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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 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组织、东北三省省委参与支持的学术研究工程，分为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其中基础研究类课题研究部分成果结集

出版，是为《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

东北边疆历史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东北区域地方

史以及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东北区域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

治、经济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等领域，这

些课题研究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完成。

《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

最新研究成果，人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或者是学

术性较强的综述、评议、通史类专著，着重考察作品的原创性和

学术价值。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鼓励著作者大胆创新。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研究必然涉及到一些敏感问

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设置障碍、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

调“ 文责自负”：《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

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

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

见而给以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

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史地这个颇带敏感性的



研究领域中放开手脚从事研究，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

进一步深入，也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

《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

谨求实的工作作风都一贯为学术界称道，在此一并致谢。

《 东北边疆研究》丛书编委会

２００３年３月



序

移民开发是古今中外历史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但是研究者

寥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我国学者对中外移民开

发史的研究逐渐增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别国移民开发

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国西部移民开发提供借鉴。王晓菊副研究

员奉献给读者的这本《 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 １８６１—

１９１７）》》，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史学专著。

俄国东部，即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面积达１２００多万平方

公里，占整个亚洲陆地面积１／３强，占俄罗斯联邦领土总面积的

３／４。近代俄罗斯帝国是由中世纪居于东欧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演

变而来。莫斯科对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军事征服始于１５８１年对

西伯利亚汗国的进攻，终于１６９６年完成对堪察加半岛的占领。

１８５８年、１８６０年，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

使中国清政府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和《 中俄北京条约》，从中

国割走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

地，从而完成了对远东的征服。

西伯利亚广袤无垠，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盛产毛皮，蕴藏

着丰富的金、银、铜、铅等矿藏和石油、天然气资源。沙俄对西

伯利亚与远东的移民开发经历了农奴制和资本主义两个时期。农

奴制时期的移民以国有农民和流放犯为主，还有一部分逃亡农



奴，即所谓“ 流浪人”。由于粮食不足，必须从北部国有土地上

调运粮食，所以农奴制时期以农业开发为主、矿业开发为辅。１７

世纪末，俄罗斯居民已达３０万，粮食已能自给。废除农奴制后，

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沙皇政府为了保证中央黑土省份贵族地主

的劳动力，实行禁止和限制自由移民的政策，所以移民开发进展

缓慢。２０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远东政治形势紧张，政

府才实行鼓励自由移民政策，特别是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

（ １９０６—１９１６），移民运动达到高潮。１９０６—１９１６年，移民总数达

３０７万，而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的４０多年间只有２００万。远东地区地处

边陲，交通不便，移民只占西伯利亚移民的８％。远东移民具有

明显的军事战略意图。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总人口达８００万。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东部开发仍以农牧业开发为主，农业由

粗放式经营逐渐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广泛使用先进农具和农业机

器。十月革命前夕，西伯利亚谷物产量占全国的１７％，不只向

欧俄地区输出，而且向国外出口。工业开发以农产品加工业（ 面

粉业、奶油业、酿酒业等）、采矿业（ 黄金开采、煤炭开采、黑

色金属与有色金属开采、制盐业）、渔业和林业为上。西伯利亚

的奶油业遐迩闻名，在世界奶油出口中占１６％。西伯利亚的黄

金开采使俄国成为世界黄金大国。１８９１年开始修建的西伯利亚

大铁路使西伯利亚城市人口猛增几倍，有力地推动了俄国和西伯

利亚的现代化进程，它是西伯利亚开发的突出成就。

作者依据唯物史观原理，对俄国东部移民开发的历史

（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作了系统、全面阐述，资料翔实可靠。全书结构

严谨，写作规范，文字流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创

新观点。

首先，作者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放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审

视，指出俄国现代化立足于发展欧俄，也为东部移民开发提供契



机，东部边疆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既是俄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又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现代化进程。１９—２０世纪之交，

俄国工业两次跳跃式地发展，都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发息息相

关。但是，俄国现代化却以牺牲东部利益为代价。西伯利亚与远

东同欧俄的关系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为了保护欧俄地区的

利益，沙皇政府对西伯利亚的粮食出口实行歧视性的税收政策。

西伯利亚工业落后、经济结构畸形，成为俄国食品、原料的供应

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第二，作者运用历史比较法，把俄国东部开发同中国东北开

禁招垦和美国西进运动作横向比较。作者指出，清政府在东北地

区的边疆政策经历了由封禁到开发的转变过程。清政府因忽视边

疆移民开发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

外交讹诈手段，攫取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１９

世纪７０年代，才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法令，着手组织向

东北移民，加紧开发东北边疆。作者还指出，俄国开发东部的目

的是以东部地区为跳板，向中国、朝鲜半岛扩张，清政府的“ 移

民守边”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开发。

作者认为，俄国东部移民开发与美国西进运动的效果有天壤

之别。从移民规模上看，西进运动促成了美国东西部人口均衡

化，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状况却变化不大。从城市化程度看，美

国西部城市后来居上，１９世纪末芝加哥人口超过１００万，成为与

纽约并驾齐驱的综合性大都市，在全美１０个大城市中，西部占４

个。与此相反，１９１１年西伯利亚城市人口超过１０万的只有鄂木

斯克（ １２．８万）、托木斯克（ １１．１万）和伊尔库次克（ １２．７万），

人口超过１００万的大城市彼得堡和莫斯科都在欧俄。从交通状况

看，美国修筑了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很多支线，沟通了国内市

场，西伯利亚大铁路辐射的地带仅限于西伯利亚南部，辽阔的北



方尚处于人迹罕至的荒漠状态。究其原因，这既是俄美两国资本

主义发展道路不同（ 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及由此产生的经济

发展水平相差悬殊所致，也是俄美两国边疆政策截然不同的结果

（ 前者遏制国内移民、排斥外国移民，后者广泛吸收国内外移民，

主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互相融合），还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

作用（ 俄国东部气候条件恶劣，使移民望而却步，美国西部气候

温和、土壤肥沃，移民争相前往）。

作者对在俄国东部移民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维特和斯托雷

平作了较详细阐述，给予客观评价。同时指出，沙皇专制制度和

农奴制度残余，既是俄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也是俄国东部移民

开发的绊脚石。这样的评述是恰如其分的。

在我国学者对俄国边疆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时，本专著

肯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的问世，无疑将对俄国边疆

史的研究起推动作用，希望今后作者有更多更好的佳作展现在广

大读者面前。

刘祖熙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６日于蓝旗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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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

第 一章

俄国东部移民开发之缘起

第一节　　　　亚洲俄罗斯的出现

一、俄国东部的自然人文概况

俄国东部即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它西起欧亚大陆分界线乌

拉尔山脉，北濒北冰洋，东抵太平洋，东北角隔白令海峡与美国

阿拉斯加相望，南起中国、蒙古北部边界，西南与中亚接壤。面

积达１２７６．５９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亚洲陆地面积的１／３以上，占

俄联邦领土总面积（ １７１０万平方公里）的３／４。

俄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这里有奔

腾不息的长川巨流，如西面的鄂毕河、中央的叶尼塞河（ 全

长４１３０公里）、东北面的勒拿河和东南面的阿穆尔河。其中，

鄂毕河（ 包括其左岸支流鄂尔齐斯河在内）绵延约５４１０公里，

为俄罗斯及原苏联最长的河流。由于整个西伯利亚从巨大的

西藏高原往下倾斜，因此除阿穆尔河向东流入太平洋外，其

余三条大河均向北注入北冰洋，它们的支流构成了一张直抵

太平洋的天然交通运输网。这里的江河流域宽阔、水流湍急、

水量丰盈。举世闻名、历史悠久的贝加尔湖位于西伯利亚南

部，为世界最大的淡水湖，淡水蓄积量为２．３万立方千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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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呈狭长形，自东向西南逶迤，湖岸线长达１８００公里，平均

深度７３０米，最深处达１６２０米，有３３６条河流汇聚其中，惟

叶尼塞河右岸支流安加拉河自这里流出。

西伯利亚一半以上的区域处于冰冷的北极圈以内和靠近北极

圈的地带，属极北地区和近北地区。同欧俄一样，该地区属于大

陆性气候，夏季短而炎热、雨量稀少，冬季漫长、酷寒，气候多

变且各地相差悬殊。纵向上看，草原区、森林草原区、泰加林区

（ 即原始森林区）和冻土带四种植被并行穿越西伯利亚大地。草

原区和森林草原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这里土壤肥沃、气候

温和；在遥远的北冰洋沿岸是几乎终年被冰雪所覆盖的冻土带，

冻土带之南为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泰加林区和冻土带地域辽

阔，但土地贫瘠、气候凛冽。横向上看，整个西伯利亚又分为西

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远东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地形特征分

别是平原、高原和山地。

西西伯利亚地势低平，鄂毕河流贯其中，与东西伯利亚

以叶尼塞河为界。这里沼泽广布，大部地区海拔在１５０米以

下。

东西伯利亚地处中西伯利亚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高原之

一，平均海拔为３００—５００米，以勒拿河与远东为界。由于河

流侵蚀和切割，高原面比较破碎。东西伯利亚是目前全球最

大的林区之一，森林覆盖面积占俄罗斯的１／３，木材蓄积量占

全俄的３５．９％，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木材蓄积总量还多。

远东是欧亚大陆独具特色的次大陆，濒临浩瀚的太平洋

水域，面积为６２１．５９万平方公里，占俄国领土总面积的

３６．４％，几乎占整个西伯利亚的一半。远东地区由南及北约

３９００—４５００公里，由西至东为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公里。其一半以上

的土地处于荒漠的北极地带，山地面积占３／４以上，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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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一万多公里，有许多优良的港湾和岛屿。俄罗斯第一大

岛萨哈林岛位于远东的最东端。该岛长９４８公里，最宽处１６０

公里，最窄处仅２６公里，占地７．６５万平方公里。位于东部的

堪察加半岛一带多火山，其中有的是活火山，系太平洋西岸

火山带的一部分。

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蕴藏着大自然的慷慨恩赐。早在１７世

纪，这里已是世界闻名的毛皮动物栖息地和毛皮产地。在海龙

皮、狐皮、狼獾皮、鹿皮、松鼠皮等繁多的种类当中，貂皮居多

且最为名贵。貂成为西伯利亚的象征。西伯利亚徽章上的图案就

是被两根交叉的箭刺穿的 的两只貂，嘴里衔着西伯利亚汗国

王冠。貂皮是馈赠外国国王和使节的上乘礼品，也是当时西欧市

场上的抢手货，有“ 金羊毛”和“ 软黄金”之称。远东地区的动

植物种类更为丰富，有貂、鹿、麝、狐等数十种珍贵的毛皮动物

和药用动物，还有海豹、海象及鲸鱼等海洋动物。阿穆尔河鱼类

品种繁多而独特，既有西伯利亚河流中常见的雅巴鲨鱼和江鳕，

等也有国内罕见的红鳍、草鱼、白鲢 鱼种，还有数十种世界珍稀

鱼类。此外，远东地区还生长着许多经济价值高的植物，如刺五

加、五味子、人参及各种野果、浆果等。

西伯利亚物产之丰饶早在１８世纪已为世人瞩目，历时１０年

对此作了大的北方大考察 量翔实记载。西伯利亚盛产黄金、

１２４３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在咸海和黑海北部一带建金帐汗国，定都于伏尔加河

下游的萨莱。西伯利亚汗国是金帐汗国分崩离析过程中形成的鞑靼蒙古封建国

家之一，约建于１５世纪２０年代初。它位于鄂毕河中游，同诺盖、喀山等汗国为

邻，居住在这里的突厥部落后来融合成西伯利 １５世纪末，其中一汗亚鞑靼族。

将西比尔（ 喀什雷克）作为行政中心，是为西伯利亚汗国名称的由来。

即俄国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勘察加探险（ １７３４—１７４３），参加者多达２０００人，考察

范围几乎囊括了天文、植物、矿产、水文、气象及民族、考古、历史、语言等

各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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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等资源，北方大考察带头人之一、德国史学家格·弗·米勒教

美其名曰“ 金窖授 （”《 》）。在米勒的笔下，西伯利

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在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 阿穆尔河

支流）畔的涅尔琴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５２个人一天可捉到

４０２７头野羊，捕鱼更容易，种地和养畜也比在俄国本土获利

大。

同伏尔加河流域、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一样，西伯利亚是一个

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在１６世纪末东斯拉夫人到来之前，３０多

个非斯拉夫弱小民族、总计２３．６万人散居于西伯利亚大地。从

语言上看，西伯利亚土著居民可分为：属突厥语族的民族（ 现代

阿尔泰人和哈卡斯人的祖先）占一半以上；芬一乌果尔语族民族

（ 属乌拉尔语系，沃古尔人和奥斯恰克人等）；古亚细亚语族的民

族，包括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伊杰里门人（ 堪察加人）、虾

夷人等。从地理分布上看，西伯利亚北部居住着萨莫耶德人、汉

特人、曼西人、谢尔库普人和开特人，东北部居住着古亚细亚

人，西部和南部居住着突厥人，阿穆尔河流域有达斡尔人、赫哲

人和费雅喀人。从人数上看，西伯利亚最大的族群是生活在勒拿

河中游两岸的雅库特人及生活在安加拉河流域和贝加尔湖边的布

里亚特人。由于历史原因，西伯利亚地区一些民族同中国关系密

切，如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尔吉斯人（ 清朝时称布鲁特人）、图瓦

人及蒙古人等曾为中国政府所管辖。有些是跨界民族，如那乃

５—米（勒１７０ ３１７８）１７２５年移居俄国，１７３１年成为圣彼， 得堡科学院院士。考察

２０多个档案馆搜集和抄录５０大本资料，史称期间，他在西伯利亚 “ 米勒存稿”，

其中有珍贵的《 列麦佐夫编年史》真本。他整理并出版大量俄国史文献，著有

《 西伯利亚史》《、 名门家谱》，为西伯利亚史学奠基人。

亚德林采夫：《 作为殖民地的 页。涅尔西伯利亚》，圣彼得堡１８９２年版，第３３０

琴斯克即尼布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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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中国的赫哲人或虾夷人，日本人称之为阿伊努人，此外还

有鄂温克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等。当时，西伯利亚的大多

数民族处于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交替的历史阶段，从事渔猎和驯

鹿，只有南部的布里亚特等个别民族从事农耕。

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的宗教观念是万物有灵论。大多数人

信奉萨满教，“ 萨满”系通古斯语“ 巫”的意思。他们认为，

整个自然界是由神安排的，神与人相互沟通的媒介是萨满。

同时，早在俄国东征西伯利亚之前，伊斯兰教已渗透到西伯

利亚鞑　靼人当中。西伯利亚汗国库楚姆汗曾强令推行伊斯兰

教，鞑靼人未予接受，他们实际上仍然笃信萨满教。１７世纪

中叶，佛教以其变种喇嘛教的形式在生活于东西伯利亚地区

的一些布里亚特人中间进行传播。后来，西伯利亚的佛教更

多地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

二、哥萨克东征西伯利亚

众所周知，俄国最早起源于东欧一隅，俄罗斯民族的祖先东

斯拉夫人所生活的东欧平原缺少天然屏障，边疆地带空旷开放。

早期封建国家基辅罗斯（ ９—１２世纪初）频频遭受生活在其东南

部的佩彻涅格人和波洛伏齐人等草原游牧民族的烧杀劫掠。

受生存环境的影响，流动性几乎是俄罗斯民族与生俱来的一

大特点。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对此作了这样的诠释，即古老

的俄罗斯城市由木屋组成，星星之火就可使其化为灰烬。⋯⋯由

由于没有那种令人眷于材料价廉，新屋所费无几， 恋的固定

居所，古时的俄国人遂抛弃自己的家园、城市或乡村⋯⋯从这里

便产生了居民背井离乡的习惯，从这里便产生了政府搜捕、安顿

和使居民定居的企图。索洛维约夫将俄罗斯民族的流动性形象地

称之为“ 液态因素”。这一“ 液态因素”在俄罗斯早期抵御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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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的历史中具有某种被迫性，后来更多地表现为进攻性和扩张

性。从１６世纪下半叶，融入俄罗斯民族血液里的这种“ 液态因

素”开始无休止地流淌在亚洲大陆，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拓殖遂成

为俄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俄罗斯历史，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便是疆界。白俄

罗斯“、小俄罗斯“”、新俄罗斯” 是俄罗斯在欧洲地区夺得的

新成员，还有欧洲俄罗斯、亚洲俄罗斯和美洲俄罗斯等新的称谓

清晰明了地勾勒出俄罗斯人向外拓张的历程。

至第一代“ 全俄罗斯的沙皇”伊凡四世（ １５３３—１５８４年在

位）即位之初，俄罗斯国土面积不足２８０万平方公里。１４８０年俄

罗斯摆脱金帐汗国长达２４０年的统治。从１６世纪中叶起，俄罗

斯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四处狂奔。１５４７年伊凡四世加冕为

沙皇不久，其封号中已添加一个 “ 全西伯利亚土地新的称谓

和北方诸国的统治者”，俄国对西伯利亚的企图可见端倪。

俄国历代沙皇在对外政策中所追逐的重要战略目标是争夺

出海口。俄国在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最初尝试立沃尼亚战争

（ １５５８—１５８３）中惨遭失败。１８世纪初，一代枭雄彼得大帝

（ １６８２—１７２５）经过旷日持久的北方战争（ １７０１—１７２５）从海

上强国瑞 波罗的海出海典手中为俄国赢得第一个出海口

口，从而完成了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 ；女皇一次“ 地理革命”

９６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 １７６２—１７ 位）经过俄土战争（ １７６８—

“ 小俄罗斯”即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包括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等

省。“ 新俄罗斯”即克里木半岛及黑海北岸部分地区，包括比萨拉比亚、叶卡捷

琳诺斯拉夫、斯塔夫罗波尔、塔夫里达、赫尔松等省。

世纪中叶，美国由一个偏居大西洋沿岸的小国变成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大国，

美国史学家将这一巨变称之为“ 地理革命”。这里借用这一术语来形容沙皇俄国

通过侵略手段而实现的重大疆域变化。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

１７７４，　１７８７—１７９１）从土耳其之手攫取黑海出海口。１９世纪中

叶，俄国进而夺取远在太平洋之滨的阿穆尔河口，在东部完成

了一次极其重要的“ 地理革命”。征服远东后，俄国开始雄踞

整个亚洲北部。当时，这个地跨欧、亚、北美（ 阿拉斯加等

地）三洲的庞大帝国领土面积达１８００万平方俄里， 居世界各

国之首。它占据了半个欧洲和亚洲的１／３。其中，亚洲俄罗斯面

积为１４００万平方俄里，占俄国疆域面积的７８％，远远超过俄罗

斯欧洲部分的面积。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拓张肇始于１６世纪末，首当其冲的受害

者是位于鄂毕河中游的西伯利亚汗国。当时，俄国大富豪斯特罗

干诺夫家族在紧邻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地彼尔姆一带经营制盐和采

矿业。１５８１年９月，在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策划和指使下，“ 恶

贯满盈的强盗”叶尔马克 率５４０名剽悍、骁勇的 和哥萨克

３００名该家族领地上的军役人员翻越乌拉尔山向东进犯。１５８６

年，哥萨克在位于图拉河口的西伯利亚汗国都城成吉一图拉营造

了西伯利亚第一座俄罗斯城市秋明，次年在鄂毕河支流托博尔河

１俄里等于１．０６７公里。

本名瓦西里·季莫菲耶维奇·阿里宁，叶尔马克是其绰号。１５８４年夏，在鞑靼人

的一次偷袭中溺死于鄂尔齐斯河。

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语，意为“ 自由的人”。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层，性格

粗犷、桀骜不驯，最初由不堪农奴制压迫而逃匿于边区的贫苦农民组成，曾是

１６—１７世纪乌克兰人民起义及伊·鲍洛特尼科夫起义（ １６０６—１６０７）、斯杰潘·拉

辛起义（ １６６７—１６７１）、康·布拉文起义（ １７０７—１７０８）、叶 普加乔夫起义

（ １７７３—１７７５）等俄国农民战争的主力。后来，俄国政府以给予土地、粮饷等手

段对其进行收编。１８世纪初，彼得一世建“ 哥萨克军”，１９世纪后哥萨克蜕变

为特权军人阶层。２０世纪初，俄国有顿河、库班、奥伦堡、后贝加尔、捷列克、

西伯利亚、乌拉尔、阿斯特拉罕、七河、阿穆尔和乌苏里等１１支哥萨克军队。

共有３０万哥萨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期间，其殷实者投靠白卫军，

贫穷者倾向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０年哥萨克阶层被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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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建立托博尔斯克。１５９８年，“ 一个末代蒙古汗王库楚姆被叶尔

马克击败了，这就为亚洲俄罗斯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西伯利亚陆续出现了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彼雷姆

（ １５９２）、苏 尔古特（ １５９３）、塔拉（ １５９４）、别廖佐沃（ １５９４）、纳

雷姆（ １５９５）、维尔霍图里耶（ １５９８）、曼加结亚（ １６０１）、托木斯

克（ １６０４）、图鲁汉斯克（ １６０７）、库兹涅次克（ １６１７）、叶尼塞斯

克（ １６１８）、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１６２８）等。至１７世纪２０年代，

俄国已经牢固占领鄂毕河、鄂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流域，也就是

今日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

俄国对远东的觊觎由来已久。远东盛产的珍贵毛皮和其他

丰富资源吸引了俄国人的目光。当时，毛皮产品是国际市场上

炙手可热的畅销货，通过出口可赚外汇以充盈国库，另方面可

满足地主和富商巨贾的消费需求。寻找金、银、铜、铅等矿藏

也是俄国企图占领远东的目的之一。１７世纪３０年代，俄国哥

萨克踏上了远东土地，至１８世纪中叶占领楚科奇和勘察加两

个半岛，把俄国疆界推进到太平洋沿岸。但是，俄国的南下行

动却屡屡受挫。在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争中，在英国、法

国的联合打击之下，位于黑海北岸的俄国重要军港塞瓦斯托波

尔失陷。俄军的惨败促使俄国政府将对外侵略的矛头逐步转向

远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１８５６—１８６０），俄国终于等到了

千载难逢的“ 良机”。正如马克思所说，“ 俄国不要花费一文

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沙俄成为这场战争期间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通 过 １８５８

《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８卷，莫斯科１９４６年版，第１１６页。

②鸦片战争后，沙俄通过１８６４年《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１８８１年《 中俄改订条

约》及以后的五个议定书又从中国西部割去５０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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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２８日（ 公历）《 中俄瑷珲条约》和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１４日

（ 公历）《 中俄北京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俄国攫取了中国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土地，其

中包括海参崴等太平洋东岸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出海口。这

样，俄国基本完成了对远东的征服，并且由此开始以图们江为

界与朝鲜接壤，获得了进入日本海的出海口，也就是说成为日

本和朝鲜的近邻。

三、俄国对东部边疆的行政治理

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俄国设有５０多个衙门分管不同的部门。

１６世纪末，西伯利亚归位于首都莫斯科的使节衙门管辖。从１７

世纪开始，俄国东部边疆地区事务归喀山府衙门管辖。１６３７

年从喀山府衙门中分出一个新的从事地方事务的中央政府机

构 一西伯利亚衙门，负责管理西伯利亚地区行政、司法、军

事、财政、贸易及其他各类活动，以县为基本行政单位。１７０８

年设置统一的西伯利亚省，省城为托博尔斯克。同时，保留原

有的县制，西伯利亚衙门被撤消（ １７３０年重新恢复，１７６３年

被最终撤消。）１７３６年西伯利亚省划分成两个各自独立的行政

区。

由于远离国家中心，西伯利亚地区的官吏专横跋扈，贪赃枉

法、营私舞弊等现象极为普遍，人民处于无权地位。西伯利亚总

督辖区第一任总督马·彼·加加林公爵因“ 前所未闻的暴行”在莫

斯科被绞死，１７３６年伊尔库次克省第一任副省长因违法被斩

首。１８１９年３月２２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１８０１—１８２５年在

位）指定著名国务活动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

（ １７７２—１８３９）出任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初到托木斯克省

的时候，关于西伯利亚的政府机关和官员写道：“ 如果说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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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斯克我应该将所有的人送上法庭⋯⋯那么在此地就该将所

有人都绞死”。为了有效地治理西伯利亚地区，斯佩兰斯基在

西伯利亚实行了大规模行政改革。根据边疆地区管理机构应有

别于帝国内地的原则，１８２２年颁布了《 西伯利亚诸省机构建制

章程》，西伯利亚被划分为西西伯利亚总督辖区和东西伯利亚

总督辖区，行政中心分别设在托博尔斯克（ 从１８３９年起改在鄂

木斯克）和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设立监察咨询机构，对总督

起着牵制和制约的作用。由于西伯利亚位置偏远，许多俄国中

部省份不存在的区域性问题必须就地解决，诸如同当地土著民

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调解边界争端、监督来到西伯利亚的流放

犯、移民问题等，因此西伯利亚总督的权限要比欧俄地区的总

督或省长大得多。

西伯利亚的自然地理概念是西西伯利亚平原（ 从乌拉尔山东

麓至鄂毕河左岸）和冈峦起伏的中西伯利亚高原。西伯利亚西部

两省（ 托博尔斯克省和托木斯克省）以及三个草原省（ 阿克莫林

斯克省、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和图尔盖省）属于西西伯利亚，西伯

利亚其他地区则统称东西伯利亚。历史上，西伯利亚一词所涵盖

的地理范围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鄂毕河中游及其支流托

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的下游地区，即西伯利亚汗国所在地。俄国

人最初殖民于此，名之曰西伯利亚；广义上，西伯利亚则泛指包

括俄属中亚细亚在内的整个亚洲俄罗斯。自１９世纪末，一般把

乌拉尔山以东直至太平洋沿岸的整个俄国领土称为西伯利亚。２０

世纪初，由于经济的发展，西伯利亚又分出若干独立区。阿穆尔

省和部分滨海省地区称作阿穆尔沿岸区，勘察加省、萨哈林省和

一部分滨海省辖区为远东，在西西伯利亚位于草原地带的高产农

业区分为草原边区。需要指出的是，本课题研究的地理范围是今

日的俄罗斯联邦西伯利亚与远东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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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俄国东部的早期移民

１６、　１７世纪之交，俄国在对西伯利亚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

向该地区的移民行动也开其先端。在政府的强令胁迫下，迁移者

随同哥萨克军东进，在西伯利亚各地稀稀落落出现了第一批俄罗

斯村庄。沙皇政府向西伯利亚的最早移民活动多属殖民性质，主

要是军事殖民和流放。移民由政府严格控制，以建立军屯为主，

明显具有强制性。一直到１８６１年农奴制改革时期，俄国政府主

要通过迁移国有农民和流放这两种途径解决西伯利亚劳动力不足

问题。与此同时，擅自移民者也不绝于旅，他们成为西伯利亚劳

动力的另一个来源。

１８世纪２０—７０年代，“ 新俄罗斯”、南乌拉尔地区和伏尔加

河下游地区是俄国的主要移民区，在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中机械

增长具有决定意义。当时，向乌拉尔以东地区的移民规模不大。

直至１９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移民流基本上是在西西伯利亚扩散，

越往东越呈现渐弱趋势，几乎没有波及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次克

省和外贝加尔地区，抵达这些偏僻角落的多为流放犯。

一、迁移国有农民

从１６１３年起，俄国政府通过“ 法令”、“ 征兵”等方式将北

方沿海一带的部分国有农民强制迁徙到西伯利亚，国家提供交通

工具、部分路费和生活用品，给予土地、种子、农具和力畜，帮

助他们安排生产。这些移民享有三年内免缴赋税的特殊待遇，还

可得到国家贷款。１７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地区的粮食生产基本

达到自给，沙皇政府开始放弃向西伯利亚强制移民的做法。

１８世纪末，俄国政府向西伯利亚移民的目的有所变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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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西伯利亚辽阔土地这一既定目标外，还具有了开发边区经济

之目的。１７９９年沙皇保罗一世（ １７９６—１８０１年在位）发布关于退

伍兵自愿移居外贝加尔地区的敕令，明确指出不仅要占据外贝加

尔地区，而且要在那里发展农业、畜牧业，建立呢料厂、皮革

该敕令要求贝厂，尤其当注重发展同中国的贸易。 加尔、安加

拉河上游地区及涅尔琴斯克和恰克图一线不得少于１万人；移居

者必须身强力壮，不得拆散已婚夫妇；移民到达定点后，每人可

得３０俄亩 土地及一年半的口粮、初播种子和必备的农具，由

政府拨款建造房屋，１０年之内蠲免人头税。由于政府组织不力，

移民在途中常常遇到各种困难，该法令收效不是很大。直到

１８０５年，２０００名移民中仅６１０人到达外贝加尔，其他人留居托博

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和伊尔库次克省等西伯利亚中西部地区。

（ 一）斯佩兰斯基关于向西伯利亚移民的思想

１９世纪初，为了加紧开发西伯利亚，俄国政府加大对西伯

利亚移民的调节力度。至四五十年代，俄国从欧俄地区向西伯利

亚强制性迁移国有农民的行动达到较大规模。向西伯利亚大举迁

移国有农民的做法最初源于国务活动家、西伯利亚总督米·米·斯

佩兰斯基的思想。

斯佩兰斯基出生在弗拉基米尔省一个乡村贫穷的东正教神甫

家庭。１７９１年毕业于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皇村学校，在

保罗一世时代已经在官宦之列崭露头角，后又因超群的智慧而受

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赏识。１８０７年任御前大臣，　１８０８年任副

司法大臣。１８０９年拟定《 国法通论》，试图使封建君主制适应日

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主要内容是引进西方现代代议制度，建

［俄］基里亚科夫：《 西伯利亚移民运动史纲》，莫斯科１９０２年版，第５２页。

１俄亩等于１０９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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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杜马。斯佩兰斯基改革因地主贵族阶级的反对而失败，斯

佩兰斯基本人遭贬黜，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被流放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尔

姆。自１８１６年起，斯佩兰斯基先后就任奔萨省省长、西伯利亚

总督。１８２１年，他被亚历山大一世召回首都圣彼得堡，任国务

委员和法律编纂委员会主席及西伯利亚委员会成员。他主持编纂

了俄罗斯帝国第一部法律大全（ ４５卷本）和１５卷本的法律汇编。

１８３５—１８３７年他为皇储亚历山大（ 即后来废除农奴制的沙皇亚历

山大二世）讲授法律学。

斯佩兰斯基任西伯利亚总督期间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大范围改革。同时，他对西伯利亚移民问题十分重

视，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向西伯利亚移民有两点好处：一是可

以占据这片人烟稀少的荒芜地区；二是可以为无地或少地省份的

农民提供土地。基于斯佩兰斯基提出的这一新思路，１８２２年４月

１０日俄国政府发布指令，允许欧俄各少地省份的国有农民移居

西伯利亚。然而，１９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并没有出现农民向西伯利

亚的大量迁移。原因之一来自４月１０日指令本身的限定。根据

该指令第２—５条之规定，凡自愿移居西伯利亚的农民，须事先

向当地税务局提交所在村社的同意证明，并且交清所有欠税，省

税务局方可下发准迁证。这对许多自愿移居的农民来说是根本办

不到的事情；原因之二是，当时缺少有关西伯利亚空闲地和农用

地的数量及方位的确切资料，农民获取这些信息的主渠道是委托

代表到西伯利亚实地踏察。在当时西伯利亚旅费“ 可观”的情况

下，这对农民们来说是力所不及的。尽管如此，１８２２年４月１０

日指令在西伯利亚移民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俄国政府

对移民问题的新观点，即向缺少土地的农民提供土地的观点。
”　（ 二“）基谢廖夫”移民（“ ）

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２６日，俄国枢密院发布上谕，设立一个新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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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机构 国家财产部，由它负责管理国有财产。在此之前，事

关国有财产方面的事务一部分归财政部掌管。国有农民是国家财

产部的一个重点管理对象。该机构成立后，国有农民在迁移活动

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规范。１８３８年１月１日，著名国务活动家帕

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基谢廖夫 出任国家财产部大臣。在他

的领导下，国家财产部以提高国有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

标实行了国有农民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消灭缺地村、合

理迁移人口。首先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利用“ 某些地方的剩余劳

动力开垦荒地”，将农民迁往俄国内地一些空闲地多的省份，如

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萨拉托夫省、萨马拉省、乌法省、奥伦

堡省和哈尔科夫省等。为此，国家财产部专门制定了《 关于合理

安排国有农民的章程》。

国家财产部的成立有力推动了俄国东部边疆移民开发事业的

发展。１８４２年，按照基谢廖夫的主张，《 关于合理安排国有农民

的章程》被推广到西伯利亚。根据此章程，欧俄各省人均土地不

足５俄亩的村社农民都可迁往西伯利亚，其中应服兵役和受法院

审讯的农民除外。移民途经的各省要为他们提供食宿。途中患病

者要送到就近的城市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到达落户地点后，

每户移民可得３５卢布安家费及农具、牲畜、种子，８年内免缴

赋税，６年内不服兵役，甚至在原居住地所欠的债务也一笔勾

销。国有农民向西伯利亚迁移的步伐从此加快。他们主要迁往西

①基谢廖夫（ １７８８—１８７２），　１８３４年成为国务会议成员，１８３５年成为农民问题秘密

会议成员，１８３９年获伯爵爵位。他主张废除农奴制度，尼古拉一世称他是自己

的“ 农民事务参谋长”。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后，尼古拉一世（ １８２５—１８５５年在位）

对逐步解放农民的思想开始淡漠，而对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１８５５—１８８１年在

位）来说，基谢廖夫是一位过于温和的活动家。１８５６年７月１日，基谢廖夫被

派往巴黎任俄国驻法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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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即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两省。１８５１年仅托博尔斯

克一省就迁来农民１．９５万人。１８５２—１８５４年，迁到西西伯利亚

的男性农民总计３８２２５名。１８５２年，国有农民开始向东西伯利亚

叶尼塞斯克省迁移，到１８５８年共５９８２人迁至该省。所有“ 基谢

廖夫”移民均在新住地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及时得到肥沃的土地

和相应的优抚。

可以说，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俄国政府对农业移民相当重

视。１８３９—１８６５年间，俄国政府平均每年拨款约１４．２万卢布作

为对西伯利亚移民的补贴。只是在１８５６年基谢廖夫卸任后，俄

国政府的殖民措施暂告结束。其原因之一是克里木战争耗资５亿

卢布，造成俄国财政拮据，１８５６年国家预算赤字高达８亿卢布。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西伯利亚移民方面的拨款数目大幅削减。

同时与新一任国家财产部大臣米·尼·穆拉维约夫（ １７９６—１８６６）

对农民问题所持的看法有很大关系。此人在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间出

任国家财产部大臣，反对１８６１年农民解放运动，是保守派的重

要代表人物。１８６６年俄国进行国有农民土地改革，这是１８６１年

农奴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同年１２月１５日，俄国政府公布《 关于

不再从国库中为国有农民迁移设立特别贷款》的上谕，实际上以

法令的形式中止了国有农民的移居行为。

基谢廖夫所采取的鼓励国有农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措施刚一

停止，俄国农民的迁移行为便开始呈现出自然的发展趋势：欧俄

南部和东南边陲成为农民们向外迁移的主要目的地。１９世纪７０

年代，仅一个库班省就有外来移民２０万，位于伏尔加河流域的

乌法、奥伦堡两省的移民几乎全是自发移民。

二、西伯利亚流放

流放制度并非俄国所独有。如美国独立以前，英国常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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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罪犯”流放到这里的十三州殖民地。美国独立以后，澳

大利亚成为英国流放“ 罪犯”的场所。１７８８年，第一艘满载着

流放者的船只抵达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很快就在东南海岸出现

了悉尼城。１９世纪初，许多自由移民开始涌向澳大利亚，在那

里开垦一片片新土地。他们反对英国政府将流放犯运送到澳大利

亚。随着自由移民的增加，这一声浪日益高涨。自１８４０年起，

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限运措施。中国元朝政府把位于黑龙江入海

作口的奴尔干 为流放犯人的地方。明永乐七年（ １４０９）在此设

立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贝加尔湖以东、乌苏里江、黑龙江及

库页岛一带。从１６５５年起，清政府将东北地区变为政治犯、刑

事犯的流放地。到７０年代中叶，这里的流放人数量已经相当可

观。

众所周知，西伯利亚曾经是沙皇俄国有名的苦役流放地。１８

世纪６０年代，位于东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成为俄国最大的

苦役地，大批罪犯在这里的矿山和工厂服苦役。一百年后，萨哈

林岛成为俄国最大的流放地。该岛与俄国大陆之间的鞑靼海峡犹

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将罪犯阻隔在俄罗斯世界之外。在大文

豪列夫·托尔斯泰（ 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于１８８９—１８９９年间创作的不朽

名著《 复活》中，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蒙冤入狱，被判处４年苦

役，流放西伯利亚，“ 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为她奔走上诉，并

陪伴她前往流放地。许多人正是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得到了对西伯

利亚的最初印 可怕的苦役流放地。象

西伯利亚作为流放苦役地的悲惨命运是由俄国沙皇专制

制度铸就的。１５９３年，也就是俄国哥萨克东征西伯利亚的第

１３个年头，俄国史上著名的“ 铜钟流放”开启了西伯利亚流

既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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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先河，后来登上沙皇宝座的鲍里斯·戈都诺夫（ １５９８—

１６０５年在位）成为西伯利亚流放制的始作俑者。首批流放犯

是俄国乌格里奇城的居民，他们是伊凡雷帝之子德米特里横

死案的牺牲品。１５９１年，居住在乌格里奇的德米特里猝死。

觎王权的戈都诺夫所谋，便煽动居民掀起王后怀疑是觊 暴乱，

结果遭大权在握的戈都诺夫残酷镇压。全城死亡２００余人，６０

户居民被处以流刑，于１５９３年押解西伯利亚彼雷姆城。作为

乌格里奇城象征的教堂大钟也“ 在劫难逃”，被锯去双耳，一

同被“ 流放”。

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西伯利亚流放制逐步形成。

１６４９年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代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 １６４５—１６７６年在位）颁布一部重要法典，农奴制度在俄国最终

确立。该法典首次把流放西伯利亚作为一种刑罚固定下来，规定

流放西伯利亚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从此，西伯利亚成为沙皇政

府放逐刑事犯、国事犯及反东正教的异教徒之场所。俄国政府将

不适于留在欧俄的各种人打发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西伯

利亚因此变成了一条“ 罪孽的袋子”。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

斯基对此发出这样的感慨，“ 当我们阅读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沙皇所颁布的法典的条文时，看到他用鞭子和流放到勒拿河的方

法来威胁那些依赖他人的自由人时，我们不知道⋯⋯是同情法律

的财产平均思想呢？还是对这种严厉的手段感到悲哀：他用这种

１７手段把人的最珍贵的一项权利变成了国家的沉重的徭役”。

世纪下半叶，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数最多可达６０００—９０００

人。

彼得大帝开创了强迫移居西伯利亚的时代。西伯利亚永远成

①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教程》第１卷，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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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形形色色罪犯的不归路。１６９８年发动叛乱的射击军约６００人被

放逐到西伯利亚。当时，被流放的射击军几乎遍及西伯利亚的每

一座城堡；１７０８年大部分参加布拉文起义的顿河哥萨克又接踵

而至；１７１１年在北方战争中被俄军虏获的瑞典兵因企图潜逃而

被从喀山省流放到西伯利亚；１７１５年，一批旧礼仪派教徒从其

主要活动中心之一的伏尔加河支流克尔热涅次河附近被流放到西

伯利亚。

彼得大帝的继承者继续将西伯利亚视做殖民地，专门流放罪

犯和行为不轨的人，其中包括 官场倾轧中失势的人。例如，在

１７２８年沙皇彼得二世（ 彼得大帝之孙，１７２７—１７３０年在位）将亚·

达·缅希科夫公爵 发配到鄂毕河下游荒凉的别廖佐沃镇；参政

院首席检察官格·格·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 因参加反对

缅希科夫的密谋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增加西伯利亚地区的

常住人口，俄国政府相应地采取了一整套措施，陆续下达一道道

关于行政流放（ ）的指令，可施以行政

流放的人包括：地主不愿领回的逃奴及流浪汉（ １７２９）、被缉拿

归案的企图偷渡到国外的人（ １７３０）、制造的金银物品成色不足

者以及伪造和倒卖金银物品者（ １７３３）、酗酒或赌博的工场主和

３工匠（ １７３９）。

刑事流放（ ）是西伯利亚流放中最常见的

１６７０年生于马倌之家，为彼得大帝孩提时代的伙伴，后成为彼得最亲密的助手。

彼得大帝死后，他率禁卫军将彼得大帝的第二个妻子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

娜（ 即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１７２５—１７２７年在位）推上皇位，国家实权则操纵

在自己手中。彼得二世即位之初，他几乎总揽一切国家事务，被晋升为大元帅。

１７２９年在流放地去世。

１７１７年就任该职。１７４２年返回欧俄。著有第一部俄文版力学著作。

［俄］马·库·柳巴夫斯基：《 古代至２０世纪俄罗斯殖民简史》，莫斯科１９９６年版，

第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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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除此之外，西伯利亚流放主要还包括以下三种形式：

１．流刑移民

为了解决西伯利亚驻防哥萨克军的粮食供应问题，俄国

政府曾采取优惠办法招募国有农民，因收效不大，遂决定采

取强制措施向西伯利亚移民。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 彼

得大帝之女，１７４１—１７６１年在位）于１７６０年１２月１３日颁布

行政流放法，规定所有拥有农奴的村社、寺院等机构及贵族

地主均可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犯有过失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

亚。政府以每流放１名农奴冲抵一个兵役名额的方式鼓励这

种流放。此类被流放的农奴被称为流刑移民。为保证流刑移

民的数量和质量，沙皇政府连发五道命令，规定被流放者必

须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４５岁；农奴主应允许其携带家属，

以便在西伯利亚安家落户，国家给予农奴主一定补偿。３年

后，流刑移民转为国有农民。根据同一原则，当时俄国政府

还允许把宫廷、东正教事务总局和主教的奴仆以及国有农奴

等迁往西伯利亚。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农民为反抗压迫而寻求法律保护

的最后一点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根据１７６７年敕令，如果递

交“ 法所不容的反对地主的请愿书，特别是呈给女皇陛下的

请愿书”，农奴将受鞭笞，并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终身服苦役，

抵消地主应送的新兵。在此后的五年中，被流放到托博尔斯

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的农奴达两万之多。沙皇政府命令，在

一月内每逢星期日和假日都要在教堂里宣读这一敕令。在上

述两位女皇统治的时代，一些寻衅滋事的哥萨克也被流放到

边远地区，例如１７７０年１５ 被流放到西０户扎波罗热哥萨克

① 世纪自俄国家中部逃到第聂伯河下游急滩岸边定居的农民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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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１８１２年３月，亚历山大一世将米·米·斯佩兰斯基流

放，起用反动官僚阿·安·阿拉克切耶夫。“ 阿拉克切耶夫暴

政”时期，实行残酷的军垦制度，农奴按规定要世代当兵，

从事繁重的劳动。同时，地主们重新得到自１８０９年在斯佩兰

斯基改革中被剥夺的种种权利，地主可任意鞭打农奴，不经

审判将他们流放西伯利亚。

２．宗教流放

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最初信奉多神教。公元９８８年，

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 ９８０ １０１５年在位）将基督教定为国

教，俄罗斯从此逐渐成为单一的东正教国家，一直到１７世纪中

叶俄国东正教发生分裂时为止。

１６５３年，全俄东正教教会牧首尼康（ １６０５—１６８１）实行教会

礼仪改革，遭到许多教徒的坚决反对。反对者自称“ 旧礼仪派”，

俄国官方和东正教会称其为“ 分裂派”。旧礼仪派强调保持俄国

东正教的古老传统，它的出现标志着东正教在俄国一统天下时代

已经过去。随着俄国的领土扩张以及同欧洲文明的接触，加之旧

礼仪派内部也在不断地分化，反正教礼仪派、莫罗勘派、鞭身

派、阉割 等形形色色的教派组织相继涌现，它们在观点上派

不同于官方东正教，甚至与之截然对立。为了维护官方东正教的

神圣权威和沙皇专制制度，俄国政府和官方教会对各异端教派组

织开始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西伯利亚随之成为异教徒的主要流

放地。旧礼仪派领袖、大司祭阿瓦库姆·彼得罗维奇（ １６１５—

①反正教礼仪派教徒自称“ 属灵基督徒”，１８世纪中叶发展成一种近似于基督新教

的教派；莫罗勘派意为斋期喝牛奶的教派，是从反正教仪式派中衍生出来的一

种理性教派；鞭身派产生于１８世纪，常在狂热跳动中神魂入迷，以为这样可同

“ 圣灵”结合而成为“ 基督”的化身；阉割派从鞭身派中产生，１７７２年在叶卡捷

琳娜二世的敕令中，俄国官方首次提及阉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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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１）在西伯利亚度过了６年流放生活，并将旧礼仪派的学说带

到了西伯利亚。他的许多追随者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阿瓦库姆

在《 言行录》中曾详细描绘了西伯利亚的原始自然状态及丰富的

地下宝藏，也记录了自己遭受当地官宦刁难的经历。

１６８５年４月７日，俄国政府颁布法令，将分裂派教徒定为

“ 国事犯”。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大批反东正教教徒逃往加拿

大、罗马尼亚、奥地利及保加利亚等国，远离俄国统治中心的西

伯利亚及高加索等地亦成为众多异教徒的避难所。同时，西伯利

亚的宗教流放犯与日俱增。１７１５年，彼得大帝将大批分裂派教

徒驱逐到了西伯利亚。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彼得三世

（ １７６１—１７６２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大批逃亡波兰

的分裂派教徒被捉拿归案，并且被陆续放逐到西伯利亚。从

１７６３年起，这些“ 波兰人”开始散居于西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

泰山区，一部分留驻于色楞格河沿岸。至今在西伯利亚家喻户晓

的“ 波兰人”就是这些人的后裔，其经济条件比较殷实，家庭成

员较多。在外贝加尔一带有一些人被称为“ ，，，意思是

“ 举家徙居外贝加尔的旧礼仪派的后裔”。他们的先辈主要是来自

卡卢加省、图拉省、梁赞省和奥尔洛夫省等莫斯科南部和西南部

省份的分裂派教徒，最初流亡于白俄罗斯等西部地区，后来徙居

西伯利亚。反正教礼仪派创始人、坦波夫省的大丝绸商伊·波彼

罗辛在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宣布自己为“ 基督耶稣”，并在追随者当

中遴选１２位门徒，很快发展了大批信徒，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他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自１８世纪７０年代，阉割派教徒开始成为西伯利亚的常客。

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加入

阉割派的农民越来越多。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把阉割派视为最危

险的教派。阉割派的创始人康德拉季·谢里万诺夫曾自称沙皇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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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世，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俄国政

府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将一些阉割派教徒从内地省份驱逐到伊尔

库次克、叶尼塞斯克和雅库特等地。根据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８日发布

的指令，叶尼塞斯克省图鲁汉斯克边区成为流放阉割派教徒的主

要地点之一。１８５９年，该边区上百名阉割派教徒上书东西伯利

亚总督尼·尼·穆拉维约夫， 请求迁往雅库特省。次年３月２４

日，经内务部批准，３１９名阉割派教徒被迁往雅库特省。根据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发布的上谕，雅库特省成为大批阉割派教徒的

永久流放地。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后，出于对民粹派运动的

恐惧，俄国政府在东正教会的怂恿下对“ 危害性强的”教派重施

强行迁移政策，部分分裂派教徒被迁往雅库特省。

３．政治流放

政治流放是将犯有政治罪的人经过法庭审判打发到遥远的地

方，在一定期限内或者无限期地居住或服苦役。早在莫斯科大公

伊凡三世（ １４６２—１５０５年在位）和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政治流放

实际上就已存在。俄国法律条文中第一次提到政治流放是在

１５８２年，恰好是俄国哥萨克东征西伯利亚的第二年。流放地点

是欧俄的普斯托泽尔斯克、乌斯丘格和位于俄国西北沿海北德维

纳河河口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有时也将政治犯发配到一些工

厂及新发现的矿场。永久流放西伯利亚居住的人或苦役期满者被

）。沙皇俄国的政治流放一称为移住流放犯（ 直

存在到１９１７年４月。

即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１），因占领阿穆尔河流域有功而得此名。

１８４７—１８６１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１８５８年５月，乘英、法攻陷大沽之机迫使清

政府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

．
．巴沙林：《 雅库特农业史（ １７世纪至１９１７年）》第１卷，雅库次克［苏］

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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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流放是俄国社会斗争的“ 晴雨表”。拉辛起义、布

拉文起义、普加乔夫起义等俄国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以及１８３０

年波兰民族起义的许多参加者都是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牺牲品。

西伯利亚流放地是同难以数计的与沙皇专制制度奋力抗争者联系

在一起的，其中包括一连串璀璨的名字。从俄国第一代革命家十

二月党人到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无一不在

西伯利亚留下光辉的足迹。

俄国启蒙思想家亚·尼·拉季谢夫（ １７４９—１８０２）于１７９０年发

表《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称农奴制是猛虎般的苛

政，农奴主是穷凶极恶的野兽，沙皇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头号罪

犯，希望俄国消灭农奴制度，成为一个自由、进步、富强的国

家。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恨之入骨，判处他死刑，后改为流放西

伯利亚１０年。沙皇保罗一世即位不久将其召回。由于痛感本国

政治革新毫无希望，拉季谢夫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在１７９１—

１７９７年流放期间，拉季谢夫研究西伯利亚历史和土著民族，著

有《 西伯利亚价值概论》，认为西伯利亚与远东各民族发展之迟

缓缘于恶劣的历史条件，而这种环境必将能得到克服。

１８２５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根据最高刑事法庭的判决，

１０５名年轻的贵族军官被判到西伯利亚服苦役２—２０年，然后长

期流放西伯利亚，或直接被判处长期流放西伯利亚。他们在伊尔

库次克附近的熬盐场、酒厂和涅尔琴斯克矿场等地方劳作。伟大

的文学家亚·谢· １８３７）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 致普希金（ １７９９

托十二月西伯利亚囚徒》， 党人的妻子带到赤塔，鼓励他们把

①这首诗使十二月党人深受鼓舞，他们在答诗中写道：“ 我们的悲惨工作决不会落

空 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 我们将把铁炼成利剑。我们再把自由之

火烧起，煽起怒 那么人们将愉快地呼吸！”后来列宁创办的焰轰向帝王那边

《 火星报》就是从这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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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此以前，普希金的许多诗歌已

