主要民族的城镇化水平，使用的指标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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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镇居民和县（乡村）居民在各民族总人口中分别占有的比例。把“城市人口”和“镇
人口”加以区分，是为了显示人口在城镇体系内的分层次分布，而把城市人口和镇人口合并
为“城镇人口”，
则是为了与农村人口（县人口）比较，显示整体的城镇化水平。
表 1 和表 2 分别是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我国 17
个主要民族的城市人口数字、
镇人口数字、县（乡村）人口数字及各自在各族总人口中所占比
例。表中的全国城市、
镇、
县人口数字可作为参照指标。
表1

我国各主要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2000 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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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主要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2010 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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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47－113.
（上册）
②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上册）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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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 中，2000 年各族城镇人口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比例（36.9%）的有朝鲜族、回族和汉
族，
比例最低的是哈尼族（9.6%）和彝族（10.4%）。而城市人口超过镇人口的有朝鲜族、回族、
汉族、满族和维吾尔族。这反映出本世纪初各民族人口城镇化的内部结构。2010 年，城镇人
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依然是朝鲜族、回族和汉族，比例最低的仍是哈尼族（17.4%）和
彝族（18.9%），
但是与 2000 年的城镇人口比例相比，比例数几乎增长了一倍。由此也可看出，
一些城镇化基础最低的少数民族的城镇化速度在明显加快。
表 3 是表 1 和表 2 中各族城市、镇、县（乡村）人口在本族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汇集，既可
以更清楚地看到这 10 年前后发生的变化，也可以在各族之间进行比较。如果以全国平均水
平作为一个参照数，那么我们看到，在这 17 个民族当中，城镇人口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3.4%）的有土家族、
白族、
汉族和蒙古族，
其中土家族城镇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相比之下，维
吾尔族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最慢，10 年间仅增长 3%，不到全国平均增幅的四分之一。藏族城
镇人口的比例增长 6.9%，
明显快于维吾尔族。
表 3 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各族群的城镇化速度和各自的内部结构。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
增长的城镇人口当中约一半稍多一点进入城市，其余一半进入镇，汉族与蒙古族基本上符合
这一格局。进入城市的人口多于进入镇的人口的有朝鲜族和壮族。在 2000~2010 年期间，朝
鲜族新增城市人口为 116，
929 人，但是镇人口减少了 38，976 人，这是表 1 中各族在城镇化
进程中镇人口绝对数下降的唯一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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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0 年与 2010 年各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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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藏族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建制镇这个层次，镇人口增长了 6%，而
城市人口的增长比例仅为 0.9%，甚至低于维吾尔族（1.2%）。相似的情况是彝族，2000~2010
年期间，彝族城市人口增长了 214，
810 人，增长比例为 0.69%，而镇人口增长了 626，691 人，
增长比例为 1.27%。所以除了城镇人口这个整体指标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
“城镇人口”
内部
“城市人口”和
“镇人口”
的比例及其变化。西部地区镇人口的增长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
是本地乡镇企事业的发展导致镇人口增加，一个是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包括生态移
民项目、牧区定居工程、
基建项目征地后的乡镇重建等）新设立一批建制镇。
藏族进入城市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偏低，而朝鲜族进入城市的人口的数量迅速增加，与
这两个群体的受教育情况和就业能力密切相关。2010 年，藏族 6 岁以上人口中，初中毕业及
其以上学历的人员占 23.5%，
文盲率高达 30.6%。同年，朝鲜族人口当中初中毕业及其以上学
历的高达 85.3%，
文盲率仅为 1.3%。
二、
我国跨省区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流
以人口跨地域、跨城乡流动就业为指标，从少数民族城市化的角度看，有三个人口流动
潮流：
（1）汉族人口从东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流动；
（2）西部地区农村的劳动力向本地城镇流
动；
（3）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和中部城市流动。由城镇化启动的这三个潮流都涉及
族群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就业竞争。以上三个劳动力流动潮必然以流动人口为媒介，为各族民
众间的交往创造更多的空间，
也使各族间的语言与宗教差异凸显出来，并使各族劳动力在就
