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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一部人口史研究的學術專著，主要關注清代西北地方回族人口的規模、空間分佈、
人口遷移、人口制度以及婚姻制度等人口史研究的核心問題。同時，也從社會、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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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更加立體而全面地展現清代西北回族人口的全貌。
本書除緒論、餘論兩部分外，共分為九章。各章節相關問題，比如清代西北回漢關係，衝
突與融合的正反面、武裝化與組織化、歷史上回族婚姻制度從族外婚向族內婚轉變過程中的人
口因素與婚姻制度轉變對人口空間分佈的影響、人口峰值規模及其變動、人口變動背景下官方
對歷史的書寫、國家對群體歷史記憶的形塑、民間選擇性遺忘下歷史書寫的不同版本以及不同
歷史時期西北回族人口遷移的過程、特點與規律等，大都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能夠有所前步。
另有個別問題，比如清代回族人口管理制度等，是前人從未真正關注者。
本書全文 50 餘萬字，並附有 18 張表格和 49 幅插圖。適合歷史、民族、人口、經濟、地理
以及社會等學科的專業人員、政府有關部門和其他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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