在青年中间广为传诵。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说，应该把普希金流

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他的煽动性的诗在俄罗斯到处泛滥。

青年文学家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 １８２１—１８６６）于１８４５年

创建了革命组织，其成员为爱好文学的贵族子弟和平民青年知识

分子，后来均成为科学院院士，其中包括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

（ １８２６—１８８９）。他们醉心于法国思想家夏尔·傅立叶（ 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张俄国民主化，消灭农奴制和专

制制度，拥护共和制度。１８４９年４月，该组织成员被捕，后有

２１人被判处死刑。同年１２月２３日，尼古拉一世突然宣布大赦，

部分成员被流放服苦役，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被流放到外贝加尔

地区永久服苦役，后来他定居于此。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 １８２１—１８８１）也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一员，被流放到西

伯利亚服４年苦役。在被他称为“ 死屋”的鄂木斯克要塞服苦役

期间，他偷偷将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记下来。刑满后，他将带回

的５００多篇日记同所搜集的俗语和一些速写一起装订成册，是为

著名的“ 西伯利亚笔记”。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对他的创作产

生很大影响，《 斯捷潘契科沃村及其居民们》（ １８５９）等作品就是

在西伯利亚写成的。他在《 死屋手记（》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 罪与罚》

（ １８６６）、《 恶魔》（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卡拉马佐夫兄弟》（ １８７９—

１８８０）等名著中大量使用了“ 西伯利亚笔记”中的素材和语言。

流放犯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在俄国边疆开发中起到了一

定作用，但是各个历史时期其作用的大小不尽相同。１８世纪之

前，流放犯在俄国东部边疆经济开发中尚未发挥较大作用。从

１８世纪初，俄国开始逐步重视流放犯在西伯利亚开发中的作用。

沙皇政府不仅将流放与苦役当做惩治罪犯的手段，而且当做边疆

垦殖的重要形式，即“ 惩罚式的垦殖”。这一点从对流放犯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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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刑的方式上可见一斑。１７６０年以前，被判处流放的罪犯要被

砍去两个手指。１８世纪３０年代“ 比隆苛政”时期要割掉舌头。

后来，为了不影响犯人干活，对犯人的刑罚改为割掉双耳、割去

鼻中隔软骨。到了１９世纪，开始在犯人的前额和面颊上刺字，

或者剃掉半边头发。苦役流放犯多在熬盐场、酿酒坊干活，在重

犯的镣铐上还要拴上６０多公斤的独轮车，睡觉时也不得摘卸。

当时，人们普遍把西伯利亚苦役地称为“ 被抛弃的世界”和“ 死

牢”。

１７—１８世纪，流放对西伯利亚人口机械增长产生了重要影

响。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西伯利亚流放达到较大规模，

１８１６—１８３４年共有１２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可以说，一直到

１９世纪头二十余年，西伯利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政府殖民形式

是流放。

前面提到，根据斯佩兰斯基的思想，１８２２年俄国政府发

布新指令，允许欧俄缺少土地的各个省份的农民移居西伯利

亚。１８２２年指令赋予俄国政府以崭新的移民观念，西伯利亚

垦殖中的惩罚色彩开始渐渐地淡化。农奴制改革以后，西伯

利亚的自由移民人数增加，加之俄国政府逐步放宽移民政策，

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绝对人数虽见增多，可是流放者在移民总

数中所占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对西伯利亚人口增长及经济

发展的影响明显减弱。

三“、流浪人”

在农奴主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俄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十分

尖锐。黎民百姓反抗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压迫的最激烈形式是

发动农民战争，向边远地区逃亡也是那个时代极为普遍的斗争形

式。彼得大帝在位时期，有成批农奴被驱赶到城里做工或到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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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中从事各种活计。由于不堪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奴们想方设

法同不幸的命运抗争，他们往往习惯于从逃亡中寻求解脱。许多

农民逃到波兰，更多的人跑到欧俄东南部的荒原地带。只有在那

里，莫斯科国家的弱势群体才能够得到广阔的空间，自由地呼吸清

新的空气。因此，在俄国东南边陲积聚了不少“ 燃料”，１７０５、１７０８年

先后在位于伏尔加河入海口的阿斯特拉罕和顿河一带燃起燎原大

火。俄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发动者和骨干基本都是逃

到顿河、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等偏僻地区的农奴组成的哥萨克。

１６世纪末，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命令西伯利亚各督军，“ 鼓

励难民和市民把他们住在彼尔姆、维亚特卡和索利等地愿意来西

伯利亚的儿子、兄弟、侄子和邻居招来，视当地情况给他们几年优

惠⋯⋯从国库里发给他们钱粮补助“”。以资助、提供优惠和发放贷

款等条件从流浪人和一切志愿人 可以说，员中招募新农民。”

１７世纪中叶以前，沙皇政府对自由移民基本持肯定态度。

然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对自由移民采取禁止政

策。自由移民这种民间零散的向西伯利亚的迁移行动进展比较缓

慢，对西伯利亚的开发未能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１６４９年农奴

制在俄国最终确立，俄国农民从此完全丧失出走的自由。虽然关

卡林立，但仍有大量农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顾禁令，纷纷逃

往西伯利亚等远离国家统治中心的地区。他们在西伯利亚地区隐

姓埋名，以躲避领主的追捕。１７世纪末，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

斯居民人数已达３０万，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由移民。

农奴制时代，俄国东部边疆地区的常住人口不仅有囚徒及被

强迫迁移的殖民者，而且有躲避债务、兵役及宗教迫害，尤其是

①转引自徐景学主编：《 西伯利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８—１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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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农奴制压迫的大批自愿移民，即所谓的“ 流浪人”

０（ ）。依照当时的法令，应将逃跑的农奴交还其主

人，但是这样做势必将这些人逼上绝路，加之西伯利亚渴求大量

劳动人口，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对待外来移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或者干脆采取庇护办法，也拨给他们一块耕地。自愿移民

开荒种田或寻找其他方式维持生计，在西伯利亚早期开发阶段发

挥了一定作用。至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由于俄国政府停止向边远

地区迁移国有农民，流放犯的比例也越来越少，西伯利亚移民中

差不多只剩下单纯的自愿移民。

１９世纪上半叶，西伯利亚人口呈现上升趋势。１８１１年，西

伯利亚（ 托博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伊尔库次克省）总人口近

６８．２６万。从社会成分上看，农民占８７．９５％，其中８７．５５％是国

有农民、０．４０％是地主农民，城市人口占４．５７％；从民族成分上

看，俄罗斯人占６８．９３％，此外还有当地土著居民及小部分乌克

兰人、白俄罗斯人、德意志人、鞑靼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

等。１９世纪初，俄罗斯人在西西伯利亚占多数，在东西伯利亚

尚占少数，特别是在位于东北部的雅库特地区俄罗斯人仅占

１／５。 ５０年代，西伯利亚的移民人数略呈上升趋势。１８５８年西

伯利亚总人口比１８１５年增加一倍，已达２９３．６万，俄罗斯人在西

西伯利亚人口总数中占７４．４％。

第三节　　俄国东部的早期开发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早期经营以向土著居民征收“ 雅萨克”为

．① ［ 俄 ．弗拉索娃：《 俄罗斯人：民族地域、迁居、人数和历史命运（ １７—２０

年版，第世纪）》第１卷，莫斯科１９９９ ７１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8

主。“ 雅萨克”即实物税，当时主要是毛皮税。俄国征服西伯利

亚后，直接沿袭当地古老的赋税制度控制臣民。俄国人一般在临

时搭建的小木板房里或者挨家串户地向“ 异族人”（ 俄国人对散

居于西伯利亚大地的非斯拉夫人的蔑称）征收贡赋，包括毛皮、

海象牙等渔猎产品。这是俄国与西欧殖民国家不尽相同的地方。

西欧殖民者在北美是通过强制手段，使土著居民与生产资料相脱

离，强迫他们开矿做工来进行原始积累的。俄国没有打破西伯利

亚少数民族社会的内部结构，也没有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而让

他们继续发展传统的民族经济，为俄国提供珍贵的毛皮。通过少

数民族上层人物来实现殖民统治和经济盘剥，这是俄国在西伯利

亚进行原始积累的重要特点之一。

最初，俄国政府从欧俄北方沿海一带向西伯利亚调运粮食，

还在欧俄东部一些地区征收一种专门的实物税“ 西伯利亚粮”，这

种实物税顾名思义是以满足西伯利亚的粮食需求为目的。与此同

时，为了就地解决粮食问题，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了初步的农

业开发。据文献记载，１５９０年俄国政府在索利维切戈达县择选３０户

农民迁居西伯利亚，１５９３年彼雷姆督军奉命在城堡周围安排４９名

农民种地，这便是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人农业的发端。

在俄国开发远东之前，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

靠渔猎为生，很少务农。来自欧俄的广大移民将农业文明带到了

远东。据史书记载，今日远东雅库特境内的第一块庄稼地出现于

１７世纪上半叶。　１６３８年雅库次克首任总督彼得·戈洛文及其助手

．　 ．格列鲍夫在就职前接到命令，在雅库特寻找适于耕种的地

方，采取措施扩大粮食生产。１６４３年戈洛文奉命在雅库次克试

种各类春播作物。

巴沙林：《 雅库特农业史（ １７世纪至１９１７年）》第１卷，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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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农民把欧俄地区的先进农作物品种、耕作制度和技术

传播到西伯利亚。１７世纪，西伯利亚种植最多的作物是黑麦，

其次是燕麦，一些地区开始种植大麻、亚麻等经济作物。随着西

伯利亚农业生产的发展，从１６５５年起，沙皇政府逐渐减少从欧

俄向西伯利亚的粮食调运。１６８３年根据沙皇指令，欧俄的“ 西

伯利亚粮”征集制被最终废止。这标志着西伯利亚农业已发展到

一定水平，实现了粮食自给。

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早期工业开发历经了白银时代和黄金时

代。位于西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区不仅是西伯利亚开发较早

的白银产地，也是西伯利亚黄金开采业的摇篮。西伯利亚地区的

炼银业始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也就是１７世纪末、１８世纪初。

涅尔琴斯克炼银厂于１６８９年动工兴建，这是西伯利亚第一家金

属冶炼厂。该厂于１７０４年正式投产，１７８７年被女皇叶卡捷琳娜

二世划归皇室产业，隶属于宫廷事务管理局。１８世纪头２５年中，

在阿尔泰地区还建成了科雷万 炼银厂。１７３８年乌拉尔大工厂

主阿·杰米多夫在巴尔瑙尔 建立了炼银厂。１７４７年５月１日，

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发布上谕，将西西伯利亚南部大部分

地区划为皇家领地。１９世纪上半叶，阿尔泰一地的采银量已经

超过英、法、瑞典、普鲁士和比利时等国采银量的总和。

随着俄国向西伯利亚地区的不断深入，黄金勘探和开采也在

由西向东迅速拓展。１７４５年在别廖佐沃矿区（ 今叶卡捷琳堡东

１７１３年为防止吉尔吉斯人侵袭，俄国在鄂毕河上托木河口附近建恰乌斯克堡，

１７２２年改称科雷万。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这座小城里活跃着一批粮食商、牲

口贩子和金矿主。该地炼油脂、制蜡烛行业居托木斯克省首位，烧砖行业占第

三位。

位于鄂毕河上游支流巴尔瑙尔卡河畔并因此得名，距莫斯科３４１９公里，自１７７１

年起成为阿尔泰矿区的行政中心，有“ 矿山城”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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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１３公里处）开始开采黄金。后来，东西伯利亚出现了“ 黄金

热”。１８３２年，在叶尼塞斯克省米努辛斯克区和阿钦斯克区发现

沙金矿；１８３６年，在叶尼塞斯克省和伊尔库次克省交界处发现

沙金矿；１８４０ １８４１年，在勒拿河流域开始采金。１９世纪４０年

代，在外贝加尔西部建立了采金工厂。５０年代末，俄国黄金勘

探活动已经延伸到远东阿穆尔及滨海地区。

１７世纪，西伯利亚的交通完全依靠天然水路。１８世纪初，

俄罗斯人开始迁入西伯利亚南部，畜力运输业随之兴起，水路运

输逐渐丧失主导地位。１７２１年在东西伯利亚已经建成叶尼塞斯

克与伊尔库次克之间的第一条陆路，但广泛利用这条路还是在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这里之后。１７２８—１７３０

年，俄国组织了以丹麦航海家维·白令（ １６８１—１７４１）为首的第

一次堪察加探险，目的是寻找美洲，了解北冰洋与太平洋之间是

否相连。 为了保证政府指令和考察队报告的迅速传递，１７３３年

枢密院发布命令，铺设一条横穿西伯利亚的驿路，直接通抵位于

太平洋之滨的探险队基地鄂霍次克。由于西伯利亚自然地理条件

复杂，加之原有道路网的基础较差，这条驿路的修筑持续了半个

多世纪，至１８世纪末最终完成。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莫斯

科一西伯利亚大道，它西起莫斯科，经叶卡捷琳堡、秋明向东延

伸到托博尔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

尔库次克、雅库次克、鄂霍次克等西伯利亚大城市。到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前，莫斯科一西伯利亚大道是俄

国东部边疆惟一一条陆路交通干道。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力推动了

俄国东部移民开发进程。

在西伯利亚的早期城市中，叶尼塞斯克规模较大。叶尼塞斯

白令证实亚洲与美洲为一峡之隔，此海峡被命名为白令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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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建于１６１８年，是俄国人在叶尼塞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城堡。１８

世纪中叶，叶尼塞斯克达到鼎盛发展时期，甚至成为整个俄罗斯

最大的城市之一。该市贸易（ 其中包括毛皮贸易）十分活跃，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叶尼塞河与鄂毕河流域的贸易中心。这里举办

的产品交易会在西伯利亚地区远近闻名，来自俄国各个角落的商

人云集于此。此外，该市各种手工业比较发达，主要建有皮革厂

和肥皂厂。铁、铜、白银等矿物冶炼业也在积极发展。叶尼塞斯

克在很长时间里向整个东西伯利亚供应金属制品。１９世纪中叶，

由于一系列大型金矿的发现，叶尼塞斯克的黄金工业迅速发展起

来。

第四节　　　　农奴制度与俄国东部

一、俄国农奴制的形成与发展

沙皇俄国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是尽人皆知的。俄国专制制度

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极权制度，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

没有政治民主。１９世纪末，加拿大西北地区著名的政治家弗兰

克·奥里弗描述说：“ 当整个加拿大及其各省都联合在责任制政府

下面之时，西北地区却处于比人们诅咒的沙俄专制还要独断的统

治下，在议会和内阁中没有代表权，没有责任制地方政府，西北

地区的人民对自己事务的控制权仅比西伯利亚的农奴多一点。”

当１４—１５世纪农奴制在西欧消失时，农奴制却在中东欧国

家兴起。其中，俄国农奴制的表现形式最为典型、最为野蛮。

１８０７年，华沙公国（ １８０７—１８１５）和普鲁士废除农奴制。１８４８

转引自付成双：《 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６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2

年，奥地利废除农奴制。惟独俄国农奴制延续到１８６１年改革之

时。不仅如此，改革后的俄罗斯还留存着大量农奴制残余，主要

表现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工役制。

俄罗斯农民农奴化的过程延宕一个半世纪，从１５世纪末一

直到１７世纪中叶。１５世纪，谢尔盖三一修道院在俄国“ 第一个

设法取得了不准农民离开自己庄园的权利”，这是俄国农民农奴

化的最初尝试，它成为 （ ）法令的雏“ 尤里耶夫节”

形。１４９７年颁布的《 伊凡三世法典》第一次以法律形式限制农

民的出走权。根据该法典第５７条《 关于农民的出走权》之规定，

农民只能有在“ 尤里耶夫节”前后两个星期内易换主人，即离开

原主人投奔另一个封建主，但必须服完劳役、付清住宿费和专门

的土地“ 使用金”。“ 尤里耶夫节”只是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权，尚

未剥夺其迁移权。１５５０年俄国颁布的《 伊凡四世法典》重申了

上述规定，同时住宿费有所增加。

１５８１年是叶尔马克率哥萨克翻越乌拉尔山开始征服西伯利

亚的年份，也正是在这一年伊凡雷帝宣布实行“ 禁年令”，剥夺

了农民在“ 尤里耶夫节”前后离开主人的权利。此时，俄国农奴

制正处于逐步深化的过程中，紧随其后的是接二连三的“ 禁年

令”、“ 限年令”。１５９７年，莫斯科政府规定搜寻逃亡农民的期限

为５年，凡５年内没有被找到的农民，允许他们在新的土地上居

住。１６０１年１１月２日，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发布敕谕，剥夺了

农民在俄国土地上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民被固定在自己出生或居

住的领地上。不久，俄国东正教会又将搜寻农民的期限定为１１

年。１６４９年，俄国颁布了“ 无限期追捕令”，将农民及其子孙后

代永久束缚于主人的领地上。

月２６日。① 俄 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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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奴制度的最终确立是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统治时期。缙绅会议制定的《 １６４９年会议法典》成为俄国历史

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在两百多年里一直是沙皇政府的立法依

据。该法典第１１章关于农民的审判中规定，农民未经领主同意

而擅自外出即为非法，无论农民出逃多久，人们都可以强制他及

其家眷重新回到从前的领主那里。这意味着，农奴主可无限期地

追捕逃亡农奴，农民在法律上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

１６、　１７世纪，农奴制度在欧俄发展并逐 ”、步向“ 小俄罗斯

“ 新俄罗斯”等俄国边陲扩散，至１８世纪下半叶“ 开明”女皇叶

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步入鼎盛时期。叶卡捷琳娜二世将罪恶的农奴

制度从中央黑土地带推广到顿河流域和左岸乌克兰等俄罗斯帝国

边疆地区。１７６３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重申１７６０年女皇伊丽莎白·

彼得罗夫娜发布的敕令，规定乌克兰农民只有在得到地主书面准

许的情况下才能迁徙，如果私自离开主人，其动产和不动产将全

部被剥夺。１７８３年的敕令又取消了农民迁徙的权利，从法律上

肯定了业已形成的乌克兰农奴制度。在当时的俄国，地主的权力

几乎无所不至，禁止农奴控诉地主，向沙皇状告地主的农民要受

鞭笞，并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终身服苦役。

二、农奴制的“ 边缘化”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农奴制度并未在西伯利亚落地生根。这

也是沙俄时代西伯利亚社会经济有别于俄国其他地区的一个突出

特点。１８—１９世纪初，沙皇政府曾赏赐给西伯利亚离职官员和

退伍军官一小部分地产，这便是西伯利亚所拥有的地主土地所有

制成分。从总体上看，西伯利亚基本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几

乎全部土地为国有或归皇室及寺院所有。据１８５８年俄国第十次

万，农民约６６６ 万左右。西人口统计资料，俄国总人口为７４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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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地区总人口为２９３．６万，有领地的地主仅３６人，有仆人、

无领地的贵族为７０人。西西伯利亚贵族和地主相对“ 多”一些，

东西伯利亚有领地的地主仅２人，有仆人、无领地的贵族为９

人。当时，西伯利亚地区农奴总数近３７００人，其中仆人为９００

人。

有学者认为，西伯利亚地区之所以被农奴制“ 边缘化”，原

因似乎在于，俄国农奴制主要是为满足权贵们的需求才发展起来

的。贵族并不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

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相媲美的吸引力。西伯利亚避免了贵族，因

此也就避免了农奴制。 事实上，沙皇政府曾经试图在西伯利亚

地区培植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如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在托博尔斯克

省库尔干区划出５００个面积为８０俄亩的地块，准备低价出售给

欧俄的破落贵族，但是到头来连一块地也没有卖出去；１９０１年６

月８日沙皇政府颁布法令，将西伯利亚的地块提供给贵族阶层私

人占有，然而最终也未能取得任何结果。

西伯利亚被逐步并入俄国版图后，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基本

上是作为流放地和对外扩张的军事据点而存在的。尽管西伯利亚

地区绝大多数农民没有直接遭受农奴制下的煎熬，但野蛮的农奴

制度却是西伯利亚移民开发的严重桎梏。一方面，偏远、落后的

西伯利亚地区长时间被沙皇政府当做“ 藏污纳垢”的场所。另一

方面，西伯利亚地区难以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开发所迫切需要的自

由移民和自由劳动力。农奴制度的长期存在严重阻碍着西伯利亚

移民开发进程。该地区因迟迟得不到合理开发而远远落后于俄国

①［苏］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维·伊·顺科夫主编：《 西伯利亚史》第３卷，列

宁格勒１９６８年版，第１９页。

②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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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伊·赫尔岑（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在回忆录中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１９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的

状况：“ 人们只是把它看做一个地下室，里面藏的有很多黄金、

很多皮货和别的好东西，不过那里很冷，给埋在雪里，生活资料

贫乏，没有纵横交错的公路，没有居民。”

三、俄国农奴制的瓦解

同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相比，俄国的资本主义姗姗来迟。１９

世纪，面对滚滚而来的世界工业浪潮，在农奴制、专制制度的夹

缝中间求生和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越来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俄国以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浇铸的堤坝开始塌陷。从沙皇亚历山大

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开始进行解放农奴的小范围试验。

１８０３年２月２０日，亚历山大一世签署了“ 自由农民法令”。

该法令规定，地主与农奴可根据自愿原则签订协议，农民通过交

纳赎金获得土地和自由，赎金数额由双方协商。地主应是该法令

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将土地出售给自己的农民比将土地出售给其

他人更划算。令人失望的是，由于大多数地主的反对，加之农民

缺少资金，“ 自由农民法令”收效不大。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

２０多年时间里，获得解放的男性农奴仅４．７万，不足俄国农奴总

数的０．５％。至１８５８年该法令有效期满之日，共有１５．２万农奴

赎身，占俄国农奴总数的１．５％左右。然而，１８０３年“ 自由农民

法令”颁布后，自由农民阶层这一新的特殊类型人口在俄国逐渐

形成，其社会经济状况介乎地主农民与国有农民之间。“ 自由农

民法令”的颁布是沙皇俄国向废除农奴制迈出的第一步。

１８０９年沙皇政府颁布法令，免除地主因点滴过错将自己的

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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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流放西伯利亚的权利。接着，俄国又在西部省份进行了自上

而下废除农奴制的试点。１８１６—１８１９年，俄国政府宣布解放波罗

的海沿岸农民。１８４２年４月２日，沙皇尼古拉一世签署“ 义务农

民法令”。该法令规定，农民在承担一定义务的情况下可获得土

地和自由。由于地主的抵制，该法令同样收效甚微。到尼古拉一

世统治时代结束的时候，即该法令实施后的１３年里，只有沃龙

佐夫、加加林、波托茨基三大望族门下的２４７０８名男性农奴经国

家财产部大臣基谢廖夫的中介转为“ 义务农”。 “ 义务农民法

令”没有解决俄罗斯的现实问题，然而却在贵族地主中间引起轩

然大波，它被看做废除农奴制度的前奏。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俄国军队在克里木战争中的节节退败敲响

了农奴制度的丧钟。沙皇尼古拉一世于１８５５年在绝望中死亡。

根据１８５６年３月１８日签订的《 巴黎和约》，黑海中立，俄罗斯丧

失在那里保有军舰的权利，失去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克里木战争

的失败给俄罗斯民族心理造成伤害，对俄国内外政策产生很大影

响。经过长时间酝酿，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

登基六周年纪念日签署农奴解放“ 宣言”，宣布废除农奴制。同

时，在６０—７０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在财政、司法、新闻出版、

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这就是俄国历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奴制改革，它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最伟

大的社会运动，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 大改革”。农奴制改革为

俄国农民解放和社会经济发展谱写了新的乐章，对俄国东部边疆

地区的移民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
．切尔 ９９诺伊万诺夫：《 农业问题一个半世纪》，莫斯［俄］ ９年版，第３２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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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第

俄国边疆移民政策的演化

（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

在向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移民行动中，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沙皇政府限制农民

迁移，除特殊情况外，农 年民迁移属于非法行为。只是到了８０

代，农民的迁移行为才获得一定合法地位，经政府许可的迁移者

开始得到国家帮助。２０世纪初，为了维护沙皇专制统治，俄国

政府转而鼓励欧俄农民移居亚洲俄罗斯，并且将此作为一项重要

国策。总的看来，农奴制改革后，俄国政府移民政策基本经历了

禁止、限制和鼓励自由移民三个阶段。

第一节　　　　禁止自由移民政（策 １８６１—１８８１）

１８６１年改革后，俄国告别封建社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

道。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换使得人口迁移行

为及其性质发生变化。１７８９年法国资产阶级宣布的最基本人权

之一即是从一个地方自由地迁往另一个地方的权利。马克思在

《 强迫移民（》 １８５３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及６０年代撰写的经济学巨著《 资本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口迁移与人口分布理论。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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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把人口禁锢在某一特定区域，人们没有

迁徙的自由。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赋予人们自由迁移的权

利。

一、农奴制改革与农民迁移自由

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广大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不再作

为地主的动产而被随意买卖、赠送、转让，或者拿去典当、赌

博。但是，改革后农民分得的土地仅相当于从前的２／３，而且

要向地主支付一笔高额赎金，先付２５％，其余部分由国家垫

付，农民在４９年内以每年６％的额度偿还。除了哥萨克地区、

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区以及西部省份之外，全国有２２００万地主

农民获得解放。１８６３年又以同样方式解决了皇室农民的土地

问题，２００万皇室农民获得自由，他们得到的份地相当于地主

农民的一倍半。

农奴制改革对西伯利亚地区产生的直接后果并不大，仅涉及

到西伯利亚一小部分农民，然而它对俄国东部移民运动和经济开

发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后，西伯利亚的地主领地不复存在，以

前的地主农民转为国有农民。但是，西伯利亚还存在着数量更多

的另一类农奴，即在阿尔泰矿区和涅尔琴斯克矿区皇室领地上做

工的采邑农民，他们直接依附于沙皇这个俄国头号大地主。废除

农奴制之际，仅阿尔泰一地，在皇室工厂登记在册的就有１４５６１２

根据１８６１年３月８日法令，依附农名男性农民。 奴和工人的强

制劳动被取消。

废除农奴制后，俄国农民方可离家出走，另谋生路。从逻辑

．
．戈留什金：《 帝国主义时期俄国农业制度的特点》，［苏］ 莫斯科１９６２年

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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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说，俄国政府对农民迁移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应当是顺

理成章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俄国政界对农民迁移问题持消

极甚至否定态度，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着改革后近３０年俄国历

史的始终。在俄国各地方自治局及所属机构中掌权的土地占有者

出于一己之私，坚决反对农民向东部地区迁徙。他们惟恐农民东

迁会使自己丧失廉价劳动力和潜在的土地租赁者，并造成土地价

格下跌。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俄国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穷

困潦倒的农民迁到西伯利亚。当时占上风的意见是，政府无须给

予农民任何帮助，缺少土地的农民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向西伯利亚

迁移，因为他们总能找到做零工的机会或者租种他人的土地。直

到１９世纪末，在俄国政府一些要员的头脑中依然保留着根深蒂

固的农奴主观点。

与此同时，俄国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场改革以不妨碍地主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没有使统治俄国数百

年之久的农奴制销声匿迹。农民们仍被束缚于连环保所维系的土

地村社之中，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大量农奴制残余的

存在长期阻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明显反映在农业生产方

面。在１８７０—１８９０年的二十年间，俄国人口增加一半，可黑麦、

小麦、大麦、燕麦等俄国四大粮食作物的产量 ％ 。 改仅增加１５

革的局限性也反映在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上。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

沙皇签署的《 关于解脱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法令》条款没有直

接涉及移民问题，但以间接形式为农民迁移设置了障碍。现将该

法令第五章《 关于农民退出村社和加入村社》中第一节《 关于农

民退出村社》的具体条款内容摘要如下：

１３０．为了退出村社，农民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①［苏］波克罗夫斯基：《 俄国历史概要》，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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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希望获准退出村社的农民应永远放弃分享村社的份地，

同时应遵守地方法规，交出其使用的那块土地；

（ ２）不得因退出村社而妨碍履行兵役义务；

（ ３）申请退出村社的农户不得对国税、地方税和村社税捐稍

有拖欠，并且必须付清下一个年度正月一日前的税金；

（ ４）因对私人确有欠款和义务而被告知于理事会者不得退出

村社；

（ ５）受法庭审讯或待审者不得退出村社；

（ ６）未经家长同意不得退出村社；

（ ７）申请退出村社的农民须保证留在公社的其家中未成年人

和其他无劳动能力者的给养；

（ ８）如申请退出村社的农民的份地属于地主，其所应缴纳的

地租务须全部付清；

（ １０）申请退出村社的农民务须持有其将转入的公社所开具

的准人证。

１３１．在本法令批准后最初九年内农民退出村社时，除遵守

前条所列各项规定外，尚需遵守地方法令中的特定条件。

１３２．农民离社必须取得乡长所发退社证明书，只要农民对

本法令所规定的一切条件都已履行，乡长就应发给证明书。

１３３．退社证明书中务须证明农民退出村社时对于为申请退

出村社的农民规定的第一三○条中的一般条件都已履行。如农民

在本法令批准后九年内退出村社，则尚需乡长证明他退社时已履

行地方法令中关于这时期的特定条件。

１３４．任何时间都可发给退社证明书，但乡长有职责至迟在

发给证书前一个月在会议上查询退社农民所属农村公社的农民

们，该农民退出村社有无第一三○条和一三一条所列出的法律方

面的障碍，如有这种障碍，则在障碍消除前暂不发给退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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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发给农民的退社证明书上务须载明：已在会议上对该农民进

行了本条提到的查问，根据查问结果确知该农民退出村社无任何

法律上的障碍。

１３５．如乡长未按上述各条之规定发给退社证明书，则依其

过失程度由乡长个人承担责任，而且可能造成的一切损失也将由

他赔偿。

１３６．任何方面非法阻碍农民退出村社时，农民可通过仲裁

员向县仲裁委员会提出控诉。地主和村社对于将退社证明书错发

给在退出村社方面存在法律障碍的农民，其控诉程序也是如此。

１３７．乡长在发出每份退社证明书以后，须立即通知有关村

社和地主。此外，乡长须将此事呈报地方警察局，以便通知县财

政局和州财政厅。

１３８．农妇（ 未婚者或寡妇） 如果她们没有分享份地

可以不经公社同意而脱离村社，只要她们有乡长所发的证明

书，证明申请退出村社者离社已得到本人家长的同意或其家长已

不在人世，农妇本人亦未在受审或待审中。

和对方村社出具接纳协议的条件下方可迁移，临时义务农只

有在地主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迁走。对于必须交纳赎金的农民则

在支付赎金方面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性条件。由于多数农民没有迁

移所需要的资金，这个权利对农民而言实际上形同虚设。另外，

擅自离乡者以及未经许可而准备迁移的人将受到刑事处罚，此类

“ 罪犯”将被拘留两周至三个月。

在“ 大改革”后的１０年里，大多数移居到俄国各边区的农

民都未得到政府的准迁证。移民们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到处流

．
．索夫洛年科：《 １８６１年俄国农民改革：法令集》，莫斯科１９５４年版，［苏］①

第６６—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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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生活非常艰辛。当时，俄国政府只是通过采取应急性措施解

决移民的安置问题，如１８６９年、１８７１年和１８７６年俄国政府给予

乌法省、奥伦堡省自由移民安家的权利；１８７６年１１月９日政府

下令，给予所有在该年１２月１４日前到达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

等西西伯利亚省份的自由移民以安家的权利。

二、特例情况

这一时期，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并不是铁板一块。针对东部

各地区的不同情况，俄国政府在移民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特殊鼓励

性措施。

首先，出于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刚刚占领不久

的远东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成为俄国政府在亚洲俄罗斯开辟

的重点移民区。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６日，沙皇政府批准了关于《 俄国

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以相当优惠的政策

鼓励和吸引国内外移民自费迁徙到这两个边疆省份。该法令规定

了阿穆尔省和滨海省新居民点的两种土地占有形式，即私人所有

制和国有土地临时占有制。大多数移民可无偿地临时占用国有土

地２０年。１８６６年俄国政府又颁布向南乌苏里边区移民的特别规

章，向每个移民户发放１００卢布贷款和落户后一年内的口粮。

沙俄政府在东部边疆地区开辟的另一处移民点是盛产黄金、

白银的阿尔泰矿区。自１７４７年被宫廷事务管理局接管后，作为

西伯利亚有名的皇室领地，阿尔泰矿区曾经是移民的禁区。阿尔

泰区较之西伯利亚其他地区土地丰腴、气候温和，同时也是西伯

利亚地区遐迩闻名的稻谷之乡，因此在农奴制改革后，许多来自

内地省份的自由移民开始擅自闯入这一地区。西西伯利亚总督意

识到，移民会大大增加劳动力，对阿尔泰矿业的发展非常有利，

便就欧俄移民的安置问题呈请宫廷事务管理局。宫廷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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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将国有农民安置于现有村社（ 在该村社同意的情况下，将

村社手中的林地拨予他们），或者按每人１５俄亩地的标准将其安

置到新的地方是完全可行的。为了增加皇室地产纳税人数量并保

证采矿企业的劳动力需求，１８６５年７月３０日沙皇政府颁布第一

道关于向阿尔泰区移民的上谕。该法令使得欧俄国有农民向阿尔

泰区的迁移活动合法化。除了无偿拨给盖房用的木材和烧柴外，

政府不向移民提供任何优惠。阿尔泰区成为１９世纪下半叶俄国

的重要垦殖区。７０—８０年代，来自欧俄的移民中有３／４定居在阿

尔泰区。

上述鼓励性条例并不代表当时俄国移民政策的主流，不过是

俄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它们仅具有个别性、局部

性和偶然性，如１８６５年７月３０日法令只准许国有农民迁移等。

但与此同时，这些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农奴

制改革后俄国政府的东部移民政策逐渐松动。

第二节　　　　限制自由移民政（策 １８８１—１９０４）

在对待移民运动的政策上，在俄国统治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

尖锐的矛盾和斗争。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代表贵族农奴主利益的保

守派出版物对组织农民迁移问题漠然处之。甚至在讨论减轻农民

贫困状况的途径时，保守派人士一般也不提倡采取移民的办法。

《 俄罗斯通讯》中的多数文章认为，政府为了振兴农民经济而组

织农民迁移的做法是有害的。对自由民粹派出版家及经济学、社

会学专家提出的振兴农业和改善农民状况的计划，保守派不仅不

支持，而且认为实施这种计划将会带来不良后果。

随着欧俄地区土地紧张状况的加重，农民与土地所有者之间

的矛盾日益激化，向新土地迁移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及农民共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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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抉择。一方面，移居者可以在新土地上得到份地，另一方面

原地不动的人可通过重分土地来增加份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自

由思想最为浓厚的一些地方自治局开始支持移民。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

俄国农业歉收并出现严重饥馑，保守派人士对移民问题的注意有

所加强。几乎所有地方自治局都不得不承认， 只有将农民迁走才

能缓解欧俄地区日趋严重的土地紧张状况，特别是沃罗涅日省和

梁赞省地方自治局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激进。促成农民“ 东进”

成为９０年代俄国各地方自治局中最为流行的一句口号。

一、８０年代有关农民迁移的专门法规

总体上看，俄国东部移民运动在废除农奴制后具有了大规模

的性质。 然而，直到１８８１年以前，俄国农民的迁移均属自发行

为和非法行为，因为俄国始终没有一部法律对农民迁移行为作出

明确规定。

（ 一）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０日的《 农民迁移暂行条例》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欧俄地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不断尖

锐。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各个省份，自由移民越积越多。各地

方当局不知如何是好，纷纷呈请中央政府。１８７９年切尔尼戈夫

省地方自治局请求给予本省的所有农民在乌法和奥伦堡两省定居

的权利。在这种情势下，俄国政府决定制定一部专门法律来规范

移民行为，为此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安·阿·利文任国家财产

①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谢·弗·伊万诺夫（ １８６４—１９１０）完成了一系列反映当时俄罗

斯这一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其中《 移民在途中之死》较具代表性。画面

上，一户农民赶着马车到远方寻求生计，途中不幸降临：一家之主突然死去。

在路中央，妻子大哭，年幼的孩子尚不懂眼前发生的一切。空旷的原野、炽热

的太阳衬托出这孤儿寡母的悲惨命运。这也是在农奴制残余之下呻吟的俄国广

．　
大农民的生活写照。以此为题材的作品还有　 ．伊万诺夫于１８８５年创作的绘

画《 移民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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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臣期间（ １８７９—１８８１），同内务大臣、财政大臣一起拟订了

《 农民迁移暂行条例》，并提交给大臣会议审议。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０

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１８８１—１８９４年在位）批准了该条例。

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０日的《 农民迁移暂行条例》是继帕·德·基

谢廖夫主管农业之后俄国政府第一次许诺向迁移途中的农民

提供帮助。同１８６１年３月５日沙皇政府颁布的《 关于农民退

出村社》的条款相比，在该条例中自行移居者的迁移条件有

所放宽，他们无须偿还拖欠国家及地方的债务和赋税，也不

必提供对方行政部门出具的同意接收证明。此条例规定，允

许一部分按其经济状况需要迁离的农民迁往西伯利亚，但他

们必须经过内务大臣和国家财产部大臣核定，由内务部和国

家财产部负责发放准迁证。直至有关农民迁移的正式法律颁

布以前，内务部和国家财产部大臣可准许即使按照现行法律

不具有迁移权利、但其经济状况迫使其迁移的人迁移。获准

迁移的农民每人可以得到８俄亩份地。为了满足各地方当局

对国家财产部大臣的类似呈请，俄国政府允许在那些官地相

对富裕的地区拨给移民空闲地使用１２年，同时在赫尔松省、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塔夫里达省、萨拉托夫省、萨马拉省、

奥伦堡省和乌法省继续建立移民地块。

１８８１年，俄国政府在伏尔加河沿岸辛姆比尔斯克省巴特拉

基村（ 后迁至塞兹兰）设立移民事务所，人员由政府官员和地方

自治机构代表组成。移民事务所负责协助西西伯利亚以及奥伦堡

省、乌法省的移民寻找土地，向他们发放物品并在其迁移途中提

供医疗服务。１８８４年，移民事务所改由为数不多的移民事务官

负责移民在迁徙途中的指挥、疏导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０日《 农民迁移暂行条例》没

有向社会公布，俄国政府对它也未作特别声张。在该条例获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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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后的三年中，俄国年均移民６万人，发放的准迁证仅９７５个。

（ 二）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 关于农村居民和市民自愿迁居官地》

的法律

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 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

被民意党人、 波兰青年赫列涅维茨基炸死。在新沙皇亚历山大

三世统治时期，一股强烈的反“ 大改革”之风弥漫于俄罗斯的上

空。这种充满阴霾的政治气候对解决农民迁移问题极为不利。

１８８２年５月３１日，极端保守的德·安·托尔斯泰（ 　１８２３—１８８９）继

任内务大臣。他对农民迁移持反对态度，甚至认为经过政府批准

的大规模农业人口迁移活动也是后患无穷的。在他看来，如果在

其他地区提供给农民地块，必将在农民中间散播有关“ 黑土平

分”迫近等诸如此类的危险性谣言。他在１８８４年的一份奏折中

坦言，农民迁移不仅是“ 有害的”事情，而且因缺少足够的未开

发土地也是“ 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对逐年增长的自愿移民运

动，内务部又不能坐视不理。在托尔斯泰的授意下，主管委员会

制定出一部关于农民迁移的法律草案，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由亚历

山大三世批准，是为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法令，即《 关于农村居民

和市民自愿迁居官地》的新法律。这部法令也是２０世纪初斯托

雷平土地改革政策的基础文献之一。

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法令规定了有关移民的基本政策条例。农

民迁移要在政府的监督和协调下进行，获准迁移的农民可以领取

旅途补助费、安家贷款。该法令解决了一个主要问题，即外出农

民与村社之间的关系问题。农民可以在没有村会退离村社决议的

① 切尔诺伊万诺夫：《 农业问题一个半世纪》，第６７页。

民意党成立于② １８７９年８月，主张以“ 暴力变革”改变现存的不合理制度，将恐

怖活动看做主要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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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迁移。该法令第１３条规定，移居者原有的份地应无偿转

交给村社。移民们可享有税收优惠。凡在家乡不缴纳人头税的

人，在新定居点也不交纳人头税。在欧俄地区，移民们蠲免两年

的租赋，在亚洲俄罗斯３年全免、３年减半。此外，移民在新住

地免服劳役，在迁移的年份达到入伍年龄者，在欧俄地区可以延

期两年，在亚洲俄罗斯可以延期３年。在新居住地移民们在贷款

方面跟老住户享有同等待遇。

俄国政府从空闲的官地上划出专用地段，拨给新迁来的移

民，份地的多少按移民区农业条件和收获率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在欧俄地区，拨给移民的土地在６—１２年内只有承租权，期满后

土地可以由移民作为份地使用。在亚洲俄罗斯，土地直接作为份

地划拨给移民，移居者同西伯利亚老住户享有同样待遇。

沙皇政府在移民政策方面长期奉行一条传统路线，即贵族

农奴主路线，它在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法令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从对农民获得迁移权所作的一系列硬性规定中可以看出，俄国政

府制定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法令的出发点并不是调节农民迁移，实

质上仍是限制农民迁移，使农民迁移不致损害地主的利益。只有

在具备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农民才能申请迁移，至于哪些理由属正

当范围之内该法令并未作具体说明。这样，欲摆脱地主或村社束

缚的农民开始任凭负责审批迁移的官员所摆布。有关部门完全可

随便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绝农民提出的迁移要求，如农民缺少

迁移经费等。同先前一样，迁移需经内务大臣和国家财产部大臣

批准，手续十分繁琐。未经政府批准者严禁迁移，擅自迁移者不

享受优惠待遇，在新居住点无权分得土地，并且将被强制遣返原

籍。当然，这一条规定因政府接二连三地颁布有关给自由移民分

配土地的命令而未能得以实施。同时，俄国政府希望赋予移民运

动以殖民性质，以实现边区俄罗斯化之目的。政府认为，殷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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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是最理想的殖民分子，因此禁止贫穷者迁移，并且采取一切措

施为普通农户擅自迁移设置障碍。

在西伯利亚地区，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颁布的这项新准则先是

在托博尔斯克省和托木斯克省采用，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才推广到叶尼

塞斯克省和伊尔库次克省。多数农民拿不到准迁证，这并未能阻

挡住他们向外迁移的脚步。９０年代初，自行移民在西伯利亚移

民当中占６０％—８５％。当时，６０％—７０％的移民驻足于素有“ 西

伯利亚粮仓”之称的阿尔泰皇室土地上，因为移民在这里可以较

容易地安顿下来，并且或多或少地有土地保障。

二、９０年代以后移民政策的松动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辽阔的东部边疆地区逐步卷入俄

国统一的市场经济旋涡之中。同时，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

化，俄国东部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要。俄国政府将开发西伯利

亚农业、交通等事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方面最大的动作

便是从１８９１年５月起开始修筑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 西干线

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西起乌拉尔山东麓的车里亚宾斯克，东

迄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联结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作为

１８９３—１９００年维特时代工业空前高涨的产儿，这项规模宏大的跨

世纪工程之建设在俄国东部边疆地区掀起移民开发热潮。为了解

决与筑路相关的问题，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设立“ 西伯利亚大铁路

特别管理委员会”（ 下文简称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铁路建设及

随之出现的西伯利亚工农业开发热潮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在皇

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１８９６—

１９１７年在位）的亲自领导下，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在促进俄国

东部移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俄国政府对待

移民问题的姿态发生转变，开始给予法律认可的移民以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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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关注俄罗斯远东，既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也是尼古拉二世

个人兴趣之所系，因为他对该地区拥有一份特殊的情结。１８９０

年１１月，尼古拉受父皇亚历山大三世之命完成了为期九个半月

的东方之旅。尼古拉一行数十人途径地中海访问了希腊、埃及，

过苏伊士运河，然后经印度、东南亚到中国（ 广州、汉口、九

江、上海等重要城市）和日本，于１８９１年８月从西伯利亚回到

圣彼得堡。可以说，尼古拉二世在当政前，第一次接触国事活动

是在远东，第一次作为沙皇政权代表出现于俄国公众面前是在俄

罗斯太平洋沿岸。回到首都以后，他很快被指定为西伯利亚铁路

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任务不只是修建铁路，而且

包括发展西伯利亚与远东经济并巩固俄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

这样，尼古拉早在作为皇位继承人时就有了从远东地缘政治的角

度审视和治理俄罗斯的准备。初登皇位的他，对复杂的欧俄事务

和风云变幻的欧洲局势束手无策，希望另辟蹊径，以西伯利亚特

别是太平洋沿岸作为展现自身能力的突破口。埃·埃·乌赫托姆斯

基 公爵在这方面对尼古拉二世产生很大影响。他在《 皇太子

东游记》中称，俄国人同东方民族有“ 血缘关系”。俄罗斯远东

肩负着不同寻常的使命，在俄罗斯面前提供了创造无限的可能

性，因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乌赫托姆斯基极力证明，俄国在西

方和欧洲大陆已经达到统治的极限，而在远东的任务却远未穷

尽，俄罗斯人民的创造力正应朝着那里发展。这一思想对于年轻

的沙皇极具诱惑力。此外，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其他一些高

①沙皇的高级侍从，陪同尼古拉游历东方诸国。１８９７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尼古拉

二世皇帝陛下东游记》，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曾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东省

铁路公司董事，参与签订《 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即《 中俄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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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人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主张将俄罗斯外交转向东

方，这正好合乎尼古拉二世的胸臆。

另外，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的大面积饥荒也是俄国政府移民政策出

现松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初，俄国遭遇一

场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波及１６个欧俄省份和１个西伯利亚省

份，它们是６个中央省（份 库尔斯克、奥尔洛夫、奔萨、坦波夫、梁赞、

图拉）、５个伏尔加河流域省（份 喀山、下诺夫哥罗德、辛姆比尔斯

克、萨拉托夫、萨马拉）、４个乌拉尔省（份 维亚特卡、彼尔姆、奥伦

堡、乌法）、１个南部省（份 沃罗涅日）和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省，

其中沃罗涅日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喀山省、萨马拉省和坦波夫省

的灾情尤为严重。霍乱、伤寒和兽疫等传染性疾病流行，在欧俄许

多省份饿殍遍野、牲畜大量死亡，广大农民啼饥号寒。全俄受灾人

口达３５００万，其中５０万人丧生。这场饥荒是继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入侵、

１８３０年大霍乱之后俄国在１９世纪遭受的第三次重大灾难，它引起

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俄国社会各界都伸出人道主义之手，远在太

平洋彼岸的美国各界人士纷纷解囊相助。托尔斯泰、弗·加·柯罗

等进步作家参连科 加了赈济灾民的工作。安·巴·契诃夫

（ １８６０—１９０４）从萨哈林岛流放地考察归来后也积极投入到捐助

当时，出外逃荒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向西伯利活动之中。 亚迁

徙，还有不少犹太人逃到了美国。

柯罗连科（ １８５３—１９２１），　１８８１年因拒绝向亚历山大三世宣誓而被放逐到雅库特

省阿姆加村，１８８５年才迁到下诺夫哥罗德。１８８３年创作小说《 马卡尔之梦》，描

述一个备受贫困折磨的善良农民最后发出抗议的故事。此后，柯罗连科一举成

名。《 萨哈林岛上的人》（ １８８５）则以爱好自由的流浪汉为题材，契诃夫称之为

“ 近年来最优秀的作品”。１９１８年当选科学院院士。

契诃夫的《 妻子》即是以救灾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阿索林借

赈济灾民之机谋取个人“ 威望”和好名声，自己却什么都不做，并且竭力干预

妻子及其他人从事救灾工作。这个人物实际上是沙皇政府险恶特征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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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法律，只有无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才享有向国有

空闲土地迁徙的权利。然而，农民的迁移行动不断加强。许多农

民漫无目标地在东部边疆地区游荡，回也回不去、走也走不了。

内务部和国家财产部频频接到来自西伯利亚各地有关逃荒者已经

“ 人满为患”的报告。俄国政府迫于形势只好背离章法，一次次

地让步，国家财产部颁布特别决议也准许缺少土地的农民迁移到

国有土地上。１８９３—１８９８年，供移民使用的土地总面积为　６７０万

俄亩，预计安置移民超过３５万户。由于当时的移民运动主要是

朝着东部边疆地区特别是西西伯利亚方向发展，俄国政府对东部

地区的空闲地进行了统计和建立移民地段的工作。

１８９２年俄国政府决定，依照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法令在西伯利

亚国有土地上安置逃荒农民，在接下来的三年又连续发布了类似

的许可令。１８９６年俄国政府又颁布一系列法令，如３月１５日有关发

放移民贷款的法令、４月２７日有关安置阿尔泰区自由移民的法令、５

月２３日关于西伯利亚土地规划的法令、１２月７日关于组织派遣农民

代表实地考察新址的法令。１８９７年４月１２日又出台了关于允许

凭接收协议迁移到老住户土地上居住的法令等等。

这一时期，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仍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根据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４日颁布的法律，农民未经村社中２／３成员的同意