业市场上的相互竞争更加激烈，而关于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受益分配的公平问题也将成为各
族民众和知识阶层议论的热点话题。这些族群互动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必然随着人口流动规
模的增加而持续凸显出来，再加上境外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对我国少数民族群体所施加的影
响，
都将使我国西部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化，也使我国的城市民族工作面临一个全新的
局面。在这一新形势下，
我们需要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系统和全面地对不同城市面临的民
族关系新现象进行总结归纳，
对反映突出的重点问题开展深入的专题调查研究，把这些群众
关切的问题理出头绪，找出症结，
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1． 来到西部地区的汉族流动人口
西部大发展需要资金和劳动力，更需要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随着中央对西
部各省区在交通、
通信、
能源、
环境等基础设施和各类加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大量投资，许多
项目采用“公开招标”
机制，
不可避免地将由东部甚至合资或外资企业承办。无论是国有企业
还是其他所有制的企业，
人员雇佣将会采用劳动力市场化的机制。东部沿海地区经过了三十
多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大批高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队伍，而西部本地技术工人队伍的
培养壮大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在大批投资项目开工的急迫形势下，由中央企业和东部
企业组织招募来到西部的施工队伍和务工人员的数量会明显增加。同时，东部沿海在商贸服
务业方面已有一定资金、
经营经验和网络资源的汉族人员也会来到西部寻找发展机会。
2005 年，北京大学组织了“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课题，课题组在乌
鲁木齐、拉萨、西宁、
兰州、
银川、
格尔木这六个城市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回收有效问卷总计
12，239 份。借助这一问卷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课题组开展了以流动人口为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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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①我们发现，来到这几个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外地流动人口数量规模很大，其中有
些人已经来到这些城市超过五年，其中男性占三分之二，少数民族占相当比例 （8.5%~
35.2%）。汉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邻近省份，
其中大多数是农村中学毕业生，主要就业岗位集
中在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中，
少数在建筑业中，每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由于城市消费水平
较高，作为持有“农业户口”的外来者，他们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待遇，加上
远离家乡，
脱离了原来熟悉并能够提供各种资源和道德制约的家乡社区，他们在对城镇经济
建设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衍生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2． 西部城市中来自本地农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在近十几年来已变得非常普遍。2008 年，
我们组织
了西藏自治区拉萨、
日喀则、
泽当三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样本总量为 2,463 人。调查结果
显示，
藏族流动人口中有 95.1%的人属于农村户口，
大多是中学毕业后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
三、
在本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我国政府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先后为各少数民族设立了不同行政级别的自治地方，
总面积达到我国陆地面积的 64%。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统一安排城乡劳动力就
业、对人口迁移实行严格控制的社会条件下，各族劳动力缺乏自行流动的空间，许多少数民
族居民主要在本族自治地区实现就业，并形成了传统就业模式。但是在体制改革政策推行
后，
农村的家庭承包制使农牧民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制
使各企业可以自行招募员工，
政府又放开了境内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少数民族劳动力与汉
族劳动人同样开始出现了从农村向城镇流动、
在城镇就业的迁移潮流。
1． 藏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
表 4 介绍了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前后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各省藏族人
口统计结果。除了上面介绍的
“自治地方”
之外藏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这一指标外，我们也需
要对
“自治地方”之外藏族人口的绝对人数规模加以关注。自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
来，随着基础设施（如青藏铁路、南疆铁路）和能源建设项目的加快，大量沿海和内地企业进
入我国西部地区，大量汉族流动人口也跟随这些建设项目来到西部，与此同时，也有一定数
量藏族人口来到内地和沿海城市寻找就业和发展机会。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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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藏族人口的分布变迁②

 
  
     

  
 






 

 



 









 



 



 

  




①

马戎,马雪峰.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综合报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7,（3）:135－