９６年颁布的一项移民法令，不准脱离村社。根据１８ 允许部分农

民自行迁移，同时又附加一些苛刻条件，如“ 只从申请迁移的农

户中挑选最富裕、劳力最多的家庭”，“ 每个获准迁移的家庭必须

具备男劳力１名、牲畜１头、４．５俄亩土地和价值４００卢布的财

这类被称为“ 不受鼓励的自由移民产”。 ”必须出自因经济条

．　

．别利亚夫斯卡娅《： 斯托雷平远东移民政策的社会经济后果》，载《 帝国主

义时期俄国农业制度的特点》，第１３６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2

件差而不得不迁离的地方，并且要迁到政府指定的区域。即便如

此，自由移民总是最后才能分到土地，而且往往是在偏僻荒凉的

地方；又如，１８９６年４月１５日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颁布的一项

决议简化了农民移居阿尔泰矿区以外的西伯利亚省份的程序，移

民们享受优惠票价和派代表选择住址的权利。但是，它只是一项

临时性措施，只是部分地简化办理迁移证明的手续，其中也流露

出俄国政府阻止农民迁移、设法将移民运动控制在符合地主和农

奴主利益的范围之内的愿望。俄国政府移民政策的局限性表现

在，在向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移民的过程中不触动皇室的利益，

农民向阿尔泰矿区迁移的一切事宜均由皇室直接掌管，如划拨土

地和向移民征税等。只有经过宫廷事务总长的允许，农民才可以

迁移到皇室领地上，而且不享受任何优惠待遇。

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１２年中始终面对着层层

阻力。首先，最大的阻力来自移民事务的两个 内务主管机构

部及农业与国家财产部。内务部阻止移民事业主要从政治角度考

虑。可以说，从彼·尼·杜尔诺沃（ １８９５—１９０３年在任）到维·康·

普列维（ 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在任）的历届内务大臣均反对向西伯利亚

迁移农民；国家财产部反对农民向西伯利亚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对西伯利亚土壤等自然气候条件认识肤浅，不能正确地估价

西伯利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潜力。１８９２年该部官员宣称，在辽阔

的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根本找不到一块适合移民耕种的土地。四年

过后，他们又认定西伯利亚充其量只能接纳１２００名农民。

俄国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头脑中的保守意识也是沙皇政府实行

限制自由移民政策的原因之一。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叶尔莫

洛夫（ １８４ １９１７）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人物。１８９１年可怕６

的饥荒促使俄国政府更加关注农业问题，为此物色到了一位合

的人担任国家财产部大臣，他就是当时年仅４６岁的副财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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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８９２年）、学识渊博的农业权威专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阿·

谢·叶尔莫洛夫。他于１８９３年开始领导国家财产部，１８９５主持将

该部改组为农业与国家财产部。叶尔莫洛夫身居农业与国家财产

部大臣职位一直到１９０５年，后来成为国务会议成员。

叶尔莫洛夫是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俄国最重要的国务活动

家之一。面对俄国农业的落后状况和１８９１年的大饥荒，他主张

政府直接向农业领域拨款，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在他看来，俄国

内市场只有以“ 繁荣的农业”为基础才能获得良好发育。１８９５

年和１８９８年，他先后两次赴西伯利亚考察。然而，在农业移民

问题上，叶尔莫洛夫的观点却十分保守。他曾直截了当地说，没

有理由允许那些在当地地主那里可以“ 谋生”的农民迁往西伯利

亚。农民天生就是为地主干活的，既然农民移居会使地主丧失廉

价劳动力，那么就不该“ 允许”他们随心所欲地迁移。许多政界

人士担心，如果为获得解放的农民提供迁至西伯利亚官地上的机

会，势必酿成“ 农业人口的有害流动和流浪”之后果。

总起来看，俄国政府所奉行的限制性移民政策并未收到预期

效果。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由移民比例不断攀升。据统计，１９０４

年这里的自由移民比例已高达８０．４％　。

第三节　　鼓励自由移民政策（ １９０４—１９１７）

一、自由移民政策出台的背景

２０世纪初，俄国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遇之中。一方面，

①［苏］谢·米·杜勃罗夫斯基：《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莫斯科１９６３年版，第

１３６、　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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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０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俄罗斯大地，欧俄地区农民

暴动、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国内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另一方

面，远东政治局势急剧恶化。日本在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之后驶入

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作为一个后起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

家，日本对外实施吞并朝鲜、占领中国东北、争霸亚洲的“ 大陆

政策”。这同俄国的“ 远东政策”相抵牾。俄国对中国东北虎视

眈眈，同时认为，“ 朝鲜一旦为俄国的敌国所有，不仅会成为往

不封冻海面去的一个障碍，而且也会成为往南方市场去的一个障

碍。谁控制了朝鲜，那谁就可以控制日本海和海参崴的孔道。没

有朝鲜，俄国就不敢保其必能守住它在西伯利亚已经获得的一

异军突起切，更谈不上什么渗入满洲了”。 的日本成为俄国在

远东区域争霸的主要对手。

俄国政界在远东政策问题上明显分成两大派系。强硬派以沙

皇尼古拉二世的内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为首，代表人

物包括大臣委员会主席杜尔诺沃、内务大臣普列维；温和派则以

维特为代表，不主张同日本作战。维特继续执行亚历山大三世统

治时期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深知，俄罗斯在工业技术方面落后于

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不可能在战争中取胜。战争将给俄罗斯经济

和政治地位带来巨大损失，将阻遏俄罗斯的发展。１９０２年７—９

月，维特对中国东北进行了详细考察，之后向沙皇递交了一份内

容详尽的报告，指出应维持同日本之间的和平，因为与日本开战

将成为俄罗斯的一场深重灾难。

日本与俄国之间军事较量逐步升级。俄国在远东也加紧进行

战备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加速修建西伯利亚大铁

路。１９０４年２月８日（ 公历），日本舰队突然袭击停泊在朝鲜仁

①［美］泰勒丹涅特：《 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０１页。年版，第４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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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和中国旅顺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俄军在陆海战役中屡

遭挫败。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 公历），俄国全权代表维特与日本外

相小村寿太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署了《 日俄和平

条约》及附加条款（ 通称《 朴次茅斯条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

得旅顺、大连和萨哈林岛南部及对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在朝

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承认。

日俄战争是远东乃至世界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变

了远东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对亚

洲国家亦触动颇深。如在中国，为了安抚民心，慈禧太后被迫

实行立宪，召开国会、组织内阁，但成员皆为皇族，后因革命

而中断。伤痛最大的当属俄国。疆域辽阔的俄罗斯帝国被地盘

狭小的亚洲小国日本击败，这一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使俄国人

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使俄罗斯的国格受到侮辱。这场

在俄国官方通信中常被称作“ 倒霉”的战争对俄国内政策产生

重要影响。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尼古拉二世签署了由维特起草的《 整顿

国家秩序宣言》。次年２月２０日，沙皇颁布《 关于建立国家杜

马》的法 国家杜马及最高国家权力令，从此设立了立法机构

具有内阁作用的大臣会议。同机构 时，给予俄国公民信仰、

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这大大促进了俄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化

进程，标志着俄国从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从而在资本

主义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日俄战争成为俄国政府在移民政策

上改弦易张的刺激因素。

另外，西伯利亚在２０世纪初已成为俄国的主要粮仓，其谷

物和奶油等农牧产品出口开始为国库赚取大量外汇。这也激发了

俄国政府采取全新、积极的移民政策，促进西伯利亚农业区的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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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移民政策的序曲

（ 一）１９０４年６月６日法令

俄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在其移民政策上也得到明显的体现。

俄国政府开始彻底放弃传统的农奴主一贵族路线，采取鼓励自由

移民政策。

早在１８９８年，维特当面劝谏尼古拉二世“ 完成对农民的解

放”，但是沙皇未作答复，维特只好暂时让步。１８９９和１９０１年的

农业歉收、１９０２年夏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以及工业和金融领域的

危机等一连串打击迫使尼古拉二世注意农民及农业问题。当时，

俄国政府设立了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和特别会议，研究制定关于农

民立法和振兴农业的措施。

１９０４年６月６日，俄国政府颁布《 关于农村居民和离乡务工

者自愿迁移的临时章程》，这是标志着俄国移民政策转折点的重

要法律文件。该法令出台的直接诱因则是１９０２年春季的南俄农

民运动。

１９０２年欧俄南部地区出现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地处乌克

兰的波尔塔瓦省康斯坦丁格勒县、波尔塔瓦县及哈尔科夫省瓦尔

科夫县、鲍戈杜霍瓦县是这场农民运动的“ 重灾区”。这些县的

农民人均占地不足１俄亩，生活难以为继。１９０１年的灾荒将农民

们逼上绝路，因为他们连春播的种子都没有。１９０２年３月中旬，

波尔塔瓦省农民揭竿而起，２５—３１日捣毁４０个地主庄园，夺取

粮食和饲料。随后，哈尔科夫省的农民又袭击了１０５个地主庄

园。农民们提出重分土地的要求。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省长

均动用军队和当地警察进行武力镇压，许多农民遭杀害或被鞭

打、被监禁。农民还赔偿地主“ 损失”８０万卢布。是年，全俄

共发生３４０起农民暴动，其中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共有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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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子、１５万人参加农民暴动。

这场南俄农民运动使俄国朝野为之震惊。内务大臣德·谢·西

皮亚金（ １８９８—１９０２年在任）和普列维专程赶往哈尔科夫调查情

况。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５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会议

上声明，从速寻找出可行性办法，将欧俄少地省份土地保障不足的

农民分迁到各地。遵照这一指示，以普列维为首的内务部经过精心

准备，拟订出一部新的移民法规。１９０４年６月６日沙皇批准了这项草

案，即《 关于农村居民和离乡务工者自愿迁移的临时章程》。

赋予所有农民以自由迁移的权利，这是１９０４年６月６日移

民法规的基本内容，也是其全新意义之所在，因为根据１９世纪

６０—８０年代俄国颁布的法律，擅自迁移者不受法律保护。俄国

政府对农民的擅自迁移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如设卡拦截、强

制遣返原居住地等等。依照这项新的移民法令，任何人不受财产

状况的限制均有迁徙的权利。同时，移民所享有的优惠政策进一

步放宽，乘车补助、医疗服务、食品供应及安置贷款有所增加。

１９０４年６月６日法令集中反映出俄国政府的一种新理念，即通过

移民手段解决国家中央地区土地问题并防止农民运动进一步升

温，同时达到迅速增加边疆地区俄罗斯人口比例的政治目的。简

言之，俄国政府实施新移民政策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缓和国家中

部地区的土地危机，二是促使边疆地区俄罗斯化。然而，受日俄

战争的影响，１９０４年６月６日法令未能立即贯彻实施。

（ 二《） 关于执行１９０４年移民法令的相应章程》

日俄战争的爆发对俄国的国内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

日俄战争唤起俄国政府对国家东部边界安全的高度警觉。在日俄

战争中俄军一败涂地，这一切肤之痛使俄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

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地位尚未稳固，必须重新审视对阿穆尔沿岸和

乌苏里边区的态度。这也是俄国政府转而鼓励欧俄及西伯利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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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向遥远的远东边区自由迁徙的重要因素；第二，日俄战争再度

掀起俄国工人、农民运动新高潮。在日俄战争中，早已危机四伏

的沙皇政府惨遭失败，潜藏在下层民众心中的积怨顿时迸发出

来。１９０５年工人罢工、农民起义以燎原之势迅速在俄罗斯大地

蔓延。就是说，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政府一方面从战略角度出

发开始重视西伯利亚的价值，另一方面从国内政治角度被迫放弃

以往限制向东部边疆移民的政策。日俄战争成为俄国政府向西伯

利亚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的前夜。

为缓和欧俄地区令人窒闷的紧张局势，沙皇政府彻底改变以

往的策略，开始大张旗鼓地组织农民向东迁移。１９０６年２月２０

日，移民局、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 １９０５年５月５日农业与

国家财产部被改组为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向大臣会议递交

一份重要材料，即关于在１９０６年实施１９０４年６月６日法令的条

例。该文件所表述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在移民政策中必须充分

考虑到１９０５年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在１９０５年革命期

间，农民运动并非像１９０２年那样仅发生在欧俄南部省份，而是

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因此，要削弱农民运动，必须从欧俄所有省

份驱逐相当一部分缺少土地的农民。

１９０６年３月１０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了大臣会议《 关于执行

１９０４年移民法令的相应章程》的决议。根据该章程，农民可以从欧

俄任何一个地方向边疆地区自由迁移。自３月１５日起，移民乘车优

惠制重新恢复，政府还向移民提供１５０卢布的资助。该章程的真正

实施者是俄国政坛风云人物、一代改革家彼·阿·斯托雷平。

三、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的移民政策

（ 一）斯托雷平及其土地改革

２０世纪初，俄国社会动荡，农民骚乱、工人罢工、边疆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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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义势力强大。各反对党积极进行反政府宣传，５０多个布尔什维

克地下组织在行动，波罗的海要塞喀琅施塔得、列维尔①等地的海

员在发动武装起义。正当沙皇制度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位力挽狂澜

式的铁腕人物登上了俄罗斯帝国政府首脑的交椅，他就是后来以

领导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著称于世的彼·阿·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于１８６２年４月２日出生在一个贵族世家，其父曾

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他的童年时代是在立陶宛度过

的。１８８１年斯托雷平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供

职于国家财产部，１８８９年进内务部。１９０２年出任波罗的海沿岸

格罗德诺省省长，次年就任萨拉托夫省省长，因镇压１９０５年农

民运动有功而青云直上。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６日，也就是在俄第一届

国家杜马开幕的头一天擢升为内务大臣，７月８日俄政府宣布解

散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当天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同时兼任内务

大臣。他与前任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发生冲突，左翼和右翼势力也

对他的激进改革恨之入骨，多次策划对他的暗杀行动。１９１１年９

月１日，“ 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悲剧，也是俄国改革家

的悲剧在斯托雷平身上重演。这一天，斯托雷平在乌克兰基辅剧

院陪同尼古拉二世一家观看尼·安·里姆斯基一科尔萨科夫的歌剧

《 萨尔丹王》，幕间休息时遭到社会革命党人德·鲍戈罗夫的枪击，

９月５日不治而亡，当时他年仅４９岁。

斯托雷平受命之际正值沿袭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前

的最后十年，是革命民主与君主专制针锋相对的关键时期。日薄

西山的沙俄政府处心积虑地保住自己残存的性命，斯托雷平着力

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政策。他虔诚地维护专制制度，同时极尽所能采

取高压手段。一时间‘绞索（’ 被立宪民主党人形象地称“作 斯托雷

①今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0

平的领带”）林立，乱杀无辜。他对内实“行 铁腕”手段与经济改革相

结合的政策，在对外政策上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为了顺利

地推进土地改革，斯托雷平强行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１９０７年又

一手策“划 六三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斯托雷平所推行

的土地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斯托雷平认为，俄国农业不景气的原因不仅在于农民缺少土

地，而且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俄罗斯农民拥有黑土地，但西

欧和北美农场主的收成至少比他们多一倍以上。俄国村社这一宗

法制共同体虽能体现平均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却有地块交错、

土地零散和远离居住地等弊端。村社的长期存在束缚着农民的手

脚，禁锢着农民的头脑。因此，摧毁村社便成为斯托雷平改造俄

国的第一步，也是其土地改革的主轴。

应该指出的是，摧毁村社的思想并非斯托雷平之独创。前任

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等为其改革做好了充分准

备。斯托雷平审时度势，将维特在农业改革方面的一些合理主张

付诸实践，这是其魄力之所在，因为维特虽提出解散村社问题，

但这一问题未能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中获得通过，而斯托雷平

则不等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便将这一提案变成沙皇尼古拉二世的

两道指令，即《 关于将土地归个人所有》和《 关于脱离村社》。

这些指令在俄国农业经济改革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废除

了１８９３年俄国颁布的关于村社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准许农民

连同土地自由脱离村社、将土地转归个人所有。这些指令规定，

禁止农民不通过银行 出售土地，不允许将土地转交外国人所

①俄国国家抵押银行，成立于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８日。沙皇政府通过它来保证贵族以优

惠价格出售土地和培植富农阶层。政府向农民提供的购地贷款年息６．５％，在五

十五年零六个月内偿清，以购买的土地作抵押。它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及西伯

利亚开发中发挥了重要职能。１９１７年 ２５日被苏维埃政府明令撤消。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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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外，它们还前瞻性地研究了国家支持农民向亚洲俄罗斯迁

移的计划和措施。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通过颁布实施一系列重要法令来逐步推

进的。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５日，俄国政府颁布废除对农民权利的若干

限制的法令。该法令彻底废除了人头税和连环保，取消了对农民自

由迁徙、选择居住地的一些限制，最终完成了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对农

民的解放。在贵族联合会①的授意下，斯托雷平政府开始在各省和

县成立土地规划委员会，主持解散村社的工作。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沙

皇尼古拉二世同意政府的意见，签署《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

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规定的补充》这一重要法令。它标志着俄国从

此进入了为期１０年的“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１９１１年９月斯托雷平猝

然身亡后，土地改革仍在继续，直到１９１７年６月２８日为止。

“ １１月９日法令”规定，所有农民都有权不经村社同意而脱

离村社，他所使用的村社份地转归其个人所有。解散村社的工

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 １１月９日法

令”经第三届国家杜马、国务会议通过和沙皇批准。该文件中

有两条对移居亚洲俄罗斯的农民份地处理事宜作出明确规定，

原文如下：

第４２条：迁移到亚洲俄罗斯空闲官地上或加入那里的老住

户村的农民，自正式登记于新落户地之日起两年之后丧失将其原

居住地村社份地转为其个人所有的权利；

第４３条：在亚洲俄罗斯已分得官地地块或者取得老住户村

社接收证明的农民，如果在第４２条款指出的期限内将其原居住

地的村社份地转为其个人所有，允许其将他现在使用的村社份地

１９０６年春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目的是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

和贵族特权，维护沙皇专制制度。１９１７年１０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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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这些地块转归个人所有的权力照原价转让给该村社的其他成

员。

早在１９０６年３月４日，俄国政府通过土地规划条例，但遭

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反对。为了执行１９１０年６月

１４日法律，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又在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９日根据１９０６

年３月４日土地规划条例通过了新的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实行

土地规划的地方农民份地自动转为私产。截至１９１６年１月１日，

共有２００多万农户退出村社，占全俄村社农户总数的２１．８％。其

份地占全部村社份地的１６．４％。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６０％左右

的农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

斯托雷平改革是沙皇政府覆灭前的最后一次重大经济改革。

它的成效显而易见。村社神圣不可侵犯的陈规被打破，农民获得

了相对自由。改革中，农民可将其原来分散于不同地方的份地集

中到一起改造成独家农场，或者干脆把住所搬到那里，建立独立

田庄。斯托雷平改革为精明能干的农户开辟了致富门路。当时的

独家农场经济颇具实力。私人土地所有制、土地买卖为发展农村

市场经济创造了前提。全俄开始形成亚麻、奶油、大麻、马铃薯

及其他作物的专业产区。

向亚洲俄罗斯，即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及中亚细亚等地域辽

阔而人口稀薄的东部边疆移民是土地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

土地改革过程中，大批贫苦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只得出卖

劳动力或者背井离乡，将自己抛向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听凭命运

的摆布。俄国东部许多地区荒凉、偏僻，恶劣的气候时常叫人不

寒而栗，此时此刻却成为成千上万农民的归宿。“ １１月９日法

令”意味着什么？梁赞省的农民一语道破了其实质，它“ 使富裕

①转引自切尔诺·伊万诺夫：《 农业 页。问题一个半世纪》，第４９５—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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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从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

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而这并不是因为愚蠢或挥霍，只是

因为倒霉。”

（ 二）斯托雷平政府的移民政策

斯托雷平作为俄国政坛上一代大刀阔斧的改革家，他在辽阔

的东部边疆地区采取了一些有益的举措，如向西伯利亚大规模移

民、力主修建阿穆尔铁路等等。斯托雷平成为俄国东部边疆地区

移民开发中贡献突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正是斯托雷平第一次将

向东部边疆大规模移民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一步步地将

西伯利亚移民运动推向高潮，从而有力地带动了农业、工业、交

通运输等部门的快速发展。

１．国家杜马关于移民运动的讨论

２０世纪初，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在１９０５年的政治风暴中，俄国由沙皇专制国家演变为君主立宪

国家，斯托雷平与国家杜马同步走上俄国政治舞台。国家杜马对

农民移居西伯利亚的问题进行过无数次讨论。

在第一届国家杜马（ １９０６．４．２７—７．８）和第二届国家杜马

（ １９０７．２．２０—６．３）工作期间，移民问题几乎是俄国政府有关西伯

利亚区域政策方面的惟一议题。大多数国家杜马代表不支持政府

的移民政策，其中最坚决的反对派是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由农民和

劳动团。他们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认为，沙皇政府移民政策的出发点在于拯救地主的土地，企图将

农民从土地斗争中支开。但是，这两届国家杜马的寿命加在一起

不过短短的１７５天，没有来得及制定任何有关移民和农业问题的

法律就先后被斯托雷平强行解散。

波克罗夫斯基：《 俄国历史概要》，第６４３、　６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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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杜马 的，被（ １９０７．１１．１—１９１２．６．９）是十月党

一些人称为“ 俯首听命于斯托雷平的杜马”。它有幸成为俄国四

届国家杜马中惟一一届满五年法定期限的国家杜马。在这届国家

杜马的会议议程中，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也占有重要位置。期

间，共审议２６个有关移民事务的草案，其中有９个直接涉及西

伯利亚。但是，移民问题是同土地政策等其他农业问题搀合在一

起进行讨论的。绝大多数代表赞同斯托雷平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

革政策，其中包括向东部移民的政策，主张将怀有不满情绪的农

民尽可能多地打发到西伯利亚，同时使该边疆区进一步俄罗斯

化。布尔什维克代表则利用国家杜马讲坛激烈抨击沙皇政府的移

民政策。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二次常代会上，社会民主党团代表

沃伊洛什尼科夫在发言时指出：“ 移民政策是政府整个土地政策

的一个环节。过去政府需要贫弱的农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所以

政府曾经建议阻止移民，把多余的人口留在当地，但这还不算；

政府还加紧反对擅自迁移，竭力关紧这一安全阀；但是当时人口

的自然增长在继续进行，时代已经改变了，无产阶级和饥饿农民

以及由于饥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威胁像乌云般地涌来。政府和

地主赶忙抓住移民问题，把它和１１月９日法令共同作为自己土

地政策的基础，但是在执行１１月９日法令时所注意的是殷实的

农民，是要剥夺贫弱农民的土地并把它交给殷实的农民，而抓移

民问题时则是尽量把贫弱农民排挤到西伯利亚去。”

亦称十月十七日同盟，成立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沙皇诏书颁布之际。代表大工

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利益，创始人为大工业家亚·伊·古

契可夫（ 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间任国家杜马主席）。大土地所有者米·弗·罗将柯于１９１１

年３月至１９１７年先后任第三、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二月革命后，十月党参加

临时政府，竭力反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疯狂地反对苏维埃

政权。

《 列宁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３３２—３３３页。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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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家杜马（ １９１２．１１．１５－１９１７．１０．６）在有关西伯利亚

区域问题的讨论中主要围绕农民管理制度等问题，几乎没有涉及

移民问题。

促使农民向国家东部迁移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

节。斯托雷平移民政策的目的不仅是将中央省份缺少土地的农民

打发走，而且在于大力开发亚洲俄罗斯的新土地，以此增强俄罗

斯国家的经济实力，巩固俄罗斯在东部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

２．主要移民措施

斯托雷平提出“ 自由迁徙与牢固安置”（

）原则是整个移民政策的基础。土地改革时

期，俄国东部边疆地区的移民运动异常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规模。从村社游离出来的大批农民有的流入城市，有的迁移到了

边远地区，这不仅缓解了欧俄地区人口相对过剩的状况，而且为

工业部门补充了新的劳动力。改革期间，亚洲俄罗斯移民的实际

人数为２５３．２２７５万，该地区人口增加３００－３５０万。移民大部分

１９１４年迁人西伯利亚。１９１０ ，迁往西伯利亚的移民占６０．９％，

其余３９．１％多迁往中亚，只有很少一部分迁往高加索的巴

库一达吉斯坦。

俄国政府采取的鼓励移民措施主要包括：

（１）加大宣传力度。当时出版了专门杂志《 垦殖问题》和指

南手册，向新来的移民免费提供各方面的大量信息。

（２）注重总结、汲取以往在组织移民搬迁方面的教训，在移

民迁移途中尽可能提供优惠和服务。克里沃舍因领导下的农业主

管机构同交通部之间经过长时间交涉，对所有愿意迁移到西伯利

亚的人实行优惠的铁路票价，即“ 移民票价”，仅相当于正常票

价的１／２－１／３，平均每户移民可以节省８０卢布。国家杜马还批

准划拨４８００万卢布贷款，设计制造出一种特殊型号的移民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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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于１９０６年开始投入使用，后来这种车厢在民间被称作

“ 斯托雷平车厢”。“ 斯托雷平车厢”由四等车厢组成，相对来说

比较舒适。在整个西伯利亚的主要移民通道上，从车里亚宾斯克

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 伊尔库次克和斯列坚斯克（ 距离赤塔

３８５公里）等地均设立了移民站，向移民们免费供应食品和提供

医疗服务。准备迁到远离西伯利亚大铁路地区的移民还可以免费

乘坐轮船沿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石勒喀河和阿穆尔

河抵达目的地。

（ ３）重视前期准备工作和移民安置工作。在每一批移民到来

之前，在东部各行政区都要进行土地规划工作。同时，扩大垦殖

区的土地资源。俄国政府将西伯利亚的一些官地赏赐给农民所

有。１９０６年９月１６日，俄国颁布通令，将阿尔泰矿区皇室土地

转交给移民局。在这个通令的原则基础上，仅托木斯克省巴尔瑙

尔县和托木斯克县就划拨土地２４０多万俄亩，到１９１０年年中，

这些地方已经全部被移民们占用。移民局在农民们新开发的土地

上投资开办学校、教堂和医院、孤儿院等各种社会福利机构，建

立农业实验站和试验田，建立了向移民低价出售各类生活日用品

和农机具的货栈。

（ ４）实行农民代表勘察新址的制度。在西伯利亚最适合发展

农业的阿尔泰区和草原边区北部，由于移民潮水般地涌入，土地

越来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斯托雷平政府制定了组织农民代表

勘察新址的制度。欧俄各地地方自治局或土地规划委员会从愿意

迁移的农民中指派代表到新移民区考察。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西

伯利亚所有适于发展农业的区域能够得到均衡的入住，另一方面

也可以减少偶然的迁移和回流移民的数量。实际上，早在１９世

①今新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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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８０年代，农民们就开始采取这种做法。他们自己打发人到东

部移民地段，对当地情况作一番实地考察，然后再决定是否举家

迁移。最初，派代表预先考察新址并不是政府对农民迁移的硬性

规定，后来根据１９０４年颁布的条例，凡愿意在迁移时享受政府

规定的便宜的铁路路费等优惠待遇者，在迁移以前都要先派代表

到移民地段去确认土地份额。在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远东移民运动蓬

勃时期，农民代表的人数在八千以上。农民代表可以起到表率和

示范作用，邻里或亲友可以通过这种原始的移民网络获得各种形

式的支援，从而降低迁移的成本和风险，使得川流顺畅。

实行合理的贷款政策。改革时期，移民贷款几乎占移民事业

总投资的一半。贷款发放的标准逐渐提高，１９０８—１９１２年最高贷

款标准从１６５卢布增加到４００卢布（ １９０３年仅为１００卢布，其中

远东为１５０卢布）。为了有效使用移民贷款，俄国政府自１９１２年

起实行了一些新的发放办法。

移民贷款标准视迁入地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向东部移民发放

的贷款基本上分为７个等级，在城市和铁路附近享受一级贷款，

在西西伯利亚不给贷款，往下（ 二类）的贷款额度为１００卢布，

东西伯利亚和草原边区贷款额定为２５０卢布，远东达到４００卢

布。具体而言，向愿意迁移到农业条件最好的西西伯利亚草原和

森林草原地区的移民提供的贷款资助相当低，对迁到铁路沿线地

区的移民则完全取消贷款资助。同时，对愿意在远离西伯利亚大

铁路的农业区和伊尔库次克省定居的移民则增加贷款额度，每个

移民户可得１００—２５０卢布贷款。迁移到原始森林地带以及其他

开发难度大的地方的农民可得贷款３００卢布。在远东阿穆尔省和

滨海边区（ 包括萨哈林），每户移民安置贷款 卢布，的标准为４００

对于那些定居在边境地区的移民来说，贷款总数的一半是无偿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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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初期，提供给移民的贷款平均为１００—１５０卢

布，它们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被新住户花在了吃饭上。几乎

所有回迁的移民都宣称，他们不能偿还贷款，因为钱已经被吃掉

了。部分移民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被送交法庭。后来，贷款支付方

式有所变化，其中的一半是立即支付，另一半待确认不是用在吃

饭上，而是用在了置办家业上的时候再支付。这些新办法对增加

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移民数量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在

西伯利亚移民总数中东西伯利亚的份额为１８％—２０％，而

１９１１—１９１４年达到了２８　％—３０　％　。　

３．存在的问题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在组织移民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

题。国家杜马中的反对派也常常就这方面的问题提请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注意。

（ １）同其他预算项目相比，用于移民的资金、土地规划资金

明显不足。比如，１９１０年用于移民方面的资金投入为２５２０万卢

布，而用于监狱、警察方面的投资分别达到　３１１０万卢布和６８８０

万卢布。１９１３年，移民预算经费定为２７２０万卢布，监狱部门则

为３８００万卢布，尽管在押犯的人数比移民少得多。这种不合理

的投资分配造成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是移民们还不如犯人

吃得饱、住得舒服。当时，在政府、国家杜马中就移民货币贷款

问题进行过广泛、深入地讨论。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经常提

议增加移民贷款方面的财政支出，财政大臣弗·尼·科科夫佐夫

常常以“ 没有钱”为由严词回绝，因为他认为应当依靠殷实农民

．　
．秋卡夫金《： 大俄罗斯农民①［俄］ 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莫斯科２００１年版，

第２７４页。

１９０４—１９１４年（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间断）在任，１９１１—１９１４年兼任大臣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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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移民问题。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署长克里沃舍因在国家

杜马中试图证明，花在移民身上的投资很快会得到加倍的回报，

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是要改变已经成型的投资定式却并非那么容

易。

（ ２）立法机构惯于作表面文章。拿“ 斯托雷平车厢”来说，

理应将资金尽量投入到移民开发区的建设上，因为移民们在迁移

路上的时间毕竟短暂，而大部分时间是在新的地方居家过日子。

诚然，建造这些车厢有其战略意义，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这种

列车运送士兵，移民们坐在这种新车厢里也能够得到在老家和西

伯利亚享受不到的舒适。即便这样，在移民局所有其他项目拨款

仅２５００万卢布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将４８００万卢布花在建造车厢

这样的事情上。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署长克里沃舍因不赞成

这样做，斯托雷平也认为克里沃舍因的看法很有道理。

（ ３）擅自侵占西伯利亚新、老住户（ 尤其是土著居民）的土

地。俄国东部移民政策与边区俄罗斯化政策互为表里。为建立移

民土地储备，沙皇政府没收了西伯利亚坐地户和土著民族超过每

个男性居民１４俄亩标准的土地，并且强迫哈萨克人、阿尔泰山

民、布里亚特人和哈卡斯人等游牧民族转为定居生活。在远东阿

穆尔省，１８９７年俄罗斯人为１０．３５３２万人，１９１１年升至２４．２３０４

万人，可是当地土著居民却相应地由５００５人减少到１３２８人。到

１ 万，其中俄罗斯居民９１１年，西伯利亚 ４与远东总人口近９０

（ ８１０万）占８７％，当地土著居民占１０％多一点。在草原边区俄

罗斯人的比重上升到４０％，特别是在阿克莫林斯克省移民的比

例达到５８％。

．　
①［苏］ ．秋卡夫金主编：《 苏联历史（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莫斯科１９９０年版，第

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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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远东区域人住状况难尽人意。远东地区移民进程缓慢令

政府焦虑不安。在斯托雷平倡议下，建立了专门的阿穆尔考察队

（ ），研究增加移民所面临的困难。很快，俄

国政府批准成立了远东移民委员会（

），以促进远东经济发展。为了更加积极地向远

东地区移民，制定了灵活的贷款和车票价格制度，刺激了新移民

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迁移。

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在亚洲移民区也大力推行欧俄式的土地

政策。到１９１５年底以前，在亚洲俄罗斯已经建立了７万余个体

经营户，其中包括６．６万多个独家农场和５３００多个独立田庄。

平民与富农的矛盾不断加剧。斯托雷平政府的移民政策导致俄国

东部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富农经济迅速崛起，广大

农民贫困化不断加深，土地危机日益严重，雇佣劳动剥削盛行，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多数移民安家落户以后，份地越

．斯克利亚来越少或者根本得不到保障。据苏联学者 罗夫统

计，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西伯利亚移民中贫困户占４１％、中农占４２％，

富农仅占１７％。 根据同期对东西伯利亚７９８０个移民户进行的

抽样调查，无地户占１３％，其余农户平均份地只有５．５俄亩。根

据１９１２年移民局对西伯利亚“ 典型的”农民村落所进行的调查，

在叶尼塞斯克省和伊尔库次克省１０５９８个移民户当中，下层农户

占６５％－７０％，农业资产阶级不足８％，然而他们却集中了比全

部下层农户多出一至两倍的土地。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大批移民相继破产。事实上，无论在欧俄还是在亚洲俄罗斯，反

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农民运动都比较激烈。俄国政府的殖民政策造

①斯克利亚罗夫：（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的西伯利亚移民与土地规划》，列宁格

勒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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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被洗劫一空的老住户与贫穷的移民户之间的冲突，在东部地区

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农民运动此起彼伏。１９１６年在中亚和

哈萨克斯坦出现了大规模的居民骚动。西伯利亚农民最基本的斗

争形式是砍伐官家和皇家的树木、放牲畜践踏那里的庄稼、拒绝

交税等，以此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懑。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俄国政治改革的基础。接下来，斯托

雷平还计划改组政府，建立八个部，即劳动部、社会保障部、

地方自治部、民族部、自然资源研究与开发部、卫生部、移民

部等。斯托雷平设想建立专门的移民部及自然资源研究与开发

部，可见他对边疆地区移民开发问题是何等重视。１９１１年斯

托雷平政府已经决定将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转

归私有，之后向欧俄地区推广这一做法。不料，天有不测风

云，在这关键时刻斯托雷平溘然长逝，他在深入改革方面的一

系列重大计划也随之流产。由于斯托雷平的意外身亡以及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庞大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计划只实施了

１／３。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取消村社土地所有

制、保证土地买卖等手段强化沙皇专制统治。斯托雷平改革不如

农奴制改革实施得好，尽管改革前已做了至少两三年的准备。这

场改革虽然牵涉到大部分村社土地，但实际上并未触及大土地所

有者的领地。此时期，依附于大土地所有者的农户占俄国居民的

１／３，他们作为雇农或者承租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为这些大土地所

有者做短工。

斯托雷平曾说，“ 给我２０年的安宁，我便能改造俄国”。但

是，斯托雷平未能如愿以偿。列宁尖锐地指出，“ 用移民的办法

来挽救俄国１９０５年的农业危机，只是使危机推迟一个极短的时

期，而其代价是接踵而来的比过去一个时期尖锐得多、范围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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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危机”。 斯托雷平移民政策是沙皇政府所能够迈出的最后

一步，沙俄统治阶级原本指望它会带来一举多得之功效，结果却

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在专制制度日趋衰败的时候，沙皇政

府仍抱残守缺，顽固地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它在这种前提之

下所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奏效。

《 列宁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年版，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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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三

俄国东部移民开发的主要领导机构

第一节　　　　亚洲俄罗斯地方自治局

沙俄时期，西伯利亚地区没有建立过地方自治局。移民局在

东部各省推广先进农机具，组织土壤考察、植物考察，办学校、

建医院。实际上，移民局行使的正是西伯利亚地方自治局的职

能。难怪斯托雷平称移民局为西伯利亚衙门，国家杜马中的立宪

民主党代表也承认，移民局起着“ 亚洲俄罗斯地方自治局”的作

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的土地规划与移民事务由国家财产

部和内务部共同掌管。后来，为了简化农民办理迁移的手续，发

放准迁证的工作改由内务部全权负责。１８９４年初，内务部成立

了移民事务特别会议。为了协调农民迁移过程中的组织工作，其

中包括发放政府补助等中间环节，１８９６年１２月２日内务部又下

设专门的移民局。作为中央级执行机构，内务部移民局主要负责

在中央和地方（ 通过特派员）对移民事务进行总体领导，拟定法

律草案和措施纲要递交给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因此它实际是西

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辅助执行机构。１９０５年１２月西伯利亚铁路

委员会解散以后，其涉及西伯利亚移民问题的全部职能由内务部

移民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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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５年农业与国家财产部被改组为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

署之后，非农业性质的国家财产移交给了同年１０月２７日成立的

工商部，从前归内务部管辖的土地规划事务移交土地规划及农业

管理总署。此时，政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关心移民的搬迁，同

时还需要将划拨土地和新、老住户的经营作为移民事务的侧重

点，遂决定将移民局划归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所属。这样一

来，土地规划、土地占有、农业及移民方面的所有工作都归于一

个部门负责。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移民局的主要关注点集中

于边疆地区的垦殖，包括筹措移民地段、安置移民，为移民们创

造各种有利条件巩固其在新地方的经营。

自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之时，情况有所变化。为了在改革过程

中实施移民政策，在国家杜马内设立了专门的移民委员会。１９０６

年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中央移民局，西伯利亚各总督辖区的移民局

和当地的移民问题会议隶属于它。在主管农业问题的俄国政府机

构中，移民局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１．划拨移民地块

移民局的首要工作是在东部边疆地区为移民寻找适宜耕作的

地方。这些地域每年在欧俄各省份之间进行分配：每一省份都在

西伯利亚不同地区分得一定数额的土地。随后，这些份额再在各

个县之间分配，各县委派农民代表到指定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如

果农民代表对移民局划拨的地段感到满意，那么这片土地就正式

归他们的县所有。农民代表回到家中，将所见所闻讲述给父老乡

亲，之后便有成群结队的居民沿着他们的足迹向西伯利亚迁移。

真正的考察新土地的农民代表，一般是定好地块后回到家乡去接

家里人或好多家，一同回到定好的居住地点。当时，绝大多数返

还老家的农民代表都能如期回到新的居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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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６—１９０５年，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开辟了２８００个移民地

块。此外，还有备用地块，它同移民地块相间或者在老居民村附

近。这一做法比较明智，因为它至少可以预防几代人以后可能出

现的农业危机。在备用的移民地块中西伯利亚四个省份占７０％：

托博尔斯克省（ ７１６块）、叶尼塞斯克省（ ５７１块）、托木斯克省

（ ５５７块）和伊尔库次克省（ １１３块）。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俄国政府对移民局进行改组，并专门划出托

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伊尔库次克、外贝加尔、阿

穆尔和滨海等移民区。为了给移民划拨土地，在每个移民区成立

了土地规划组。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各个省份，筹建移民地段

与地区考察同时进行。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土地规划组的工作量很大，

为了划出尽可能多的移民地块，中央移民局常常要求土地规划组

加班加点地工作。用于土地规划的拨款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是仍

然不够，现有的土地丈量员、农业技术员、水利技术员也不够。

从１９０６年起，划拨的移民地段急剧增加。１９０６—１９１３年划

定了１８１８０个地块。在西伯利亚所有省份，划拨的土地数量均有

相当大的增加，特别是伊尔库次克省达到２２００个地块。叶尼塞

斯克省共划出２３００个地块，但其份额从７０％下降到５８％，因为

在草原边区和远东地区土地规划工作规模更大。１８９３—１９１２年划

出的移民地段共计４３１２．１万俄亩土地。其中，西西伯利亚占

９６３．１万俄亩，远东１１５５．３万俄亩，东西伯利亚占 （ 阿穆尔省和

滨海省）占７０５．６万俄亩，草原边区四省、突厥斯坦占地分别为

１６６４．１万俄亩和５４．１万俄亩。如果按每个男性１８俄亩的标准，

可以在西伯利亚与远东居住的移民总数为３１０万。如果按每个男

性１５俄亩的分配标准，草原边区和中亚可以接纳２２９万移民。

２．发展道路交通，创办教育、医疗、宗教等机构

移民局首先确立了在东部地区修建新道路的战略。１９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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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移民局道路队。１９０６年，遵照斯托雷平的指示，在伊尔

库次克总督的主持下举行了跨部门会议，制定了道路建设计划。

会议提出土路建设方案、扩大内河轮船运输和加速敷设新的铁路

线。移民局帮助新住户铺设通往难以进入的地方和遥远的原始森

林地带的道路。同时，为移民建学校、医院、教堂、医士站、庙

宇、小礼拜堂等机构和设施也很有意义。如果不修建学校和教

堂，移民们缺少精神食粮，他们当中的回流现象无疑会更加严

重。仅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西伯利亚地区医院和医生的数量增加了

一倍。移民局开办的许多医院不仅为移民服务，而且也为附近村

子里的所有居民服务，其中包括当地少数民族。数十万人得到寻

医问药方面的服务。

３．建立农机具、木材货栈及小店铺

移民们开垦荒地离不开农机具，老住户也需添置农机具。由

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缺少个体售货员，在西伯利亚很难

买得到新式农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米·尼·奥斯特洛夫斯

基任国家财产部大臣时（ １８８１—１８９２）就在鄂木斯克设立了农具

仓库和种子仓库，并且力促在伊尔库次克、阿克莫林斯克和彼得

罗巴甫洛夫斯克设立这种仓库。２０世纪初，在西伯利亚许多城

市和较大的村镇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机具货栈，其中大多数是

外国私人公司开办的。

移民局也决定建立自己的货栈，向移民出售农机具。移民局

货栈可用公款以相当优惠的价格大批量采购农机具，这样就降低

了农业机械的价格并可在相当程度上调节私人市场上的价格。到

１９１３年，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有农机具货栈７６７个，其中移民局货

栈２１４个，农机具销售量超过１／３。这说明，移民局货栈的营业

额一般比私人货栈的营业额要高。移民局在每个省城和县城都设

有几个农机具货栈。官办的农机具货栈有条件利用国家贷款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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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厂家购买机器，如美国“ 玛克一科米克“”、迪林格“”、奥斯

本”等。这些国外公司大多数联合成“ 国际收割机公司”（ 实力

雄厚的摩根财团也参与其中），该公司产品几乎占移民局货栈农

机具销售量的一半。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俄国政府实施保护民族工业的政

策。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新成立的工商部试图阻止移民局在国外组织

． ．费罗索佛夫要官方采购。１９０６年９月，工商大臣 求取消这

种采购，理由是移民局货栈利用国家银行贷款和优惠的铁路运

费，对国内私人企业构成竞争，违反了扶植民族机器制造业的法

律。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署长鲍·阿·瓦西里奇科夫公爵

（ 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在任）回答说，移民局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给予

移民帮助，因为国产农机具价格贵、质量差。由于移民局货栈同

国外公司一年半一结算，因此它们向移民们出售的农具不但价格

优惠，而且允许移民分期付款。移民可以在半年之内支付２／３的

货款，余下的货款在购买农具后的一年半以内付清。

西伯利亚地区的总督和省长利用面见沙皇的机会支持移民局

的做法。沙皇尼古拉二世原则上维护不允许官方购买的法律，但

是考虑到数百万移民的切身利益，他在此问题上还是网开一面。

移民局农机具货栈的活动给予俄国东部地区新、老住户在购买机

器方面以极大的帮助。１８９８—１９０５年，移民局货栈商品销售价值

为１１８０万卢布，１９０６—１９１６年则达到６８６０万卢布，几乎增加了

５倍，其中价值２１５０万卢布的机器是用现金购买的。尽管许多国

内私人企业和国外公司也出售农机具，但是移民们差不多都在移

民局货栈购买农机具。

除了农机具货栈外，移民局还在草原地区建立了２０多个木

材货栈。这些货栈也得到国家贷款，一开始时免费向移民供应木

材。由于经费不足，木材货栈的贷款基本上花在向私人企业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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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原木、薄板、毛板等木材上。后来，移民局货栈只向远处村屯

的移民免费供应木材，其他地方的新住户则按定价购买木材，老

住户和城里人购买木材需用现金，且没有优惠。移民局木材货栈

也从事商业活动，向移民折价出售木材，移民可以分期付款。移

民局木材货栈还创办一些生产焦油、松节油、甲醇的小厂子，开

办砖厂、肥皂厂等，所获得的部分利润主要用于保养货栈里的器

械设施。移民局还给原始森林地区刨挖树根的移民发放奖金，同

时鼓励发展林业和木材加工业，帮助移民们组织销售木制品。

为了供应移民生活必需品，移民局在人烟稀疏的东部地区共

开办３８个商品一食品店铺，其中远东有２６家、外贝加尔有４

家、叶尼塞斯克省有８家。移民局多次要求增加资金，以扩大这

些小店铺的经营活动，同时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增设新的

销售网点，但是拨款并没有增加。与此同时，私人资本也加紧向

各个角落渗透。随着这些地区移民的增加，私人小店铺对官营店

铺构成竞争。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移民局货栈的活动较为活跃。农机

具和木材货栈给新住户在安家、垦荒及发展农业生产中带来很大

帮助。商铺的流转额虽然比不上货栈，但是移民们普遍认为，小

店铺的建立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益处的，这也证明移民局对移民的

关心。

总之，１８９６—１９１５年，在移民局的领导下，在亚洲俄罗斯打

出１５１２０眼井，修起１８５座水库，在巴拉宾草原中部和南部还进

行了土壤改良工作。１９０６—１９１６年，土地规划组、道路组、水利

及土壤改良组通过大量工作将亚洲俄罗斯数千万俄亩土地引入农

业领域。到１９１６年前，仅在西伯利亚地区移民们就建起了一万

多个新村庄，四百万农民获得了土地。许多村镇都建起了学校、

医院、教堂、农机货栈。移民局被称作“ 亚洲俄罗斯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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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节　　　　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

为了加速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政府于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０

日设立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这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临时最

高权力机构，成员有国务会议主席、陆军大臣、内务大臣、财政

大臣、国家财产大臣、交通大臣、海军大臣和国家监察长等政府

要害部门的头号人物。次年１月，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也就是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出任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主席，这

一是为了突出该委员会在所有国家机关中的特殊地位，同时也为

了避免关系到其他大臣的一切棘手问题，以保证该机构能够高效

率地运转。１８９４年尼古拉登基以后继续担任这一职务。西伯利

亚铁路委员会副主席是尼·赫·崩格， 这一任命不是偶然的。他

赞成积极的移民政策，认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将为俄国腹心地区农

民向东部边疆迁移提供良好的交通保障。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所有与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沿线地

区经济开发相关的移民问题都由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统筹规划

和管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俄国东部边疆的移民运动才开始

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后来，俄国还设立了西伯利亚移民问题

委员会。

沙皇政府试图充分利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机，一方面巩

固自己在东部边疆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对西伯利亚进行移民和

经济开发，增加国有土地的收入。贪图功名的尼古拉二世不仅期

崩格（ １８２３—１８９５），著名经济学家、基辅大学教授，１８８０年任副财政大臣，

１８８１—１８８６年任财政大臣，１８８７—１８９５年为大臣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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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自己以西伯利亚大铁路缔造者的身份，而且以领导西伯利亚旷

野屯垦事业的政治家身份彪炳于史册，他在改变移民政策方面的

确起到不小作用。正是尼古拉二世率先主张对待移民运动不必抱

有过多的顾虑，也正是在尼古拉二世的庇护之下，西伯利亚铁路

委员会才得以轻而易举地拟定并且直接发布一系列有关向西伯利

亚移民的法令，临时替代其他移民事务主管部门行使职权。

除主管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之外，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还

承担一项重要职责，即负责实施同铁路建设相关的其他一些辅助

性项目，如向西伯利亚移民、土地测量与规划、工厂扩建、开采

煤矿和铁矿、炼钢和生产水泥，发展西伯利亚各水域的航运以及

对西伯利亚进行详细而全面的地质考察等等。西伯利亚铁路委员

会讨论过关于使用流放犯修建中东铁路、关于移民政策、关于在

西伯利亚建学校和教堂等问题。１８９３年３月，西伯利亚铁路委员

会预备委员会成立，阿·尼·库洛姆津（ １８３８—１９２４）担任主席

（ 亦称督办西伯利亚铁路事务大臣）。在这位“ 西伯利亚开拓阶段

的全权统帅”（ 西方学者语）领导下，西伯利亚水上运输、工业

开发以及农业移民安置等状况出现明显改观。

尽管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沙皇专制政府对

西伯利亚的移民开发政策，它还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在西伯利亚

移民及开发事业中建立了卓越功勋。１８９２—１９０５年间，该委员会

对西伯利亚经济及自然资源进行了全面、深入考察，它组织的地

质考察队发现了煤矿、铁矿，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发现了沙金矿。

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草拟的《 在西伯利亚铁路地区建立移民地段

和备用地段的暂行规定》被通过后，成立了土地规划组，从事移

民地段建立工作，并按１５俄亩土地标准将份地拨给新住户，仅

花在土地划拨上的经费即达８５０万卢布。由于从９０年代起移民

中间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占多数，他们付不起路费，西伯利亚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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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便决定，从１８９３年开始实行新的移民票价，票价很低，

仅相当于四等车厢票价的１／３。此外，移民们还获得医疗、食品

方面的某些帮助。该委员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远东南乌苏里边

区的移民活动，如向迁移到滨海省的每户移民提供安家贷款１５０

卢布，向迁到其他移民区的移民户提供贷款１００卢布。此外，该

委员会还增加了 卢运送移民的船只、将迁移抵押金由原来的６０

布削减到３００卢布等等。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著名国务活动家谢·尤·维特。维特虽