②

资料来源：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的全国及各省区历次人口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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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在各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生活的藏族人口为 24.2 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
6.25%。1990 年，
在各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生活的藏族人口达到 30.4 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
的 6.62%。2000 年，
在各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生活的藏族人口达到 41.5 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
口的 7.67%。而到了 2010 年，在各藏族自治地方以外居住的藏族人口增至 54 万人，占藏族
总人口的 8.6%。
值得关注的是，在 2000~2010 年期间，居住在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的藏族人口增长速度为
30.1%，
出现增长放缓的趋势。从表 4 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的 30 个省区
中，
在 2000~2010 年期间，
有 13 个省区的藏族人口有所下降。在 1990~2000 年期间，藏族人
口向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省市的流动曾经出现了较快增长，
但是在 2000~2010 年这 10 年期间，
这一外流势头放缓，
在许多省市藏族人口有所下降，
探究其原因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
在人口普查中统计的非藏区藏族人口（54 万）包括三部分人：
（1）在政府部门就业的干
部和知识分子，
北京的中央机构和有藏族自治地方的省会城市（西宁、成都、昆明、兰州）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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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数量的藏族干部职工；
（2）政府组织招收的内地“西藏班”学生；
（3）自发进入非藏区的藏
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藏区农村和牧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藏族流动人口并没有像汉族流
动人口那样进入东部城市的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这些吸收大量流动人口的核心
行业，而是大多从事街角摆摊卖特色工艺品（佛像、唐卡、首饰、天珠等）和藏药这类行业，这
类行业只能吸收数量十分有限的从业人员。
劳动保障部 2005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为制造业（27%）、建
筑业（26%）、批发零售业（12%）、
住宿餐饮业（11%）、
服务业（9%）、
其他行业（15%）。①国家统
计局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如下：制造业 30.3%，建筑业 22.9%，服务业 10.4%，住
宿餐饮业 6.7%，
批发零售业 4.6%，
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业 3.4%，采矿业 1.8%。中国人民大学
调查认为，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为：建筑业 33.21%，服务业 29.88%，加工制造业 14.69%，个体
户只占 3.09%。②综上所述，中国进城流动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是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
业，而我们在内地城市的工厂车间、建筑工地、大型旅店餐馆甚至城市卫生保洁和机关保安
队伍中极少见到藏族人员的身影。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藏族流动人口的特定就业模式限制了
他们在自治地方以外省市的增长。
2． 维吾尔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
表 5 介绍了 1982 年、1990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维吾尔族人口分
布数据。在 1982~1990 年期间，
新疆境外维吾尔族人口几乎为零，只有湖南桃源一带有四千
多名维吾尔族人口。在 1990~2000 年期间，
全国各省市维吾尔族人口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增
长。但是 2000~2010 年期间，
这一趋势出现明显变化，虽然在新疆以外省市的维吾尔族人口
总数从 5.3 万人增加到 6.8 万人（增长 26.5%），但在 16 个省区直辖市里维吾尔族人口出现
负增长。导致维吾尔族人口在各省市增减的原因有哪些，需要开展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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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76.
②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114.
③ 资料来源：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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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域以外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口大致包括三部分人：
（1）在中央各机
构工作的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是 2010 年人口普查时生活在北京的 6,975 名维吾
尔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2）新疆
“内地高中班”
学生。从 2000 年开始兴办的
“内高班”
起初
每年约五千人，
现已增至每年近万人。
（3）自发来到内地就业的维吾尔族，主要在各城市街头
卖烤羊肉串、切糕、
哈密瓜和各类干果。与藏族流动人口相似，这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没有在
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
服务业等吸收大量就业人员的核心行业就业，因此他们的收入与生
活状况很不稳定。
近年来这些街头摊贩与消费者、城管不断发生矛盾，有关“新疆小偷”、
“天价切糕”的报
道在网络上一度流传，①这些极少数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新疆流动人口被整体“污名
看
化”，
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与生存空间。一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遇到租房难、
病难、就业难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感到自己受到内地汉人社会的歧视与排斥。 ②
2000~2010 年期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外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口增加了 1.5 万人，如减去
约 2 万人的“内高班”
学生，
内地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数字实际正在下降。
3． 蒙古族人口变迁与跨地域流动
在分析我国蒙古族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时，首先要注意我国的蒙古族自治地方除了内蒙
古自治区外，
新疆有两个蒙古族自治州和 1 个蒙古族自治县，青海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对新疆流浪儿童成因与对策研究［J］.民族社会学
① 阿里木江.流浪儿童何以“流浪”
研究通讯，2013,147.
② 哈尼克孜·吐拉克. 维吾尔族农民工内地城市生存与适应研究 —以武汉市维吾
——
尔族农民工为例［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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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辽宁有两个蒙古族自治县，吉林和黑龙江各有一个蒙古族自治县，甘
肃有一个蒙古族自治县，河北有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所以如果计算“蒙古族自治地方之
外的蒙古族人口”这样一个指标，需要把所有这些自治地方的数据进行汇总，这比判定藏族
和维吾尔族人口分布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分析人口跨地域流动之前，一个引起我们关注的现象是，2000~2010 年期间，蒙古族
人口增长缓慢，人口增长幅度不仅明显低于维吾尔族、藏族等其他西部少数民族，甚至低于
汉族和全国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
从表 6 中提供的近期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看，1982~1990 年期间蒙古族人口大幅增长，其
中一定比例的人口属于
“更改民族成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推动“落实民
族政策”，
同时对汉族居民严格实行
“一胎”
政策，全国约有 1200 万人更改民族成分。典型的
是满族和土家族，
1982 年和 1990 年期间，满族和土家族人口分别增长了 1.29 倍和 1.02 倍。
这八年期间蒙古族人口出现 41%的增长，也与身份变更有关。1990~2000 年，蒙古族人口增
长了 21.1%，从 480 万增加到 583 万，增加了 103 万人，约为全国人口增长率（9.9%）的两倍。
但是在 2000~2010 年期间，蒙古族人口增长 2.88%，仅增加了 16 万人，显著低于全国人口增
长率（7.26%）和汉族人口增长率（7.34%）。在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
在这 10 年里只增加了 5.8%，
同样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究竟是蒙古族人口出生率和死亡
率发生了显著变化，还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跨国迁移，导致这 10 年期间蒙古族人口增速下
降，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了解。
下面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蒙古族人口在各区域的变化。在 1982~1990 年期间，除西藏
外，
蒙古族人口在全国各省区都有所增长，其中在贵州和福建的增长尤为显著。这与全国跨
区域人口流动的总趋势是一致的。与藏族和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有所不同，许多来自半农半牧
区和蒙汉混居地区的蒙古族已通晓普通话并熟悉主流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笔者 2005 年
在内蒙古赤峰调查发现，当地农村牧区许多蒙古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在临近省市的建筑
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就业。①在 1990-2000 年期间，各省区的蒙古族人口延续了这一增长趋
特别是在安徽、
广东、
海南和广西，
同时各省区并未出现蒙古族人口减少的现象。
势，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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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戎.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J］.社会，
2010,（3）:107－129.
②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电
子计算机汇总）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218－219;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
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301;国务院人
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
［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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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 2000~2010 年期间，
蒙古族人口在 20 个省区都有所下降。在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
这三个设有蒙古族自治县的省份，蒙古族人口都减少了 50%以上，如辽宁的蒙古族人口从
67 万减至 33.1 万，吉林从 17 .2 万减至 7.2 万，黑龙江从 14.1 万减至 6.3 万。这些减少的蒙
古族人口是流入沿海省份，还是流向俄罗斯（如布里亚特地区）或蒙古国，还需要进一步考
查。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新疆的蒙古族人口在 2000~2010 年期间仅增长了 4.3%，明显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从 15 万增加到 15.6 万人。新疆有两个蒙古族自治州和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蒙
古族人口流入内地有可能是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其余蒙古族人口减少的省份，因蒙古族人
口原来的规模较小，多在几千人至两万人，即使人口下降比例较大，实际涉及的人数也并不
多。
蒙古族人口增加的省区中，北京增加 1 倍 （增 39，272 人），浙江增加 90.7%（增 3，268
人），海南增加 83.4%（增 1，
575 人），天津增加 79.4%（增 8，997 人），上海增加 73.7%（增
4，770 人），宁夏增加 36%（增 1，
812 人），
河北、
陕西分别增加 10，962 人和 916 人。由于这些
省市蒙古族人口的基数不大，
所以实际增加的人数仅为 71，572 人。
从整体来看，2000~2010 年期间，我国蒙古族人口的增速较低，无论从全国数字还是从
内蒙古自治区的普查数字来看都是如此。除京津沪三市和上述几个省区的蒙古族人口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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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外，