不是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但是他作为西伯利亚

大铁路的缔造者实际上在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中一直充当着领导

角色。他在扫除俄国农奴制残余、力主俄国走工业化道路的同

时，也堪称俄国东部移民开发事业上的有功之臣。

的一个小贵族家维特于１８４９年出生在梯弗里斯 庭。１８７０

年毕业于新俄罗斯大学数理系，获副博士学位。不久后，他被任

命为敖德萨国有铁路运输事务处主任。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７日，沙皇

一家乘坐的专列在返回圣彼得堡途中于哈尔科夫的波尔卡翻车，

死亡数十人。尽管沙皇家人仅受轻伤和惊吓，但沙皇发现了曾发

出过警告的维特的远见卓识。维特从此官运亨通，１８８９年任财

政部铁路事务局局长，１８９２年２月任交通大臣，同年８月至１９０３

年８月任财政大臣，１９０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０６年４月出任大臣会议主

席。维特筹划修建了举世闻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该铁路于

１９０１年临时通车，在其财政大臣生涯结束时建成。他不仅被公

认为“ 俄国工业化之父”，同时也是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著名

年、的外交家，对俄国远东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影响，１８９６

１９０５年先后参与签订《 中俄密约》《、 朴次茅斯条约》。

①今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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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农民方面，维特逐渐从传统的、带有偶然性且缺乏条

理的国家辅助措施转向积极的、目标明确的减轻农民状况的步

骤，注重在改造经济中发挥农民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维特积

极参与制定身份证章程（ １８９４年６月３日和１８９７年４月７日法

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农民因外出打工而迁居的自由。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维特先后主

持一 收些重要改革。他领导的“ 农业工业需求问题特别会议”

集大量关于农村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了解和总结农民关于农业现

状和克服危机的措施方面的意见。该机构所制定的草案虽然未能

获得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但这些草案以及维特的思想像移民计

划一样并没有付诸东流，而是为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政策奠定了基

础。

维特很早就提出将份地过渡到农民个体所有制的问题，并研

究改善农民法律地位、帮助人口过剩地方的农民自行迁移等问

题。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２日取消农村的连环保。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３日俄国

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从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日起将向原国有农民、地

主农民和皇室农民收取的赎金减免一半，自１９０７年１月１日起

农民的赎金被全部免除。这样就取消了自农奴制改革以来农民需

支付的土地赎金，为农民脱离村社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俄国

农民才真正成为自己份地的主人。此外，维特还建议扩大农民土

地银行的职能范围和向新土地大规模移民。

在维特的思想中，西伯利亚大铁路首先对俄国向东方推进具

①建于１９０２年１月２２日，后又成立８２个省、５３６个县一级的农业工业需求委员

会，成员有贵族、地主及个别富农，同时吸收具有进步思想的官员、知识分子、

农民参与工作。１９０５年３月３０日被解散，事务移交给“ 巩固农民土地占有措施

特别会议”，主席是伊·洛·戈列梅金（ １８９５—１８９９年任内务大臣，１９０６年、１９１４

年两度任大臣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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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同时，维特也像曾经担任财政大臣

的尼·赫·崩格一样，将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同解决移民问题联系

在一起。沙俄时期，西伯利亚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出现于１９０６—

１９１１年，它是由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引发的，然而为这场改革打

好基础的人物之一就是维特。维特早在斯托雷平之前很长时间就

提出向西伯利亚迁移农民的思想。维特不得不在接连不断地反对

各内务大臣的过程中来捍卫这一思想。从１８９４年起，俄国政府

试图对农民向空闲地和边疆区迁移放宽限制条件，这同维特的西

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移民计划正相吻合。１９０２年秋，维特在考察

远东地区之后所写的奏折中，进一步强调为移民提供医疗、食品

方面的帮助及发展交通对移民事业的必要性。西伯利亚铁路委员

会通过增加拨款，扩大了对移民的旅途资助，实行优惠的铁路运

费，建立医疗、食品服务站，还向乌拉尔以东分派土地规划组来

为移民筹置土地。总之，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所做的这一切同维

特本人的能力和积极活动有直接关系。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５日，鉴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工作已经结

束，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被撤消。所有移民问题先是转交给内务

部移民局，随后又归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负责。

第三节　　　　远东移民委员会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政府意识到，保卫远东领土问题迫在

眉睫。当时，俄罗斯政界和舆论界到处都在讨论如何以最快速度

促进远东经济增长的问题。１９０８年４月，在斯托雷平的坚决主张

下，国家杜马批准了关于修建阿穆尔铁路的法律草案。阿穆尔铁

路西起今赤塔的库恩加，东至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哈

巴罗夫斯克，全长２１７６公里。远东移民委员会的建立同修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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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铁路直接关联，如同为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而设立西伯利亚铁

路委员会一样。斯托雷平认为，应该设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领导

实施阿穆尔铁路沿线开发计划。

斯托雷平在建议成立远东移民委员会的时候，委托内务部制

定该机构的组织方案。遵照斯托雷平的旨意，内务部首先提出了

建立阿穆尔铁路管理局所属专门考察队的方案。该考察队将对阿

穆尔铁路沿线地区进行系统研究。在政府讨论这个草案时实际上

没有遇到反对意见。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署长克里沃舍因认

为，该草案的主要缺陷在于阿穆尔考察队在远东边区广泛复杂的

垦殖事业中的局限性意义。他支持内务部在阿穆尔铁路沿线进行

农业开发的同时广泛开展贸易、发展工业的建议，同时认为有必

要进一步明确阿穆尔考察队的任务，以免跟移民机关的职权范围

掺混。远东移民委员会是中央政府领导机构，而阿穆尔考察队是

特殊的“ 远东移民委员会”，要执行中央的全部命令。

克里沃舍因也是推动俄国东部移民开发事业的主要官员。他

于１８５７年出生在波兰华沙，父亲原本是一个农奴，但在军营里

从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中校。克里沃舍因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

律系。１８９６—１９０４年、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先后任内务部移民局副局

长、局长，１９０５—１９０８年任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副署长，同

时兼任副财政大臣、贵族银行和农民银行行长等职。１９０８—１９１５

年间任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署长。斯托雷平在推行土地改革

的过程中，深得克里沃舍因的辅佐与默契配合。时人将他看做位

居维特、斯托雷平之后的第三号人物。

移民事业是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克

里沃舍因在来该机构工作之前已同移民问题打了十几年交道。他

所领导的移民工作是一项规模相当大的工程。１９０７—１９１２年，修

俄建了８０００多俄里道路，其中４０００ 里在远东。这些新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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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总面积达５５０万公顷的区域同国内一些经济中心联系起来。在

西伯利亚第一次开始钻自流井，修建起４５座人工水库。移民专

用列车投入使用，１５００节旅客车厢取代了先前移民乘坐的保温

车。

克里沃舍因认为，远东开发事业是当时政治环境下俄国政府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要联合和调动一切

国家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全面关注远东的开发事业，他建

议设立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所属、由他本人担任主席、有各

主管部门代表参加的远东移民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包括：

（ １）对研究阿穆尔铁路沿线区和向该区域移民实行总体领导；

（ ２）促进阿穆尔铁路沿线工商业的发展；（ ３）在阿穆尔铁路沿线

建立轮船运输、土路和专用线；（ ４）协调远东边区所有地方机构

的移民活动；（ ５）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６）向与移民事业有关

的所有地方管理机构下达必要的指示等等。财政大臣弗·尼·科科

夫采夫表示支持，并建议首先向远东边区派出专门的跨部门考察

队，以收集信息情报为目的，摸清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必要的

对策建议，即到底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以最快速度开发远东等

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

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３日，大臣会议专刊以《 阿穆尔铁路地区垦殖

的预定措施》为题对内务部的有关草案及其讨论过程中所有的建

议和补充展开研讨。大臣会议承认，尽管阿穆尔沿岸边区并入俄

罗斯帝国已有５０年之久，但这里的移民活动进展十分缓慢，相

当大的一部分区域甚至还处于“ 原始状态”。正如决议序文中所

言：“ 俄罗斯文明的创造力自国家中央向外省播散之时，在这个

遥远的边区尚未表现出足够的成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

是远东地处偏远、地域辽阔，而且是由于它似乎是被政府遗忘的

角落。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政府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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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然后是中东铁路。这一切导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对俄国

远东领土占有威慑地位。大臣会议认为，应当采取有力措施，确

保阿穆尔沿岸边区永远置身于俄罗斯的怀抱，在必要情况下捍卫

它免受外国武装入侵及和平渗透。首要步骤是修建阿穆尔铁路，

紧随其后的步骤则是“ 使边区文化高涨和让俄罗斯人移居到这

里，以此与日本、中国政府在同我们毗邻的朝鲜和满洲地区加紧

垦殖活动相抗衡”。大臣会议认为，清政府把移民看做巩固边境

的措施，鼓励中国人积极开发满洲北部地区，这一点尤其令人担

忧。中国官员将俄国人和中东铁路比作“ 扎人中国躯体内的刺”，

号召“ 拔出这根刺”。 大臣会议承认，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铁

路沿线区域这一措施非常重要，它同整个阿穆尔沿岸边区的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

按照大臣会议的意见，组建远东移民委员会时应汲取西伯利

亚铁路委员会的有益经验。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同时，在该

铁路沿线地带实施了移民、建教堂和学校、研究矿物资源、改善

交通等方面的辅助性措施。拟议中的远东移民委员会应当同西伯

利亚铁路委员会的性质基本类似。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

于，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享有一定立法权，而远东移民委员会则

不享有此项权力，立法、财务方面的一切决定必须经国家杜马和

国务会议审议通过。

１９０９年７月，大臣会议决定设立远东移民委员会，成员包括

皇室部、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交通部、国民教育

部、财政部、工商部、司法部、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国家

监察部、圣主教公会等１３个部和主管部门的代表。阿穆尔沿岸

塔·索洛吉娜：《 远东移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载［俄］《 远东问题》２００２年第

１期，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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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总督、伊尔库次克总督和滨海省、阿穆尔省和外贝加尔省督

军以及伊尔库次克省、雅库特省和堪察加省省长在圣彼得堡期间

也要参加远东移民委员会的活动。此外，远东移民委员会主席有

权邀请国内工商界人士、远东问题研究机构的代表和其他相关领

域的权威专家充当顾问，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了大臣会议关于设

立远东移民委员会的决议。斯托雷平亲自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副

主席由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署长克里沃舍因担任。１９１１年

斯托雷平逝世后，远东移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财政大臣科科夫佐

夫接任。远东移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汇总来自各部、主管部门和

．　远东各省的信息情报。办公厅主任由五等文官 ．格林克担

任。办公厅由四个部组成。第一个部是垦殖部，负责协调所有地

方移民机构的行动，促进远东移民事业的发展。垦殖部要向移民

组织传达远东移民委员会的各项指示，解决移民机构之间的争议

和摩擦；第二个部是交通部，负责管理涉及发展船舶运输、土路

和专用线的一切事务；第三个部主抓阿穆尔铁路沿线区的工业经

济发展；第四个部负责研究所掌握的材料，拟定总体报告。远东

移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人员都经过精心选拔，副主席克里沃舍因亲

． ．　
自负责这项工作。 ．苏霍姆里诺夫 ．里帕萨就是从陆和

军部、工商部等机构中挑选出来的熟悉远东情况、业务能力强的

人。

在着手组建远东移民委员会过程中，斯托雷平主席起草了一

份关于该委员会内部设置和当前任务的建议，提出亟待解决的六

大问题供各部大臣讨论。这六大问题是：（ １）增加远东土地开发

储备面积，为此目的而征用阿穆尔哥萨克军、乌苏里哥萨克军和

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土地；（ ２）同“ 黄种人民工涌入阿穆尔沿岸

地区”做斗争和从欧俄地区吸引劳工的措施；（ ３）加速修建阿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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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铁路；（ ４）在远东加强道路建设以适应开发的需要；（ ５）关于

鼓励向远东移民的措施和向“ 落户于阿穆尔沿岸边区”者提供的

优惠条件；（ ６）组建阿穆尔考察队。多数大臣完全赞同上述建

议，只有个别人发表了自己的想法。如，外交大臣亚·彼·伊兹沃

尔斯基（ １９１６—１９１０年在任）在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９日反馈回来的意

见报告中通报了关于清政府垦殖中国东北地区的情况，认为这一

活动是“ 系统性”的，目标是“ 将俄国和日本统统排挤出去”。

他认为，必须重新审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对华政策，建议远东移

民委员会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扩大该委员会的职能，并更

换该委员会的名称。为了巩固俄罗斯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主权，

不仅需要随时了解和掌握俄国远东各省的需求，而且必须考虑到

日本、朝鲜、中国和美国等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

动态。国外资本、国外企业家、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劳务不断扩大

对俄罗斯领土的渗透，在这种条件下更加有必要对这些邻国的状

况了如指掌。

１９１０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远东移民委员会关于鼓励

移民和加紧修建阿穆尔铁路等内容广泛的措施纲要。同年，远东

移民委员会派遣了以滨海省行政长官为首的专门考察队赴阿穆尔

沿岸地区，全面研究阿穆尔铁路沿线及附近区域情况，制定必要

的移民开发计划。

阿穆尔考察队由土壤学、植物学、农业、统计学、水利工

程、林业、地质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它肩负的任务是：研究

阿穆尔铁路两侧不少于５０俄里地带；新建和改建专用交通线；

在现有的最大居民点与铁路线之间建立邮政和电报等通讯设施；

在铁路沿线选择辟建新城镇的地点，并对其进行初期管理；向在

阿穆尔铁路沿线地区设立工商机构及开采自然资源的个人和团体

发放贷款；在最主要的站点设立咨询处，帮助移民们了解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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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在出版物中广泛介绍对于愿意定居在阿穆尔铁路沿线区或

在那里从事工商活动的人有必要了解和掌握的信息。为了吸引商

人和企业家到远东边区来，建议免除他们为取得从事生产、贸易

和经营资格须缴纳的一切费用。此外，阿穆尔考察队所担负的另

一项任务是，查清黄种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状况，尽可能了解

清政府在俄国远东邻省的动向，并就一些紧要问题提出对策意

见。

阿穆尔考察队管辖范围内的所有问题都要拿到全体会议上审

议并以简单多数同意。考察队负责人必须每月向政府首脑和各部

大臣及考察队将要工作的地方总督递交简要报告。根据内务部的

草案，阿穆尔考察队的工作应当与修建阿穆尔铁路同时进行。

阿穆尔考察队的主管是尼古拉·利沃维奇·关达基（ １８６０—

１９４６）。　１８９９年１月１日，关达基被任命为南乌苏里移民局局长，

自 １９００年５月担任滨海省援助与庇护移民协会符拉迪沃斯托克

分会主席。他熟谙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积极参加西伯利亚需求

特别会议和远东移民委员会的活动，是彼得堡各个主管委员会的

成员，深得斯托雷平的信赖。１９１０年整个夏天，关达基是在考

察研究中度过的。很快，他完成了第一批成果，还编写出阿穆尔

边区开发的措施纲要。１９１１年关达基“ 因有益而竭诚的活动”

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嘉奖，同年被任命为阿穆尔沿岸地区总

督，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１９１７年。关达基的活动领域十分广

泛。他主张采取限制吸引国外劳动力的移民政策，发展同太平洋

地区国家统一的社会基础设施。

阿穆尔考察队在远东地区两年艰苦而紧张的工作中，收集到

大量宝贵的信息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统计问卷调查，建立了试验

田和实验站，走访许多最难以涉足的地方。有关阿穆尔考察队的

活动进展情况在俄罗斯报纸上定期作详细报导。后来，该考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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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２０卷本的著作，内容涉及农业、工商业及交通设施等远

东生活的诸多方面，编写出详细的阿穆尔沿岸区开发计划，其中

包括若干年内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和相应的投资需求。然而，阿穆

尔考察队拟订的所有计划的实施跟远东地区的开发一样，因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罗斯帝国的覆灭而告中断。阿穆尔考察队

的研究工作囊括远东生活的各个领域，为系统而有计划地开发远

东及发展远东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

苏联时期贝阿铁路干线 建设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①贝阿铁路是贝加尔一阿穆尔干线的简称，按俄文缩写又称巴姆铁路。它西起伊

尔库次克州的泰谢特（ 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在伊尔库次克以西约 公里

处），东至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苏维埃港，全长４２７５公里。它是国家重点工

程项目，自１９７４年开始修建，１９８９年正式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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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俄国东部的移民浪潮

１８６１至１９１４年，西伯利亚移民总计３２４．９万，超过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初西伯利亚边区的人口总数。各个时期，西伯利亚移民

规模远远不同。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和２０世纪初

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在西伯利亚地区掀起两次大规模移民浪潮。

第一节　　　　第一次移民浪（潮 １８８５—１９０５）

在１８６１年改革后的２０年间，俄国中部黑土带农民的主要移

居地不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而是欧俄南部和东南部，特别是

“ 新俄罗斯”、顿河流域、库班和伏尔加河流域。迁移到乌拉尔山

以东地区的人还不多。据粗略统计，１８６１—１８８５年，迁移到西伯

利亚地区的人数约３０万，年平均１．２万。 从前的国有农民占优

势，大多数为中农，贫农的人数逐步增加。他们基本上落户于毗

连欧俄的西西伯利亚。由于缺少足够的川资，而且几乎得不到国

家多少帮助，向远东迁移者人数稀少。２０多年间，从欧俄迁移

到远东的移民总计１．２万人，跟整个西伯利亚年平均移民人数持

①戈留什金、米年科：《 十月革命前的西伯利亚史料学（ １６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

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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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西伯利亚移民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３．８４％。

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欧俄南部的空闲地已近枯竭，俄国内务

部接连颁布一系列政令，禁止把这些地区的国有土地拨给农民。

８０年代下半期以后，亚洲俄罗斯成为俄国的主要移民区，西伯

利亚移民运动的步伐从此大大加快。１８８３年俄国政府在一些与

移民相关的地区设立移民站，移民可以在这里遮风避雨，得到热

食和医疗服务。１８８９年在基辅至哈巴罗夫斯克之间仅设有５处移

民站点，它们分别位于奥伦堡、乌法、叶卡捷琳堡、秋明和托木

斯克。１９世纪末，在科诺托普城等地建立了乌克兰第一批移民

站点。移民站有医生、兽医、女助产士。从１８８５年起，俄国开

始对途经托博尔斯克省向亚洲俄罗斯迁移的人口进行登记。此

后，有关西伯利亚移民问题才有了比较准确的资料和数字。

１８８６—１８９５年在西伯利亚定居的有家室的移民为５５．７万人

（ 其中２．４万人经由海路来到远东），年平均超过５．５万人，相当

于　１８６１—１８８５年的４倍多。１８８６—１９０５年，迁移到西伯利亚（ 不

含草原边区）与远东的移民大致１３８．２万人，年平均６．９万人

（ 回迁者除外）。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使得西伯利亚地区的交通状况大大改

善，为自由移民的涌入打开方便之门，在西伯利亚地区掀起第一

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仅在１８９６—１９０５年西伯利亚移民突破百万，

大致相当于整个１９世纪该地区的移民总和。 １８９０年以前，西

伯利亚地区年平均移民人数在２．５—５万之间波动。西伯利亚大

铁路建设之初，正值俄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灾荒。这场饥荒持

① 奥克拉德尼科夫、顺科夫主编：《 西伯利亚史》第３卷，第２１１页。

② ［俄］维·阿·费奥多罗夫主编：《 １９—２０世纪初的俄国史》，莫斯科１９９８年版，

第５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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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两年，中央黑土地带中部和欧俄东部的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四

处逃荒。１８９１年和１８９２年西伯利亚移民人数激增到８—９万。

１８９４年夏，西伯利亚大铁路车里亚宾斯克至鄂木斯克长７４６俄里

路段全线临时通车。同年，在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努力之下，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票价大幅度下调。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

的票价可以说是世界最便宜的。从这时起，西伯利亚移民运动汇

聚成一股巨流。１８９４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附近地区的移民人

数仅为７２００人，到１８９５年猛增到８．５９万人，整个西伯利亚移民

人数则达到１２万。１８９６年是１８９４—１９０３年十年间西伯利亚移民

人数最多的年份，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附近地区的移民人数高达

１７．７万，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移民总数达到１８．６万。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１年西伯利亚地区接连遭受严重旱灾，欧俄地区的

农民土地运动也在不断高涨。自１９０１年起，西伯利亚移民运动

急剧回 １９０４— １９０５落，三年间移民人数在１０—１２万之间徘徊。

年日俄战争期间，西伯利亚大铁路承担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西

伯利亚移民运动转入低潮。农奴制改革后西伯利亚第一次大规模

移民浪潮由此进入尾声。

废除农奴制后，欧俄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至１９世纪９０年

代初增加了一半。同时，农民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相对缩

小。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土地紧张状况，特别是在从前的地主农

民中间缺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一部分农民一点点地处理掉

自己的家私，之后出外打工。一些人则趁夜深人静之时带上最要

紧的家当，悄悄乘上草草赶制的简易马车去寻找无人耕种的土

地。向西伯利亚迁徙的农民越来越多，１８９４年仅西西伯利亚阿

尔泰一地的自由移民就达１０万人。

①考夫曼：《 移民与垦殖》，圣彼得堡１９０５年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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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俄国政府实行限制自由移民政策，农民向西伯利亚的迁

移须要经过内务部和国家财产部审批，因此西伯利亚移民当中有

自由移民和经许可的移民之区分。在１８９４年至１９０３年西伯利亚

大铁路基本建成通车的时候，合法移民在多数年份已占到六成或

者接近六成，这跟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前的时期相比是一个很

大 １。的进步。详细情况见表４－

４表 － １８９４—１９０３年间西伯利亚１ 的移民情况

资料来源：考夫曼《 移民与垦殖》，第７５页。

根据历史学家斯克利亚罗夫的统计，１９世纪末，在从欧俄

迁到西伯利亚的移民中，２４％的人来自中央黑土区，２４．２％的人

来自“ 小俄罗斯”，来自“ 新俄罗斯”和西部省份的移民分别占

１７．４％和１５．８％，来自伏尔加流域地区的移民占８．７％，来自乌

拉尔区的移民占５．６％，来自中部俄罗斯、欧俄北部、波罗的海

沿岸区域及高加索的移民所占的比重在０．５％—１．８％之间。

在西伯利亚第一次移民浪潮期，俄国政府在组织迁移和移民

安置等方面力度不够，又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存在的问题较

多。比方说，移民站的接待能力差、移民患病和死亡率较高等。

由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俄国移民开发区从欧俄南部边缘区域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5

东移动，因此在俄国所有的移民站中，位于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

移民站工作最为繁重。１８９１年有６万人经由秋明移民站，有的时

候这里一天就聚集移民２万之多。还有无数人无处安身，只好风

餐露宿。９０年代，作家 ．捷列绍夫几次走访秋明移民站。他回

忆道，在一排排窝棚里挤满了人。住在简易木房里的人也不舒

服，那里又脏又冷，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恶臭，令人窒息；民主派

．作家 ．斯塔纽科维奇这样描述了秋明移民站：在板棚和牲

畜圈里、在露天下，人们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像牲畜一样被驱

赶着。极端恶劣的卫生状况严重危害着移民们的身心健康，伤寒

类热病、麻疹、猩红热和白喉等传染性疾病伴随移民们走过漫漫

长路。

２０世纪初，移民的迁徙条件有所改善，然而移民客死途中

的现象依然司空见惯。由于缺少有关资料，死于途中的移民人数

无法得到确切数字。长期担任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预委会主席的

库洛姆津在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中推测，１９世纪末在途中死亡

的陆路移民达１０％。　１８８３—１９０５年迁至远东的移民总计１７２８７６

人，其中５５２０８人为海路移民，按照最保守的统计，死亡者的大

体数字不少于１万。如果考虑到有许多身患疾病的移民是在到达

边区之后死掉的，那么移民中的死亡人数就更多，总数可达

１．５—２万。

在西伯利亚第一次移民浪潮期，“ 人口迁移逆转”，也就是移

民回流现象越来越多。由于资金不足、歉收、经济破产、移民地

段的条件不能令人满意等原因，许多新移民无法在西伯利亚定

居，又返回欧俄。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后，路费较以前减少了许

多，这不仅使移民流量增大，而且使移民的回迁行为变得容易。

９６年起，俄国政从１８ 府开始对回迁者进行登记。回迁者中以自

由移民居多。根据移民局的统计资料，１８９７年自由移民占回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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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总数的６９％，　１９００年２２．２％的移民迁离西伯利亚，１９０１年

３３％的移民回迁。

第二节　　　　第二次移民浪（潮 １９０６—１９１７）

历时十年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将沙俄东部移民运动推向顶

峰，对东部开发乃至整个俄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总

体上看，俄国东部移民运动由过去零散、自发的民间行为转变为

政府行为，移民人数随之出现大幅度增长。在短短的１９０６—１９０９

年间，西伯利亚移民人数超过１５０万，而在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的四十

多年间该地区移民总数却不足２００万。这说明，向地处偏远、交

通落后的边疆地区移民只能通过人为的方式，在政府提供资助和

优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长足进展。

一、移民情况

由于西伯利亚南部的土地资源日益枯竭，在斯托雷平土地改

革年代西伯利亚移民运动转向北方原始森林地带及其附近地区和

远东滨海省中部、北部地区。移民绝大部分来源于乌克兰和中央

黑土省份等农奴制残余颇为严重的地区。具体来看，１９１１年以

前，移民主要来自下列省份：波尔塔瓦、库尔斯克、叶卡捷琳诺

斯拉夫、赫尔松、沃罗涅日、波多利亚、比萨拉比亚、坦波夫以

及非黑土带的莫吉廖夫和维尔诺、维帖布斯克等。１９１１年，由

于农业歉收而出现严重饥馑，重演了１８９１年的惨剧。许多农民

吃草根树皮，伤寒疫疠遍地流行。在这种情况下，欧俄东部省份

大批农民向乌拉尔山以东迁移。是年，来自以下省份的移民居

①奥克拉德尼科夫、顺科夫主编：《 西伯利亚史》第３卷，第２１１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7

多：维亚特卡、萨马拉、奔萨、坦波夫、喀山、乌法、波尔塔

瓦、沃罗涅日、萨拉托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辛姆比尔斯克，

波尔塔瓦省退居第七位。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政府向迁移到西伯利亚中西部的移

民提供１５０—２５０卢布贷款，这些钱虽然对于移民安置来说是不够

的，但是可以帮助新住户熬到第一个粮食收获期，而后开始逐年改

善自己的境遇。移民们除了在自己的地块上劳动之外，还给殷实的

老住户或哥萨克打工，出租部分土地，从事手工业。在移民中间也

有许多手工业者。有的移民还从事狩猎、捕鱼、采集蘑菇和野果。

绝大多数移民都住在分得的地块上，其他人则往往插入老住

户村。插入老住户村时，入户费贵贱不等。在自然气候条件和经

济状况较好的南部区域，入户费在每个男性５０—２００卢布之间。

在北方和原始森林地区， 自酿的酒可以免费或者用１维德罗

在老住户村中获取合法身份。１９０９年，有７万户移民，计２０４６８９

名男性定居于自己的地块上；在老住户村里落户的有１．３５万户

移民，共计４０６３０名男性，就是说８３．４％的移民居住在自己的地

块上，在老住户村的占１６．６％。新住户落户于老住户村最多的

是在托木斯克省（ ２８３９０名男性），其次是叶尼塞斯克省（ ５６３１

名男性）、托博尔斯克省（ １９８３名男性）和阿克莫林斯克省

（ １５４９名男性）。在其他地区，几乎９５％的移民都定居在移民地块

上。根据移民局的资料，１９０６—１９１４年间落户于老住户村的移民

不少于４０万。

据统计，１９０６ １９１６年间，亚洲俄罗斯移民总数达到

３０７．８８８２万，年平均近２８万。可是，１８９６—１９０５年间，每年平

１维德罗合１２．３升。

②秋卡夫金：《 大俄罗斯农民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第２７５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8

均不足１１万人。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移民人数呈现大幅上升趋势。

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移民运动空前高涨，移民人数分别达到６６．４７７７万

和６１．９３２０万。透过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俄国向亚洲俄罗斯的

移民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１．移民浪潮在不同年份的上下波动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早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之前，不少农民就对脱离村社期盼已

久。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法令颁布后，约１００万农户卖掉了自己的

份地，脱离村社者超过６００万。他们用刚刚得到的这笔钱要么向

城市和乡村流动，要么向地旷人稀的边区迁移。一些人还怀揣一

种捷足先登的信念，即谁先到达边疆地区，谁就能够得到最好的

土地。他们的“ 争先恐后”导致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东部移民运动急

剧高涨。三年间，有２００万人迁到了乌拉尔山以东地区。

土地改革时期，俄国东部移民运动的进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１９１０年移民运动出现危机，移民人数几乎减少一半。１９１１年西

伯利亚出现大饥荒，移民人数骤然跌至１８．９７９１万。１９１２—１９１４

年移民数量略有反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开展了全民

总动员，移民事务几乎陷于停顿，移民运动急剧回落。１９１４年

尚有２４万余人东迁，到１９１６竟降至１万多人，同时还有一多半

人返回了欧俄。 随后，东部移民运动出现回落，原因则是政府

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１９０９年政府裁减了派去考察新居住地

的农民代表的数量，同时农民脱离村社的行动也明显减弱。

俄国政府移民政策方面的变化对移民规模产生十分重要的影

响，最明显地表现在１９１１—１９１４年。根据车里亚宾斯克的登记

资料，１９０６—１９１４年迁移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人总计３７７．２

万，其中定居下来的有２７４．５万人。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俄国政府恢

①杜勃罗夫斯基：《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第３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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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派农民代表实地考察新居住地的制度，尽管脱离村社的农户

在继续减少，东部移民数量从１９１１年起开始回升，农民代表的

人数也基本上在增加。１９１３年农民代表的数量达到１９０８年的水

平，１９１４年上半年派送的农民代表人数是１９１３年全年的总量。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东部移民运动再度高涨，这表明并不是所有愿意

迁移的人都迁走了。当时，不断从东部传来消息说，政府向移民

提供的贷款增加了，政府还要拨给移民新地块等等，又有一拨农

民为之心动，他们开始打点行装，踏上东去的旅程。

２．来自各省份的移民多寡不均，并非首先取决于脱离村社

者的数量，而是同源出地的综合条件有关

土地改革时期，并非所有省份的农民都拼命想往东部迁移。

３００万移民并不是单纯受政府的宣传、鼓动甚至蒙蔽，不是像看

上去那样杂乱无章、盲目流动，而是有一些规律隐藏背后。来自

各省份的移民多寡不均同迁出地的综合条件有很大关系，这些条

件包括农民份地的大小、进城做工的机会、距离市场的远近等。

１９０６—１９１４年间，俄国中央五省每省超过１０万移民。来自

中央工业区和北方地区１２个纯俄罗斯民族省份的移民总计３．０７

万人，其中一半来自科斯特罗马省（ ９２００人）和下诺夫哥罗德

省（ ７３００人）。工业省份提供的移民数量很少，如莫斯科省只有

３７８人、彼得堡省为２９１５人、弗拉基米尔省为８７７人、特维尔省

为３３５５人、乌拉尔省为５０８人，而雅罗斯拉夫省、奥罗涅次省、

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则几乎没有人迁移到亚洲俄罗斯。然而，这些

省份脱离村社者不在少数，如莫斯科省村社农户共１４．３万，大

约有７０万人脱离村社，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省脱离村社的农

户分别为７．６６万和９．４５万。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工业城市每年

都要吸纳数千名民工，在上面提到的省份中脱离村社的人大多数

都到这些城市寻找就业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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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２个纯俄罗斯民族省份中，脱离村社的农户达数十万，

可是向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迁移的人却少得可怜。真正大规模的移

民出现在具备大量脱离村社人口且在本地没有足够条件安置的那

２。些省份。具体情况详见表４

２表 ４ 向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移民运动

以大俄罗斯人为主体省份

大俄罗斯人占高比例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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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狄卡夫金《 大俄罗斯农民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第２５４页。

上表划分出大俄罗斯人占优势的２０个移民大省和大俄罗斯

人占高比例的８个移民省份。同时，这也是村社土地占有制占统

治地位的地区，除切尔尼戈夫省和维帖布斯克省以外，这里村社

农户占５１％—５３％。在典型的黑土农业省份，脱离村社的农户

最多。其中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坦波夫、奥尔洛夫和奔萨五省

共迁出移民６０．３万人，占５９个欧俄省份（ 波兰和外高加索省份

除外，来自这些省份的移民不足１％）移民总数的１９．８％；其次

是伏尔加河流域的省份 萨马拉省和萨拉托夫省，这些地区资

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脱离村社者所占的比例较大。在大俄罗斯

人占高比例的最后八个省份当中，特别分出“ 新俄罗斯”省份。

在这些省份中，农民经济发展水平、脱离村社者的比重高居国内

榜首。该地区农民分化严重，有许多不久前的村社农民经营尚未

稳定。来自这里的移民比上一时期增加了许多，从８．５万增加到

４２．９万，即增加了４倍多。“ 新俄罗斯”提供了向亚洲俄罗斯移

民总数的１４％，而从内高加索向亚洲俄罗斯的移民行动只是刚

刚开始。

大俄罗斯人占多数的２８个省份共提供移民２１１．７万人，占亚洲

俄罗斯移民总数的７０％，其中１０个省份的移民总数超过百万人，平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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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狄卡夫金《 大俄罗斯农民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第２５１页。

３．移民的生活水平直接取决于在新住地居住时间的长短

移民在新住地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状况跟在老家相比有何变

化，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统计学家亚·阿·考夫曼认定，新移民在

经营上达到最佳状态是他们在新住地定居七八年的时候，然后所

有移民户的经营由于失去撂荒一休闲制都走下坡路。瓦·康·库兹

．　 ．纳戈尼涅佐夫和 别达教授的观点则不同。１９１１—１９１３年间，

库兹涅佐夫和纳戈尼别达教授委员会受国家杜马委托重点对

１８９３以来在东部定居的移民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的材料最为

准确可靠。

库兹涅佐夫和纳戈尼别达教授委员会的调查显示，随着时间

的推移，所有移民的经营状况都在改善。在被调查的２７０ 户移００

均１４．１万人。第二次东部移民浪潮时期的情况详见表４－３。

表 ４３农 民 向 亚 洲 俄 罗 斯 的 迁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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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中，１９１０—１９１２年间迁到西伯利亚的最“ 年轻的”移民跟

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迁来的移民相比，后者在各项平均指数方面较高，

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播种面积增加到１．６倍、刈草场面积增加

到１．４倍。１９０４—１９０８年迁来的移民户只有播种面积增加了，而

刈草场的面积仍为６．２俄亩。指数最高的是在１８９３—１９０３年间迁

移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也就是在西伯利亚已居住８—１８年的移

民。居住两三年的移民平均每户有１．７个四轮货车、０．２个犁、

０．００８部刈草机和收割机，居住时间超过八年的移民户拥有的四

移民轮货车、犁、刈草机和收割机相应为６．７、　１．３、　０．６。 在西

伯利亚的经济状况同在家乡时相比总体上大大改善。根据库兹涅

佐夫对１４０００户移民经济的调查资料，西伯利亚移民户的平均播

种面积为５．４俄亩，而在家乡仅为２．４俄亩，刈草场面积的相应

数字分别为２５．５俄亩和０．６俄亩。

根据对移民本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在托木斯克省有６３％的

移民户认为自己在西伯利亚的生活开始改善；１４％的移民户认

为，他们的境遇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２３％的移民户认为自己的

生活不如从前。当然，西伯利亚不同地区和不同地带（ 西西伯利

东西伯利亚森林草原、草原以及原始森林亚森林草原、 地带）的

移民经济之间在所有指标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俄国东部移民运动存在以下两个严

重问题：

１．大量移民得不到安置

沙皇政府一心想把不安分的农民尽可能地驱逐到边远地

秋卡夫金：《 大俄罗斯农民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第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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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根本不考虑能否安排和组织好那么多的移民，加之日甚一

日的官僚主义习气，俄政府部门无法胜任如此庞大的移民工

程。在为移民办理准迁证时手续繁琐、错误百出，甚至常常闹

出笑话。没有签字、没有加盖印章的现象时有发生，结果非但

不能给移民带来益处，反而会给他们招来诸多麻烦。即使在

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移民高峰期，一半以上的移民宁愿放弃政府的资

助而自费迁徙。

自由移民的命运比较糟糕。这类移民到西伯利亚未经政

府许可，也就是没有通行证，只凭身份证。国家也好、皇室

也好都不拨给他们份地。他们不在政府关照范围之内，无权

从移民局那里得到土地，搬迁时费用自理、风险自负。他们

喜欢去的地方是北高加索和西西伯利亚南部。由于这些地区

缺少空闲土地，自由移民长时期无法安顿下来，常常是在贫

困与饥饿线上挣扎。１９１０年，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托木斯

克、叶尼塞斯克、伊尔库次克四省得不到安置的自由移民大

约有７０万人。

２．移民倒流现象严重

许许多多贫困饥饿的俄罗斯农 西伯利亚找到民未能在辽阔的

栖身之地，被迫重返欧洲故里，在西伯利亚为他们准备的数百万

俄亩地段依旧是一片荒芜。１９０６—１９１６年，返还人数达到

５４．６６０７万人，占移民总数的１７．８％。西伯利亚移民中的回流现

象早已有之，在１８９６—１９１０年的１５年间即有３０万左右移民返

回欧俄。但是，大规模回流现象却始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

移民运动空前高涨的年代。１９１０年西伯利亚粮食收成不好，这

加重了移民倒流状况。这一年，返还人数占移民总数的

３６．３％。　１９１１年返还人数更是直线上升，比重高达６４．３％。到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年，返还者的比重仍然居高不下，分别占移民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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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３６．５％和６１．３％。列宁指出：“ ３６％和６０％的返回移民，这

不仅是俄国而且是西伯利亚危机尖锐化的表现。” ６１％的移民

又迁回了欧俄，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看上去像是一部机器在空

转。大多数报纸都在痛斥“ 腐朽的专制制度”在组织农民向东

部迁移过程中管理不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的移民回流情

况如表 ４。４－

．
资料来源［：苏］

年版，第６页。

俄国政府通过向东部边疆移民的办法未能解决欧俄地区土地

不足问题。许多初来乍到的移民因无法安家落户而被迫放弃做一

个自由庄稼汉的梦想，踏上还乡之路，重新回到自己已变卖、被

他人占有的故土。同时，这些可怜的农民还承受着偿还政府贷款

的沉重压力，他们的生活简直不堪想像。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期

间，西伯利亚年均安置人口３０万左右，而欧俄地区农民年均自

然增长超过２００万，就是说欧俄土地需求方面的缺口越来越大。

表 ４－４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的移民运动和移民回流情况

瓦西列夫斯基，《 围绕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思想斗争》，莫斯

科 １９６０

《 列宁全 ０年版，第１０４页。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06

但是，也应当承认，斯托雷平政府实施的东部移民政策明显地缓

解了欧俄地区的土地紧张状况。

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在东部移民运动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

要有：

（ １）为驱使农民向东迁徙，政府作了许多夸大其词的宣传，

说西伯利亚有大量闲置的土地，还许诺给移民提供各种优惠和贷

款，但实际兑现的却相当少。在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间，有１５５．２４３９

万人迁往乌拉尔以东地区，其中一半是穷人。据官方材料，定居

者为５６．４０４１万，已返回的人为２８．４９８４万。在剩下的７０多万人

当中，有些进入了老居民村，有些步入西伯利亚无产者行列而四

处乞讨，更有一大部分人已命归西天。从西伯利亚返还者的惨象

打消了人们移居西伯利亚的兴致。

（ ２）政府首先关心的是在移民区修建教堂和建立乡村管理委

员会，在这些方面的资金投入比花在筑路修桥、打水井等基础设

施建设上面的钱多得多，农业领域的投资也极少。政府在移民区

只是兴建了屈指可数的几所教会学校。甚至代表中右势力的十月

党人也无法对移民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置若罔闻。他们在国家

杜马会议上呼吁改善移民在迁徙途中的条件，发展移民区的物质

文化生活，尊重异族居民的权益。

关于沙皇政府在组织移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１９１３年在圣

彼得堡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移民工作的真相》为我们提供了宝贵

．
．科马罗材料。作者 夫是沙俄五等官员，在西伯利亚林业部

门任职２７年之久，耳闻目睹了东部移民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丑

陋现象。《 移民工作的真相》这本书是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作者以笔

名在《 新俄罗斯报》上发表的“ 移民骚乱”等小品文汇集而

成。作者大胆揭露了沙皇政府的腐败、对少数民族与俄罗斯移

民的劫掠行径以及对西伯利亚土地和森林资源的粗暴践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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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在《 移民问题》《、 移民工作》《、 移民工作的意义》《、 再谈移

民工作》、《 论现政府的（ 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等文章中曾

不惜笔墨援引了科马罗夫的真实描述，彻底戳穿了沙皇政府移

民政策的罪恶目的。

１９１０年西伯利亚农业收成不好，也加重了移民回流现象。

政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再度出现大规模骚乱。为实地了解政府移

民政策的落实情况，这一年秋天，斯托雷平在土地规划及农业管

理总署署长克里沃舍因的陪同下专程巡视了西伯利亚地区。据克

里沃舍因的儿子基里尔·克里沃舍因 讲，斯托雷平此行的目的

在于，唤起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东部边疆移民开发事业的广泛

关注。然而，自由激进派刊物讥讽说，这次专门考察西伯利亚移

民区、城市和乡村的公务旅行像１７８７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

“ 新俄罗斯”之旅一样，是一场“ 滑稽表演”，所见所闻均是精心

粉饰的假象，结果无济于事。

斯托雷平一行对西伯利亚的考察时间很长。他们走访了阿

克莫林斯克省、草原边区干旱地带、库伦达草原（ 位于额尔齐

斯河右岸）、阿尔泰山区、马林斯克原始森林等地众多的移民

区。他们沿铁路到达位于东西伯利亚与西西伯利亚交界的博戈

托尔站（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西２５２公里处，这是他们此行到

达的最东端），骑马到达铁路线之外３００公里的地方。他们深

入许多移民点，同移民面对面地交谈，了解移民的生活和生产

情况。在车里亚宾斯克、鄂木斯克、博戈托尔城，他们同移民

站、食堂、医院的工作人员促膝交谈。８月３１日，他们乘船抵

他写的《 亚历山大·瓦西里 俄罗斯改革家的命运》于耶维奇·克里沃舍因

１９７３年在巴黎首次出版，１９９３年在俄罗斯再版，书中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给予

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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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新尼古拉耶夫斯克，９月１日到达西伯利亚科学文化中心托

木斯克。他们会见托木斯克大学师生，参观了西伯利亚惟一的

图书馆，还莅临托木斯克工学院，并接见了天主教、伊斯兰教

和佛教界代表以及“ 俄罗斯人民联盟”地方分会的代表。然

后，他们用了一天时间跑完距离铁路线１００俄里的原始森林地

带的移民村。从原始森林地带考察归来，他们重返博戈托尔

站。

斯托雷平在考察西伯利亚过程中就地解决了同移民措施相关

的一系列财政拨款问题，如为新住户增加贷款等，还逐一纠正了

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和一些不合理做法。

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从西伯利亚归来后写了一份考察报

告，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四点：第一，“ 在西伯利亚也要建立和

加强私有制，取消分给老住户和新移民作份地的所有土地的国有

制”。也就是说，要在西伯利亚实行土地私有化。首先要将独立

田庄和独家农场的土地划归私有；第二，必须将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

日法令和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关于脱离村社的法律向西伯利亚推广

运用。应当“ 消灭西伯利亚的村社土地制度”，首先要改变移民

局划拨土地工作的运行方式，先划出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的地

段，然后在已经由新移民居住的移民村内部进行份地重分；第

三，西伯利亚不仅需要小农所有制，也必须在这一地区培植地主

阶层；第四，应当在粮食销售方面给予西伯利亚殷实农民以帮

６助，为此要废除“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

”　）制度，并加强西伯利亚的道路建设。斯托雷平视察西

伯利亚之后，西伯利亚地方政府积极努力地扶植农户搞个体经

营，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据统计，到１９１７年，在新尼古拉耶夫

斯克县７．２万个农户当中，只有２００１户建立起独立田庄或独家

农场；在卡因斯克县（ 位于今新西伯利亚州）２．８万个农户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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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１３户建立了独立田庄或独家农场。 独立田庄、独家农场也

跟村社农户一样只拥有土地使用权，关于西伯利亚实行土地私有

制的法律草案在国家杜马中始终处于讨论阶段。

此外，在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的出行报告中还描述了移民

区沸腾的生活：“ 从前死气沉沉的荒原上开始跳动着俄罗斯生活

的脉搏。我们感觉到，在库伦达草原上的１４个村落里到处呈现

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其他的村庄已完全稳固，阿尔汉格尔斯

克村（ １８７户）移民们拥有牲畜千头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牛；科

列斯达赫村拥有的牲畜超过六百头。草原上散布着一口口水井，

在我们所走访的村落中有百余眼左右，都是移民们亲手挖掘的。

这种新生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完全可以相信，成功的移民能

够创造的国民财富何其多。”

根·安·诺兹德林：《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新西伯利亚州历史》，载［俄］《 西伯

利亚的人文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６７页。

转引自泽里亚诺夫：《 彼得·斯托雷平》，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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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章

俄国远东移民运动６０年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俄国远东同今日俄罗斯远东的

地理概念并不一样。那时，雅库特区归属东西伯利亚管辖，远东

面积只有３８９．４５万平方公里（ 今天的俄罗斯远东占地６２１．５９万

平方公里）。由于历史及地理等多方面原因，远东成为俄国东部

边疆相对独立的一部分。该地区的移民与开发呈现出许多鲜明的

特点，不能以俄国东部移民与开发对其一概而论。农奴制废除之

时，俄国向西伯利亚地区的移民运动已延续二百余年，而向远东

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才刚刚开始。

俄国向远东的移民行动至少可以追溯到１８世纪初。俄国鲸

吞的远东北部地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因此俄罗斯移民人数甚

少。１９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人在最遥远的东部地区的关注点聚

集在远东北部及阿拉斯加等俄属美洲地区，当时远东移民在西伯

利亚移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６０年代初，俄国政府将

土壤肥沃、适宜耕作又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远东南部辟为重点移民

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远东移民开发从此拉开了帷幕。１８６７年

俄属美洲被出售给美国，从此以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开发重

心转向阿穆尔沿岸地区、滨海地区和部分萨哈林地区。俄国政府

在这些地区多次组织大规模科学考察，采取一系列措施向这里移

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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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俄国远东移民运动的历史阶段

在１８６１年改革后近６０年里，迁移到远东地区的人口共计４０

余万。１８６１—１９０１年４０年间，远东移民人数仅１１．７万，约占农

奴制改革后沙俄远东移民总数的１／４，农民占８０％以上、哥萨克

和非农业居民各占９％左右。此时期，远东移民多半是自费迁

移，回迁率不足２％。由于移民数量急剧增加，远东最殷实的农

民阶层 ，即所谓的“ 老住户”或“ 百俄亩土地占有者”

． 》》）逐步形成；１９０１—（《 １９１６年间，

远东移民人数为２８．７万，约占农奴制改革后沙俄远东移民总数

的３／４。具体来看，远东移民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一、陆路移民阶段（ １８６１—１８８１）

１８６１年改革之前不久，面积达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黑龙江左岸

与乌苏里江东岸地区及库页岛并入俄国版图。当时，大远东国际紧

张局势日益加剧。为了确保这“份 不义之财”不出现散失，俄国政府

在农奴制改革伊始便将这一地区辟为重点移民区，采取相当优惠的

政策吸引国内外移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穆尔沿岸区和滨海地

带等远东的两块农业绿洲和远东最“ 俄罗斯化”的地区才逐渐形成。

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６日，沙皇政府批准了关于《 俄国人与外国人

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政府颁

布的第一道远东移民法令。该法令总的原则是国家鼓励无地农民

和其他阶层的实业人员自费迁移到阿穆尔省和滨海省 其主要内。

１８５６年建滨海省，包括阿穆尔河下游地区、萨哈林岛及勘察加地区，首府设在尼古拉

耶夫斯（克 庙街，１９２６年起称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１８５８年１２月建阿穆尔省，

首府设在布拉戈维申斯（克 海兰泡），管辖区域包括阿穆尔河左岸自外贝加尔省和雅

库特省边界至乌苏里江口和滨海省的新界。鄂霍次克区也划归滨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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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不少于１５户家庭的移民村社，每户移民可得不超过１００俄

亩的土地；位于乌苏里江上游的地段归整个移民村社永久或长期

使用，村社有权将份地出售给不少于 １５户家 在庭的其他村社。

其他地区，划拨给移民村社的地段可作为私产或无偿使用２０年，

但无权出售或转让。移民也可以按每俄亩３卢布的价格将分得的

地块购为私有。１８８２年１月，该法令有效期延长１０年，期满后

再次延长了１０年。

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７日，俄国参政院又发布一项法令，进一步扩

大对远东移民的优惠政策。根据此法令第１０条的规定，所有自

费迁移到远东的人可免除１０次征兵服役义务、终身蠲免人头税，

只是在自该法令颁布之日起的２０年后需交纳土地税。此法令一

直实行到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７日颁布新移民法令之时。

当时，移民们是乘坐马车、雪橇沿着那条颠簸不平的原始驿

路莫斯科一西伯利亚大道赶往太平洋沿岸的，路上通常需１４个

月之久。比如在某年４月，迁移者从位于欧俄南部的沃罗涅日省

出发，中途要多次停下打工挣钱，有时也会因霍乱等疾病的蔓延

而暂缓前行。他们一般要在外贝加尔省的村庄度过寒冷的冬季，

次年６月才能到达位于滨海地区南部的南乌苏里边区。漫长而费

用昂贵的旅程使移民遭遇诸多磨难。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移民

中只有半数可至南乌苏里边区。有的家庭甚至历经１０年漂泊才

到达远东。

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远东移民主要来自维亚特卡、彼尔姆、

坦波夫、沃罗涅日、奥尔洛夫等国内２０个省，他们大多是在西

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定居后二次迁移，来到远东。主要落

．　
卡布赞①［苏］ ：《 １７世纪至２０世纪初的远东边区（ １６４ １９１７）：历史人口

概述》，莫斯科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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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点则是距离国家中部省份和西伯利亚省份较近的阿穆尔省，农