全国 20 个省区的蒙古族人口都在减少，东北三省的蒙古族人口甚至下降过半。我们
从以上数据得到的第一个结论，
就是我国蒙古族人口出现了十分反常的人口增速下降现象，
第二个结论是我国蒙古族人口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开始下降，这与全国人口流动的整体趋势
是相逆的。这样的发展态势需要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给予关注。
四、
在城镇化进程中开展城市民族工作
面对中国城镇化的新发展和大量流动人口从民族地区来到沿海和东部城市，各地政府
必须采取一个积极欢迎的态度，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也特别指
出：
“ 对少数民族进城，要持欢迎的态度，而不能抱着‘来得越少越好，走得越快越好’的心
态。”
在发生了拉萨
“3·14 事件”
和乌鲁木齐
“7·5 事件”
后，我们确实发现在一些城市（包括首
都北京）出现了针对藏族、维吾尔族的歧视现象，如旅店拒住、出租车拒载、机场歧视性安检
等。这些民族歧视现象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后果，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带来了不可弥补的破
坏性影响。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特别提出：
“要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持平等
对待，
一视同仁，
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从
前面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在 2000~2010 年期间，藏、维吾尔和蒙古这三个
我国重要少数民族的人口在自治区以外的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这与近年来西
部地区在民族关系方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态相关。但是这些恶性事件仅仅涉及少数民族的极
少数人，真正导致沿海城市中藏族、维吾尔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是这些城市中出现的
对少数民族人员不信任的偏见和各类歧视现象。为此各级政府和主流社会必须进行反思，按
照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
尽快改变对待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态度，通过政府各项工作和
主流社会民众的积极努力，
扭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被迫回流原籍的趋势，在全国所有的城市
都建设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
1． 对进入城镇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采取扶助措施
在西部地区，
如果本地少数民族青年劳动力进入城镇后遇到语言障碍和就业困难，政府
有必要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地制订和实施必要的扶助措施。譬如：
（1）由城市的劳动就业局
与当地学校合作组织汉语学习和就业技能的免费培训项目；
（2）积极扶助本地民族餐饮服务
业，
在发放营业执照、
贷款、
免税等方面给予优惠；
（3）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民族传统手工业，
引进人才，设立发掘本地传统手工业和工艺品的研究所，吸收民间老艺人、老工匠向年青人
传授技艺，同时结合旅游市场的开发开拓国内外市场；
（4）成立各城市、各地区的“少数民族
就业与发展基金”，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社会募捐为主要资金来源，为来自农村牧区的少数
民族劳动力的就业提供各项帮助。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出现的人口聚居现象，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向城
市的大规模迁移，
这又与跨地域劳动力流动密切相关。各地政府在关注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绝不可忽视对流动人口的积极引导和安置。为此，人口迁出地的政府部门和迁入地的政府部
门应加强联系并建立协作关系，
在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和实际困难方面相互配合。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迁出地政府也应积极关心这些迁出人员的流向以及他们在迁入城市的
居住和就业状况，
必要时可与迁入地政府沟通，向这些流动人员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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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部城市的各级学校应加强民族知识、
民族政策和法制的教育
由于我国目前的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关各少数民族的内容很少，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小学
和中学教科书中增加和补充有关我国各少数民族（如藏、维吾尔、蒙古、回、彝、苗、族等）各自
的发展历史、传统文化、
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介绍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对中华民
族的形成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介绍各民族的重要历史人物。同时应当通过各种形式全面地介
绍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帮助沿海和内地的广大汉族民众增长有关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
文化传统的基础性知识，让他们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自觉地
加强民族团结，
促进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依法治国”
，
城市民族工作也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政府和主流社
会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正常的宗教信仰要予以尊重，要引导来到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服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管理，避免因违规摆摊等行
为与管理部门发生矛盾。各城市的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应吸收来自不同民族的人员，以便在
处理相关问题时可以使用各民族语言进行沟通。同时也需要建立相关的投诉机构或在地方
投诉部门（消费者协会、民政局、律师协会等）建立为少数民族人员服务的专门办公室，吸收
掌握民族语言的专门人员。这些机构的建立和运行，都是有效沟通、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以
法治理念和现代社会管理方法来避免民族矛盾和改善民族关系的必要条件。
3． 努力在各地构建
“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西方社会学家在种族、族群研究中特别关注“居住隔离”现象，认为在城市里各族群彼此
隔离聚居在不同的社区不利于彼此之间的交流，而且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偏见和歧视。他们