业移民也好，非农业移民也好都落户于此。滨海地区尚未成为远

东的主要垦殖区。在１８５８—１８６９年阿穆尔地区和乌苏里地区并

入俄罗斯的初年，阿穆尔省移民为６８６７人，滨海省仅２６９３人。

远东开发的成绩集中表现在阿穆尔省。１８６９年该省已成为远东

边区的粮仓，食品和蔬菜不仅达到自给自足，而且向滨海省甚至

外贝加尔省等邻近地区大量供货。滨海省的情况却截然相反，粮

食和蔬菜严重短缺，原因是这里驻扎许多军队，农业人口比较

少。

由于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基础条件差，最初的移民在安置和

发展生产方面均面临许多困难。１８６３年３月３日，《 圣彼得堡通

讯报》发表了一篇札记，其中讲述的是一些农民从欧俄迁移到阿

穆尔省后的贫困状况。移民们分得的土地处于不适宜居住的多石

地带或沼泽地带。好在经当地政府部门准许，部分居民搬到乌苏

里江附近肥沃的土地上居住，他们对官员们感激之余，只希望政

府部门对剩下的１５００多名移民也能够给予关照。远东地方当局

将农民们提出的这一要求委托给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布谢①

办理。正是从这时起，布谢同远东滨海地区移民事业结下了不解

之缘。布谢的任务是组织其他志愿者迁移到兴凯湖一带居住。在

兴凯湖一带工作的１７天，在沃罗涅日村等滨海地区第一批俄罗

斯村落里，布谢发觉这里的工作一塌糊涂，给移民发放贷款不及

时，有些村庄所在的地方根本不适于居住。比如，罗曼诺夫卡村

建在沼泽地带。布谢安排这个村的居民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

①布谢（ １８３８—１８９６），阿穆尔边区研究会第一任会长（ １８８４—１８８９）、南乌苏里移

民局局长。１８９３年退休后潜心撰写《 １８８３—１８９３年农民经海路向南乌苏里边区

迁移》一书，总结自己在乌苏里地区的活动。他在远东几乎生活了３０年，在远

东民族、考古和语文学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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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建立了米哈伊洛夫卡村，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移民们的家

乡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同名村。

在自行迁到阿穆尔地区的移民当中有许多旧礼仪派、莫罗勘

派、反正教仪式派等遭受迫害的教徒，他们成为远东南部地区经

济开发先行者中的一员，在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史上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他们之所以向往偏远的东部边疆，一是为了寻找农

民的乌托邦国度 “ 清水之地（” ），逃避服军役等

义务，也有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原因，更多地是为了追求宗教自

由。他们尽力寻觅僻静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尽可能回避当地官

员、东正教神父和东正教教民，可以获得宗教自由。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旧礼仪派教徒一般不跟其他教派教徒杂

居，而是居住在独自的村子里。他们的主要居住区位于布列亚

河、结雅河 及其支流别拉亚河和托木河地区。远东地区的第

一批旧礼仪派教徒来自邻近的外贝加尔地区，他们是叶卡捷琳娜

二世时代全家徙居到外贝加尔的旧礼仪派教徒的后裔。随后，另

教堂派和反教堂派的各个分一部分旧礼仪派教徒 支从外贝加

尔地区、叶尼塞斯克省、彼尔姆省徙居该地区。１８６５年，阿穆

尔省结雅一布列亚地区共有１０个旧礼 １８８３年，仪派村屯。１８６６

旧礼仪派教徒不断向阿穆尔地区迁移，并且建立了许多村屯。

在远东地区大多数旧礼仪派教徒和莫罗勘教徒的生活水平迅

速提高，１９世纪政府提供给移民的各种优惠在这方面起了一定

作用。旧礼仪派教徒和莫罗勘教徒日常生活、劳动和文化传统、

进取精神的核心是宗教哲学观。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劳动是拯

救灵魂和自我教育的手段，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托付于人的义

务，这也正是莫罗勘和旧礼仪派村社理解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的

①即牛满江和精奇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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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旧礼仪派教徒重视经营、热爱劳动、相互帮助，大多数人

在若干年以后都富裕起来。他们素来自我封闭，但头脑灵活，具

有顽强的毅力。虽然在采用新技术方面不如莫罗勘教徒，但是他

们依然为自己赢得了好农夫的声誉。

旧礼仪派教徒与莫罗勘教徒大多组织性强、劳动效率高，努

力改变现状。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莫罗勘教徒在阿穆尔地区建立大

型面粉厂、碾米厂，向采矿场和军需部门供应粮食，还出售牲

畜，购买运输船只，沿阿穆尔河运送粮食和牲畜。正是在这些旧

礼仪派和莫罗勘教徒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类

型的远东人群体，即勤劳勇敢、精力充沛、善于经营的人。

旧礼仪派教徒在远东境内的迁移促进了阿穆尔沿岸地区原始

森林地带以及滨海地区的开发。随着东正教农民移居阿穆尔省和

东正教会对旧礼仪派的进攻，许多旧礼仪派教徒，特别是其中十

分虔诚者不愿违背教规跟异教徒交往而成为不洁净的教徒，不愿

堕入“ 反基督者”之网，他们有时整个村社离开住惯了的地方搬

到别处，甚至到密林深处寻找家园。这样，旧礼仪派教徒在无形

当中成为远东那些人迹罕至地区的开拓者。这对当地政府来说有

利而无害，因为旧礼仪派教徒实际上是在自己花钱开发新土地。

正是这种内部迁移为阿穆尔地区的一部分旧礼仪派教徒移居滨海

省创造了条件。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第一批旧礼仪派教徒来到滨海地区。后来，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 世俗”移民落户于旧礼仪派教徒的村落，他

们迁到了更加荒凉的原始森林地带，即乌苏里江、刀兵河、伊曼

河（ 乌苏里江支流）和注入日本海的河流区域。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他们已在这里建起了众多的居民点。

虽然１８６１年出台的远东移民条例十分优惠，但是在整个俄

国历史条件下，该法令并没有能够带来十分显著的效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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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１—１８８１年间，只有１６８４３人迁移到俄国远东地区，年平均移

民８０２人。该阶段，远东移民运动带有自发性，移民人数较为稀

少，在整个西伯利亚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３．８４％。造成这

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交通不便、路费昂贵等客观因素。远

东地区距离欧俄人口相对过剩地区遥远又没有便捷的铁路交通

线，向远东迁徙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大多数人拿不出那么多

钱。来自欧俄的移民大多数就近定居在西西伯利亚的空闲土地

上；另一方面是俄国政府没有给予移民们实质性帮助，在远东边

区采取移民措施方面不够果断，同时也跟欧俄地区整个移民运动

缺乏活力有关，这主要受农奴制改革不彻底的影响，俄国农民缺

少外出的自由度。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远东地区的人口增长主要依靠非农业人口

的流入，农业移民的比重急剧下降。到７０年代末，农业移民减

少到最低点。

二、海路移民阶段（ １８８２—１９０１）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对远东移民事业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１８８２年俄国出台了海路官费向远东南乌苏里边区移民的措施，

以此为始端，远东移民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海路移民阶段。

直到１９０２年中东铁路接近完工的时候，远东海路移民才最终被

铁路移民所代替。

（ 一）海上环球线路的开辟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俄两国政治关系急剧恶化，主要是因为

伊犁事件引发的。６０年代，浩罕国 派阿古柏率兵侵入中国新

疆，占领喀什噶尔。沙皇俄国借口“ 安定边境秩序”，悍然进兵

１８世纪初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封建汗国。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17

中国伊犁地区，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１８７５年清政府任

命陕甘总督左宗棠（ １８１２—１８８５）为钦差大臣，负责收复新疆。

次年，左宗棠率军进入新疆。在当地各族人民支持下，不到两

年，清军便击溃俄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通过１８８１

年签订的《 中俄改订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地区及其南境的领土，

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领土仍被俄国割占。在中俄关系紧张的情况

下，俄国政府意识到，要想在远东南部地带站稳脚跟，必须迅速

增强远东的防务。为了就地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问题，必须建立

俄罗斯人的粮食生产基地，为此迫切需要增加乌苏里边区的人

口 。

远东与欧俄海上航线的开通为远东垦殖创造了客观条件。滨

海省面积约１６０万平方俄里，包括现在的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

克边疆区、勘察加州和萨哈林州。这里是远东最适于发展农业的地

方之一，可是这里的移民进程十分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

落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前，这里只有纵横交错的河道和一条孤单的

莫斯科一西伯利亚驿路，修建铁路似乎还是遥远的事情。俄罗斯居

民从国家中央地带向远东边区迁徙相当困难，必须穿越茫茫的西

伯利亚大地，这不仅需要漫长的时日，而且花费巨大。因此，无论谁

做这样一件苦差事，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魄力。

当时，修建铁路之事尚在讨论过程中。不少人建议，通过海

上环球线路从欧俄向远东运送移民，因为这是最经济、最便捷的

一条迁移线路。经海上环球线路，移民们即可在短时间内迁到滨

海地区，一个农忙季节也不会耽搁。１８７９年，“ 志愿商船队”

１８７８年俄土战争结束，英俄在中、近东争霸斗争愈演愈烈。俄国采取募捐办法

集资购买５艘德国快速商船，用以改装成辅助巡洋舰。英俄危机过后，这些船

只组成一支商船队，名为“ 志愿商船队”，担负远东同欧俄及邻国间的海上运输

任务。此前，俄国远东海域的航运基本被国外公司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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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诺夫哥罗德”号将发配到萨哈林岛的大量苦役犯运抵远东。

这次经海路向遥远的东部运送大批人马的试验成功，俄国政府遂

决定利用强大的“ 志愿商船队”从欧俄向远东边区运送移民。

１８８０年“ 莫斯科”号轮船开辟了黑海港口敖德萨至符拉迪

沃斯托克的航线，这堪称远东开发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远东

与欧俄之间有了较为便捷的交通联系，农民以及一些渔猎人员和

指望在东部地区投资做生意的商人纷至沓来，远东移民运动步入

一个崭新阶段。

（ 二）远东海路移民政策的出台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中俄边界紧张状况日益加剧。清政府采

取积极步骤加速向东北地区移民。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９日，东西伯利

．　亚总督、总参谋部中将 ．阿努钦致电内务大臣时称“，加速

解决南乌苏里边区移民问题极其必要，⋯⋯任何迟缓都将给我们

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当时，在首都圣彼得堡也接二连三地召

开会议，商讨对远东边境地区的保护措施。阿穆尔沿岸边区各省

高级官员的任免、符拉迪沃斯托克被划为独立的督军区及紧随其

后的行政改革即是远东边界保护措施中的主要具体环节。

１８８２年，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提议由国家出资组织向远

东的海路移民，俄国政府予以采纳并陆续颁布一系列有关远东的

专门法令。同年６月１日颁布的《 官费移民南乌苏里边区》条例

便是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移民法令。该法令规定，“ 自

１８８３年起三年之内，每年从欧俄各省份经海路迁移２５０户居民到

该地区。移民途中一切花费、口粮及工具供应，以及在定居地点

发放的安家费等一切开支均由国家担负，不需偿还”；“ 移民拖欠

未缴的税款和赎金，一律免除，不需村社负责；同样，移民拖欠

”；村社和地方的税款，也予以豁免 每户移民可得１００卢布安家

费、两匹马或两头牛及初播种子和农具等。与１８６１年法令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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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年海路移民条例在提供更多优惠条件的同时，加强了对移

居者的组织和资助。为了使该法令取得良好效果，政府还采取一

系列具体措施，如为移居者提供严格的医疗保障、推广农机具、

鼓励妇女迁居远东以调节移居者的性别比例等。

俄国内务部指定，海路官费移民的首选对象是切尔尼戈夫及

波尔塔瓦、哈尔科夫等左岸乌克兰省份的农民。最主要的原因，

一种说法是乌克兰不同于俄国中部省份，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

个体农业，农民在必要情况下有权出售自己的地块。这一点通常

是俄国普通村社农民所做不到的。在俄国中部地区，村社还是牢

不可破的宗法制农民基层组织，凡打算迁走的人只能无偿将份地

转交给同一村社的农民，这给他们在迁居后置办家业带来资金等

方面的困难；另一种说法则是，左岸乌克兰靠近俄国南方港口，

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相当大比重，农民缺少土地和人口过剩的状况

日益加剧。由于工业欠发达，贫苦农民难以找到养家糊口的可靠

来源。另外，农业与国家财产部大臣阿·谢·叶尔莫洛夫的个人观

点也起了一定作用。１８９５年，这位大臣在赴西伯利亚考察过程

中看到很多乌克兰人，他在同年致沙皇的呈文中进一步表明了自

己的看法。他认为，小俄罗斯人（ 指乌克兰人），特别是波尔塔

瓦人和切尔尼戈夫人是最佳的殖民分子。俄国政府竭力减少乌克

兰人向国外的迁移也是组织乌克兰人沿海路向远东地区迁移的需

要。向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迁移的大多数乌克兰人正是定居远东地

区，到１８９７年，远东地区乌克兰人已经达到６．１５万，在远东人

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为６％，超过乌克兰人在西伯利亚人口中所

占的比（重 ４％）。

１８８２年俄国政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专门设立了南乌苏里移

民局。起初，该机构仅负责南乌苏里边区的移民事务，１８９６年

后其管辖范围扩及整个远东区域。该移民局一直存在到１８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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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缺少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人们向外迁移的欲望不断增加，

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和移民局计划活动的开展使移民的迁移

变得容易。从１８９６年起，俄国政府开始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指派

移民事务专员，向移民户发放少量贷款和生产工具。１８９９年俄

国政府改组了南乌苏里移民局，增加了为移民划拨地块的土地丈

量员。

（ 三）远东海路移民情况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南乌苏里边区的海路移民是同远东边区著

名社会活动家费·费·布谢的名字分不开的。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布谢

在圣彼得堡准备有关农民向南乌苏里边区迁移的草案。１８８２年７

月４日，他就任南乌苏里移民局局长。８月６日，他亲抵黑海港

口城市敖德萨，准备从这里同移民们一道远涉重洋驶往远东滨海

地区。来自切尔尼戈夫省的１７名农民已经在这里等候着他，８

月１５日“ 下诺夫哥罗德”号轮船启航驶往太平洋西岸。轮船在

途中耽搁了１２天，１０月２４日于金角湾（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抛

锚。布谢认为，“ 下诺夫哥罗德”号轮船贻误了时间，这给迁移

带来许多麻烦，这时滨海地区已见初寒，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降

雪，人们在选择住地时遇到不少困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布谢

花 费 ４０００卢布为移民们建起了医院，给这些移民更换上暖装。

１１月，布谢安排他们乘坐“ 叶尔马克”号帆船到达绥芬河河口

一带，然后从这里再向滨海省腹地行进。

切尔尼戈夫省农民向南乌苏里边区的迁移行动引起了不小反

响。比方说在戈穆斯尔县，同切尔尼戈夫省其他县相比，这个县

算不上贫困县，这里的大多数农民生活较为富裕。尽管这样，当

移民们途经该县时许多农民还是动了心思，纷纷到县警察机构和

乡政府详细询问，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们才可以迁移到远东乌

苏里边区并在那里获得肥沃的土地。在邻近的洛加切夫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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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闻讯后也作出同样的反应。

前往远东的首批海路移民始于１８８３年。移民们自敖德萨启

程，途经阿尔及利亚的赛伊达和索马里的瓜达富伊角，先后到达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新加坡，至台湾岛南端，再由日本长崎直

抵符拉迪沃斯托克，全程大约４０多天。南乌苏里一带因地理位

置优越而成为该阶段远东的主要移民区，阿穆尔省退居滨海省之

后。１８８３—１８８５年，经海路到南萨哈林的官费移民为４６９８人，

花费１００余万卢布。

当时，官费移民这一做法只是为了起示范作用，其积极实

施仅三年的时间，１８９５—１８９９年间稍有恢复。８０—９０年代，

俄国政府还积极鼓励自费移民，为此于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６日颁布

了一项移民条例。该条例同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６日颁布的移民条例

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１８６１年条例提供给所有移民（ 包

括外国人在内）的优惠，现在只有俄罗斯臣民方可享受。自费

移民需交纳最低安家费６００卢布作抵押金。１８８５年，随官费移

民一同出发的有４５户自费移民。翌年，海路自费移民增至１３１

户。 从１８８７年起，俄国政府扩大了资助对象的范围，规定海路

自费移居者可以得到部分优惠待遇，并可获得政府提供的安家贷

款，分３３年还清。

由于海路官费移民和自费移民条例的颁布及欧俄农民缺少土

地的问题严重化，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远东地区呈现出移民与开

发热潮。到２０世纪初，仅南乌苏里边区俄罗斯人的数量即超过

４．６万，这些居民主要聚居于兴凯湖附近的平原与绥芬河河谷地

带。

另外，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俄国内接连不断的饥荒和大范围的农民

［俄］翁特尔别格：《 滨海省（ １８５６—１８９８）》，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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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也促使远东移民流量逐年增加。１８９１—１９０１年间，远东移民

年平均７３７２人，为８０年代的２．８倍。来自乌克兰省份的移民比

例激增到７５．５％，白俄罗斯次之，中央农业区的移民占８．１％，

其他地区占５．９％。　１８９１年在滨海省移民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来自

中央工业区（ 下诺夫哥罗德省和弗拉基米尔省）的移民。

徙居远东的旧礼仪派教徒同老家的邻里乡亲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人们从他们那里获悉，在阿穆尔地区能够过上无忧的生

活，拥有很大限度的宗教自由。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一批又一

批旧礼仪派教徒迁移到阿穆尔沿岸地区。１８８５—１８９９年，阿穆尔

省旧礼仪派教徒增加了好几千人，几乎完全是靠新迁来的移民。

许多新的旧礼仪派村屯随之出现。还有许多新来的移民落户于同

一教派的老住户村。这些旧礼仪派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叶尼塞斯克

省、托木斯克省、伊尔库次克省、维亚特卡省、萨马拉省、萨拉

托夫省，特别是外贝加尔省。后者是旧礼仪派垦殖阿穆尔沿岸地

区的基地。外贝加尔地区的旧礼仪派后裔构成了旧礼仪派居民的

相当大的群体，独立建立了许多村子。其中一些人也同官方东正

教教民居住在一起。他们与东正教徒有通婚现象，旧礼仪派教徒

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其宗教的外部影响，将更多的东正教

徒吸引到自己的圈子里。同时，一些东正教徒也由于各种原因、

出于各样动机同旧礼仪派密切接触，甚至加入旧礼仪派。远东地

区的旧礼仪派教徒通常在生活上较为富足，而东正教徒的宗教活

动往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远离教区等等。到１９世纪９０年

代，阿穆尔省结雅一布列亚地区共建立了约３０个村子，不包括

个别建在远处丛林之中不为当地警察机构所知的零星小村落。旧

礼仪派教徒的村子分散于辽阔的原始森林地带，远离行政中心，

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宗教机构都无法掌握他们的确切人数和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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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远东移民运动第二阶段，该地区移民年平均２６０５

人。移民源出地基本上是乌克兰，特别是波尔塔瓦省，西伯利亚

中西部地区位居其次，移民亦来自白俄罗斯各省、中央农业省

份。该阶段以海路移民为特征，１８８３—１９０１年，共有５５２０８户家

庭通过海路迁移到南乌苏里边区，其中７０２９户（ １２．７％）为官

费移民。

此阶段，远东移民运动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尽管移民规模

在大幅摇摆，移民速度却较以前明显加快。远东的垦殖属农民垦

殖，人口增加主要依靠来自乌克兰省份和中央农业省份的农民。

虽然非农业移民人数（ 特别是在阿穆尔省）快速增加，但其比重

急剧下降。１８９５—１９０２年间，俄国政府从欧俄和外贝加尔省向远

东迁移哥萨克，但是这不过是临时性的措施，仅具有次要意义；

二是海上线路的开辟改变了远东移民运动的地理重心，滨海省南

乌苏里边区变成远东的重点垦殖区，阿穆尔省退居第二位；第

三，俄国政府给予远东移民事业以更多的关注，并加大了对远东

移民的扶持力度，远东移民开始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官费移民措

施具有示范性，目标是带动更多的人徙居远东。

三、铁路移民阶段（ １９０１—１９１７）

１９００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外贝加尔区段如期建成通车。该

区段穿越勒拿、阿穆尔水系和外兴安岭，从位于贝加尔湖东岸的

梅索瓦亚站延伸到斯列坚斯克。此后，来自西边的移民们可以沿

铁路到达斯列坚斯克，然后再乘轮船或木筏沿石勒喀河和阿穆尔

河前行。１９０２年中东铁路接近完工，从这一年起远东海路移民完

全停止，人们从西部向滨海省迁移基本上经由铁路，同时迁移到

阿穆尔省、滨海省北部以及南乌苏里边区的移民完全是自费移民。

１９、　２０世纪之交，特别是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前夕，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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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远东移民政策多次进行重大调整。

在１９０１年以前，大多数移民到达远东后，立即加入老住户

村社，每户分得１００俄亩份地，还可以得到一些耕具，拖欠的债

务和税款悉数免除，在落户后的５年之内免缴国税。但是，按照

政府规定，只准许经济上较有保障的农民向阿穆尔省或者滨海省

迁移，每个迁移户要带到新居住地不少于６００卢布资金，以购置

必要的生产工具。

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２日俄国政府颁布《 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建立

移民地段的临时章程》，废止了１８６１年３月３６日出台后沿袭４０年

之久的远东移民条例。根据此章程，自１９０１年起，移居到远东地区

的农民，其份地额度缩减为每个男性１５俄亩，包括林地在内（ 这同

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的移民份地额度接近）。同时，移民所享有的优

惠待遇也相应减少。此后迁入远东的移民被称之为“ 新住户“”。新

００俄亩“的 老住户”，他们无权择地，必住户”有别于占地１ 须住在指

定地点。由于最好的土地已被“ 老住户”占据，等待“ 新住户”的只有

贫瘠或耕作条件差的森林和沼泽地块。

尽管土地分配额度下调，但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位于远东的

两个区段乌苏里铁路（ １８９７年）与外贝加尔铁路相继竣工，

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远东的移民数量，特别是滨海省的移民数量有增无

减。这与同期西伯利亚移民运动的总体情况恰好相反。受欧俄农

民运动高涨及日俄战争的影响，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西伯利亚移民数量

显著减少，年平均仅有２万人。另外，从１９０２年起，远东移民

完全是自费迁移，只有那些家产不少于６００卢布的人方可获准迁

移。因此，迁往远东的移民同迁往西伯利亚各省的移民相比，生

活上较有保障，其成分中多为中农和富裕农民，几乎没有贫农。

俄罗斯远东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开发始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

期，当时主要是土地开发。这一时期的远东移民运动是同斯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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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斯托雷平领导的土地改革一方面通

过解散村社、培植富农阶层的办法维护沙皇统治，另一方面则通

过向东部大量移民的方式消化欧俄地区因土地高度集中及解散村

社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前者虽然收

效不大，但移民运动却规模空前。

沙俄时代远东移民运动的高峰期是在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即斯

托雷平改革初年。期间，阿穆尔省、滨海省的移民人数分别占

１９０６—１９１６年两省各自移民总数的６１．５％和６８．９％。为了加紧

向远东边区移民，１９０７年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宣布鼓励人们

向国家最东部的边疆地带迁移，迁移者享有优惠待遇，无须事先提

出申请。这使远东地区移民人数骤然增加。１９０７年，有１０４２５人迁移

到阿穆尔省，比１９０６年多７７４５人，有１０５１５户总计６１７２２人迁到滨海

省。这一年是沙皇时代滨海省移民史上创记录的年份。在其他任何

时期到这里来的新住户都没有达到这么大的数量。

面对突如其来的移民浪潮，特别是移民向滨海省的大量涌

入，远东地方行政当局因招架不住而乱了手脚。沙皇政府遂决

定，自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５日起，向远东迁移的人必须事先提出申请。

这种情况以及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导致远东移民运动急转直下。

移民人数不仅开始大幅跌落，而且回迁比例猛升，１９１０、　１９１１两

年分别达到３６％和６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批农民赶

赴前线，西伯利亚大铁路承揽了运送军队的任务，加之政府取消

了移民乘车的优惠待遇，远东移民运动虽在继续，但人数锐减。

阿穆尔省移民在１９１４年尚有１８０２９人，１９１５年减至５６７５人，

１９１６年仅１５７３人。

①［苏］安·伊·克鲁沙诺夫主编：《 １９—２０世纪苏联远东农民简史》，符拉迪沃斯托

克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　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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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贷款上，俄国政府给予远东以特殊关照。１９０８—１９１２

年，政府向 卢布，向远东移民提供的贷款由２００卢布增加到４００

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移民提供的贷款由６５卢布增加到２５０卢布。

虽然政府提供给移民户的贷款限额在提高，可是这些钱本来就不

足以安家立业，何况移民能够拿到手的又很少，而且政府通常要

分几次进行支付。由于缺少资金，多数移民在新土地上所面临的

依然是残酷的现实。

关于远东阿穆尔沿岸区的移民情况，俄国地方自治局主席

格·叶·李沃夫公爵 直言不讳地描述道：“ 与世（ １８６１—１９２５）

隔绝，如在荒岛，周围是原始森林中的沼地草丘、布满沼泽的

河谷和山丘，这种野人般的生活、劳动和谋生条件，自然会对

那些意志薄弱的贫困移民有很大压力。他们为了安置简陋的住

所，刚一开始同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就耗尽了自己原有的一

点点精力，因而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坏血病和伤寒侵袭着

疲惫不堪的机体并将它送进坟墓。１９０７年，许多村落的死亡

率 当然，这段话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竟达２５％—３０％。”

能代表远东移民状况的全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们

的艰难处境。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俄国政府也在计划开发亚洲俄罗斯

的东北部地区，为此于１９０９年建立了堪察加省，萨哈林省也从

滨海省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省。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只有为数不

多的农民迁到勘察加一带。

在整个斯托雷平改革时期，远东移民共计２６２１９２人，年

俄国自由化贵族的代表，１９０３年成为地方自治局主席及国家杜马代表。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全俄地方自治局联盟主席。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出任临

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７月被亚·费·克伦斯基取代。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

《 列宁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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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２３８３５人，比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高出５．５倍。远东移民成分也

发生变化，１９０５年以前移民基本上是中农。按照当时农民们

的说法，“ 富者无须迁移，穷人则无条件迁移”。自１９０６年起，

向远东大举迁移的是那些拥有两三俄亩土地的贫困户。同

１８８３—１９０５年一样，１９０６—１９１７年远东移民主要来自乌克兰

省份。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同１８８３—１９０５年相比，１９０６—１９１７

年来自乌克兰的移民人数增加了，但是乌克兰的比重却从

６３．３５％减少到５６．２５％，即下降了７．１％。与此同时，来自国

内其他地区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俄国所有省份都有人迁移到

远东地区。

当然，１９世纪下半叶，许多手工业者、农闲季节出外打工

的农民、从欧俄地区约聘的大批熟练工、各类苦役犯和流刑犯、

退役的及受处罚的下级军官等也参加了俄国远东的开发。一些士

兵和海员留在远东某些车站附近和工人村及个别农民村社常住，

并且享有一定优惠。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线经由中俄边

界，沙皇政府还抽调了部分顿河哥萨克、奥伦堡哥萨克、乌拉尔

哥萨克和外贝加尔哥萨克戍守边境。

第二节　　俄国远东地区的外国劳务

在远东地区，除来自欧俄及西伯利亚中西部的移民之外，国

外移民也占一定比例，这是其人口状况及移民运动有别于西西伯

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的突出特点之一。

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对俄国远东地区的开发意义并不大。

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６日俄国颁布《 俄国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

省定居条例》之后，受优厚条件的诱惑，有数百名德意志人和捷

克人移居阿穆尔地区。１８６８年，俄国曾准备在纳霍德卡（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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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地区辟建芬兰侨民区。１００多名芬兰人购

买了一艘船，带上一应俱全的生活必需品，于１８６９年春抵达这

里。后来，他们因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感觉事事不如意而各奔东

西，成了远东边区匆匆的过客。１８７１年该侨民区被撤消。俄国

还试图从美洲大陆迁来捷克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德意志人，

但是最终同样未能获得成功。２０世纪初，远东地区来自欧洲国

家的移民仅占远东国外移民总数的２％。

中国、朝鲜和日本等亚洲邻国的居民构成俄国远东地区国外

移民的主要成分，在远东边区的经济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劳务

清代后期，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土地状况日益紧张。为生活

所迫，许多平民百姓向外逃散，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或者在自然灾

害时期，人口迁移活动十分频繁。有的人在国内迁移，有的人则

漂洋过海，如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东南亚等地谋生。当时流传的

一句俗语“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就是中国人逃荒避灾的真

实写照。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仅江水之隔，彼此间有着传统的

经济往来，阿穆尔沿岸区和滨海地区被辟为重点移民开发区，其

开发建设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自然成为华工流动的一个目

标。

（ 一）俄国远东地区华人的一般状况

在俄罗斯远东的外国劳工中，中国劳工的人数最多。１９世

纪６０年代，俄国开始加紧开发远东边区，建城镇、铺设道路及

通讯线路、修建港口、创办工厂、发展农业。远东开发渴求大量

劳动人手。当时，从相距遥远的欧俄省份补充劳动力费用过高、

花费时间较长，而在邻近的中国有大量破产农民因找不到职业而

忍饥挨饿。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内地省份，有关在俄罗斯远东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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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活儿干的传闻不胫而走。中国务工者便成群结队或只身一人来

到远东滨海和阿穆尔沿岸地区。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工主要来自中国东北和山东省，而且来

自中国东北的华工中有一半原籍是山东省。在山东省，山地、丘

陵约占总面积的３／５，黄河经常泛滥，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亦

频繁发生。这里是当时中国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土地紧张状

况十分严重。黎民百姓度日如年，出外逃荒的现象相当普遍。俄

国远东成为山东青壮劳力出外谋生的一个目的地。地处渤海之滨

的芝罘 曾是赴俄罗斯远东地区华工的主要集结点。华工赴远

东地区通常是通过俄国驻中国代办处组织起来的，也有自己单独

行动的。他们乘船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者投乘坐火车经满洲里到

俄罗斯远东。

中国赴远东的打工者一般是季节工。每当春暖时节，他们背

起行囊上路，到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便带着自己的血汗钱踏上

回乡之旅。他们穿梭往来于中国北方与俄国远东之间，犹如涨潮

和落潮一般，也如同候鸟一样。他们抛家舍业，来到异国他乡，

只希望能多挣一点儿钱，挣到两三百卢布便回老家，其中在远东

娶亲和接受东正教的人不多。

由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心理和民族文化等一系列因素

的影响，俄国远东境内中国人越来越多。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滨海省

和阿穆尔省境内有６３００名定居的中国人和２０００—３０ 名中国籍００

．　 ．纳达罗夫受阿穆尔流动人口。 沿岸地区行政部门委托专门

研究了乌苏里边区的中国人情况。根据他的研究，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年，中国人流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规模还不大，１８６８年共有１８

人。自７０年代，该市的中国人数量迅速增加，１８７１年为５０人，

今烟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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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年为９９人。１８７３年西伯利亚军区舰队基地从阿穆尔尼古拉

耶夫斯克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符拉

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数量每年增加１１０—２０５人。到１８７９年，该

市共有１１９６名中国人，１８８４年这里的常住中国人已达３０００名。

在乌苏里边区，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内，１８８５年中国常住人

口数量超过１万人、流动人口数量为４０００人，此时这里的俄罗

斯居民为３万左右，即这里俄罗斯人与中国常住人口之比为３：１，

加上流动人口则为２：１。

俄罗斯在远东开发过程中对吸引国外劳动力发展工业及整个

经济有着客观需求。尽管沙皇政府花费很多资金从内地省份向远

东地区迁移人口，远东地区还是跟以前一样劳动力极端匮乏。特

别是在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之交，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的人口状

况反差愈加强烈。１８９３年阿穆尔省、滨海省和外贝加尔省总人

口为９０．　 ８４（万 外国臣民占３．　 ５５万，其中包括２．　 ８９万名中国

人、５５００名朝鲜人、７００多名日本人、约５００名欧洲人），而与之

毗邻的中国东北省份人口数量已经超过１３００万，俄国远东与中

国东北人口的大致比例为１：１５。由于清政府从华中、华东和华

南加紧向东北边疆地区移民，东北地区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和无

地化不断加重，自由劳动力的数量迅速增长。上述状况促使更多

的中国劳动力涌入俄国远东地区。

许多中国人在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农业，还采集海参、海白菜

和人参等。金角湾一带出产海参，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城市的中

文名称“ 海参崴 ，意思是“ 海参之湾”。海参是中餐里的美味佳”

转引自［俄］塔·尼·索洛吉娜：《 中国公民在俄罗斯远东的经营活动及阿穆尔沿

岸边区行政当局的政策（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鄂木斯克１９９９年版，第

３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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肴和珍贵药材，采集海参是很赚钱的营生。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数百名中国劳务来俄罗斯远东采金

场做工。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区段以及一

些要塞、营房等军事和交通设施项目建设中亦开始使用中国劳

工。可以说，凡是需要重体力劳动的地方都能够看到中国劳工的

身影。华工对劳动和生活条件没有过多要求，报酬比俄罗斯劳务

低。俄国工人工资比中国人高０．　 ５—１倍，甚至干农活前者的劳

动报酬都比后者高出２５％—３０％。华工的消费也比俄国工人低

得多，俄国工人月消费２３卢布，华工的月消费只有８个卢布。

因此，俄国远东的私人业主愿意雇佣他们。

如果没有中国民工的参加，乌苏里铁路的建设简直不可想

象。１８９１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区段破土动工。为了尽量

限制华工的数量，将俄国劳动力引入本地区，俄国铁路建设部门

曾试图从欧俄招募本国劳务，这一举措得到远东地方政府的大力

支持，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伙从敖德萨来的俄国工人

还未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散了伙，另一伙俄国工人只在铁路建设

工地上干了一段时间就罢了工。到头来，乌苏里铁路建设者主要

还是来自中国山东省的劳动大军。每当春季来临的时候，满载着

山东劳工的轮船自芝罘起碇，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年他们

的人数高达一万多。中国劳工奋战在铁路建设的各个角落，他们

挖土方、架桥梁，修建车站票房、营房、看守房，为乌苏里铁路

的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市政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建设部等滨海地区的官方工程中，中

国民工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总之，到十月革命前，在远东经济开

发中华工涉足的领域已经十分广泛，包括采矿、交通与通讯、建

筑、贸易、服务业和农业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在采金部门，华工

人数占相当大的比例。１９１３年华工占远东采金工人总数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32

的８７．６％。

（ 二）远东地方政府对当地华人的管理

１８６１年改革之初，来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数量不是很多。

远东经济和军队的粮食供给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俄罗斯移民

过来的人数比较少，俄国行政当局感觉中国人的存在对它们来说

有好处，因此对中国人在远东边区的流动和活动情况管理得相对

松弛。在近２０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当局甚至没有把中国人在俄

罗斯领土存在当回事，认为这只不过是局部的、临时性的现象。

然而，当滨海地区和阿穆尔地区中国人的数量达到数万时，俄国

政府才不得不抓这个问题。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俄关系因伊犁事件而急剧

恶化。俄国政府密切注视中俄边境地区的动向，特别关注远东阿

穆尔省和滨海省的防御，因为当时这里居住着许多中国人。

１８７９年东西伯利亚总督在工作报告中称，以前东西伯利亚

从来没有被当做可能同中国之间发生战事的场所，这里“ 驻军人

数不多，不足以应付大的战事。”对俄国政府而言，应当尽快使

俄罗斯人对这些刚刚并入俄国不久的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并且调

整同俄国境内的中国臣民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阿穆

尔沿岸地区行政当局开始就如何对待当地中国居民的问题进行对

策研究。

１８８４年６月以前，阿穆尔沿岸地区隶属东西伯利亚总督辖

区，俄罗斯政府部门未能实施一套完整的措施对境内的中国人进

行有效控制和管理。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远东国际政治形势，加

强对远东地区的治理，１８８４年６月从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中分出

独立的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包括滨海省、阿穆尔省和外贝加尔

省（ 外贝加尔省于１９０６年又划归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管辖）。阿

穆尔沿岸总督辖区直属内务部，行政长官由沙皇委任并拥有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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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限，府邸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从此以后，俄国远东地方政府

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对境内的中国人加强控制。

．阿穆尔沿岸地区第一任总督兼军区司令 ．科尔夫上将

（ １８８４—１８９３在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实行票证制度，统计

远 制东境内的中国人数量。这是滨海省督军约·加·巴拉诺夫

定的对远东地区华人的管理办法。１８８４年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

行政当局通过了向中国臣民发放俄罗斯票证办法的暂行条例。按

照此条例，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被分成两类。在１８６０年前

即已生活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属于第一类，在远东地区的

其他中国人属于第二类。前者得到无限期的票证，只缴纳印花

税。后者要在特定地点交纳３０戈比护照签证费，可以在自获得

签证之日起一个月内居住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签证到期时，需交

纳１卢布２０戈比领取俄罗斯票证。逾期者要处以罚款，无票证

者将被遣送回国。这项暂行条例于１８８５年５月１日开始在滨海

省生效，１８８６年８月１日在阿穆尔省实行。后来，这项措施得到

国家杜马的肯定，有效期一再延长。

１８８６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一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建议只接

收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居住时间不少于５年、剪掉辫子和娶俄罗斯

人为妻的那些中国人为俄国公民。俄国远东移民政策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是排挤外国人尤其是华人势力的政策。为了削弱华人在

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１８８６年沙俄政府决定，把所有居住

在远东地区腹地的华人驱逐到边界地带。

第二项措施是建立俄罗斯远东华人社团组织。但是，１８９３

俄国总参谋部少将，１８８１— １８８１年曾任阿穆尔省督军。十月１８８８年在任。１８８０—

革命后流亡哈尔滨，为俄罗斯东方学家协会主席，从事科研活动，后来成为白

匪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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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谢·米·杜霍夫斯基中将接任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之后，地方最

高行政当局对在远东华人民族社团的态度开始转变，对该组织予

以解散。

１９１１年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发布命令，规定中国人无论从

事何种职业、居住多长时间，如未遵照规章购有居留证或持有

的拘留证已逾期者，一概不准居住，并严禁俄国居民向中国人

出租经营场所和住房。针对经常往来于中俄两国之间的中国边

民，俄国专门颁布了《 中国沿边居民过界暂行章程》。根据此

章程，中国边民需持中国官员所发俄文执照方可进入俄境，自

签证之日起三天为限，同时需缴纳税款７５戈比。对不经税关

查验处入境者或者逾期者课以罚金，甚至永远剥夺其领用此证

的权利。

１９１１年５月，尼·利·关达基担任阿穆尔沿岸地区行政长官，

他也是阿穆尔沿岸地区最后一任总督。他在远东移民开发政策上

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反对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在开发远东过

程中发挥大的作用，坚决主张远东人自力更生开发边疆、建设家

乡。在修筑阿穆尔铁路的时候，远东地方政府的态度也是很坚

决，决定不吸收廉价的国外劳动力，主要是中国劳工，而完全依

靠本国工人。关达基排挤华工的一系列做法在当时引起争议。一

些人认为，这一做法的出发点是肥水不养外人田，结果数千万卢

布没有外流，而是留在了俄罗斯，促进了远东地方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有许多人对关达基的做法非常不满。当时，在圣彼得堡

《 俄罗斯旗帜》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抨击文章，题为《 尼·

利·关达基对俄罗斯有害的活动》。文章指责他限制接收中国人，

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远东企业主不得不多花很多钱去雇人。

（ 三）黄种人问题

中国人问题在当时的俄罗斯被称作“ 蛮子问题”。１８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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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一次讨论会上，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兼军区司

．令 ．科尔夫归纳与会者的意见得出结论说，“ 毫无疑问，中

国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对于边区都是有害的。对这

些甩不掉的讨厌的人只能是忍耐。”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外贝加尔铁路和中东铁路已投入运营，中国

和朝鲜移民开始大量流入俄罗斯远东。从这时起，俄国政府就试

图通过从俄罗斯内地省份组织移民的途径解决“ 黄色威胁”问

题，然而却事与愿违。尽管国内移民人数越来越多，远东地区的

外国移民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俄罗斯移民中的富裕

农民马上开始雇佣廉价的外国劳动力。

．当时，俄国一些出版物发表大量反华论调。１９０６年，０．

缅格坚在圣彼得堡出版《 黄色威胁或中国人的涌入及其对白色种

族和黄色种族的影响》一书。１９０９年，《 西伯利亚问题》杂志上

连篇累牍地刊载此类文章，如科莫夫的《 黄种人与阿穆尔采金业

的工人问题》及巴诺夫的《 远东的黄种人问题》、《 远东的经济危

险》等。这些作者站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大肆宣扬“ 黄色

威胁”论，认为大批华工的流入对俄国工人构成竞争，也使远东

日益中国化。他们呼吁本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禁止华工进入远

东。阿·尼·库罗 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 俄中问帕特金将军

题》（ １９１３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他认为，“ 不通过战争，阿穆尔

沿岸地区已置于黄种人的权力之下，没有障碍，我们的远东边疆

在中国化，俄罗斯在亚洲大陆的处境如此令人担忧，俄罗斯不得

不等待着中国将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从俄国手中夺走，并且将俄

．国赶到贝加尔湖以西。”远 ．麦尔库罗夫以企业东大企业家

１８９８—１９０４年任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期间任俄国远东对日作战部队总司令，１９０５

年３月被撤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36

家联合会的名义宣称，“ 应当拯救俄罗斯在远东的事业。否则，

两至三年后将上演‘俄罗斯远东悲剧’的最后一幕。”“ 俄罗斯政

府、俄罗斯社会忙于芬兰、塞尔维亚、波斯事务，而对于远东则

泰然自若，像是日俄战争发生前的五年一样。”“ 黄色威胁”论得

到俄国中央和地方一些政府要员的支持。

俄国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在讨论问题时曾多次

提及“ 黄种人”问题。特别是远东滨海地区国家杜马代表在讨论

任何问题时几乎都触及“ 黄种人”问题。第三届国家杜马对“ 黄

种人”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１９１２年５月，劳动派杜马党团建议

“ 保护在远东的俄罗斯劳务不受中国劳务的竞争。”５月１０日，

布尔什维克机关报《 真理报》这样写道：“ 在当代经济生活发展

的情况下，出现劳动力从一方向另一方的经常性流动。如果贫困

驱使⋯⋯中国无产者来到阿穆尔，那么俄罗斯劳动者能够和应该

将中国人拒之门外吗？不，他们可以希望的只有一个，中国劳工

能够同他们一道同资本做斗争。为此，道路只有一条，即将俄罗

斯的和中国来的劳工联合成共同的组织。”俄罗斯社会各界进步

人士对来自中国的劳工态度是善意的。他们认识到，只是极端的

贫困才迫使中国人背井离乡，来到异国寻求生路。

２０世纪初，为了掌握阿穆尔河、乌苏里江一带中国人、朝

．鲜人、日本人的详细情况，俄国政府派遣了以 ．戈拉韦为首

的黄种人考察队。在俄国驻北京使馆的帮助下，这支考察队还被

获准赴中国东北地区了解中国垦殖情况。据统计，１９００—１９１０

年，中国进入远东境内的人数（ 季节工和其他目的）每年在

７．５—２０万之间波动。到１９１０年，约有１５万中国人成为俄罗斯

远东的常住居民，比１８９３年增加了４．２倍，他们在当地总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不 １９１７年，远东中国人人数达少于１２％。　１９０６

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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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华人在俄国远东经济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从事违法活动，如在林业、渔业等经

济领域中有盗窃和偷猎行为。中国人私下出售自制烧酒的问题也

很严重。这种烧酒对人体健康极为有害，俄国人称之为“ 迷魂

汤”。当地土著居民被灌得酩酊大醉后，便把所有家底都拿来换

酒。中国人在俄国远东的非法活动令远东地方当局大伤脑筋（ 在

苏联时代和当今的俄罗斯，这种事情仍然屡禁不止）。

二、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劳务

１８６０年《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与朝鲜成为一江

（ 图们江）之隔的比邻。朝鲜人最早出现于俄国远东是在１８６３

年，也就是乌苏里边区并入俄国版图的第三年。这一年，朝鲜

闹饥荒，许多朝鲜人不惜冒生命危险携家眷逃往俄罗斯远东寻

找活路，因为依照当时的朝鲜法律，偷渡国界者将被判处死

刑。

一开始，朝鲜人居住于毗连本国的滨海省波谢特地区，后来

搬到绥芬河河谷、兴凯湖附近的低地、伊曼河地带。１８６８—１８６９

年，朝鲜发生洪涝灾害，紧接着在北部地区出现严重饥荒。在这

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朝鲜人被迫向邻近的中国东北地区或者俄

国远东迁移。１８７０年，在中国鸭绿江北岸出现了２８个朝鲜族聚

居乡，到１８８１年定居在延边地区的朝鲜族移民已达一万多人。

１８７１年，有５００多人带着家属迁移到阿穆尔省，并在阿穆尔河支

流萨马尔加河口建立了布拉戈斯拉夫村。

朝鲜人向远东的迁移于１８７３年暂时中断，１８８４年重新恢复。

１８８２年初，整个远东共有１０７６１名朝鲜人，其中滨海省有１０１３７

人，阿穆尔省（ 布拉戈斯拉夫村）只有６２４人。１８８７年迁移到南

乌苏里边区的朝鲜人约２０００名左右，１８９０年为２０８人，１８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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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３４１８人。 据１８９７年人口普查资料，有２４３０６名朝鲜人在滨海

省居住，其中１１２１１人为俄国公民，而根据１９１５年资料，在远东

地区朝鲜人总数已达４．４万人，其中１．９万人取得俄国国籍。

人口过剩和经济负担沉重是朝鲜人向俄国远东迁移的最根本

原因。１９世纪下半叶，在朝鲜大部分省份，９０％的农民在苛刻

的条件下耕种地主的土地。特别是被日本侵占后，朝鲜百姓遭受

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深重。

同远东地区的中国人相比，远东地区的朝鲜居民有两个明显

特点。第一，他们迁移到俄国远东通常不是季节性和临时性的，

而是定居性质的。朝鲜移民中妇女比例较高。大多数朝鲜人都加

入俄国国籍，愿意接受俄罗斯的风俗习惯，改信东正教，让子女

学习俄语。俄罗斯远东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这一特点是由经济

和政治因素造成的；第二，他们在远东地区基本上从事农业劳

动。朝鲜人从俄罗斯移民和哥萨克那里承租土地，付给土地占有

者最低收成的一半。朝鲜人在远东边区农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

位。远东地区蔬菜和水稻种植完全由朝鲜人包揽。

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除了农业外，少部分朝鲜人开始从事

建筑、采金等行业。尽管在远东黄金工业中华工的劳动占主导地

位，当地企业老板不止一次地指出，朝鲜劳工的吃苦耐劳精神令

、俄罗斯人甚至中国人感到自愧不如，朝鲜劳动力价格较之中国人

或俄罗斯人都要低廉。远东许多金矿的经营只有在雇佣朝鲜人的

情况下才能维持。１９０２—１９０７年间，阿姆贡黄金工业公司使用了

许多朝鲜劳工，该公司采金量最大的时期正是朝鲜劳工数量超过

华工的时候。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远东采金业中使用朝鲜劳

①卡布赞：《 １７世纪至２０世纪初的远东边区（ １６４０—１９１７）：历史人口概述》，第

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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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工的情况见表５ 。

１表 ５ ２０世纪初俄罗斯远东采金业的劳务情况

．
资料来源： ．阿列普柯，《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俄罗斯远东的朝鲜民工》，载

［俄］《 东方与西伯利亚》，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２页。

从１９０１年起，俄国地方当局不再分给朝鲜人土地。相当一

部分朝鲜人从事海洋业、鱼品加工业、日常生活服务等等。他们

几乎都定居在滨海省。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跟以前一样，朝

鲜人在俄国远东主要分布于滨海省南乌苏里边区。朝鲜劳工价格

便宜、勤快、干活卖力气，因此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阿穆尔

沿岸边区各个经济部门广泛使用朝鲜劳工。

起初，俄国远东行政当局试图对朝鲜人的迁移行动稍加限

制，但是朝鲜人恳求不要将他们遣送回国。由于驻扎在远东的军

队需要农产品，远东各经济部门也需要大量劳力，在朝鲜人向俄

国远东迁移的最初２０年里，俄国地方政府并未阻止朝鲜人向滨

海省及阿穆尔沿岸边区迁移。１８６０—１８８３年，有１２５５２名朝鲜人

迁移到俄罗斯远东。朝鲜政府对俄国行政当局愿意收留朝鲜逃亡

的移民表示不满。１８８４年，按照朝鲜方面的主张，俄国开始对

朝鲜人入境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１８８４年６月２５日，俄朝双方经过外交谈判签订了汉城协议。

根据此协议，阿穆尔沿岸边区的所有朝鲜人被分为三类：（ １）在

１８８４年以前迁入、取得俄国国籍并且持有允其留在阿穆尔沿岸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0

边区证明的朝鲜人。这类朝鲜人共计９０００名左右，主要从事农

业，每个男性一般拥有１５俄亩土地；（ ２）　１８８４年以后来到远东

的所有朝鲜人。他们应当在两年内将自己的事情处理完毕，然后

回国。稍晚些时候，这些朝鲜人迁到了阿穆尔沿岸边区内地；

（ ３）临时来远东打短工的朝鲜人。后来，根据１８８８年俄朝双方

的一项协议，在１８８４年以后来到俄罗斯远东的朝鲜人也可以享

受俄罗斯国民待遇，可分给他们土地。

同时，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行政当局

．　并不总是准许朝鲜人从事生产劳动。 ． 在其翁特别尔格

《 关于农民、哥萨克和朝鲜人移居乌苏里边区过程》的报告中写

到，“ 朝鲜人不宜在滨海省边境地区作为殖民者，这里重要的是

有俄罗斯本土居民抵挡和威慑黄种人和平入侵，并作为我们在太

平洋沿岸军事和海军实力的支柱”。但是，在这份报告中根据实

际情况还补充道，“ 首先必须使边区的人口尽可能地密实起来，

哪怕利用取得俄国国籍的朝鲜人”。 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朝鲜

人居住在远东的危险性比华工要小得多。

迫于俄罗斯太平洋沿岸边境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俄国政府

开始限制朝鲜打工者在远东边区的规模。日俄战争结束后，受日

俄关系的影响，俄罗斯远东地方当局对该地区无俄国国籍朝鲜人

的态度发生很大转变。按照《 朴次茅斯条约》，朝鲜被日本独占，

朝鲜居民成为日本的臣民。许多反日的朝鲜居民流亡到中国东北

及俄国远东地区。朝鲜移民的大量存在引起俄国政府和远东当局

俄国中将、军事工程师。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在远东供职。１８８８—１８９７年任

滨海省督军，１９０５—１９１０年任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兼军区司令。著有《 滨海省

（ １８５６—１８９８）》一书，该书曾获俄国地理学会银质奖章。

转引自阿列普柯：《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俄罗斯远东的朝鲜民工》，载《 东方与

西伯利亚》，第３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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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担忧。为了促使朝鲜居民离开俄国东部地区，阿穆尔沿岸

总督辖区行政当局采取一系列不公开的措施，如禁止朝鲜人当雇

工和从事农业等。

１９０９年，居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非俄罗斯籍朝鲜人呈请

俄国大臣会议代表，允许他们在与中国人同等待遇的条件下当雇

工。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业主们也纷纷要求允许他们雇佣朝鲜人。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政府不得不满足了上述要求。

从１８８４年起，朝鲜人向俄罗斯远东的迁移明显增加。

１８８２—１９０６年，在远东的朝鲜人总数从１０７６１人增加到４０６８３人。

朝鲜人主要集中于滨海省南部（ 波谢特地区及整个尼科利斯克一

乌苏里县）。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约３５００人

左右，在尼科利斯克 有２０００多人。在滨海省朝鲜人有６万左右，在

阿穆尔省有４０００左右。１９１５年初，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多达７．２６万。

随后，由于俄罗斯军队征兵，很多朝鲜人开始返回祖国。

三、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劳务

日本领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而人烟稠密。北海道同萨哈林

岛咫尺之遥，１９世纪下半叶尚处于未开发状态。物产丰饶的俄

罗斯远东一直吸引着日本人的目光。日本人向俄国远东的渗透比

朝鲜人和中国人晚，在人数上比后两者要少。在俄国远东的大多

数日本人为从事渔业的季节工，主要活动区域是堪察加半岛和萨

哈林岛周边地带。在阿穆尔沿岸边区通常也有三四千名日本人，

其中有摄影师、理发师等。

萨哈林岛靠近日本，其附近水域海洋资源丰富，年复一

年地受到日本业主的关注。１９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基本上是日

①即双城子，１９２６年后称乌苏里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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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萨哈林岛附近水域打鱼、捞海带和海参及其他海产品。

捕捞的主要对象是鲱鱼，用来做腐殖土和鱼肝油。他们还捕

捞鲑鱼和大头鳕，腌制后运回日本，价值每年都达六七万卢

布。日本业主除了雇佣本国的季节工外，还雇佣南萨哈林的

土著居民阿伊努人。阿伊努族人数不多，经常遭受日本人的

无情剥削。

１８７５年萨哈林岛归俄罗斯独占，但是日本保留了自由渔捞

等特权。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双方在签订《 朴次茅斯条约》的

同时还签订了捕鱼协定，在俄罗斯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

水域划定一些区域租让给日本。实际上，沙皇政府将远东海洋资

源包给了日本资本家。此后，来到远东的日本人大大增加。从

１９０７年开始，日本即向俄罗斯沿岸发派军用船只，在其掩护和

直接参与之下，日本渔民和实业者对远东鱼类和海兽进行掠夺式

经营。日本人将大量鲱鱼、大头鳕和鲑鱼等最珍贵的鱼类免税运

回本国。

根据滨海省统计委员会的资料，到１９１５年底，该省约有

４０００名日本人，其中约２０００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每逢夏季捕

鱼季节来临的时候，来滨海省的日本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有时达

到１．３万人。

沙皇政府对堪察加渔场大量使用日本劳务有些担心，试图限

制鱼汛期日本劳务的人数。然而，俄国资本家尽管从政府那里得

到各种优惠待遇，仍继续雇佣从日本招来的劳务。来自日本的季

节工常常达到１．５万人，超过俄罗斯本国工人的１—２倍。总的

６万名日本季节看，个别季节有５ 工来远东，其中滨海省和南

［ ．戈鲁兹多夫斯基：《 滨海一阿穆尔边区与北满》，符拉迪沃斯托克俄］

１９１７年版，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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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 １９０４年前）基本上各占一半。日俄战争前夕，所有日

本人都撤离南萨哈林。战争结束后，萨哈林半岛南部被日本吞

并，日本人又立刻卷土重来。

在俄国远东地区，日本人主要活动于渔业部门，很少介入其

他部门，因为他们在其他部门竞争不过中国人和朝鲜人。日本政

府一直鼓励本国劳务在鱼汛期赴俄国远东打工。日本人在捕鱼技

术和设备上比俄国人先进，在远东渔业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俄国

因此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同时，日本人也给俄国带来严重政

治威胁。１９１０年，俄国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日本人收集有关远东

的情报，如禁止日本人进入某些场所，禁止日本人对一系列建筑

物进行拍照等等。

概而言之，俄国政府对外国人来远东定居的政策经历了从

鼓励到严格限制的过程。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６日颁布的关于《 俄国

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规定，允许外国人

在阿穆尔省、滨海省居住和购买土地，并享受国民待遇。后

随着沙俄争霸重点向远东的转移，对来， 外国人迁居远东地区

的限制越来越多。１８８２年、１８９２年该法令有效期先后两次延

长时则规定，外国公民在远东地区不得享受优惠待遇，不得购

买土地。截止到１９１６年１月１日，远东地区约有１４．５万外国

人，其中多半是中国人和朝鲜人。中国人主要是单身汉、季节

工，多在工业和商业部门做工。他们修铁路、开采黄金，冬季

来临前便离开远东。朝鲜人主要从事农业，其中许多人改信东

正教，加入俄国国籍，同俄国人成婚。日本人只是在鱼汛期来

远东，鱼汛结束后便回国。俄国当局对待远东地区的外国劳工

态度各不相同，总体上对朝鲜移民是善待的，对中国人则不如

朝鲜人那么友好，认为中国人给远东垦殖事业带来一定的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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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俄国远东移民运动评析

一、进展缓慢的远东移民运动

一方面，远东移民在亚洲俄罗斯移民总数中的比例虽在攀

升，但始终不大。据统计，在农奴制改革后的２０年中，远东移

民仅占亚洲俄罗斯移民总数的３．３％。在随后的两个十年其比重

分别为６．２％和７．３％。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远东移民达到最

高比例时也仅占西伯利亚移民总数的８．１％。这同远东土地面积

所占的比例很不相称；另一方面，同毗邻俄国远东的中国东北地

区人口增长速度相比，远东移民速度更显缓慢。俄国许多学者注

意到了这一点，不少俄国人对此忧心忡忡。２０世纪初，亚·阿，

考夫曼曾说，“ 直到现在，我们远东垦殖所取得的成绩很小，如

果同相邻的中国满洲地 尽管１９０６—１９１７区相比成绩则特别小。”

年落户于远东的移民人数在增加，但是他们在西伯利亚移民总数

中所占的比重却大大下降。１８８３—１９０５年，向乌拉尔山以东迁移

者总数中有９．９％（ 阿穆尔省占３．９４％，滨海省占５．９６％）迁移

到远东，１９０６—１９１７年这一比重下降到７．８８％（ 阿穆尔省为

２．６１％，滨海省为５．２１％）。只是个别年份迁移到远东的人所占

比重有所增加，在阿穆尔省是１９１０年（ ６．０５％）和１９１５年

（ １６．４３％），而滨海省是在１９０７年（ １４．８６％）和１９１５年

（ １０．８８％）。总体上看，落户于远东的移民比重在以下年份特别

高：１９０７年（ １７．１９％）、１９１０年（ １０．４６％）、１９１４年（ ９．１４％）

①考夫曼：《 移民与垦殖》，第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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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９１５年（ ２７．３１％）。

远东移民运动之所以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不外乎主客观两

方面障碍因素作用的结果。偏僻的地理位置、严酷的生存环境及

交通不便等是不利于远东移民运动的客观因素。另外，深刻剖析

俄国统治者及迁移者自身的心态可以洞察远东移民运动的深层次

阻力。

众所周知，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俄国加速远东移民开发步伐，

当时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斯托雷平移民政策。向远东移民的必要

性迫使沙皇政府采取一系列步骤为人们徙居滨海地区和阿穆尔地

区创造条件，如官费海路移民、向每户移民提供１００俄亩份地等

等。那时，徙居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的移民根本享受不到如此优厚

的政策。由于这个缘故，特别是在８０年代，向乌拉尔山以东迁

移的人当中，落户远东者相对多一些。２０世纪初，情况发生了

变化。远东开始跟其他所有垦殖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向官地

迁移》条例成为各个移民开发区共同的法律基础，向远东移民提

供１００俄亩份地的优惠条件被取消。就是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削弱了远东作为国内主要垦殖区的特殊地位。向广阔的边疆地区

移民几乎成为沙皇政府的基本国策，西西伯利亚、草原边区等许

多边疆区在诸多方面具有远东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由于以往所独

有的优惠条件减少，远东在吸引外来移民方面的优势渐渐丧失。

在废除农奴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惟恐移民会引起本地农

村劳动力涨价是欧俄地主们的普遍心态。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远

东移民多来自乌克兰。在乌克兰，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县、省级

管理机构，大权独揽的地主阶级对沙皇政府移民政策施加了很大

①卡布赞：《 １７世纪至２０世纪初的远 １９１７）：历史人口概述》，第东边区（ １６４０

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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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在同一省、同一县里也不尽相同。在

劳动力价格相对贵一些的地方，甚至在大肆宣传西伯利亚等边区

“ 自由”生活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地主们都想方设法地阻

挡农民大批外迁。

前文谈到，左岸乌克兰是俄国官费向远东海路移民的首选

地。然而在右岸乌克兰（ 基辅省部分地区、沃伦省及波多尔斯克

省），沙皇政府却千方百计阻挠农民向东部边疆迁移。以第聂伯

河分隔的乌克兰两地区之所以在移民政策上存在如此反差，有其

特殊的历史背景。

早在１８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伙同普鲁士、奥地利君主

先后于１７７２年、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５年三次瓜分波兰，波兰被肢解而

亡国。在俄国长达１２３年（ １７９５—１９１８） 的统治之下，酷爱自由

的波兰人民为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而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１８６３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起义。在右岸乌克兰省份，地主

是波兰人，农民是乌克兰人。在专制政府看来，乌克兰人和白俄

罗斯人属“ 地道的俄罗斯民族”，他们的大批迁离会强化国家西

南边陲的“ 外国因素”。俄国政府企图利用乌克兰农民反对波兰

贵族起义。因此，右岸乌克兰农民东迁的请求往往以这样或那样

的借口被拒绝，甚至有的地方对未经许可而准备擅自迁徙者追究

刑事责任。

结果，政府对远东移民的扶持力度直接受到消极影响。在缺

乏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到达远东远非平常人力所能及。许多人在迁

移的路上就已精疲力竭，随身携带的财物也消耗殆尽，只好在沿

途的某个地方停下脚步。１８６６—１８７１年间，在获准前往阿穆尔区

的移民中只有三分之一到达目的地，其余的人多在西西伯利亚安

家落户。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由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资助，远东移

民运动几乎陷于停顿。其间，阿穆尔省、滨海省人口机械增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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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１１７００人和１９００人，而且多是到金矿的临时工。尤其可怕的

是，在途中移民的健康甚至生命每时每刻都面临严重威胁。人员

密集与混杂、饥饿和寒冷容易导致麻疹、天花、伤寒、猩红热、

白喉等传染病流行，况且当时缺少必要的医疗设施，也难以找到

像样的医护人员。儿童因抵抗能力弱而夭折的情况时有发生。在

１８８４年乘“ 科斯特罗马”号轮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３３１人中，

有２６人死亡、７２人生病，其中４２人患眼疾。在１８８６年秋季乘

“ 俄罗斯”号轮船来的５８６人中有３４人死亡 俄国学者认为，。

如果沙皇政府给予所有愿意来远东边区定居的人以很大帮助的

话，远东开发会更见成效。

最后，我们来透视农民的心态。１９世纪末，俄国皇家地理

．基里洛夫写道，在问学会阿穆尔沿岸地区分会会员 及“ 为什

么离开家乡去阿穆尔？”时，每个移民都回答说为了寻求生路，

接着他会立刻讲述自己的土地少又不爱长庄稼的事情。 ８０年

代，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开始谣传，君主告诉农民，“ 这里没

有你们的土地，如果想要土地，就到西伯利亚，那里有你们的土

地”。类似的传闻使得许多贫困农民对向东部边疆迁移产生幻想。

总而言之，远东开发首先需要投入巨额资金，之后方可容纳

大量人口。在政府微薄的奖励和未能妥善解决安置问题的情况

下，凡移植到远东的人莫不感到诸多苦痛。许多农户为了寻找自

由土地，千里迢迢来到荒凉的远东，但因恶劣的生存环境而又匆

．
．科尔佐娃《：［苏］ 滨海百年移民》，载［苏］《 国立远东大学学报》１９６１年

第３期，第１５１页。

卡布赞：《 １７世纪至２０世纪初的远东边区（ １６４０—１９１７）：历史人口概述》，第６８

页。

．
阿列克谢耶夫：《 俄国人对远东与俄属美洲的转引自［苏］ 开发（ １９世纪

末之前）》，莫斯科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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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离去。因此，除非在家乡遇到特别的灾难或者革命运动陷入低

潮时收回割地的希望化为泡影，农民才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东部，

否则不会轻易东移。

二、俄国远东移民运动的意义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年，迁到远东的移民总计４０余万。这一数字乍

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对远东乃至整个俄国却意义深远。

首先，通过移民，俄国实现了它所追求的一个政治目标，即

在远东领土站稳脚跟。

这种状况当然跟俄国的周边环境有关。俄国在亚洲的最大邻

居中国在晚清时代国力孱弱，因此其远东拓张行动较为顺遂。然

而，在鞭长莫及的北美洲，俄国的扩张却不能肆无忌惮，它所面

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１７９９年，俄国在位于北美洲西北角的

“ 毛皮王国”阿拉斯加成立俄美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惨淡经

营，该公司因毛皮贸易滑坡而濒临破产。由于担心美国扩张主义

的侵害，１８６７年俄国同美国签订《 阿拉斯加割让协定》，将面积

达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群岛等附近岛屿以７２０万

美元的低廉价格出售给美国。事实证明，如果对地处边缘的疆土

缺乏有效治理，后果将不堪设想。假使没有这段时期的移民运

动，俄罗斯远东会因虚置而衰败，甚至能否重蹈阿拉斯加的覆辙

亦难定论。持这种观点的俄罗斯学者不乏其人。俄罗斯科学院通

　．讯院士、俄罗 ．萨哈罗夫等学者在苏联解斯历史研究所所长

《 俄体后出版的国内首部俄国通史著作 国通史·自远古到２０

世纪末》中认为，如果没有可靠的交通线、人口密集的地区及军

事基地，俄国远东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他国的掌上猎物。俄属美洲

．
．阿列克谢耶娃在１９９８年于叶卡捷琳堡出版历史问题专家 的

《 俄罗斯美洲，美洲的俄罗斯？》一书中指出，丢掉阿拉斯加是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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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帝国衰落的开端。就俄国领土安全角度而言，远东移民运动

的作用不可低估。

其次，移民运动促进了俄国远东边疆地区的开发，而初见成

效的开发为日后远东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移民的到

来，远东人口不断增加，农业及工商业迅速发展。

有关远东工农业开发及交通运输业发展情况将在后面章节中

论述，这里仅就该地区的城市发展状况作简要介绍。到１９世纪

末，远东已有７座城市。由于远东生产的增长和转口贸易的发

展，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活跃的国际性港口，呈现出一派繁忙景

象。英、日、美、中、挪威等国船只是这里的常客。１９０６—１９１３

年间，其过货量增加了２．４倍，达８９７０万普特。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该市已发展成为俄国五大海港之一。美、英、法、德、

意、比利时等１０个国家在该市设立了领事馆。

滨海省行政中心哈巴罗夫斯克位于乌苏里江至阿穆尔河入口

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有名的贸易中

心。１８８４年哈巴罗夫卡成为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行政中心，九

年后更名为哈巴罗夫斯克，自１９００年有铁路线同符拉迪沃斯托

克相连。鲍格丹诺夫、皮扬科夫、普留斯宁等俄罗斯知名商业家

族均在该市开展经营活动。

布拉戈维申斯克是２０世纪初阿穆尔省惟一一座城市，１９０２

该市位年居民总数为４３３８７人，占阿穆尔省人口的２８％。 于斯

列坚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之间的水路上，是远东重要的水陆枢

纽，特别是在阿穆尔沿岸发现金矿后其发展尤为迅速。它是仅次

于下诺夫哥罗德和萨拉托夫的俄国第三大面粉加工中心。其金属

．．
［苏］ ．阿列克 ．莫罗佐夫：《 俄罗斯远东的开发（ １９世纪末至谢耶夫、

１９１７年）》，莫斯科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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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船舶制造业较发达。这里建有发电站，还有西伯利亚最好

的蒸汽磨坊，有闻名远东的火柴厂、啤酒厂、砖厂。俄国早期革

命家彼·阿·克鲁泡特金①、旅行家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和文

学家契诃夫等都来过这里。

三、俄国远东移民运动的特点

综观１８６１—１９１７年间俄国远东移民史，可以归纳出如下五

个明显特点：

第一，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铁路建设成为远东移民运动

的重要促进因素。经济开发需要大量人力，可远东移民运动却因

缺乏便利的交通而步履蹒跚。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海上环球线路的开

辟给远东移民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在１９世纪末工业蓬勃发展的

条件下，俄国政府在东部边疆移民过程中紧紧抓住铁路建设这一

环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铁路建设加强了远东与内地的交通及

市场联系，改变了远东长期以来相对闭塞的状态，使远东公路、

水路运输状况大为好转，城市规模迅速壮大。１８９２—１８９７年间，

仅哈巴罗夫斯克的人口即增加了３倍。同时，铁路建设也推动了

金属、木材等许多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１９０３年以前，远东滨海省移民运动之所以加速首先得益于

便捷的海上运输线路以及乌苏里铁路和中东铁路（ 关于中东铁路

将在后文介绍）。１８９７ １９０３年绝大多数远东移民都要到滨海省，

克鲁泡特金（ １８４２—１９２１），　１８６４年曾两次到中国东北考察，两年后，在西伯利

亚完成从维季姆河经勒拿金矿到赤塔的旅行。

普尔热瓦尔斯基（ １８３９—１８８８），俄国探险家，以考察中亚著称。根据沙皇指令，

伊塞克湖畔的小城卡拉克尔以他的名字命名。１８６７—１８６９年在乌苏里边区考察，

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刊物上发表《 滨海省南部的异族居民》，在国

内及欧洲引起轰动，被该学会授予银制奖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1

落户于滨海省的陆路移民明显增加，这是由乌苏里铁路竣工造成

的。然而，与滨海省毗连的阿穆尔省移民运动进展缓慢。１８９７

年该省总共迁来１２４人，１８９９年为１８８２人。这当然是多种原因

造成的，如频繁的水灾给庄稼汉带来很大损失、动物流行病泛滥

等等，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远离铁路线，也就是远离国家

进行积极开发的地带。１９００年外贝加尔铁路开通后，从欧俄乘

车到阿穆尔省变得容易，阿穆尔省移民速度开始加快。

１８９１年５月，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区段，即连接符拉迪沃

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乌苏里铁路正式动工，１８９７年９月１日

建成通车。１９１６年连接哈巴罗夫斯克与外贝加尔地区的阿穆尔

铁路最后竣工。１９００—１９１６年远东铁路总里程增长１．４倍，从

１９１０俄里增加到４５８０俄里。铁路在向东延伸的同时也将越来越

多的移民送到了俄国东部边陲。１９０１—１９１２年，落户于阿穆尔沿

岸地区的移民总计２３０２００人，是前４０年的２．５倍。

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移民们从欧俄地区向东部迁移的路线

发生改变。自１９０２年起，俄国政府不再经由海路向远东运送移

民。移民们开始经铁路向滨海省迁徙。中东铁路的敷设缩短了移

民迁移路程和时间，其费用比走海路便宜２／３。　１８８３—１９０１年

间，即中东铁路投入运营前的９年时间里，有５５２０８人经海路迁

移到南乌苏里边区，在１９０３年以后的９年时间里经中东铁路迁

移到乌苏里边区的移民共计１３３２０９人，增加近１．５倍。日俄战争

期间，中东铁路运营进入战时状态，向远东运送移民的工作暂告

中断。

从１９０６年起，向远东边区移民成为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组

成部分，远东移民数量急速增加。１９０７年经中东铁路向乌苏里

①柳巴夫斯基：《 古代至２０世纪俄罗斯殖民简史》，第４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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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运送的俄罗斯移民人数创历史记录，达到５２８９２人。１９１２年

前经中东铁路向乌苏里边区的移民数量情况见表５２。－

表５－２　　　　１９０３—１９１２年间经中东铁路向乌苏里边区的移民数量

资料来源：［苏］安·伊·克鲁沙诺夫主编，《 资本主义时代俄国远东的经济开发》，符

拉迪沃斯托克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５页。

第二，俄国向远东的移民行动，包括远东开发在内，具有鲜

明的扩张战略企图和军事动机。这一特点是俄国远东的地理位置

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决定的。远东地区的移民与开发固然反映

了俄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它更多地体现了俄国参与国际争霸斗

争及继续扩张的需要。远东是俄军的后方基地和立足点及争夺北

太平洋地区的桥头堡，俄国加紧向该地区移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

保障军队的粮秣给养和后续力量。斯托雷平在力主修建阿穆尔铁

路的时候，向国家杜马代表和国务会议成员重点阐述了该铁路的

战略意义。

１８６１—１８８１年间，在远东移民中农民占６９．１％，哥萨克占

３０．２％。　１８６１—１９０１年，哥萨克占远东移民总数的９％左右，同

非农业移民比例相同。同时，每年都有退为后备役的哥萨克留住

远东，他们享有特殊优惠。远东地区大量哥萨克移民的存在同修

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关，更跟远东防务有直接的关系。西伯利亚

大铁路乌苏里区段经由中俄边界，因而俄国政府通过迁移哥萨克

“ 保卫乌苏里铁路”，沙俄政府将屯垦戍边融为一体。为了 于

月颁布了《 关于哥萨克迁居滨海省境内１８９４年 ６ 西伯利亚大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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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边界地带的法令》。该法令规定，“ 凡迁入滨海省的顿河和奥

伦堡哥萨克军各户，均可在乌苏里哥萨克军驻区境内分得份地”；

“ 移民自迁入区内之日起，三年内可免交土地税”；“ 属于移民户

成员的哥萨克，自迁入之日起，五年内可免除首批哥萨克连部队

兵役。”仅１８９５—１８９９年就有５４１９人迁至远东，他们全部居住在

乌苏里江一带和兴凯湖南岸。

１８９１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后，远东开发直接置于国家的控

制之下，国家通过发放津贴、降低费用、资助移民等方式直接和间

接地拨出了大量资金。进入２０世纪，国家在远东地区投资兴建了

矿场、工厂、港口等一些大型项目。１９０９—１９１４年国家用于远东

防务和发展的拨款从５５００万卢布增至１．０５亿卢布，几乎翻了一

番。 许多远东企业主通过承包国家项目和国家订货而发财。

第三，移民政策同远东政治局势密切相关。１９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最需要土地的贫困农户不能迁移到远东。此时期，沙皇政

府的政策方针是保证欧俄中部农业区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由于

对南乌苏里边区命运的担忧，俄国政府在１８８３—１８８５年被迫采

取官费移民的临时性政策，也就是允许缺乏经济保障的农村居民

迁移到南乌苏里边区。从１８８６年起，俄国政府又重新回归于鼓

励殷实农户自费向远东迁移的传统政策上。１８５４—１８６０年，俄国

政府将所有愿意迁移的农民官费迁至远东境内，从１８６１年起停

止这种迁移，甚至对自费迁移的农民也采取限制。俄国政府这种

时而鼓励、时而限制的远东移民政策，表面上看来似乎缺乏连贯

性，其实是变化多端的远东国际政治风云所使然。每当需要加速

远东地区的移民时，俄国政府表现出随机应变，寻找一切必要的

［苏］安·伊·克鲁沙诺夫主编：《 苏联远东史》第３卷，符拉迪沃斯托克１９９１年

版，第３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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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为农民迁移提供法律上的保证。然而，危机局势一俟消除，

俄国政府便立即退回到传统的移民路线上。

第四，乌克兰人在远东移民中占较高比重。１８５９年至１９１３年１月

１日，有１４８５２８名移民来到阿穆尔省。他们当中有５７１２６人来自切尔尼

戈夫、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基辅、沃伦、波多尔斯克等六“个 小俄罗

斯”省份，占３８．４％。此外，在来自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赫尔松、库班等

省的移民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小俄罗斯人，因此小俄罗斯人的实际数

量还要多。在整个阿穆尔省，小俄罗斯人占人口总数的４０％。

滨海省小俄罗斯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均比阿穆尔省多，

在１９０１年前来到该省的老住户中，８５％的家庭来自“ 小俄罗斯”

省份。２０世纪初，在该省落户的新住户中有７０％是小俄罗斯人。

此外，还有来自莫吉廖夫省的白俄罗斯人和来自比萨拉比亚省的

摩尔多瓦人，其余的是大俄罗斯人。

第五，实行“ 惩罚式的垦殖”政策。根据１８６９年４月的敕

令，俄国东部荒凉的孤岛萨哈林成为流放顽固罪犯的场所，当年

便安置罪犯８００人。尔后，每年都有成百名罪犯及部分家属来到

萨哈林。１８８０年欧俄与远东之间的海上通道开辟后，来远东的

流放犯和苦役犯越来越多。到１８９７年，流放犯占萨哈林岛人口

总数的３１．８％。萨哈林岛有４９７９名苦役犯，占西伯利亚苦役犯

总数的４６．５％。截止到１９００年１月１日，萨哈林岛人口总数为

３８２３０人，流放人口占２３０６２人，其中苦役流放犯为　５８２２人。

可见，直到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萨哈林岛都是名副其实的苦

役岛。该岛上的主要“ 居民点”是监狱，流放苦役犯、流刑移民

占该岛人口的绝对多数，他们在这里种地、挖煤、伐木、修路，

阿列克谢耶夫、莫罗佐夫：《 俄罗斯远东的开发（ １９世纪末至１９１７年）》，第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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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各种活计。

１８８３—１８８４年，俄国内务部关于使用苦役犯在萨哈林海峡修

建塔台的呈文被获准。远东地区最长的土路 哈巴罗夫斯克至

布拉戈维申斯克土路是由苦役犯于１８９８年开始修筑的。俄国还

驱使大批在押犯参加修筑阿穆尔铁路。在外贝加尔省涅尔琴斯克

矿井等地到处都留下了流放者的脚印。

俄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安·契诃夫曾对萨

哈林岛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活动。１８９０年４月，契诃夫从莫

斯科出发，途径西伯利亚，于７月１０日到达萨哈林岛。他走访

了监狱、矿井、移民村，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１０月１３日离开

萨哈林岛，取道日本海、太平洋、印度洋，经过苏伊士运河，于

１２月初返回莫斯科。１８９５年他发表长篇报告文学《 萨哈林旅行

记》，大胆披露了岛上流放苦役犯和强制移民的悲惨生活。岛上

的人形形色色，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流放有关。一些罪犯在流放期

满后，转为国有农民，其中有的人被准许返回大陆，但是不能回

到原籍，有的人不可以回大陆，只能一辈子呆在萨哈林。书中指

出，使用流放犯、苦役犯及流放犯出身的农民发展萨哈林农业是

不成功的。从萨哈林岛的例子中不难看出，沙皇政府“ 惩罚式的

．垦殖”政策是失败的。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兼军区司令 ．科

年６月，尔夫上将称萨哈林岛“是 不幸的地方”。１９００ 当俄国流

放制度被废止的时候，萨哈林流放依然保留了下来，成为俄国最

后一块流放地。在沙皇政府的统治下，萨哈林岛难以改变自己悲

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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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俄国东部边疆的经济开发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东部移民运动对亚洲俄罗斯乃至整个俄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向深度和

广度方向发展，加之西伯利亚与远东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俄国政

府逐步加强西伯利亚开发步伐。特别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

后，席卷而来的移民浪潮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为西伯利亚地

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２０世纪初，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又将西伯利亚农业推向高潮。

第一节　　　　俄国东部的农牧业开发

农奴制废除后，俄国依旧是落后的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

是靠天吃饭的农民。由于在欧俄地区缺少土地，数百万农民才迁

移到西伯利亚。来到西伯利亚的移民大多以种地为生。随着移民

运动的不断增长，西伯利亚的农业获得优先发展，取得了最为显

著的成果。与此同时，西伯利亚的畜牧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俄国各边疆地区逐步被纳入

国内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尤其是在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北

高加索和顿河流域“、新俄罗斯”、乌克兰南部、哈萨克斯坦等地

区商品农业发展迅速，它们在全国农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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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顿河地区和北高加索成为俄国主要小麦出口基地，西西伯利

亚是奶油和肉类的专业生产区，草原边区与东西伯利亚以输出肉

类为主。

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后，西伯利亚的粮食产量和输出量持

续增加。在饥馑的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西伯利亚经过秋明向欧俄地

粮食。１９００—区运送了１亿普特 １９０４年间，西伯利亚年平均粮

食产量为２亿普特，１９０５—１９０９年为３．２亿普特，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

约３．８亿普特。１９１７年西伯利亚粮食产量达到６亿普特，其中

８０％是由西西伯利亚提供的。西伯利亚的农业开发速度之快、规

模之大，只有美国西部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西伯利亚在全俄农业

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这里的粮食生产除了满足本地需求外，还有

大量盈余。１９００—１９０４年，西伯利亚年均粮食出口只有１５００万

普特，１９０９年增至４６８０万普特。

东部移民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国内人口的合理流

动，使欧俄地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有所缓

解，弥补了东部农业劳动力的匮乏。其客观效果主要表现在：首

先，广大移民开垦了大片荒地，１９０６—１９１３年间乌拉尔以东地区

共开垦出３０００万俄亩农田。与１９０１—１９０５ １９１０年相比，１９０６

年西伯利亚主要大田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了２２．７％，俄国中部

地区仅增长２．１％，当时俄国的重点农业开发区北高加索和草原

边区分别增加１９．６％和２１．１％；　１９１１—１９１５年西伯利亚、北高加

索和草原边区增长率分别达７０．４％、　４６．９％和７０．５％，俄国中部

地区只增长６．４％。 其次，移民们给西伯利亚带来了马铃薯、

１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公斤。

徐景学主编：《 苏联东部地区开发的回顾与展望 西伯利亚开发四百年》，东

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１页。

杜勃罗夫斯基：《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第４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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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西瓜、黍、荞麦、向日葵、亚麻、大麻等许多农作物新

品种，还传播了施用厩肥等生产技术方面的先进经验。譬如，来

自白俄罗斯的移民在种植亚麻方面颇有经验，他们在西伯利亚也

愿意种植亚麻。由于他们的到来，西伯利亚老开发区亚麻种植面

积增加，不少新开发区也开始种植亚麻。施肥和灌溉是土壤改良

中两种常见的农业技术方法，在欧俄地区早已被广泛运用。以往

在西伯利亚老住户中存在一种固有的偏见，认为施肥对土壤有伤

害，因此他们只是在菜园子里才撒些肥料。当然，西伯利亚农户

种地不施肥的习惯同当地的土壤条件有一定关系。比如，伊尔库

．次克省巴扬达耶夫地区格拉宁斯克村村民 ．特鲁法诺夫这样

说：“ 在西伯利亚种地比在奥尔洛夫省容易些。那边不施肥地里

就不长东西，而这儿的地重新翻过后有劲，也不需要上粪。”

在艰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伯利亚农业依然能够保持

稳产、高产，在全俄粮食生产中的地位凸显，这进一步验证了斯

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正确性。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间，欧俄地区的粮食产

量减少了１３％，而西伯利亚的粮食产量却增加了１７％　。　１９１６年

和１９１７年，俄国内地所有农业区的粮食总产量都在减少，惟有

西伯利亚的粮食产量依然保持增长。在整个战争期间，西伯利亚

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全俄平均指标。西伯利亚通过向军队

源源不断地供应粮草、增加对欧俄地区的粮食输出量和向国外出

口等途径，大大拓宽了粮食销售市场。当然，西伯利亚粮食生产

的良好状况同１９１３年废除“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制度有很大关

系。同时，粮食价格的提高、１９１６年的好收成也刺激了西伯利

亚农业播种面积的增加。战争期间，西伯利亚的主要粮食作物仍

％然是小麦和燕麦，其份额达到８０ 。至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

谷物产量已占全俄的１７％，比农业开发区北高加索高出９个百分

点。西伯利亚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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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作为俄国最主要的移民开发区，西

伯利亚地区播种面积和谷物总产量的增长速度不仅赶上欧俄地

区，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高于美国。１９０５—１９１４年，整

个西伯利亚的播种面积增加了７５．３％，其中西西伯利亚增长幅

度达到１１０％，而欧俄地区仅增加１４％。谷物种植结构也发生重

大变化。西伯利亚是俄国春小麦的专业产区。１９１１—１９１５年间，

小麦和燕麦在播种总面积中的比重分别达到４５．４％和２９．５％。

根据１９１６年农业人口普查资料，西伯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占

５１．９％，乌拉尔山以西地区小麦种植面积仅占２１．６％。西西伯利

亚是西伯利亚小麦的主产区，１９１７年春小麦播种面积占今新西

伯利亚州总 西伯利亚地播种面积的５４．７５％，燕麦占３３．８５％。

区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播种面积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农业

生产率明显提高，同时农产品的商品率也在大幅度增长。

远东的农业状况出现明显改观。１９世纪中叶以前，远东地

区的农业生产进展十分缓慢。农奴制改革后，接连不断的东部移

民运动加速了远东农业生产的增长，远东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结构

进一步优化。移民们开垦了大片处女地，从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到

１９１１—１９１５年，阿穆尔边区的播种面积增加一半，从４０万俄亩

增加到６０万俄亩。小麦、燕麦等商品率高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增

长最快，１９１６年占阿穆尔边区播种面积的９１．５％，占滨海省、

外贝加尔省的８０．５％和９０．５％。到１９１７年前，就人均小麦产量

而言，阿穆尔省遥遥领先于赫尔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比

萨拉比亚省、萨马拉省等欧俄地区商品农业发达的省份，名列全

俄榜首。

诺兹德林：《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新西伯利亚州历史》，载《 西伯利亚的人文科

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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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的农业也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方式转变。广泛采

用最先进的农机具是西伯利亚农业发展的典型特征，这一点类似

于美国开垦西部荒地时的情景。西伯利亚耕地面积辽阔、夏季时

间较短、人口密度小、劳动力匮乏而价格较高，所有这些因素促

使该地区以最 ９０年快的速度提高农业技术装备率。１９世纪８０—

代，西伯利亚乡村从外地购买的先进农具越来越多。原始的木犁

已被工厂生产的铁犁所淘汰，农民们开始使用脱谷机、簸谷机、

选种机、割草机、收割机。到１９１０年，西伯利亚农业机械化水

平超过全俄。西伯利亚所使用的机器在技术性能上明显高于全

俄。当时，欧俄地区所使用的脱粒机有一半是手工脱粒机，而西

西伯利亚所使用的都是马拉脱粒机或蒸汽脱粒机。西伯利亚所使

用的新式农机具中，国货和进口货各占一半左右，其中只有５％

的农机具是由西伯利亚当地以半手工方式生产出来的。对国内机

器制造企业来说，西伯利亚是一个理想而稳定的大市场。西伯利

亚进口农机具主要来自德国（ ５０％）、英国（ ２５％）、美国

（ １２％）、奥地利（ ４％）和其他国家（ ９％）。 远东地区的农业机

械化不仅大大超过欧俄，而且也高于西西伯利亚，居国内领先地

位。该地区所使用的农机具主要由南乌苏里移民局和美国、德国

的两家公司提供。可以说，西伯利亚与远东在俄国农业机械化道

路上充当了引领潮流的角色。

西伯利亚与远东的耕作制度发生很大变化。１９世纪６０—８０

年代，在远东滨海省占主要地位的耕作制度是撂荒制。一块地连

续种上６—８年后，因地力衰竭而弃之，另辟新地。为了使土壤

疏松，农民们在头一年一般要播种荞麦。９０年代，在阿穆尔省

． ．
［俄］ ．维诺库罗夫、 ．苏霍多洛夫主编：《 西伯利亚经济（ １９００—

１９２８）》》，新西伯利亚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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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荒制与撂荒一休闲制并存，在外贝加尔省占统治地位的则是撂

荒一休闲制。撂荒一休闲制是西伯利亚最常见的耕作制度，也就

是采用休闲和撂荒办法提高土壤肥力，不使用厩肥。这种耕作制

度实际上处于撂荒制向休闲制过渡的阶段，在地广人稀的西伯利

亚，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耕作制度一直保留到十月革命时期。西伯

利亚的农民种田主要依靠世代相沿的一些传统经验。今新西伯利

亚州辖区是当时西伯利亚先进的农业区，但是在２０世纪初，这

里仅有两个科研机构，一个是位于卡因斯克附近的亚历山德罗夫

乳业学校，另一个是库比诺试验田。这显然对于提高农业科技来

说是远远不够的。

西伯利亚的土地使用形式主要分三种，即份地制、强占制和

租借制。份地制是西伯利亚农民最基本的土地使用形式。它最早

是在国有土地上实行，后来推广到皇室土地地区。农奴制改革

后，份地制在新建立的移民区也逐渐成为农民使用土地的主要形

式。西伯利亚农民的份地不像欧俄那样七零八碎、彼此相距很

远。份地包括可耕地、草场和林地。水源和牧场为公共所有、共

同使用。份地标准几经变化，同时根据人口增减情况定期重新分

配份地。由于土地危机的出现和富农经济的增长，在西伯利亚的

许多地区，尤其在西西伯利亚，重分土地的现象逐渐减少。

随着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份地制的作用日趋下降，土

地强占制和租借购买制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蔚然成风。２０世纪初，

强占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西伯利亚的土地强占制类似中国清朝

末年东北地区的跑马占荒，即空闲的荒地可以自由开垦、自主使

用。但是，对于大多数比较贫穷的农户来说，开垦荒地并非易

事。土地强占制的出现首先取决于西伯利亚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和历史条件。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长期以来土地使用率很低，基

本上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占优势，拥有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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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开垦的空闲地。土地强占制的出现也跟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

推行扶持富农经济的政策有关。沙皇政府在西伯利亚大力推行强

占制，既可增加税收，又可开发利用大片荒地，更重要的是在西

伯利亚培植富有阶层。土地租借购买制也是富农阶层扩充土地面

积的重要手段之一。西伯利亚的土地租借价格较欧俄低得多，富

农利用充裕的资金，大量租用和购买土地，加速了该地区的土地

兼并过程。普通农户虽享有租用和购买土地的权利，但缺少这方

面的经济条件。正是在强占制和租借购买制的发展过程中，富裕

农户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广占良田，进行雇佣劳动剥削，逐渐演

变成农业资产阶级。虽然西伯利亚土地紧张状况不像欧俄地区那

样严重，但大多数农民仍然缺少土地，同样遭受着富裕农户的经

济剥削。

跟西伯利亚其他地方相比，远东地区的土地使用形式独具特

色。这里的土地分配处于行政部门监管之下，因此基本上没有经

历土地强占阶段。在远东，最好的土地首先提供给驻扎在中俄边

界的哥萨克，每个男性可以分得大约５０俄亩土地。

由于缺少资金，西伯利亚地区的土地规划工作一直拖到１９

世纪末才开始进行。２０世纪初，俄国政府拟订了将西伯利亚农

民份地转为私有的草案，后来这项草案未能获得国家杜马批准。

俄国是世界主要的畜牧业大国。１９１３年俄国牲畜数量达１．９

亿头，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２．１亿头）。西伯利亚的

畜牧业有着一定的基础。在位于西西伯利亚草原边区的阿克莫林

斯克省、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图尔盖省和东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

区一部分布里亚特人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从欧俄黑土带迁到西伯利亚的移民最初以种庄稼为主，畜牧

业居于从属地位。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情况发生很大改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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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每户平均耕地占有量很快超过欧俄，为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提供了前提条件。到１９１３年，西伯利亚人均牲畜占有量超过全

俄和其他国家。加拿大和美国牛、猪的人均占有量略高于西伯利

亚，羊、马的数量不及西伯利亚。１９１３年西伯利亚有牛７００万

头，马、羊、猪分别为７００、　１５００和２００万头，相应占全俄总数

的１８％、　１４％、　１２％。西伯利亚出产的肉制品和乳品开始行销国

内主要市场，特别是肉制品已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市场上占据半

壁江山。西伯利亚畜产品开始向国外出口。十月革命前，西伯利

亚年均肉出口量为３００万普特。

第二节　　俄国东部的工业开发

西伯利亚蕴藏丰富的黄金、煤炭、森林、水产等天然资源。

１８６１年改革后，沙皇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工业开发基本上仅限于

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初级利用。自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时，俄国

政府才开始有目的地对西伯利亚进行工业开发。

西伯利亚的工业结构经常发生变化。黄金开采曾在西伯利亚

工业体系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加

工部门后来居上，特别是面粉业产生并且获得迅速发展。采掘部

门中黄金工业占居首位，采煤业占第二位。１９１３年，在西伯利

亚工业中，同农牧产品加工有关的部门已占６１％，其中面粉、

酿酒、皮革制造等部门分别占４５％、　１２％、　４％；采矿业位居其

次（ 占３５％），其中黄金开采、煤炭工业和制铁业分别占２０％、

１３％、　２％，其他工业部门的比重很小，其中木材采伐与加工占

（ １９ ）》，第１３７—１３８００—１９２①维诺库罗夫、苏霍多洛夫主编：《 西伯利亚经济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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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金属加工和机器制造占０．７％、化学工业占０．６％、纺织占

０．４％。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西伯利亚工业具有明显的原料

倾向。

（ 一）农牧产品加工业

１．面粉业

西伯利亚是俄国粮食生产基地，面粉业的固定资本和产值在

西伯利亚加工工业中均占主导地位。这一状况同西伯利亚粮食货

物运输价格政策有关。俄国政府对西伯利亚的粮食进入欧俄市场

采取歧视性政策，从西伯利亚输出廉价的粮食不如输出粮食加工

产品面粉更有利。

西伯利亚的面粉业集中于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森林草原地

带和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沿线及铁路沿线，加工中心是库尔干

（ 位于托博尔河畔）、巴甫洛达尔（ 位于额尔齐斯河畔）、鄂木斯

克、巴尔瑙尔等。面粉加工设备从德国、英国和美国进口，国内

设备占１／４左右。西伯利亚的小麦粉和黑麦粉品质优良，同北美

产的面粉不相上下，用它烤制的面包香味浓郁，因此在国内外市

场上销路顺畅。２０世纪初，俄罗斯共有４５３１家面粉厂，其中西

伯利亚占２６６家。

日俄战争期间，远东面粉生产为满足军需而迅速增长，战争

结束后开始回落，但阿穆尔和滨海地区的面粉业仍保持稳步发

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伯利亚面粉加工业因供过于求而开工

不足。战争期间，军队的粮食需求及国内居民对优质面粉的需求

不断增加，面粉价格上涨，所有面粉厂均满负荷生产，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到１９１７年。此后，因粮食和燃料不足，西伯利亚面粉

①维诺库罗夫、苏霍多洛夫主编：《 西伯利亚经济（ １９００—１９２８）　》，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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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陷入困境。

２．奶油业

１９、　２０世纪之交，奶油业在西伯利亚悄然兴起，并很快掀

起一股“ 奶油热”，有人把它同当时加拿大克朗代克的“ 淘金热”

相提并论。１８９４年西伯利亚商品奶油业兴起之时，这里只有一

家奶油生产厂（ 到１９１３年，仅托木斯克省就有２７０３家奶油生产

厂），奶油总产量仅４００普特。１０年之后，西伯利亚奶油业的状

况令人瞠目。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这个“ 新开拓的地

区这么少的居民，每年却出口５４００万磅黄油。其中一部分被运

往伦敦，大部分在丹麦进行再加工，然后作为‘最好的丹麦黄

油’运到伦敦市场。” 当时伦敦有１１家进口商进口西伯利亚奶

油，在泰晤士河上专门修建了西伯利亚奶油码头。西伯利亚奶油

的热销场面可见一斑。１９０６年西伯利亚奶油输出量已达３００万普

１９特，１９０７年增至３５０万普特。 ０９—１９１３年，西伯利亚奶油出

口在世界奶油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１６％，占俄国奶油出口总

量的６１．３％。

西伯利亚奶油业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西伯利亚南部辽阔的大草原，特别是阿尔泰南部大片草肥水美

的优良牧场为奶牛饲养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西伯利亚

奶油业的蓬勃发展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以及俄国政府在该

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在敷设西伯利亚大铁路以

前，从西伯利亚输出的炼乳数量很少，向国外出口奶油更是无

从谈起。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为该产品打开了销路。随着资

殷剑平：《 早期的西伯利亚对外经济联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４８页。

戈留什金：《 帝国主义时期俄国农业制度的特点》，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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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商品农业的发展，西伯利亚谷物产量大增，开始源源不

断地运往欧俄及西欧市场，对欧俄传统农业省份的地主经济构

成威胁。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俄国政府对西伯利亚谷物

输出变相地采取限制性措施，开始征收一种粮食过境税，即臭

名昭著的“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这种歧视性税收政策导致了

西伯利亚农业结构的变化。西伯利亚粮食输出大大减少，一些

地区粮价猛跌。出乎意料的是，西伯利亚奶油业却“ 因祸得

福”。一些较为殷实的农户看到种庄稼得不偿失，遂将目光瞄

准畜牧业和乳品加工业，换句话说，开始变粮食为奶油。他们

以粮食作饲料喂养牲口，生产优质奶油，然后向欧俄和国外

（ 主要是英国）输出。

西伯利亚的奶油质优价廉，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许多国

外贸易公司在西伯利亚从事乳品加工和奶油出口业务，并出售乳

品加工设备。早 年，丹麦在库尔干开办了第一家专门从在１８９６

事西伯利亚奶油出口的外国公司。１９０１年仅鄂木斯克就有１４家

外国公司专门出口西伯利亚奶油，这类公司在整个西伯利亚地区

共有数十家。此外，英国同俄国合资创办了大型垄断企业“ 西伯

利亚黄油生产合作联盟”，它囊括位于伦敦、莫斯科、符拉迪沃

斯托克等地的１４４家奶酪厂和１１６７家销售店，负责管理和销售

业务的机构达２６个。

１９１０年，斯托雷平在视察西西伯利亚之后所写的报告中强

调，“ 西伯利亚奶油出口不仅仅具有地方意义。我们向国外市场

出口的奶油几乎全部依赖于西伯利亚奶油生产的扩大“”。西伯利

亚奶油业所提供的黄金比整个西伯利亚黄金工业提供的黄金多一

．［ 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经济发展》，新西伯利苏］ 戈留什金：《 １９世纪末至

年版，第１０页亚　１９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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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西伯利亚奶油开始将丹麦、荷兰、新西兰甚至美国农场

生产的奶油挤出西欧市场。１９１３年西伯利亚输出奶油６００万普

特，其中向国外出口４４０万普特，占俄国奶油出口总量的９０％，

其出口总值位居全俄所有农产品出口的第四位，仅次于谷物、亚

麻和木材。西伯利亚在短时间内远远超过俄国北方、西北、南

方、西南等所有老牌奶油生产中心。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西伯利亚的黄

油产量比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增加了一倍半，生产厂家多达３５００个。

西伯利亚在全俄黄油生产中所占的比重：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为

６９．３％，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为９１．９％，１９１１—１９１３年为８８．８％。

西伯利亚的奶油生产中心主要在西部。阿尔泰不仅是西西伯

利亚的谷物之乡，其南部畜牧业也十分发达，是西西伯利亚重要

的奶油生产区。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前，阿尔泰地区的奶油生产主

年阿尔泰第一家奶油要以家庭为单位。１８９６ 厂在巴尔瑙尔县奇

斯秋卡村开办，此后该地区奶油产量扶摇直上，奶油产品不仅运

往欧俄，而且远销英、德、法、中、奥匈等国家。阿尔泰的奶油

生产几乎完全是面向市场的。１９１３年在西伯利亚生产的６３５．７万

普特奶油中，仅巴尔瑙尔一县就运出奶油２０７．５万普特，其中有

７９％远销国外。巴尔瑙尔、比斯克成为奶油收购中心和贸易中

心。

然而，作为西伯利亚地区比较重要的加工业部门，奶油业技

术设备的落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据１９１０年统计，在托木斯克

和托博尔斯克两省的奶油生产企业中，以手工方式生产奶油的厂

家占８４％，使用马拉机器的厂家占１５．３％，采用蒸汽机或水力

机器的厂家仅占０．７％。

①泽里亚诺夫：《 彼得·斯托雷平》，第８９页。

奥克拉德尼科夫、顺科夫主编：《 西伯利亚史》第３卷，第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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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伯利亚的奶油业受到严重冲击。