为此专门设计了相应的指标来计算各街区的族群居住隔离程度。①
在“7·5 事件”
发生后，乌鲁木齐市也出现了民族居住隔离程度进一步提高的现象。②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
“城市民族工作要把重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
和社区环境。”唯有这样的居住环境，才能够使各族群众在日常交往中逐步成为知心朋友和
互助邻居。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需要政府、
社会组织和民众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为了避免出现城市里各民族成员隔离聚居的“城中村”现象，首先所在城市政府和街道社区
要关注和积极帮助解决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居住问题。有些媒体曾报道维吾尔族人员在北
京租房难等现象，如果许多外来少数民族人员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如租房、购物、看病）方
面经常遇到困难，
他们很自然地会聚居在一起相互帮助。在一个社区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
和睦邻居关系需要彼此的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各城市的街道和居委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首先要欢迎少数民族人员来本社区租房和生活，并且主动协助社区内的少数民族外
来人员解决各方面的实际困难，
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就业。
4． 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东部城市发展清真饮食业
我国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的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的群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
——
① 马戎. 民族社会学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652－653.
② 王平, 李江宏. 乌鲁木齐市多民族混合社区建设研究 ［J］.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201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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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族有特定的饮食禁忌。东部特别是许多沿海城市清真餐饮业不发达，来自西部的少数
族群成员生活上十分不便，
而且容易因为饮食禁忌产生矛盾。为了切实体现民族平等和民族
之间的相互尊重，
东部和沿海城市的相关部门必须对本地清真餐饮业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并根据未来的发展趋势考虑本市清真饮食业网点的合理布点与发展，同时应当通过税收优
惠等政策予以必要的扶持，这样可以为来自西北并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各族民众提供他们
欢迎的饮食场所。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落实中
央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其余关于礼拜场所、丧葬场所等问题，各地政府也应予以
考虑，
努力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
5． 东部城市外来少数民族儿童受教育的问题
有些随父母来到东部城市居住的少数民族学龄儿童由于语言障碍和学校环境的差异，
在新居住地能否顺利融入城市学校的学习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如果出现了学生失
学现象，
这对他们在城市继续学业，学习必要的就业知识非常不利，而且，他们的父母通常也
没有时间和能力来辅导自己的孩子。有些失学儿童和少年有可能在坏人的诱惑下走上违法
的歧途。因此，各城市的政府部门在开展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时候，需要对这一问题给予特
殊关注，不能像一些城市那样简单地用关闭“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做法来规范本市的学校教
育，
而必须切实保障这些儿童在合格的公立小学入学。相关学校要关注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在
语言、学习能力、习俗等方面存在的特殊问题，采取各种帮扶措施使他们及早融入校园的学
习环境，
从小就建立起对中华民族和祖国的认同。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落在实处，为外
来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融入所在的城市社会，这个工作本身就是最实
在的爱国主义教育。
6．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盲目追求速度
我国西部地区地理条件特殊，多为高原、
戈壁，正是自然地理条件导致地广人稀。在本世
纪中国推进城镇化和
“西部大开发”的整体进程中，西部的城镇化必然也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切忌盲目追求人口的城镇化速度，重蹈当年“大跃
进”
的覆辙。如有的地区提出要在七年内使本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10%，城镇常住人
口增加约 50%，但是这些新增城镇人口的就业以及生活所需的住房、能源、淡水、食物等生活
必需品以及教育、医疗、
公共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等如何解决，并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案。我们
应当把城镇化作为社会、
经济、人口、环境资源利用的综合现代化进程来理解，而不能简单地
理解为
“人口城镇化比例”
这一个指标的提高。否则，非但不能有效地推动本地社会发展和经
济现代化，
反而会因为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带来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
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 50%，但是中国领土辽阔，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
人口密度和发展基础相差极大。胡焕庸教授在 1935 年提出著名的“爱辉—腾冲人口地理分
界线”
。1933 年，该线东南侧土地为 36%，人口占 96%；
1990 年，该线东南侧国土（国土计算减
去外蒙古，加上台湾）占 42.9%，人口占 94.2%。①这充分说明中国东南部和西北部的自然地
理条件和人口承载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我国今后的人口城镇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西
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发展，但是西部和东部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必定会保持一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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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衡性，我们不可能使西部的城镇化水平向东部接近甚至看齐，而只能是因地制宜，适
度发展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五、
结束语
在三十多年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推进了中国经
济融入国际市场的进程，
中国被称作
“世界工厂”
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快速发展的
过程是与人口大规模跨地域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同步的。今后 10 年乃至 20 年的时期内，中国
将面临着一个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还会有更多的东中部汉族人口进入本地城
镇，
其中一部分劳动力来到西部地区就业，同时也会有更多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本
地城镇，
其中一部分劳动力来到东部城镇就业，这几股人口流动的巨大潮流不仅冲击着中国
社会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
，
也必然冲击东中部是汉族聚居区、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
地域上传统的“汉区/少数民族地区二元结构”
，我国各地区的民族关系必然会出现一系列前
所未有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城镇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中华各族群的交往交流
交融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我国学者需要坚持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大量的实地调查是我们获取可靠的数据和材料的最主要的来源，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应该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来探讨各地区城镇化和族群交往中出现
的各种新现象和新问题，
并向政府及时提出建议。各级政府面对当地民族关系的种种新现象
和新矛盾时，
也非常希望能够有学者为他们提出切实可行、有助于改善外来少数民族民众在
当地生活和就业中发生的各类实际问题的措施，非常希望能够按照中央领导人所要求的那
样构建起各族民众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民众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
互助。而唯有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各族人民的“四个认同”
，加强
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
构建各个地区、
各个城市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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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of the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Ma Rong
Abstract:The urban residents of China was exceeded 5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2010, it is a symbol of the
new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China. The temporary migrants into cities increased rapidly and many of them were
across provincial boundaries. Three migration flow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The first one is
the Han labor migration moving into western areas. The second one is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of minority labor
in the western areas. The third one is the minority labor moving to east parts of China.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ethnic minorities, reviews the cross-provincial migration of Tibetan,
Uygur and Mongolian population in the past decades and discusses the issues related to ethnic relations under this
new environment.
Key words:urban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cross-provincial migration

Chinese Shamanism: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ing Trend
Se Yin
Abstract:In China, before varied religions came in successfully, Shamanism had played highly important role in
religion world of Northern ethnic groups.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Shamanism still can be found in folk life of varied
nationalities, including Manchu, Mongol, Xibo, Hezhe, Oroqen, Ewenki, Daur, Uyghur, Kazak, Kyrgyz, Korea, etc.
Since the imple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amanistic activities and sacrifice rituals increased evidently. For
knowing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presenting diversity of nationality cultures in China, developing
minority nationality’s culture, and paving a path for nationality culture and tourism, it is important to research
Shamanistic culture.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rotection of authenticity should be
noted, which is the emphasizing on authenticity, concentrating essence, increasing interactivity and interestingness
and distinguishing Shamanistic sacrifice ritual from feudalistic superstition.
Key words:Shamanism; shamanistic cultur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folk resources（see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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