奶油被俄国政府列为重要军需品，实行低价征购，严禁私自出

售。由于征购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经营者无利可图，便逐渐

缩小生产规模，奶油产量因而大幅度下降。西伯利亚的奶油出口

量由１９１３年的６００万普特下降到１９１４年的３５０万普特，１９１６年

西伯利亚奶油产量比１９１３年减少３７％。

３．酿酒业

西伯利亚的酿酒厂主要分布在东西伯利亚伊尔库次克省和叶

尼塞斯克省，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东西伯利亚的主要粮食作物

黑麦是酿制酒精饮料的理想原料；第二，酒品贵重、便于运输，

耐寒性强，夏季亦不须要冷藏设备存放；第三，东西伯利亚金矿

较多，对酒品的消费需求量比较大。到１９１４年前，西伯利亚白

酒厂超过５０家，还有１００多家啤酒厂。

４．制革业

西伯利亚的皮革厂主要是对皮子的初级加工，加工原料由个

体农户提供。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的皮革厂基本是以半手工方

式对原料进行初加工，之后运往欧俄大型皮革厂接受深加工或者

向国外出口，因此西伯利亚皮革工业实际上具有原料生产基地的

性质。当时，西伯利亚最大的皮革厂在秋明。到１９１７年，全俄

有４５００家皮革厂，其中西伯利亚占１０００家左右，平均工人人数

为６—７５名。

（ 二）采矿业

１．黄金开采

采金业是１９世纪下半叶西伯利亚工业的主导部门。西伯利

亚的第一块黄金是在１７４５年从兹麦伊诺戈尔矿场的银矿石中获

取的。兹麦伊诺戈尔矿场位于阿尔泰地区，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以

前是西伯利亚地区惟一一处黄金产地。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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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成为世界闻名的黄金产地。这里的砂金矿储量极为丰

富，“ 黄金热”迅速席卷了差不多整个东西伯利亚。１８２７—１８６３

年间，在东西伯利亚叶尼塞斯克省的原始森林地带和安加拉河流

域、勒拿河流域及外贝加尔等地相继发现金矿，其中１８４６年在

勒拿一维季姆地区发现的大型金矿尤为重要。１９１０—１９１５年，在

西伯利亚黄金开采总量中勒拿一维季姆区采金量已占４０％，外

贝加尔和远东采金量占３９％。

俄国政府对西伯利亚采金业的发展非常关注，１８３５年便准

许私人在这里开采黄金。１８６１年改革后，俄国财政状况因克里

木战争的巨大消耗而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国家预算人不敷出，

金融货币混乱不堪。发展资本主义迫切需要整顿财政、稳定货

币，为此目的惟有加速开采黄金。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年，俄国政府先后

规定准许私人在阿尔泰和涅尔琴斯克皇家矿区探采金矿。由于开

采黄金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投资者和淘金者络绎不绝。在众多

的投资者当中不仅有当地的实业人员，而且有来自首都圣彼得堡

和国外的大资本家。

勒拿金矿位于伊尔库次克省东北部勒拿河支流维季姆河和奥

廖克马河一带的大 ０００公里。勒森林里，距西伯利亚大铁路约２

拿采金公司建于１９世纪末，英国资本家持有７０％的股份，沙皇

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不少达官显贵及大

资本家普梯洛夫、银行巨头维什涅格拉茨基等都是该公司股东。

股东们仰仗沙皇政权的扶持获得了巨额利润，１９０４—１９１１年勒拿

采金公司的利润增加６倍。１９１０年末，该公司购买和租赁了勒拿

河沿岸黄金储备最丰富、产量最高的矿区，拥有采金点４２３处，

占地面积达３．８６万俄亩。勒拿采金公司成为俄罗斯帝国最大的

采金企业。

西伯利亚一些金矿被发现后，俄国黄金工业中心逐步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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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拉尔地区转向阿尔泰地区及叶尼塞河、勒拿河和阿穆尔河流

域地区。西伯利亚的黄金产量及其在国内黄金总产量中的比重基

本呈直线上升趋势。１８３０年俄国黄金产量为４００普特，其中西伯

利亚占５０普特；１８５０年俄国黄金产量为１５００普特，其中西伯利

亚占６６．７％，为１０００普特；１９００年俄国黄金产量为２３００普特，

西伯利亚为１６００普特，占６９．６％；　１９１０年俄国黄金产量为３１３６

普特，其中西伯利亚为２２２４普特。西伯利亚摘取了全俄黄金开

采业的桂冠。

正因为有了西伯利亚的黄金产地，俄国曾一度荣登世界黄金

开采大国的宝座。在１９世纪第二个２５年里，由于西伯利亚采金

量的增长，俄国在世界黄金生产国中独占鳌头。只是美国在加利

福尼亚（ １８４９年）、阿拉斯加及英国在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的维多

利亚（ １８５１年）发现金矿后，俄国才退居世界黄金开采国的第

年世界采金量三位。据统计，１８９６ 为３１９．１吨，其中美国为８３．７

吨、非洲为６５．５吨、澳大利亚为６３吨、俄国为３２．２吨（ 西伯利

亚与远东占２８．９吨）。

然而，１９世纪下半叶，西伯利亚采金部门的技术设备和生

产方式从总体上看还比较落后。西伯利亚采金业尚处于粗放式发

展阶段，也就是主要依靠开采新矿来增加产量。多数金矿还大量

使用丁字镐、洗砂槽和二轮马车等原始工具。一直到１９世纪末，

俄国没有一家采金机械设备生产厂。西伯利亚仅有的４家制铁厂

无法满足采金业对条铁的需求，几乎所有采金设备都要从国外和

乌拉尔地区购买。只是在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的黄金工业开始

步入现代化轨道。

．
．勃利诺夫主编：《 十月革命前的西伯利亚工人阶级》，新［苏］ 西伯利亚

１９８２年版，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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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煤炭开采

采煤业是西伯利亚起步稍晚的产业部门。为了满足西伯利亚

大铁路的建设需求，西伯利亚的采煤业应运而生。在修建西伯利

亚大铁路期间，西伯利亚的煤炭开采量迅速增加，很快成为西伯

利亚仅次于黄金工业的第二大矿业部门。１９１０年西伯利亚采煤

量占俄国煤炭总产量的８％。

西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省是帝俄时期西伯利亚的采煤大户，其

煤炭产量占西伯利亚煤炭总产量的１／３左右。１８９７年俄国开始对

托木斯克省苏真斯克煤矿进行开发，这个煤矿是苏联时期最著名

的库兹巴斯煤田主要矿区之一，位于今西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州。

１０年间，苏真斯克煤矿采煤量增加了３倍，从２００万普特增加到

８００万普特。此外，伊尔库次克省的切列姆霍沃（ 位于伊尔库次

克市西北１３０公里处）也是西伯利亚重要的煤炭产地。

在远东外贝加尔省、滨海省、萨哈林省及地处亚洲东北角的

阿纳德尔边区也有一些大型煤矿，它们的命运跟西伯利亚西部的

煤矿不同。由于受到伊尔库次克省煤炭以及进口煤炭的竞争，外

贝加尔省和滨海省的私营煤矿发展很不顺利。外贝加尔省的哈拉

曼古特、坦霍伊斯克等煤矿被邻近的切列姆霍沃煤矿挤垮。日本

出产的煤虽然质量不好，但是价格低廉，滨海省经常从日本进口

煤炭，还从中国、德国进口煤炭，每年的煤炭进口量达数百万普

特。在这种情况下，滨海省私营煤矿逐渐衰微，后来纷纷倒闭。

３．黑色金属与有色金属开采

西伯利亚的黑色冶金业有一定的发展基础。１７９０年在外贝

加尔地区创办彼得罗夫斯克厂，这家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东

西伯利亚惟一的生铁冶炼和铁制品厂。后来，在伊尔库次克省建

立了一些生铁冶炼厂。１９世纪下半叶，西伯利亚黑色冶金业得

到进一步发展，１８６７年又建立了阿巴坎生铁冶炼厂。在修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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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大铁路以前，西伯利亚地区的生铁冶炼企业完全能够满足

该地区对生铁和金属制品的需求。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以

后，西伯利亚黑色冶金业呈现迅猛增长的势头，所有制铁厂都在

满负荷运转。但是，由于俄国政府奉行保守的经济发展方针，对

西伯利亚工业开发采取歧视性政策，已经是前景看好的西伯利亚

黑色冶金业遭受摧残，生产陡然下滑，至１９世纪末已经濒临破

产的边缘。１８９８年，伊尔库次克省尼古拉耶夫斯克炼铁厂生铁

产量为４１５９７７普特，外贝加尔彼得罗夫斯克炼铁厂生铁产量为

１２７１０７普特，阿巴坎炼铁厂生铁产量为１ 年，７５４４２普特。到１９００

西伯利亚的生铁生产西伯利亚生铁总产量仅为３１万普特。 已无

法满足当地需求，需从欧俄和国外大量购买金属原料和制品。在

乌拉尔冶金工业强有力的竞争之下，西伯利亚地区许多冶金企业

被迫停产或大幅度减产。

１９世纪下半叶，西伯利亚白银、铜、铅等有色金属开采部

门也日趋衰落。特别是阿尔泰皇家产业因经营管理不善而每况愈

下，这在巴尔瑙尔矿区表现得十分明显，巴尔瑙尔炼银厂于

１８９３年被迫关闭。

４．制盐业

制盐业是西伯利亚的传统产业部门，出现于１７世纪。随着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俄国东部人口迅速增长，奶油、肉类、

渔业等生产部门对盐的需求量日益扩大，该地区制盐业获得快速

发展。许多地方开办了大型盐场。伊尔库次克省乌索利耶盐场是

西伯利亚最大的盐场，年产量占东西伯利亚年产盐量的一半以

上。１８９５年西伯利亚产盐２５０万普特，１９１０年增加到１５５０万普

特，占全俄盐产总量的１２．１％。在西伯利亚的盐产总量中，草原

徐景学主编：《 西伯利亚史》，第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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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占６７．５％、托木斯克省占１６．２％、伊尔库次克省占７．６％、

叶尼塞斯克省占６％。除了远东地区之外，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的

盐完全达到自给自足。

远东基本上不产盐。开始时，远东所需的盐从西伯利亚其他

地区和南俄购买，还从德国、埃及、日本进口。２０世纪初，在

远东市场进口盐被国产盐排挤出去。

（ 三）渔业和林业

俄国西、北、东三面濒临浩瀚的海洋，内陆拥有长川巨流和

众多的湖泊，是世界上主要的渔业国家。十月革命前，俄国渔获

量达到６９００万普特，超过美国（ ４５００万普特）、日本（ ４２００万普

特）和挪威（ ３８００万普特）等渔业大国，名列世界第二，仅次

于英国（ ７１００万普特）。俄国的主要渔业区位于里海海域和太平

洋沿岸。１９０５—１９１５年，里海海域渔获量占全俄的５２．２％，西伯

利亚水域（ 包括太平洋沿岸区）占１７．４％。

渔业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传统产业。星罗棋布的江河湖

泊和辽阔的沿海水域是天然的捕鱼场所，为发展渔业提供了优越

条件。由于捕捞作业技术和设备不断改进，西伯利亚年渔获量十

分可观。仅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该地区就出口鱼９７３万普特，价值

２５８ 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的渔获量在９００—１２００万４万卢布。

普特之间，占全俄渔获量的１０％—１７％。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远东有三大捕鱼作业区。第一

大捕鱼区即尼古拉耶夫斯克渔区，位于阿穆尔河下游三角湾。这

里的渔业生产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产品销往欧俄和西伯利亚地

区；远东第二大渔业区是鄂霍次克一堪察加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

以前，俄国政府对开发利用这里的水产资源没有多大兴趣，只注

徐景学主编：《 西伯利亚史》，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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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向当地土著居民征收“ 雅萨克”，也就是玄狐皮、红狐皮、堪

察加貂皮和海狗皮、堪察加海獭皮等实物税。随着远东渔业的发

展，堪察加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成为一个重要港口；萨哈林区

是远东第三大捕鱼区，渔业也是萨哈林的主要经济部门。当地的

阿伊努人和尼夫赫人很早就捕捞鱼和海产品用于个人消费。１９

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萨哈林渔区积极融入全俄统一市场体系。

但是，同远东其他渔区相比，萨哈林渔区的鱼和海产品在全俄市

场中所占的份额很小，原因是许多日本企业主将萨哈林的渔品运

到了日本。

１９０５年《 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南萨哈林归日本所有，

远东渔业出口量大大减少。为了减轻日俄战争给远东渔业带

来的不利影响，刺激远东渔业快速增产，俄国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有效措施。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间，俄国政府将大麻哈、北鳟

等鱼类的铁路运费下调２５％，又规定从中央省份来到远东渔

场的雇佣工人乘车时可享受优惠待遇。滨海省和萨哈林岛年

渔获量一般在６００—１０００万普特之间，其中一半以上被加工成

鱼粉和鱼油。鱼粉用作牲畜和禽类的饲料，鱼油用于各种含

氮和磷质农作物的有机肥料。远东出产的鱼品在日本、朝鲜

和中国市场上颇有销路。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远东鱼和海产品产

量不下１０００—１２００万普特，价值３５００万卢布，占全俄渔获量

的１４％一１５％。

西伯利亚地区森林资源异常丰富，是世界著名的森林资源

带，这里的木材质量好、价格适中。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西伯利

亚的木材开始打入国际市场，从秋明地区向外出口。数年以后，

秋明已跻身于世界最大木材供应地的行列。然而，西伯利亚大部

分木材出口业务操纵于外国公司的手中。

远东地区木材业自１９世纪中叶开发远东之时起步，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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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当地需求。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面向市场，这同修建西伯

利亚大铁路有关。当时建立了许多锯材厂。远东在发展木材工业

和木材出口方面拥有十分优越的条件。第一，阿穆尔沿岸地区拥

有１．６亿公顷森林，其中柞木、胡桃木、红松、水曲柳等一些优

质木材在国际市场上很畅销；第二，太平洋沿岸地区河运系统发

达、港湾优良，运输成本较低，这使远东企业主在国际木材市场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木材加工业逐步成为远东的支柱产业。

１９０７年远东木材出口区开始形成，１９０９年建立了一些大型木材

及木制品出口贸易公司。

综上所述，在西伯利亚工业中，只有农业原料初级加工行业和

采金业获得较大发展，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只是鹅行鸭步。该地区

工业的落后状况从其贸易结构中清晰可见。１９１３年这里９９％的外来

货是工业品。在向外输出的商品中，奶油占４０％、其他食品占２３％、黄

金与毛皮分别占１９％和１５％。在铁路运输货物总值中，农产品占

５８％、畜产品占１９％、矿产品占２３％。西伯利亚地域辽阔，占俄罗斯帝

国总面积的３／４，但是其工业在全俄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却

微不足道。据１９０８年的工业调查，亚洲俄罗斯的工业产值占俄罗斯帝

国工业总产值的３．５％，其工人人数只占全俄工人总数的１％。

西伯利亚工业生产大大落后于农业生产。到１９１４年，工业品在

西伯利亚总产值中占２２％。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第一，西伯利

亚地区人口密度低，缺乏自由劳动力，甚至缺乏农业劳动力；第二，

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推行殖民政策，使西伯利亚成为俄国内地省

份的原料基地。西伯利亚地方工业的发展不仅受到俄国政府一系

列限制性措施的制约，而且受到欧俄地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阻挠。

俄国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移民局编写《 亚洲俄罗斯》第２卷，圣彼得堡

１９１４年版，第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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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工商业资产阶级不愿看到西伯利亚工业的发展，向西伯利亚

的工商业者大量提供借贷或推销商品。西伯利亚许多工商业者实

际上只是西伯利亚与欧俄市场之间的经纪人，没有成为独立的企

业家。结果，西伯利亚工业市场被欧俄及国外商品所垄断，对欧俄

与国外工业的依赖性不断加强；第三，俄罗斯国内市场狭小、交通

不发达、资金匮乏、缺少专业技术人员；第四，西伯利亚面临乌拉

尔和欧俄地区工业品的有力竞争。例如，西西伯利亚有条件从乌

拉尔地区得到必要的设备，从欧俄获得消费品。

第三节　　俄国东部的交通开发

相对于俄罗斯人的发祥地中央黑土区来说，“ 新俄罗斯”、

“ 小俄罗斯”、内高加索、中亚及哈萨克斯坦同属俄国的边疆区。

西伯利亚的情况与这些边区有很大差异。作为俄罗斯帝国面积最

大的一块边疆，西伯利亚的移民开发进程比较迟缓。除了历史地

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长期制约该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即

交通落后。地处西伯利亚最东部的远东与莫斯科相隔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公里之遥，这意味着交通因素在西伯利亚移民开发中所起

的作用较之俄国其他边疆区更加重大。

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筹划

自１８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莫斯科一西伯利亚大道逐渐成为

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陆路通道。１８９０年，契诃夫在考察萨哈林

岛之 恰好在第际深有感触地称这条路是世界上最不像样的路。

斯 财政家、政治家、外交家》，莫斯．科列林、 捷潘诺夫：《 谢·尤·维特

科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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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西伯利亚地区终于迎来了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

革，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工程正式启动。

然而，在此之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设计方案却经历了３０

余年的讨论、酝酿。早在１８５７年，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尼·穆拉

维约夫命属下制定阿穆尔沿岸地区铁路建设方案。拟议中的这条

铁路线从阿穆尔河畔索菲斯克延伸到鞑靼海峡西岸的德卡斯特里

湾，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做苏联时

代修建的另一条西伯利亚铁路大 贝阿铁路干线东段的雏动脉

形。当时，俄国工商界人士也提出以便捷的运输线将欧俄与西伯

利亚联结起来的动议。

俄罗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西伯利亚地区发生

观念上的转变。随着工业的迅速增长，国内越来越多的自然资

源和区域被吸纳到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西伯利亚已经不能再

作为俄国一份菲薄的世袭“ 不动产”或者一只可以拿走、也可

搁置一边以备困难时打开用的“ 百宝箱”。西伯利亚吸引了欧

俄工商业资本家的目光。在这些资本家眼里，西伯利亚就是美

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 莫斯科通讯报》写道，“ 人手尚未触摸

到的贵金属和宝石充满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在这里几乎到处都

埋藏着神话般的宝物。益于健康的气候、肥沃的土壤、茂密的

森林、巨大的河流 俄罗斯整个⋯⋯我们需要西伯利亚之路。”

冶金业都在翘首企盼着钢轨和其他铁路建筑材料的大批量订

货。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西伯利亚交通建设问题受到特别关注，成

为交通部、陆军部、财政部、内务部、国家财产部以及皇室等越

．．
０． ２．斯塔尔采夫：《 西伯利亚企业活动史（ １７世纪至 ０冈察洛夫、 世纪

巴尔瑙尔１９９９年版，第９初）》， 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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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国家机构讨论研究的一大热点。１８８２年３月，交通大臣

． 波谢特在大臣委员会上重申，“ 西伯利亚在各个方面尚处

于萌芽状态，这几乎完全是由于缺少便捷的交通线。注入北冰洋

的各条河流之间无运河相通，穿越整个西伯利亚的一条驿路是这

个辽阔边区惟一一条原始道路。不难理解，在这样的条件下，西

伯利亚的人口发展特殊、增长缓慢，大部分自然资源仍然未被开

发利用。在遥远的中俄边界每当出现国际混乱时，政府都要付出

巨大代价运 继他之后的送物资去保卫那个疏于防范的地方。”

．　 ．
．帕乌克尔和 ．久别涅特交通大臣 对改善西伯利亚的交通

条件问题也表现出同样的兴趣。国务会议主席、大公米哈伊

．　尔·尼古拉耶维奇及陆军大臣 ．万诺夫斯基等均主张尽快实

施已经过深思熟虑的铁路建设方案。

在讨论、酝酿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过程中，一些政府要员也

提出不少异议。例如，掌管俄罗斯帝国财政大权的尼·赫·崩格，

尤其是维特的前任伊·阿·维什涅格拉茨基（ １８８７—１８９２年任财

政大臣）以资金不足为由反对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从速建设。维

什涅格拉茨基强调，这条长达数千俄里的铁路于国无利。他认

为，如果需要修建铁路，则以短距离为宜，而且一定要从西部

修起，因为倘若从东头修的话，那么随着铁路线自东向西的延

伸，美国货必将潮涌而入。当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一事最终敲

定之时，维什涅格拉茨基还苦口婆心地建议莫要将此事公开，

以免造成国家钞票汇率下跌。尽管如此，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

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想法在俄国权力机构中逐渐占据上风。

俄国一些政府要员意识到，尽快建设一条自乌拉尔向东贯穿整

２０世纪初）》，第１①冈察洛夫、斯塔尔采夫：《 西伯利亚企业活动史（ １７世纪至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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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已是当务之急。克里木战争给俄国人留

下不堪回首的记忆，俄国人不希望符拉迪沃斯托克再遭黑海军

港塞瓦斯托波尔的厄运。二十年后的俄土战争（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更进一步证明，快速通道对于向战区调兵遣将是何等重要。伊

尔库次克总督和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尤其强调铁路对于保卫俄

国远东领土的必要性。

从乌拉尔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建设方案讨论多年，因

该工程项目造价昂贵、国家财政拮据和当时沙俄西线、南线局势

紧张等原因，沙皇迟迟不予恩准。自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远东

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世界列强为寻求适宜的太平洋出

海口而展开了激烈角逐。加拿大一太平洋铁路已经交付使用。

．　１８８６年１ ．伊格２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东西伯利亚总督

纳季耶夫伯爵力陈加速西伯利亚铁路建设的必要性呈文上作出如

下有名的批示：“ 我应当以遗憾和抱愧的心情承认，对于这块富

饶却荒芜的边区，迄今为止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满足它的需

要。现在是时候了，早该是时候 １８８６—１８８７年俄英之间争了。”

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俄国获悉，英国已获权在中国修建

一条从北京直达俄国边境的铁路。这成为俄国加速修建西伯利亚

大铁路的催化剂。亚历山大三世立刻签署了关于加紧准备西伯利

亚大铁路建设实施方案的命令。１８９１年３月上旬，俄国政府通过

陆军大臣的提议，同意“ 为满足军事目的”而修筑从车里亚宾斯

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３月２９日，亚历山大

三世发布特别谕令，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决定。

当时，俄国并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和能力兴建如此浩大的工

程。从上面的考察中不难看出，俄国政府之所以下决心修建西伯

财政家、政治家、外交家》，第１０１页①科列林、斯捷潘诺夫：《 谢·尤·维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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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大铁路，首先是出于明显的军事战略意图。俄国希望借助这

条便捷的通道随时将军队快速运送到远东。其次，俄国政府决意

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包括亚洲俄罗斯的两条突厥斯坦铁路在

内）有着重要的经济目的。维特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报告中

指出，西伯利亚大铁路将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货物从经由苏伊士运

河的海上运输线路吸引过来，并且通过转口运输获得巨额资金。

除此之外，可通过这条铁路加速向东部边疆地区移民，尽快使该

地区人口稠密起来，大力发展西伯利亚的农业生产。

早在１８８７年，俄国就已开始对未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

线路勘察，期间充分利用了历次西伯利亚地区大规模科学考察的

详细资料。按照交通部预定计划，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端开始施

工。为提高该铁路的经济实用价值，把西西伯利亚农业区纳入国

民经济周转中，后来决定改由东西两端同时修建。１８９１年初，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路线最终确定。

车里亚宾斯克区１８９１年２月，西部的兹拉托乌斯克 段开始

动工。西伯利亚大铁路主体工程共分七个区段，分三期完成。第

一期工程包括西西伯利亚线、中西伯利亚线和南乌苏里线，长

３４９４俄里，１８９１—１８９８年完成；第二期工程包括北乌苏里线和外

贝加尔线，长１３５６俄里，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完成；第三期工程是贝

加尔环线和阿穆尔线，长２２９２俄里，１８９７—１９０５年完成。１８９１

年５月１９日，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访问东方诸国归来

后，在距莫斯科近万里之遥的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处参加西

伯利亚大铁路南乌苏里线的隆重奠基仪式。１８９４年西伯利亚大

铁路修到鄂木斯克，１８９８年修到伊尔库次克。沙皇政府从欧俄

征召大批民工来到西伯利亚，许多移民也加入西伯利亚大铁路建

设者的行列。在工程量最大的１８９５—１８９年，施工人员多达６

５５．５万。由于工程量不断扩大，西伯利亚经济生活日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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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建立了交通部所属的西伯利亚铁路建设专门管理局。值

得一提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耗资巨大，总投资７．５—８亿卢布，

几乎全部出自国家财政，俄国没有为此发行专门的公债。

二、关于阿穆尔铁路

起初，俄国政府准备将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沿阿穆尔河同乌

苏里区段衔接。１８９５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到贝加尔湖东

南的赤塔。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俄国尚未弄清楚位于石勒喀

河畔的斯列坚斯克至哈巴罗夫斯克一段的工程条件，后来发现这

条路线既不方便也不划算，俄国政府决意采取“ 借地接路”的办

法，也就是取道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抵达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

托克。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缩短距离５００—７００俄里、

减少成本，二是扩大俄国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影响，与异军突

起的日本相抗衡。财政大臣维特强调这条捷径线路的重要性时

说：“ 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使俄国能在任何时

候通过最短的道路把自己的武装力量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及集中

于满洲、黄海海岸和中国京城的近距离处。”

年俄国政府借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１８９６ 礼之机，要

求清政府派遣李鸿章到彼得堡。俄方以日后给予３００万卢布酬金

为诱饵，于１８９６年６月３日（ 公历）迫使李鸿章在早已拟好的

《 中俄密约》上签字。该条约以“ 共同防日”为借口，规定中国

允许俄国在其东北地区建造铁路，即修建中东铁路。当年，中东

铁路建设进入勘察阶段。１８９７年８月２８日，在黑龙江右岸的绥

芬河举行了中东铁路开工典礼。该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东、

①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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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三个方向同时修建。１９０４年，全长２５００公里的中东铁路

正式运营。就这样，俄国用了１３年时间修成从车里亚宾斯克直

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全长７０００多公里的铁路干线，其中有长８０

公里的桥梁、隧道和跨线桥。

在 １９ 年中国义和团运动中，中东铁路个别区段被毁坏，００

工程进度受到影响。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政府更加意识到中东

铁路在战略上已经明显靠不住，西伯利亚大铁路阿穆尔区段，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阿穆尔铁路之建设势在必行。俄国陆军元帅阿·

尼·库罗帕特金认为，为了巩固远东边区的防御能力，促进该地

区的经济发展，应当立即采取的首要措施是修建阿穆尔铁路，以

取代中东铁路。他在答《 莫斯科之声》报记者提问时声称，“ 阿

穆尔铁路应该在中东铁路之先修建。⋯⋯中东铁路在任何时候都

不能像阿穆尔铁路那样具有国内线路的意义，后者的建设越快，

对它（ 远东）的经济发展及安全保证的利益就越多。”

然而，在修建阿穆尔铁路问题上，俄国朝野上下存在很大的

意见分歧。自由派地主们喋喋不休地抱怨说，在俄国本土落后得

可怜、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金钱却被大量地投掷于东方。

在日俄战争爆发的那一年《， 欧洲通报》《、 俄国财富》《、 俄国思

想》 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刊物纷纷发表评论，力陈上述观

点。以著名国务活动家维特为代表的一些人担心修建阿穆尔铁路

会招徕大量中国、朝鲜移民，认为在阿穆尔边区维持半开化、人

烟稀少的现状对俄国更为有利。在国家杜马审议有关修建阿穆尔

转引自阿列克谢耶夫、莫罗佐夫：《 俄罗斯远东的开发（ １９世纪末至１９１７年）》，

第６６页。

《 欧洲通报》为１８６６—１９１８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宣传自由资产阶级观点的月刊。

《 俄国财富》、《 俄国思想》均于１８７６年在莫斯科创办，前者自１８９１年起成为自

由主义民粹派机关刊物，１９０６年起成为立宪民主党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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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的法律草案时，大多数右派和十月党人代表表示赞同，立宪

民主党及左翼党团代表则对在知之甚少、荒凉的未开发经济区铺

设铁路的可行性表示怀疑。立宪民主党代表完全承认，这条铁路

将 在远东边“ 像美国人修建的通往远西部荒原的铁路线一样”

区的未来发展中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他们主张，暂时不要在远东

地区进行大量物质和资金投入，应该在若干年后再修建这条铁

路。

斯托雷平则主张，阿穆尔铁路肩负的使命是将远东牢牢地拴

住，直到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应该到处住满俄国人。１９０８年３月

３１日，斯托雷平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从国家

战略安全角度论证了修建阿穆尔铁路的必要性。他说，“ 许多人

对这条铁路的必要性深表怀疑，认为政府决定修建阿穆尔铁路是

严重的政治错误。⋯⋯花２．３８亿卢布修铁路在当前对于国家而

言是难以承受的，甚至可能是丧失理智的”。还有一个问题使

多数人感到犹豫：“ 这个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被永久

冻土所主宰的荒芜而寒冷的边区应该不应该住满人。”对此，

斯托雷平指出，“ 我们的国界线长达１．８万俄里。我们同十个

国家接壤，领土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七分之一。岂难理解，

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一要务是交通线？交通线的意义不只是战

略性的；国家的强大不仅要依靠军队；国家的强大也依靠其他

基础。实际上，遥远、寒冷、无人居住的边区难以从外地调兵

谴将来进行保卫”。“ 我们遥远而寒冷的边疆是一块富饶的土

地。这里盛产黄金、盛产毛皮，这里为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并

拥有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而且，在我们身旁矗立着一个人烟

德·诺维科夫《： 俄国自由主义者关于政府在远东的经济政（策 １９０６—１９１４）》》，载

［俄］《 远东问题》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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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密的国家，在此情况之下，这个边区不会处于荒漠状态。如

果我们将一味地昏睡，则该边区将靠异邦的汁液来滋养，当我

们从梦中醒来的时刻，它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的俄罗斯土地而

已”。“ 在我们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堪察加还是鄂霍次克海沿

岸，已经出现某种不好的迹象。我们的国家机体已经楔入异

体。”“ 应当承认，人烟稠密对该边区是何等重要。然而，没有

交通线，怎么能够人烟稠密？”在国家杜马审议修建阿穆尔铁

路的法律草案中，官方人士在对反对派的答词中表示，在修铁路

的同时将采取一切措施“ 使铁路沿线地区以最快的速度住上人，

并广泛利用阿穆尔沿岸边区的自然资源”。

在斯托雷平的坚决主张和积极斡旋之下，国家杜马于１９０８

年４月批准了关于修建阿穆尔铁路的法律草案。阿穆尔铁路于

１９０８年破土动工，８年后建成通车。架设在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

尔河大桥为该铁路的收尾工程。这座铁路桥长三公里，因出色的

设计方案而在１９０８年巴黎国际展览会上与法国埃菲尔铁塔同获

金质奖章。阿穆尔河大桥自１９１３年７月开工修建，１９１６年秋季

告竣。阿穆尔铁路的建成标志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境内全线

贯通。

三、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意义

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西伯利亚人烟最稠密的南部地带，途经

鄂木斯克、 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上乌丁斯克

赤塔等城市。无论在建筑规模和建设速度（ 平均每年５８７俄里）

《 斯托雷平：生与死》附录，萨拉 ２５４页。托夫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４—

②今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始建于１６６６年，当时只是乌达河畔的一个哥

萨克冬营，１６８９年改建成为上乌丁斯克城堡，后来改市。上乌丁斯克从１７８３年

起成为伊尔库次克县城，自１８５１年成为外贝加尔省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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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是在施工的技术难度上，西伯利亚大铁路都堪称世界铁路

建设史中的不朽之作。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俄罗斯在西伯利亚撑起的一个稳定支架，

然后以移民、开发等方式去填充它。它在西伯利亚现代化进程中

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随着铁路的延伸，移民们的脚步踩踏到了

更遥远的东方。铁路刺激了西伯利亚传统农畜牧业生产部门的进

一步发展，促进了农牧业原料加工部门的兴起，其中包括奶油

业。除了一些黄金工业企业位于伊尔库次克省、雅库特省和外贝

加尔省偏僻的原始森林地区之外，西伯利亚的农业文明带、工业

企业都分布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简言之，西伯利亚大铁路的

建设相对缩短了俄国东西部之间的距离，改变了西伯利亚昔日荒

芜、闭塞的面貌，加速了这里的开发步伐。

俄国学者强调，西伯利亚大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保证

了快速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任务的完成，对保卫远东领土起了很

大作用。西伯利亚大铁路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商

业价值。１８９９—１９０６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货运量从４１００万普

特增加到１．０３亿普特。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也为俄国赢得一

笔难以估价的无形资产。众所周知，１９世纪初俄罗斯执欧洲政

局之牛耳，５０年代克里木战争后其实力锐减。西伯利亚大铁路

的修建令人惊叹，俄罗斯似乎在以此向全世界宣告，俄罗斯帝国

实力犹存，俄罗斯还有西伯利亚这一片辽阔的区域没有开掘，因

此它在未来依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事一直引起世人的关注，各国纷

纷发表评论，盛赞这条铁路的重要价值。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

本身是沙俄时期西伯利亚开发的突出成就。正如美国史学家乔

“ 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像贯穿治·伦森指出的那样： 西伯利亚的铁

路那样，象征着西伯利亚机器时代的到来。这条铁路像铁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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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它使东方地区的移民和经济发展起了革

命性的变化。” 一位法国作家评价说：“ 发现美洲和修建苏伊士

运河后，历史上没有比敷设西伯利亚大铁路更伟大的、富有成果

的事件。，，

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外，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俄

国在东部边疆地区还修建了其他铁路线路。尤其是在斯托雷平土

地改革时期，东部地区的铁路建设发展迅速。１９０７—１９１５年建成

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第二条轨道（ 鄂木斯克一外贝加尔卡雷姆斯

克站）。布哈拉、阿尔泰、库伦达、米努辛斯克的铁路建设有些

耽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接近完工。１９１３年，秋明一鄂

木斯克支线交付使用。１９１５年开始敷设南西伯利亚铁路。１９１３

年１２月１日，特洛伊次克一库斯塔奈线完工，１９１６年新尼古拉

耶夫斯克一巴尔瑙尔一塞米巴拉金斯克线路竣工。１９１３年５月，

俄国政府批准修建克尔丘基诺（ 后来的列宁斯克一库兹涅次

基）一巴尔瑙尔线及至克麦罗沃的支线。到１９１７年前，克尔丘

基诺和克麦罗沃均有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

土路建设在俄国东部移民开发中也发挥很大作用。１９０６—

１９１５年在西伯利亚四个省份共修土路１．３万俄里左右，其中

托木斯克省为４２００俄里、叶尼塞斯克省为４０００俄里、托博尔

斯克省为２０００俄里、伊尔库次克省为２７００俄里。外贝加尔和

阿克莫林斯克省的筑路工程规模也相当大。在远东阿穆尔河

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土路建设。布拉

戈维申斯克至雅库次克公路、哈巴罗夫斯克至尼古拉耶夫斯

①［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 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

第１３６页。

②转引自奥克拉德尼科夫、顺科夫主编：《 西伯利亚史》第３卷，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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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公路处于设计阶段。如果没有在整个亚洲俄罗斯建成的总

长约１．５万俄里的土路，亚洲俄罗斯的大规模移民开发运动也

是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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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俄国东部边疆的社会变迁

移民运动与经济开发对俄国东部地区的人口数量、民族结

构、宗教信仰、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等均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节　　　　俄国东部的人口状况

一、人口分布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地域最

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１９１４年１月１日，俄罗斯帝国领

土面积１９１５．５５８７７万平方俄里，如不算芬兰，则为１８８６．９５４５９

万平方俄里。１９００年俄国人口达到１．３亿，相当于法国、德国、

英国人口的总和，而美国人口仅７６００万。

俄罗斯帝国人口密度的总体特点是西高东低、南密北疏。

全国９０％的人口集中在欧俄地区。据１８９７年统计，在辽阔的乌

拉尔以东地区居住着１３５０万人，其中７００万人在中亚和哈萨克

斯坦。 俄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为西南省份５７．５人，然后由

高及低顺次为中央省份５２．９人、南部省份４３．９人、西部省份

①秋卡夫金：《 苏联历史（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莫斯 年版，第４８页。科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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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人、东南省份２９．３人、西北省份２１．２人、东部省份１１．１

人、北部省份２．４人。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在波兰，其最发达的

工业省份之一 皮沃特勒库夫省平均每平方俄里为１７９．６

人；其次是莫斯科省、基辅省，分别为１１０人和１０１．７人，波

尔塔瓦省、库尔斯克省和彼得堡省均为７０—８０人左右。相比

之下，在亚洲俄罗斯地区人口密度却极低：西伯利亚平均每

１０平方公里为５人，其中在雅库特和阿穆尔省平均每１０平方

俄里仅１—３人，在勘察加和滨海省平均每１００平方俄里只有

３—１３人。 截至１９１４年１月１日，俄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俄

里８．５人。欧俄地区人口密度为２８人，在波兰这一指数为

１０８．７人，在芬兰为１０．６人，在高加索为２８．４人，在西伯利

亚为０．７人，在中亚为３．２人。可见，西伯利亚的人口密度较

之俄国第二大垦殖区中亚还要低，西伯利亚是俄国人口最为稀

少的边疆地区。

移民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对西伯利亚的人口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甚至决定性作用。西伯利亚（ 不含阿克莫林斯克省）居民人数在

１８６３年仅有２８６．３万，１８９７年增加到５４３．８万，截至１９１４年１月

１日达９６２．５万。１８６１—１８９６年，西伯利亚移民约８６．３万人，

１８９７—１９１３年大致为２３０．２万人，外来人口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

所占的比重分别为３３．５％和５５％。

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以前，整个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人口

增长主要依靠自然增长。１８６７—１８９６年，西伯利亚与远东人口自

然增长数为１５８．５９万人，机械增长数为１１８．９４万人，即自然增

长数占人口增长总数的５７．１４％。在滨海省、阿穆尔省及托木斯

．
．莫罗佐夫《：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俄国人口》，载［俄《］ 祖国历史》１９ 年９９

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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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省的一些县，机械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在１８６１年改革后的头２５年，西伯利亚人口增长速度与欧俄

地区基本持平。自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由于两次移民浪潮的推

动，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有所提高。１９世纪末至

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的人口增长速度比欧俄快一倍。如果说，

１８６３年以后西伯利亚总人口增加１００万需要２０多年时间的话，

那么１８９７年以后，在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９年和１９１２年这三个年份该地

区人口分别增加了１００万，也就是说每隔３年便增加１００万。

１８９７—１９１４年，在不到２０年的时间内西伯利亚总人口几乎增长

０．８倍，如果单纯依靠自然增长的方式达到这一速度，则需要５０

年左右。１９０６—１９１３年间，西伯利亚人口增长率达到５．４％，创

历史最高水平。其中，西西伯利亚为６．１％，东西伯利亚为
②

４．２％。同时，西伯利亚各省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资本主义时

期的顶峰。

尽管在农奴制改革以后西伯利亚的人口有了迅速增长，但是

西伯利亚地区人口状况的两个基本特点始终没有改变。人口密度

极低是西伯利亚人口状况的最大特点。１８６３年，托博尔斯克省

伊希姆、秋明、库尔干和雅鲁托罗夫斯克等西伯利亚人口最稠密

的农业区平均每平方俄里为５—８人。在其他省份中人口最为稠

密的是巴拉干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俄里

３．２人和３．５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只有一

个托木斯克省平均每平方俄里超过５人，其他省份均少于２人，

在雅库特省和叶尼塞斯克省仅为０．０９和０．４人。西伯利亚人口

（ １９世纪末之前） １３４》，第

．
载［苏］ １９８１《 苏联历史》

阿列克谢耶夫：《 俄国人对远东与俄属美洲的开发

页。

普罗宁《： 西伯利亚人口５０（年 １８６３—１９１３）》，

年第４期，第５９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1

状况的第二个特点是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从大范围上看，人口主

要集中在西西伯利亚，其次是东西伯利亚，远东的人口十分稀

少。这一点跟整个俄国的“ 人口地域构成”完全类似。在修建西

伯利亚大铁路以前，西伯利亚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河边和莫斯科一

西伯利亚大道两旁。后来，西伯利亚大铁路干线及其支线两侧逐

渐成为西伯利亚的人口密集区，１９１７年这里的人口占西伯利亚

居民总数的８７％。

此外，从社会成分上看，西伯利亚人口状况跟欧俄地区相比

较还有一些特点，如贵族比例小、小市民的比重较低（ 这同该地

区城市和商业不发达有关）等。西伯利亚是农业开发区，其人口

的绝大多数是农民。

二、民族结构

随着移民运动的不断发展，俄国东部地区的民族结构发生根

本变化。

（ 一）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在迁往西伯利亚的欧俄移民中最大的民族群体是俄罗斯人，其

次是东斯拉夫人的另外两支 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随着欧俄

居民的大量涌入，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人与日俱增，并且很快发

展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的主体民族。１８９７年，在西伯利（亚 不含远东）总

人口中俄罗斯人占７３％、乌克兰人占３．４％、白俄罗斯人占０．２％。

１８９７年在亚洲俄罗斯居住着９％的俄罗斯人，１９１７年为

１１．７％。　１８９７年在西伯利亚有俄罗斯族居民４４０．５万人，占俄罗

斯帝国俄罗斯族总人口的７．９％，　１９１７年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族居

民人数增加到７４３．８万，在俄罗斯帝国俄罗斯族总人口中的比重

上升为９．７％。　１８９７年在草原边区和突厥斯坦居住着６１．２万俄罗

斯族人口，占俄国俄罗斯族人口总数的１．１％，　　１９１７年草原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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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厥斯坦的俄罗斯族居民人数达到１５３．３万，在俄国俄罗斯族

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增至２％。在居住于亚洲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当

中农民占８０％左右。

１８９７—１９１７年，有上百万的移民从一些纯俄罗斯人省份迁移

到了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但是俄罗斯族人口在西伯利亚总人口中

的比重增长幅度不大：从７６．９％上升到７８．２％，总共增加了１．３

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向西

伯利亚的迁移数量急剧增加。１９世纪下半叶以前，乌克兰人在

国内的移民活动主要局限于欧俄地区，在遥远的东部边疆尚难见

到他们的身影。农奴制改革后，许多乌克兰农民开始向西伯利亚

迁徙，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根据１８９７—１９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

西西伯利亚共有１３．７１万乌克兰人，占居民总数的４．１％，其中

托博尔斯克省有３．７８万、托木斯克省有９．９３万。根据１９１０—

１９１７年人口普查资料，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两省的乌克兰人

数分别为６．７８万和　３０．８１万，在整个西西伯利亚乌克兰人共计

３７．５９万，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５．７％。　１８９７年乌克兰人在西伯

利亚人口中的比重为４％，　１９１７年超过９％。

俄罗斯族移民主要分布在西西伯利亚，白俄罗斯人则主要集

中在东西伯利亚，乌克兰人主要落户于远东。１８９７年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共占８２．１％。俄罗斯人主要定居在古老

的莫斯科一西伯利亚大道沿线、哈萨克草原北部以及河谷旁和北

冰洋岸边的小岛上。他们在西西伯利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于在

东西伯利亚的比重：在西西伯利亚占８７．１％，在东西伯利亚占

６３．９％，而在气候寒冷的雅库特省仅占１１．２％。 至２０世纪初，

普罗宁《： 西伯利亚人口５０（年 １８６３—１９１３）　》，载［苏《］ 苏联历史》１９８１年第４

期，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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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及白俄罗斯人共计８５９万。

俄罗斯人占西伯利亚总人口的７７．５６％，其中在西西伯利亚占

９４％，在叶尼塞一安加尔边区占９０％，在阿穆尔一滨海边区占

７５％。土著居民只是在东西伯利亚的极北地区占大多数。

废除农奴制后，俄国东部移民运动尤其使远东地区的民族结

构发生质的变化。虽然俄罗斯人对于远东居民而言已经毫不陌

生，但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十几个民族在远东地区就宏观角度而

言可以说是从无到有，远东从３０多个土著居民的家园变成以俄

罗斯人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１８８１年俄罗斯人已占远东人口

的５７．９％，俄罗斯人在远东各地区开始占据绝对优势。到１８９７

年，俄罗斯人在阿穆尔省占６８．４７％、在外贝加尔省占６６．２％、

在滨海省占６５％。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乌克兰人向国外迁移，

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俄国政府组织大批乌克兰人沿海路向远东

地区迁移。从这时起，迁移到乌拉尔山以东的大多数乌克兰人都

定居在远东地区。１８９７—１９１７年，远东地区乌克兰人总数从６．１５

万增加到４３万，在远东人口中的比重从６％增加到２３％。到

１９１６年前，远东地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比重上升到

８２．３１％。

（ 二）来自西部的其他民族

除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之外，在西伯利亚移民

中还有许多来自西部的其他民族。根据１８９７年人口普查资料，

在西伯利亚非俄罗斯外来人口总计２２．１万，占西伯利亚总人口

．６的２ ％ 。

根据１８９７年人口普查资料，在西伯利亚的波兰人（ 属西斯

①弗拉索娃：《 俄罗斯人：民族地域、迁居、人数和历史命运（ １７—２０世纪）》第

１卷，第７８—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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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人）为２９１７７人，其中年龄不满３０岁的男性占７２％，相当

于迁移到西伯利亚的波兰女性的１．６倍。波兰人在萨哈林岛总人

口中的比重最高，达到６．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苦役犯或移

住流放犯。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迁移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

多数是工人和农民。由于缺少土地、土地价格高和在城里找不到

工作等原因，许多波兰农民从俄罗斯西部省份迁移到西伯利亚，

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波兰族移民中占六成以上。１８９７年在西西伯

利亚居住着１２４７４名波兰人，其中８８０２人（ ７０．６％）住在农村。

根据波兰历史学家３．卢卡夫斯基的统计，１８９７年西伯利亚有

４４７６名波兰工人和手工业者，占该地区工人总数的５％，当时波

兰人在西伯利亚总人口中约占０．５％。波兰工人不只是由于经济

方面的原因向西伯利亚迁移。沙皇政府的政策往往也促使乌拉尔

山以东地区和欧俄地区的波兰工人不断增加。如，１９１２年沙皇

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将华沙一维也纳铁路收归国有，开始对

铁路强制推行俄罗斯化，不准招收天主教徒，成千上万的波兰铁

路工人被解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波兰工人便迁移到西伯利

亚，他们基本上定居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一些城市。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波兰人在西伯利亚较大的居住地包括托木斯

克（ ３９１６人，占该市人口总数的３．６％）、新尼古拉耶夫斯克

（ １９６５人，占３．７％）、鄂木斯克（ ２０５９人，占８．７％）、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 ５９５８人，占　８．７％）、伊尔库次克（ ２９５２人，占

３．９％）和哈巴罗夫斯克（ ２９２６人，占７．１％）。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波兰人急剧增加。除了先前的流放犯及

其后代、农民、想在西伯利亚找份儿好差事的工人和职员、新来

．　
．奥斯特洛夫斯基：《 波兰人在西伯利亚的人数、成分及分布（ １８９０—

１９３０）》》，载《 西伯利亚的人文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７５、　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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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放者和苦役犯之外，还有躲避战乱的人、军人和战俘。一些

波兰学者认为，战争期间共有６．５万波兰人迁移到西伯利亚。

根据１８９７年人口普查资料，亚洲俄罗斯生活着８８７０名德意

志人，其中４７９１人生活在阿克莫林斯克省；在托木斯克省生活

着８８４名德意志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托木斯克区（ ２８２人）和

巴尔瑙尔区（ ２２５人）。移居西伯利亚的德意志人大多数具有俄

国国籍，其中许多人的先辈是在１８世纪下半叶至１９世纪初取得

俄国国籍的。 犹太人成为卡因斯克的第二大民族，他们是被流

放过来的走私贩子的后代，卡因斯克因而有“ 西伯利亚的耶路撒

冷”之称。

此外，在西伯利亚移民和流放者当中，也有拉脱维亚人、伏

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等。

（ 三）土著居民

在俄国征服和吞并西伯利亚过程中，西伯利亚土著民族饱经

军事冲突、俄罗斯人和邻族人沧桑 的同化、被驱出家园、迁

徙、饥饿、疾病。１９世纪，西伯利亚土著人口数量虽有波动，

但总体上保持持续增长。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与俄罗斯等外来民族

之间的关系跟英国人、西班牙人及其他欧洲民族殖民政策中的民

族关系不尽相同。西伯利亚居民没有像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

塔斯玛尼亚岛上的土著居民塔斯玛尼亚人那样被外来殖民者所消

灭，而是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语言。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由于天花和霍乱等流行病的传播，远东土

著居民人数有所减少。后来，依靠自然增长，土著居民的人数增

加。１８８１年远东有１．３２万土著居民，１８９２年他们的人数增加到

①［俄］《 １７—２０世纪西伯利亚的社会文化发展》，新西伯利亚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７—

５８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6

１．６５万。到１８９７年，远东土著居民人数增加到１．７９万。西伯利

亚的土著居民共计１３４．５万，其中人数较多的是哈萨克人（ ４０

万，主要游牧于阿克莫林斯克省）、布里亚特人（ 近２９万，居住

在伊尔库次克省和外贝加尔省）、雅库特人（ ２２．６万）及西伯利

亚鞑靼人（ 基本上居住在托木斯克省和托博尔斯克省）。与此同

时，由于大批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涌入，西伯利

亚逐步被东斯拉夫人的海洋所湮没。１９世纪中叶，土著居民在

阿穆尔沿岸和滨海地区尚占多数，至２０世纪初它们所占的比例

已经减少到１４．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远东有１．３万名楚科

名奇人、８０００ 科里亚克人、４３００名尼夫赫人、２２００名伊杰里门

人、１４００名爱斯基摩人、９３００名鄂温克人和埃文人、４９００名那

乃人、２０００名乌尔奇人、约６０００名奥罗奇人和乌德盖人等。

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所推行的移民政策目的之一是使该边区

少数民族俄罗斯化。这种俄罗斯化政策客观上促进了西伯利亚与

远东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加速了当地土著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一方面，在西伯利亚越来越多的地区不断地趋于俄罗斯

化，处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等低级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民族接

受先进的俄罗斯文化。２０世纪初，作为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西伯利亚“ 按照居民成分，除雅库特省外，已经是地道的俄

罗斯，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和多数鞑靼人逐渐学会定居农民的

另一方面，风俗”。 也有少部分俄罗斯人及其他欧俄移民“ 西

伯利亚化”。一般来说，新住户的完全“ 西伯利亚化”，即房屋和

鞋子及其他物质文化因素的变化通常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出现。

新老住户之间的通婚在这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雅

库特地区，少数俄罗斯族农民、马车夫在１８世纪７０年代落户于

《 亚洲俄罗斯》第１卷，圣彼得堡１９１４年版，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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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并与雅库特人婚配，到１９世纪末，在这些人的后裔中有一半

人已经不讲俄语。

在西伯利亚各个地区，俄罗斯人等外来民族和土著民族之间

通婚现象比较普遍，不同的外来民族之间互相融合更为普遍。该

地区有些村庄的移民来自十多个省份。西伯利亚各民族间的相互

融合虽不及美国“ 熔炉”中的民族融合那样规模宏大，但依然是

值得注意的。

三、宗教信仰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东正教传教协会“”、圣古里传教团“”、圣

徒安德烈传教团”等活跃在西伯利亚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事东正

教传教活动。同时，来自欧俄的移民们也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传到

了西伯利亚，从而彻底打破了古老的萨满教在西伯利亚地区一统

天下的局面。１８７３—１８８９年，在伊尔库次克有３．４５万人皈依东

正教。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和西伯利亚移民运动的高涨，

满足俄罗斯人精神需求的东正教堂越来越多，东正教传教团的活

动随之向遥远的东部拓展。１８９３年，传教团在外贝加尔斯克建

立了１８个宿营地和２７所学校，有１万多名土著居民接受了东正

教洗礼。１９世纪末，在西伯利亚地区东正教徒已占总人口的

８５．７９％，超过东正教徒在欧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８１．７１％），

位居其次的是佛教徒和喇嘛教徒（ ４．３％）、伊斯兰教徒（ ２．２％）

等。

在西伯利亚移民队伍当中还有不少教派教徒，他们是不同于

东正教甚至跟东正教完全对立的非东正教教徒，包括莫罗勘派、

① ０世纪）》第弗拉索娃：《 俄罗斯人：民族地域、迁居、人数和历史命运（ １７—２

１卷，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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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身派、阉割派、教堂派和反教堂派等等。比如，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

就有５９８户、总计２７５０名俄罗斯旧礼仪派教徒从罗马尼亚（ ４７０

户）、奥地利（ １２３户）、保加利亚（ ５户）迁到阿穆尔省。在迁

到西伯利亚的移民中还有一些新教教徒，如移居西伯利亚的德意

志人绝大多数就是新教教徒，１８９７年在托木斯克省的８８４名德意

志人中有７２２人是新教教徒，德意志血统的天主教徒共１０４人。

在东西伯利亚布里亚特和图瓦，佛教占重要地位，主要是藏传佛

教。

第二节　　　　俄国东部的文化开发

１８６１年改革以前，西伯利亚地区只有三所男子中学和一所

女子中学，小学校的数量也是微不足道。改革后，随着移民的不

断涌入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伯利亚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

迅速增加，其中有矿业、航海、军事等职业技术学校以及培养神

甫的宗教学校。同时，西伯利亚的社会文化生活也日趋活跃。

１８６６年在托木斯克成立了西西伯利亚第一个戏剧爱好者协会，

从１８７５年在伊尔库次克开始出版《 西伯利亚报》，１８８２年组织了

关心人民教育协会。迁移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白俄罗斯人等各

族人民同俄罗斯人一道为西伯利亚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的业绩

随着移民运动的发展，俄国政府越来越强调在亚洲俄罗斯广

泛开展学校建设和教堂建设的必要性。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在

１９１０年视察西伯利亚之后所写的报告中指出，为了这项事业应

当不吝惜资金，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解除“ 移民精神上的孤僻”。

欧俄移民的到来为西伯利亚文化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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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大铁路更为俄罗斯文明在东部边疆的传播提供了一条顺畅

而快速的通道。２０世纪头几年，西西伯利亚特别是托木斯克省

学校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欧俄。在西伯利亚东正教堂和学校

建设方面，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国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在西伯利亚移民区的文化建设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督办西伯利亚铁路事务大臣阿·尼·库洛姆津为这一

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的建立同他的活动分

不开。１８９４年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作出决定，用余富的经费为

移居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建立东正教堂。西伯利亚大铁路建筑工

程规模浩大，建设时间之短创历史记录，俄国财政因此极度紧

张，沙皇政府无力承担在西伯利亚建设教堂和学校的一切费用。

在库洛姆津的积极努力下，通过组织社会募捐活动筹集资金，社

会各界纷纷响应。库洛姆津同圣主教公会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

并发表文章论述西伯利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他撰写的关于西伯

利亚铁路沿线教会状况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注意，赢得了第一批

捐 ９６年沙皇亚历款，后来用这批捐款设立了专门的基金会，１８

山大三世驾崩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作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库

洛姆津在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杂志上形象地描述了应当尊重俄罗

斯人民的东正教情感，号召发动全社会力量来推动这项事业，这

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俄罗斯各社会阶层对西伯利亚的移民

们表示同情和关切，愿意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帮助。

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的活动始于１８９４年４月２３日。这一机

构的主要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各站点建立教堂和学校，但是

后来它的资助范围不断扩大。１８９５年，该基金会把资金主要用

于西伯利 年，凡移民村亚大铁路沿线附近的移民村。至１９００

（ 不论距铁路远近）均有机会获得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的投资。

为了规范西伯利亚教堂和学校建设，并将它纳入国家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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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俄国政府就这个问题颁布法律、发布命令，将其置于移

民法的范围之内。１８９７年５月１２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国

务会议关于允许为初级学校划拨３俄亩官地以及无偿拨给建设、

维修校舍所需的木料和采暖用木料的意见。被划拨的地块在学校

开办之前由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支配。这些地块被分成教堂

用地和学校用地两部分，根据１ 年 ６月 ２２日 和 １９０３年 ６月 ２５９００

日颁布的条例，不准任何人挪作他用。俄国政府还划拨一些贷款

用于修教堂、建学校，但是贷款额很少，因此农民极少利用它

们。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在出资建设教堂和学校之初就从官家林

场无偿调拨所需木材，自１８９９年年初则无偿从官家储备林区调

拨木材。俄国财政部规定用于建设西伯利亚教堂和学校的木材实

行免费运送。

１９０６年１月，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转交给圣主教公会支配。

此前，利用该基金会资金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教堂建筑共有２４４座、

学校建筑总计１６４座。

１８９４年５月，喀琅施塔得东正教神父大司祭伊·伊·谢尔盖耶夫

捐款２００卢布，这是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接受的第一份捐赠。后来，

他又向基金会捐款９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４—１９０３年间，该基金会共获得捐

款１８７３４５９卢布零２９戈比。其中，获得捐款较多的年份是１８９７、

１８９８、　１８９９和１９０３年，分别为２５９１４４、　２８１０７９、　２１４５０９和４４６９６０

卢布。在其他年份，自愿捐款数额在０．９—１８．９万卢布之间。在

该基金会存在的十年里，国库提供的资金仅２０万卢布。为了扩

大社会影响、吸收更多的捐助，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募捐征集小

组在国家银行各个分行和代办所举办展示会。内务大臣德·谢·西

皮亚金批准颁发特制胸章，金制胸章用于表彰向该基金会一次性

捐款５０卢布以上者，银制胸章用于表彰向该基金会一次性捐款

不少于１０卢布的人。这对俄国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亚历山大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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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所从事的慈善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精神鼓励。

俄罗斯商界向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的捐款很多，如莫斯科商

人巴耶夫兄弟捐款２０７７００卢布、捷列申柯捐款２０万卢布、下诺夫哥

罗德商人捐款９０００卢布。教会、寺院和神职人员也大量捐款。

当然，西伯利亚的教堂和学校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移民的增

长速度，况且一部分教堂和学校建在老住户村。１８９４—１９０４年

间，共有６０万农民迁移到西伯利亚，而到１９０４年，已经为移民

们建好的教堂仅２１４所。１９０４年春，在托博尔斯克省４００个移民

村中只有２６所教堂，５０个村有学校。在总共有１８个移民村的图

林斯克县，连一所教堂和学校都没有。在塔拉县１６３个移民村中

有两座教堂和三所学校。距离教堂或学校超过１０俄里的村子在

托博尔斯克省共有２５４个。有许多村子距学校和教堂超过４５俄

里。在西伯利亚移民村有５．５万学龄儿童，平均每个村子里的学

校有学生５０—５５人。要保证所有孩子都能上学，至少需要有

１０００多所学校。到１９０４年５月１日，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资助

开办的学校总共只有１６４所。 这种发展速度难以适应移民的需

求。许多农民村社致信库洛姆津，恳请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修建教

堂。关键问题是缺少资金。西伯利亚地区的学校建设也是由于同

样原因而面临更为严重的困境。

二、创办高等学府

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国的高等教育有了明显的起色。

１６８７年在莫斯科创办了俄国第一所 斯拉夫一希高等学校

．
．康斯坦丁诺夫：《 亚历山大三世基金会在西伯利亚教．索洛维约娃、 堂

和学校建设方面的活动》，载［俄］《 苏维埃以前时期的西伯利亚文化潜力》，新

西伯利亚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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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一拉丁语学院（ １８１４年改名为莫斯科神学院）。在１７世纪末开

启的欧化之路中，俄罗斯更是大量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优秀学

者。１７２５年俄国皇家科学院 在圣彼得堡建立，它为俄国数学、

物理、人文等学科及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３０

年后，在著名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倡议下创办了莫斯科大学。１９

世纪初，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俄国高等教育获得较快发

展。１８０２年开办了杰尔普特大学（ 今塔尔土大学），１８０４年相继

在伏尔加河畔、乌克兰和立陶宛建立了喀山大学、哈尔科夫大

学、维尔诺大学，１８１６年在圣彼得堡创办了中央师范学院（ １８１９

年改名为圣彼得堡大学）。后来，俄国又陆续建立了基辅大学

（ １８３４）、敖德萨大（学 １８６５）、华沙大（学 １８６９）等高校。

在西伯利亚办大学的想法早在１９世纪初就已出现。阿尔泰

矿业主杰米多夫曾提出在文化落后的西伯利亚办大学，并捐款５

万卢布。１８１０年，用杰米多夫的捐款在托博尔斯克建第二所中

学。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为西伯利亚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这些年轻的贵族军官在改造西伯利亚的纲领中提出在西伯

利亚开办大学的主张。斯佩兰斯基就任西伯利亚总督时，赞同在

西伯利亚创办大学的想法，并委托历史学家彼·安·斯洛夫佐夫

１９１７年５月起改名俄罗斯科学院，１９２５年７月２７日更名为苏联科学院，１９３４年

院址迁至莫斯科，１９９１年１２月苏联解体后又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

斯洛夫佐夫（ １７６７—１８４３），西伯利亚第一位诗人和出版家，晚年时撰写出两卷

本《 西伯利亚历史评述》，被亚德林采夫称为“ 西伯利亚的卡拉姆津”。他认为，

西伯利亚农民之所以贫穷、不思改善经营方式让土地多打粮食，原因在于村社

制度，在于年复一年地重分土地。他对十二月党人起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同西

伯利亚的邪恶、黑暗和落后做斗争的途径不应该是革命行动，而应是传播科学

知识。西伯利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西伯利亚历史是俄国历史的“ 补充”，在俄

罗斯人出现在这里之前西伯利亚根本没有历史。西伯利亚不是殖民地，只是一

个遥远的地方，俄国政府关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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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了专门计划。随着西伯利亚经济的发展，西伯利亚人对科

学、教育和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西伯利亚社会各界，包括知识

分子、政治流放犯、实业者和商人普遍呼吁建立西伯利亚大学。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阿·普·夏波夫（ １８３０—１８７６）、尼·米·亚德林

采夫和格·尼·波塔宁（ １８３５—１９２０）等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运

动领袖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就萌发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的想

法，后来他们又在鄂木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次克等西伯利亚

城市从事这方面的宣传活动，并发表了有关文章。亚德林采夫认

为，有三条鲸鱼在吞噬着西伯利亚的生命，即“ 惩罚式的垦殖”

（ 即流放）、莫斯科（ 商人的）的经济压力和西伯利亚知识分子流

向欧俄。解决第三个任务的途径就是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亚德

林采夫非常详尽地论证了在西伯利亚开办大学的必要性。他认

为，西伯利亚人必须在自己的家乡接受高等教育，必须研究西伯

利亚的自然资源及西伯利亚在世界文明中具有的全球意义，西伯

利亚大学应当成为营造这种文化氛围的胚胎。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呼吁之下，托木斯克

大学终于诞生，西伯利亚从此告别了没有高等学府的时代。托木

斯克大学的建立为西伯利亚增添了文化的气息、文明的曙光，有

力推动了西伯利亚教育事业的发展。

１．托木斯克大学

１８７８年５月１６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御令在托木斯克建立

俄罗斯帝国西伯利亚大学。１８８０年８月２６日西伯利亚第一所大

学校舍奠基，１８８８年７月２２日正式开学。起初，托木斯克大学

只有一个医学系，１８９８年增设法律系。托木斯克大学图书馆是

当时西伯利亚第一大图书馆。该校在成立后的头１０年间共培养

医生３０３名。

一些学者从首都的大学来到托木斯克大学执教，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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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十分广泛。 ．梁士琴科教授在圣彼得堡大学接受教育，

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他是农业经济专家，１９１３—１９１７年

在托木斯克大学工作期间出版了两卷本著作《 俄国农业进化简

史》。在苏维埃时期，梁士琴科教授对农业问题依然兴趣浓厚，

他撰写的三卷本著作《 苏联国民经济史》曾经四次再版，而且是

俄罗斯几代大学生的学习参考书。在托木斯克大学工作的还有

．　 ．．索鲍列夫、 ．博戈列波夫等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他

们为俄国科学发展和西伯利亚生产力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０４年，出生于托博尔斯克的伟大化学家德·伊·门捷列夫

（ １８３４—１９０７）与极地研究的组织者亚·米·西伯利亚科夫当选为

托木斯克大学名誉教授，１９０７年、１９０９年著名地理学家彼·彼·

、生物学界的泰斗伊·彼·巴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 甫洛夫

（ １８４９—１９３６）也先后获得这一荣誉称号。

２．托木斯克工学院

１９００年，在托木斯克创办了第二所大学 托木斯克工学

院（ 今托木斯克理工大学），这是根据财政大臣维特的倡议在俄

国设立的培养工程师的三所新型大学之一。托木斯克工学院是俄

国东部边疆地区工科教育的发源地。该校设有机械、化学、矿业

和建筑工程四个系。西伯利亚著名社会活动家叶·卢·祖巴舍夫

（ １８６０ １９２８）在１８９９—１９０７年间任校长。德·伊·门捷列夫、格·

尼·波塔宁、俄国物理化学学派创始人尼·尼·别克托夫（ １８２７—

１９１１）等知名学者为该校荣誉教授。１９１２年托木斯克工学院有正

式教授１１名、兼职教授１２名。到１９１３年，在校生已达１１６７名。

１９１０年９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视察该校时，校方提出在

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 １８２７—１９１４），欧洲第一位实地考察天山的地理学家，著

有《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天山游记》等书，曾任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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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建立农学院。斯托雷平完全赞同这一要求。他认为，托木斯

克应当加强作为西伯利亚科学中心的意义，特别是由于西伯利亚

大铁路没有经过托木斯克，该市更应该强化这方面的功能。当

时，鄂木斯克作为西伯利亚的重要经济中心，也向斯托雷平提出

在本市开办农业大学的要求。斯托雷平回到圣彼得堡以后，向大

臣会议提交了有关申请。遗憾的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也没有确定下来在西西伯利亚的哪个城市开办农学院和兽医学

院。

３．东方学院

１８９９年，在俄罗斯最遥远的边疆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创办

了东方学院①，这是东西伯利亚与远东第一所大学，也是沙皇时

代远东地区独一无二的高等学府。在东方学院成立以前，彼得堡

大学东方学系是俄国内惟一专门培养东方学专家的学术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俄国远东的地位日益显要。为了

在远东地区巩固地位、扩大影响，俄国展开了积极行动，如修建

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中东铁路、租借中国旅顺港和大连港等。中东

铁路公司急需大量通晓东方语言的翻译人员和官员。整个远东成

为欧洲世界和美国密切关注的一个热点区域。俄国在远东边区的

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在远东周边国家的利益越来越多。在这种形

势下，俄国渴求了解和掌握远东周边国家语言、风俗习惯的专门

人才，而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鉴于远东边区东方学专家奇缺，俄国海军部早在１８８９年就

提出必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办教授东方语言课程的学校。当

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巴拉巴沙和新基辅卡开

１９２０年东 ０年和１９３８年因政方学院与几所私立学校联合组成国立远东大学，１９３

治方面的原因两度被关闭，１９５６年重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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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汉语培训班，约８０名政府官员、商人和军官在这里结业。

１８９８年２月，俄国政府建立了由国民教育部和财政部代表组成的

专门委员会。同年底，该委员会决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东方

学院。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４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 国务会议关

于设立远东第一所大学 东方学院的意见”。根据沙皇签署的

“ 东方学院章程”，东方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为亚洲俄罗斯东部地区

及与之毗邻的地区国家行政部门和工商机构培养人才。１８９９年

１０月２１日，东方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尼·

伊·格罗杰科夫步兵上将出席。

东方学院学制四年，开设汉文、满文研究课程，第一任院长

为当时最有名的蒙古学专家、彼得堡大学蒙古与卡尔梅克文学教

授阿·马·波兹涅耶夫（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年在任）。１９０３—１９１５年，东

方学院汉语、汉藏、满汉、蒙汉、汉日和中朝等专业共培养２８８

名东方学专业人员。

４．女子高等教育的发端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十分卑微。妇女的

天职就是哄孩子、下厨房、进教堂。她们在接受教育方面遭到严

重歧视。在经济落后的西伯利亚，妇女的识字率很低。１９世纪

末，西伯利亚的大学校门并不向女性敞开。西伯利亚社会进步人

士不断呼吁发展女子教育，托木斯克大学的教授们也不止一次地

请求允许妇女跨进大学的门槛。

１９０６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社会进步

人士的积极努力下，俄国国民教育部允许女性作为自愿旁听生步

入西伯利亚的大学课堂，前提条件为她们必须是西伯利亚人，并

信仰东正教。这一年秋天，托木斯克大学招收第一批女学生１００

人，其中７５名进医学系、２５名人法律系。可是，这一开端未能

持久。１９０８年５月，国民教育部下达新指示，不准招收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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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１０月，国民教育部准许托木斯克大学教师在课余时间单独

给女学生讲授初级课程。

西伯利亚社会各界仍在为妇女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１９０９年成立的“ 为高级女子班提供物质援助协会”集资１．５万卢

布。该协会的活动得到托木斯克大学和托木斯克工学院的大力支

持。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在西伯利亚创办了高等女子班。第一期

学员共计８０人，其中多数是托木斯克等１１个西伯利亚与远东城

市及１１个欧俄城市的中学毕业生。１９１１年，高等女子班招收１２６

名学员，她们主要来自西伯利亚的２０个城市和欧俄的２１个城

市。

经过多次申请，１９１４年西伯利亚高等女子班被赋予大学地

位，成为继托木斯克大学、托木斯克工学院和东方学院之后西伯

利亚与远东地区第四所大学。与此同时，人们继续为妇女争取进

托木斯克大学的权利，并且很快取得成功。１９１３、　１９１６年，国民

教育部先后准许托木斯克大学医学系和法律系招收女生。妇女走

进大学课堂标志着西伯利亚社会的一大进步。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西伯利亚的高等教育事业尽管有了很

大起色，可是同欧俄地区相比还十分落后。１９１５年以前，西伯

利亚地区屈指可数的几所高校在校生不足２５００名。在西伯利亚

社会各界的努力下，１９１６年国民教育大臣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对

在伊尔库次克创办西伯利亚第二所综合性大学表示支持，然而这

一设想在沙皇时期未能变成现实。

三、开展科研活动

西伯利亚地方科研机构的产生及迅速发展同西伯利亚资本主

义经济有着密切关系。移民、垦荒、建立新居民点以及城市、交

通和通讯的发展要求人们了解和掌握西伯利亚自然、经济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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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综合信息，为此有必要在西伯利亚边区建立相关的地方性

研究机构。俄国地理学会分会、博物馆和边区研究会这三类机构

是亚洲俄罗斯的主要科研中心，实施西伯利亚地区综合研究计

划。

１８４５年俄国地理学会（ １９５０—１９１７年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

成立，该组织对太平洋岛屿、北冰洋岛屿、库页岛及美洲阿拉斯

加进行了科学考察，积累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１８５１年在伊尔

库次克建立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它是在西伯利亚

方志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最早机构之一。该分会从事西伯利亚

地理、历史、考古、民族、自然、农业等方面的研究。１８７７年，

在鄂木斯克设立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俄国皇家地

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同时被改组为东西伯利亚分会。１８９３年底，

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研究俄国

远东地理、历史和民族，还研究远东的周边国家中国和日本。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学会是研究阿穆尔边区自然与社会的惟一机

构。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西伯利亚博物馆的数量不断增加。在

托博尔斯克（ １８７０）、鄂木斯克和米努辛斯克（ １８７７）、托木斯克

（ １８８２）、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１８８９）、雅库次克（ １８９１）及巴尔瑙

尔、秋明（ 均在１８９２）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博物馆。到１９世纪末，

西伯利亚共有１８个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波兰人在开创和普

及西伯利亚博物馆事业中留下了闪光的足迹，许多波兰人将自己

的知识和热情奉献给了米努辛斯克、伊尔库次克、叶尼塞斯克等

博物馆。费利克斯·康恩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１８８４年，他因投

“身波兰第一个社会主义党 无产阶级党”的事业而被流放到

西伯利亚，此后长年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从事科研活动，将自己

的学术研究同当地土著居民的现实需求联系在一起。他在流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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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表的著述中详尽考察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经济特点

和日常生活，研究了图瓦、雅库特等民族的家庭婚姻关系、生理

和心理特征以及雅库特地区的农业问题。后来，他还撰写出有关

西伯利亚流放的一系列文章。在波兰人的帮助下，西伯利亚的博

物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１８８５年米努辛斯克博物馆的参观

者达到８０００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和当地少数民族，还有许多

人是专程赶来的。

西伯利亚各边区研究会通常是在现有博物馆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或者以兴建新博物馆为目的而设立的。这些研究会除了从

事科学研究之外，还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经常举办讲座、搞展

览，也创建图书馆。阿穆尔边区研究会成立于１８８４年。１８９２年

该研究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远东第一个方志博物馆，随后

在赤塔、涅尔琴斯克、萨哈林岛上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镇（ 均在

１８９４）、哈巴罗夫斯克（ １８９６）、布拉戈维申斯克（ １８９８）也相继

建立了博物馆。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西西伯利亚散发出较为浓厚的

文化气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稍逊一筹。托木斯克是托木斯克省

行政中心（ 自１８０４年起），也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１８８５年建成西伯利亚第一个石结构剧院。１８８７年由商人瓦尔古

索维建成西伯利亚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免费公共图书馆。

１８８８年建成西伯利亚第一所大学。１９００年创办了西伯利亚第一

所高等技术类大学。到２０世纪初，托木斯克已有５９所学校、３

个公共图书馆、２３座东正教堂和罗马天主教堂。该市还出版３

种报刊杂志，拥有“ 关心初等教育协会“”、戏剧协会“”、莫斯科

农学会托木斯克分会“”、音乐协会托木斯克分会“”、儿童发展协

会”等许多社团组织。托木斯克不仅是西伯利亚科学、教育与文

化发祥地，而且也是西伯利亚地区女子高等教育的摇篮，无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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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赠予的“ 西伯利亚的雅典娜”之雅号。

著名图书收藏家尤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私人图书馆是西

伯利亚第二大图书馆，藏书８万余册，包括近１０种文字的图书

及若干种名人手稿、孤本书等珍贵资料。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期

间经常步行四五公里到这里查阅资料，撰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一书。托博尔斯克坐落于托博尔河口峻峭的河岸上。随着西

西伯利亚经济开发重心逐渐转向南部农业区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

的修筑，托博尔斯克在西伯利亚地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意义逐

渐弱化。然而，到２０世纪初，该市仍是西伯利亚最大的文化、

教育中心之一，拥有西伯利亚第一所斯拉夫一俄罗斯学校、戏院

和西伯利亚第一本杂志。该市还是世界著名作曲家亚·亚·阿里亚

比耶夫（ １７８７—１８５１）、化学家德·伊·门捷列夫、历史学家谢苗·

列麦佐夫的故乡。

第三节　　　　俄国东部的社会政治思潮

一、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运动

１９世纪前半期，俄国民主与自由思想高涨，在欧俄地区出

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随着俄国东部移民运动及社会经济的

发展，西伯利亚人的政治觉悟和社会意识发生变化。１９世纪下

半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了致力于将西伯利亚脱离俄罗斯而

独立的思想运动，即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运动。“ 分立主义”

是区域分立主义者在其运动最活跃的时期所使用的概念。

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和组织者是阿·普·夏

波夫、尼·米·亚德林采夫和格·尼·波塔宁等历史学家、出版家。

１８６０年，在圣彼得堡大学学生波塔宁和亚德林采夫的倡议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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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西伯利亚同乡会，它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７年。后来，在莫斯科

和喀山也出现了西伯利亚同乡会，它们将西伯利亚视为同宗主国

欧俄利益相矛盾的殖民地。西伯利亚同乡会在托木斯克、伊尔库

次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西伯利亚一些城市组织公开演讲、建

立图书室和学习小组，通过这些方式宣传自己的思想。

亚德林采夫和波塔宁一致承认，西伯利亚拥有茂密的森林、

无边的牧场、丰富的矿藏、珍稀的鸟类和动植物等大自然的恩

赐，最先提出并基本回答了西伯利亚经济开发的方法及资源保护

问题。他们认为，西伯利亚历史具有独立意义，“ 西伯利亚人”

是独立的俄罗斯人群体。然而，俄国却在西伯利亚实行殖民统

治，把西伯利亚这一富饶的地方当做原料附庸地、苦役流放地来

利用，这给西伯利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

亚德林采夫将西伯利亚开发分为几个阶段，即１７世纪以捕获珍

贵毛皮兽为主的狩猎时期；１８世纪在皇室领地使用强制性劳动

的采矿时期；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之前以浪费性开采为特点的采金工

业时期；以原料外流和国家的商业盘剥为标志的农牧业时期。西

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坚决要求取消西伯利亚对欧俄的经济依

附。

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对西伯利亚流放制深恶痛绝，主张

像在欧俄废除农奴制一样，取消这里的刑事流放制度。亚德林采

夫认为，流放会造成西伯利亚地区社会混乱、道德沦丧、疾病流

行，号召人们为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而斗争。此外，西伯利亚区

域分立主义者还提出所有民族平等、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把西

伯利亚变成文明的边疆等主张。

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也像一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

月党人一样，试图把西伯利亚比做北美。建立美利坚式的民主共

和国是西伯利亚进步知识分子的梦想。在当时的西伯利亚进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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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界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就是，西伯利亚注定要成为第二个美

国。１８６０年初，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在《 致西伯利亚的爱

国者》等传单中表示，要通过武装起义使西伯利亚脱离俄罗斯，

在西伯利亚建立美利坚式的民主共和国。当然，他们的这一远大

理想在当时的俄国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许多人认为，北

美殖民地能够摆脱宗主国而保持独立，原因是有一片汪洋大海将

殖民地与宗主国隔离开来。由于自身经济的殖民地性质，西伯利

亚永远需要与宗主国欧俄之间的联系。西伯利亚作为独立国家而

存在，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不可能的。陀思妥耶夫

斯基和米·亚·巴枯宁 曾经断言，西伯利亚没有未来，因为它

的每一条江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的这一表述有意无意地否定了

西伯利亚步美国后尘的可能性。

夏波夫在喀山的大学里讲过课。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即葬送

了作为学者的整个前程，之后以新闻记者的半合法身份熬过一段

短暂时期，于１８６４年“ 落到沙皇时代所有同他相似的人们都会

落到的地方”，“ 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饱受监禁之苦”。他“ 利用

偶尔落到他手里的一些书籍以及他有可能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工

作时所保存的札记”完成其 １８７６年在伊尔库次巨著的大部分，

克逝世；１８６５年５月，警察以“ 破坏西伯利亚现行秩序和企图脱

离帝国”之名逮捕了亚德林采夫和波塔宁以及区域分立主义运动

的其他积极成员。亚德林采夫义愤填膺地写道：“ 我们希望西伯

利亚实行公开审判和地方自治，拥有更多的公开性、鼓励工业，

异族人享有更多 这何罪之有？难道说热爱家乡也有罪过的平等，

巴枯宁（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被亚历山大二世流放到西伯利

亚，在鄂木斯克、伊尔库次克等地呆了５年多，于１８６１年６月逃出西伯利亚。

波克罗夫斯基《： 俄国历史概要》，第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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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沙皇政府对这些人进行了严厉惩罚，波塔宁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服１５年苦役； １５年苦役，后减为亚德林采夫由被判处服

服５年苦役，他曾经被关押在鄂木斯克监狱、流放到阿尔汉格尔

斯克省申库尔斯克。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同乡会的活动因此被中断

近两年时间。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１１月，在首都彼得堡等地举行盛大的

庆祝活动，纪念西伯利亚“ 归并”俄罗斯三百周年。西伯利亚区

域分立主义者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们

将争取西伯利亚自治和自由定为参加此次庆祝活动的重要口号。

许多人提出在西伯利亚实行人道主义，取消对流放犯的非人道待

遇，直至取消西伯利亚流放制，以净化西伯利亚的社会环境。西

伯利亚期待着改革，人们急切地盼望着在西伯利亚建立新型法

院、地方自治机构、市政机构，创办西伯利亚大学、实行广泛的

言论自由和修筑铁路。只有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西伯利亚

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及教育和福利等才可能得到顺利发

展。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主张大力发展西伯利亚生产力，还

明确建议设立内务部所属的高层国家委员会，以解决关系到西伯

利亚工业和商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如实行社会政治改革、道路

交通建设等。在他们看来，如果政府满足这些要求，西伯利亚便

可以步入世界文明共同体的行列。

１８８２年 ，亚 德林 采 夫 在彼 得 堡创 办 了《 东 方 评论 》

６ ３ 》》　），（《《 这是一份发行时间较长的刊物。１８８８

年该刊改在伊尔库次克出版发行。同年，亚德林采夫在彼得堡出

版了长篇论著《 作为殖民地的西伯利亚》，集中阐述了允许农民

向西伯利亚自由迁徙的积极主张。他反对俄国政府对自由移民采

取抑制政策，指出农民的自由迁移在俄国向东部边疆地区殖民行

动中起决定性作用。１８９７年开始在托木斯克出版的《 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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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是支持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纲领的另一份出版物，到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已成为西伯利亚地区销量很大的报纸之一。

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的思维观念中也存在狭隘的地方主

义倾向。比如，亚德林采夫、波塔宁等人曾经全盘否定西伯利亚

的工业发展，反对修建铁路。波塔宁在区域分立主义者中间极力

灌输这样的思想，即铁路不能不给西伯利亚带来破坏。他担心，

铁路将使西伯利亚农村老住户的习俗遭到破坏，加强国家中心的

影响，导致“ 惩罚式的垦殖”之扩大。这样下去，就不会再有什

么“ 分立主义”。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亚德林采夫等人对西伯利亚地

区有了新的理解，开始认识到修建铁路的重要性。

俄国政府所推行的“ 惩罚式的垦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西伯利亚地区劳动力的不足。然而，无论是刑事流放还是行政

流放都会造成种种弊端。多数苦役流放犯在服刑期间总是设法逃

跑，服刑期满后又不易为老住户村容纳，加上缺乏资金而难以自

食其力，只好四处游荡。这些处于贫困、无助状态中的闲散之徒

日益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的一大社会隐患，使当地百姓普遍缺少安

全感。１９世纪下半叶，流放制对西伯利亚文化生活发展的消极

影响已十分明显。

在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及俄国社会各界的纷纷呼吁下，

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０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了《 关于废除流放和批

准以其他刑罚代替终身流放与短期流放的暂行条例的命令》，６

月２０日在《 政府通报》上公诸于众。根据此命令，不再将犯人

流放到西伯利亚（ 其边远省份除外）和外高加索，而是将他们移

交感化所管教或流放萨哈林岛。这样，从１５９３年开始实行的流

放体罚制度经历了三个世纪之后终于被废除。

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

义运动十分活跃。１９０５年夏，在托木斯克召开的西伯利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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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代表大会上制定出该运动组织的基本章程，其中心任务是在

西伯利亚实行自治。以波塔宁为代表的学者及托木斯克一些社会

活动家还拟定了专门草案。１９１７年，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运

动也经历了“ 繁荣昌盛”的时期。区域分立主义者开始建立“ 西

伯利亚国”，出现了“ 西伯利亚人的西伯利亚”的口号，建立了

以波塔宁为首的“ 西伯利亚省临时苏维埃”，甚至“ 西伯利亚临

时自治政府”。在西伯利亚与远东出现的许多类似“ 政府”跟国

外武装干涉者有关系。

二、政治流放与工人运动

从１９世纪开始，政治流放犯的活动成为西伯利亚历史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自１９世纪下半叶，政治流放同俄国革

命运动密切相关。

６０年代，俄国历史上出现一次大规模政治流放。在１８６３—

１８６６年近４年的时间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民族起义参加

者及自愿陪同的家属共计１．９万人。 其中，有未来的巴黎公社

、将领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 起义的领导者什连克尔、起

义队伍指挥者列万多夫斯基上将、采林斯基上尉和打死华沙警察

局长的科特科夫斯基等。流放者中有贵族、农民、手工业者、工

人和大学生。他们被迫在造船厂、采矿场、熬盐场等条件艰苦的

地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值得钦佩的是，波兰流放者始终没有

放弃争取自由的斗争。１８６６年春，他们在贝加尔湖一带再次发

．
．德加尔采娃：《 波兰流放者在１９世纪下半叶西伯利亚社会文化发展中的贡

献》，载《 西伯利亚的人文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６４页。

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１８６４年１１月在流放西伯利亚途中逃出，１８６５年６月离开

．　
俄国，１８７１年３月为保卫 ．马耶夫斯因帮助巴黎公社而献出年轻的生命。

他潜逃和藏身也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带。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16

动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只坚持了一个月，但是波兰民族的英勇精

神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１８８１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波兰革命者炸死后，俄国政府加强

了对波兰人民的镇压。１８８３年９月，波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

一、“ 无产阶级党”领袖路德维克·瓦伦斯基（ １８５６—１８８９）被逮

捕。１８８５年底，经华沙法庭审判，瓦伦斯基等１８名革命者被流

放西伯利亚１６年。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唯物主义哲学家尼·加·车尔

尼雪夫斯基（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于１８６２年７月被沙皇政府逮捕，１８６４

年年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外贝加尔小村庄卡

达亚，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完成了优秀的自传小说《 序

幕》。１８７２年，他被押解到荒漠的北方小城镇维柳伊斯克（ 位于

雅库次克西北５０俄里处），在这里度过了１２年孤独的岁月。

１８８３年５月，亚历山大三世因害怕革命者在自己加冕典礼之际搞

恐怖行动，“ 恩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警察押解下移居阿斯特拉

罕。

在西伯利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是政治流放者。１９

世纪９０年代初，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现了第一批被流放的社会民

主党人。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年，在阿穆尔省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小

“ 劳动组，其中之一是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在 解放社”的战友列

·格·杰伊奇创设的。１８９７年，列宁因领导“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

协会”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

气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书写了崭新的篇章。

三年流放生活是列宁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时期。他在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米努辛斯克从事大量革命活动。他同俄国自由民粹

派、“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进行了不懈斗争，为马克思

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并且作出重大的理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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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１８９９年３月末，列宁以伊林为笔名出版了天才著作《 俄国资

本主义的发展》。该书运用了五六百种专著、资料，是马克思

《 资本论》的具体化和发展。列宁在西伯利亚期间的另一重大贡

献是形成了完整的建党纲领和计划。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在莱比锡

创办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 火星报》是列宁在流放时期酝酿的。

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布尔什维克

主义正式出现，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宣告诞生，同时也标志着

列宁主义的诞生。可以说，俄国革命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同

列宁在流放期间的勤奋工作有直接关系。

苏联党和国家许多领袖及政治活动家曾经历过在西伯利亚的

流放生活，如约·维·斯大林（ １８７９—１９５３）、列·达·托洛茨基

（ 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列夫·加米涅夫（ １８８３—１９３６）、费·埃·捷尔任斯

基（ １８７７—１９２６）、瓦·弗·古比雪夫（ １８８８—１９３５）、格·康·奥尔

忠尼启则（ １８８６—１９３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１８８５—１９１９）、

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１８７２—１９５９）等等。此外，孟什维

克、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等政治派别中的许多精英和普通分

子也在西伯利亚这座“ 没有围墙的监狱”留下足迹。

西伯利亚政治流放反映在文学、绘画及音乐等艺术创作之

中。《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是一首令人难以忘怀的老歌，词作

者列昂尼德·拉金（ １８５５—１９０１）就是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犯中的

一员。他本是一位化学家，是德·伊·门捷列夫的学生，后来放弃

学业，投身革命，参加地下组织，从事宣传 年遭到活动。１８９６

沙皇逮捕，次年在狱中根据现成的曲调填上７段歌词。１８９８年３

列昂尼德·拉金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押赴西伯利亚月４日， 流放

地，“ 囚徒”们排好队伍出发时，突然同声高唱这首后来被誉为

“ 无产阶级战歌”的《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此后，这首歌渐渐

传遍全国。十月革命爆发时，圣彼得堡的工人和革命士兵就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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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首歌向冬宫发起总攻的；苏联较早的共青团之歌《 远在小河

对岸》，其曲调取自反映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犯痛苦遭遇的一首俄

罗斯老歌《 就在西伯利亚亮起了朝霞》。从这里可以感受到，西

伯利亚政治流放者的心是跟整个俄国革命运动的脉搏一起跳动

的。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兴建使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居民的社会结

构发生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该地区迅速形成。在远

东，无产者主要集中于大铁路沿线，特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赤

塔、斯列坚斯克及港口码头、矿场、木材和渔场等工业企业中。

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及资产阶级的斗

争中是一支坚强的生力军。

１９０１年夏，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次克的

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联盟”。在这些组织的

努力下，西伯利亚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们经常组织

罢工，并发动武装起义。

在１９０５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中，西伯利亚工人阶级在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特别是１９０５

年１２月至１９０６年１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赤塔和符拉迪

沃斯托克工人发动起义，将西伯利亚的革命斗争推向高潮，谱写

了一曲西伯利亚工人运动的赞歌。

１９１２年的勒拿（ 一译连纳）惨案发生在西伯利亚勒拿采金

公司的金矿区。勒拿金矿工人的生活是西伯利亚工人阶级生活状

况的一个缩影。矿工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异常恶劣。他们每天在

冰冷的深水中干１０个多小时的活，薪水却十分微薄，而且经常

面临被解雇的危险。由于没有必要的安全保障和医疗条件，可怕

的流行病曾夺去许多矿工的性命。１９１２年３月４日，厂方把变质

的马肉 余名矿工愤然罢工。至配给安德列耶夫矿坑的工人，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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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下旬，有４８个矿坑的６０００多名工人加入罢工者行列。在布

尔什维克的积极领导之下，工人们提出改善居住及卫生条件、提

高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取消罚款等１８项要求。厂方非但

拒不接受这些合理要求，而且同沙皇政权串通一气，最终酿成一

场恶性流血事件。４月１６日深夜，宪兵逮捕了罢工委员会成员。

次日凌晨，约３０００名工人前往纳杰日达矿坑向法院检察官递交

请愿书，要求释放被捕者。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时，一队全副武装

的士兵突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２５０人、打伤

２７０人。

勒拿事件在国内引发了规模空前的抗议罢工活动，有力推动

了俄国革命的高涨。从４月１４日到２２日，圣彼得堡有１４万工人

罢工。４月份，全国罢工人数达３０万。５月份，全国罢工人数增

加到４０万。诚如斯大林所言，“ 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

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制度中的一

切弊端和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苦痛都集中在一件事

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

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

《 斯大林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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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俄国现代化与东部移民开发

第一节　　　　俄国现代化及其特点

现代化是一个涵义宽泛的概念。按照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

义，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一个

现代化的社会应具备民主法治化、都市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

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和人

口控制化等诸多范畴。

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俄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发展较快。１７

世纪４０年代，在英国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法、德、美等国家

紧随其后。１８６１年俄国废除农奴制，６０—７０年代又在司法、教

育、军事、市政管理等领域实行重大变革，从而奠定了俄国现代

化的基础，成为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一、俄国现代化的基本情况

（ 一）工业现代化

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俄国被迫走上工业化道路。亚历山大二

世在位的２０多年是俄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时期。１８５５年他即位之

时，俄国只有一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干线，全国铁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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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不过９６５公里，到１８８１年他去世时，俄国铁路总里程已达

２２５２５公里，相当于１８５５年的２０倍 到８０年代中期，俄国工。

业革命即告完成。俄国“ 只用数十年就完成了欧洲某些老国家整

整几个世纪才完成的转变”。

农奴制改革后的２０年是俄国工业革命扩展或粗放发展阶段，

主要任务是通过资产阶级改革砸碎封建农奴制度的锁链，建立资

本主义经济制度。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俄国工业革命进入集约

和结束阶段，其最重要特点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基地。

１８９３—１９００年，俄国工业增长势头异常强劲，这一前所未有的工业

高涨期亦称维特工业化时期，因其总设计师和实践家维特而得名。

１９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铁路建设热潮。

仅在６０—７０年代的一个１０年内，世界上就建成１５万公里铁路，

其中５万公里在欧洲。废除农奴制前，俄国铁路总长度不足２０００

公里。当时，在英、德、法等领土面积不大的欧洲国家铁路网已

是纵横交错。落后的交通运输状况严重制约着俄国工商业的发

展，它在军事战略方面造成的后果在克里木战争中暴露无遗。

１９世纪末，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英、法老牌

工业大国的优势地位被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所取代。俄罗

斯也在快马加鞭地追赶发达国家。维特任财政大臣之初，俄国家

财政赤字达７４３０万卢布，财政支出增加的原因是快速发展工业、

加紧修建铁路和赎买亏损的私人铁路等。１８９１年欧俄的大面积

饥荒使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国库拿出１６２０万卢布赈济灾民。在

这种情况下，维特成功地实行了财政货币改革，后来农业连年丰

收也给俄国财政状况带来了好运。从１８９３年起，俄国财政收入

年版，第９８①曹维安：《 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页。

《 列宁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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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预算支出。１８９５年财政盈余１．３８５亿卢布，１８９８年财政盈余

达２．３７９亿卢布。 这为加快俄国工业化步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

资金保障。

铁路建设发挥“ 龙头”作用是维特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特点，

这同维特的工业化思想有着直接关系。早在１８３３年，德国经济

学 １８４６）就已经论述了铁路建设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１７８９

对于德国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按照他提出的铁路网基本

建设规划，德国建成了发达的铁路网。运用他的“ 国家经济学”

理论，通过奥·俾斯麦（ １８７１—１８９０年为德意志帝国首相）的实

践在领土统一和关税制度统一的基础之上，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

国。维特对李斯特的理论十分推崇，撰写了《 国民经济与弗里德

里希·李斯特》这本小册子（ １８８９年在基辅出版，１９１２年在圣彼

得堡再版）。他在其中阐发了自己的“ 国家经济改造”构想，其

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保护关税主义和大力发展铁路网。维特认为，

一个国家经济高涨的首要条件是工业化，也就是构筑独立的工业

基础。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通过大规模修建铁路，拉动冶

金、金属加工、机器制造、矿业、燃料、木材加工及其他工业部

门的快速发展。铁路建设无疑也是俄罗斯帝国“ 死角” 西伯

利亚、中亚、外高加索等地区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刺激因

素。

维特工业化时期，俄国铁路建设突飞猛进。１８９２年前，俄

国铁路网总长度为３．１万公里，１８９３—１９０２年又敷设铁路２．７万

公里。　１８９５—１８９９年间，平均每年有３０６４公里铁路交付使用。

之后，年平均交付使用的铁路长度有所下降，但铁路总里程依然

．
．罗加切夫斯卡娅《： 俄罗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谢·尤·维特》，载［俄《］ 经

济与工业生产组织》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１５０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23

保持高速增长：在接下来的五年增加２０２２公里，１９０５—１９０９年为

１２６２公里。在１８９１—１９００的１０年里，俄国新建铁路超过２．１万俄里，

铁路建设投资超过俄国两年的平均国民收入。 到１９０１年，全俄

铁路总长度已达５．６万俄里，完整的铁路运输网已经基本建成。

铁路建设把全国重要工业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同国内外市

场连接起来，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开发，极大地刺激

了俄罗斯民族工业的增长，为欧俄工厂在西伯利亚、外高加索和

中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在乌克兰、在顿涅次一克里沃洛日流域

迅速形成了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在高加索建立起石油工业，为俄

国大型机器制造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维特认为，在边疆及其

周边地区修建的铁路线具有特殊意义。西伯利亚大铁路、特别是

穿越中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及设计中的南满铁路、突厥斯坦铁

路（ 奥伦堡一塔什干）、外高加索铁路、外里海铁路（ 克拉斯诺

沃次克）将为俄国商品打入日本、朝鲜、中国、蒙古、伊朗、印

度和其他亚洲中部国家开辟道路。

１９世纪最后１０年，俄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可以从下面一些数

字上看出来。就生铁产量而言，英国、德国、美国分别增加了

１８％、　７２％和５０％，而俄国增幅高达１９０％。　１８８０年俄国生铁产

量占世界第七位，１８９０年上升到第六位，１８９５年占第五位，１９００

年则占第四位；钢产量方面，英国、德国、美国分别增加了

８％、　７８％和６５％，俄罗斯则增加了１１６％；煤炭产量方面，英

国、德国、美国分别增加了２２％、　５２％和６１％，俄罗斯增加了

１３１％。

．
．罗加切夫斯卡娅：《 俄罗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谢·尤·维特》，载［俄］《 经

济与工业生产组织》２００年第２期，第１４７页。２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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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６—１９１３年是２０世纪俄国第一次工业快速增长期，工业

增长速度达到６％，这受益于维特体制的积淀，另一方面同包括

实施东部移民政策在内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不无干系。

（ 二）农业现代化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由于拥有辽阔的土地，

俄罗斯农业在一千年的进化中主要是靠粗放方式发展的。农奴制

改革以后，俄国走上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俄国不同地区农

业资本主义发展速度和水平参差不齐。在欧俄中部和西部，由于

存在大量农奴制残余，普鲁士道路占优势；而在伏尔加河中下游

草原地带、“ 新俄罗斯”、北高加索等没有或缺少农奴制的地方，

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迅速。

由于农奴制改革不彻底，１９世纪末俄国农业发展遇到了越

来越多的障碍。在政府内部就国家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一场

大争论中，财政大臣伊·阿·维什涅格拉茨基和维特等人坚决主张

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加强铁路建设。他们不主张国家向农业

直接投资，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廉价的贷款、修建铁路和其他交通

设施及振兴民族工业等途径为农产品开拓新的国内市场，以此促

进农业发展。为了实现工业化，维特实行了货币改革，对吸引外

资、发展经济及繁荣市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依靠

农业为工业化融资，俄罗斯农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引发了一

系列消极后果，如工农业发展失衡、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及２０世

纪初的社会动荡。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改造农业的重要举措，对俄国农业现

代化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改革时期，落后的村社土地占有制

遭到破坏，农业资本主义获得快速发展。此外，还通过征收农

详见罗爱林《： 维特货币改革评述》，载《 西伯利亚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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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进口税来鼓励发展民族机器制造业，并开始重视棉花种植

业。改革头五年，在亚洲俄罗斯划出１８００万俄亩土地提供给来

这里定居的移民，新增３５万个移民经营户。俄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因斯托雷平突然去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暂时中

断。

自１９０９年起，全俄粮食产量总体上开始稳步增长，各类农

作物的收成均在增加。１９０９—１９１３年年均粮食产量达到７２００

万吨，人均粮食产量为４５５公斤，大致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人

均产量；年均粮食出口量为１０９０万吨，在１９１３年商品粮总数

为１８７０万吨。 １９１３年谷物和粮用豆类作物播种面积为１．０４６

亿公顷，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在苏联历时７０年

的农业史上也未曾突破这一记录。当然，改革期间，个别年份

也出现歉收。１９１１年俄国发生大面积灾荒，全俄粮食产量仅

为通常收获量的３／４。这也是２０世纪沙皇俄国粮食产量最低的

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向国外出口谷物６．５亿普特，

占世界谷物出口量的３０％，超过阿根廷、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成为世界头号谷物出口国。俄国农业的巨大成就除了应当归功

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政策之外，还基于其他一些有利因素，如

在改革期间大多数年头都是风调雨顺，自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世界范围的农业危机结束后国际、国内市场谷物价格持续上扬

等等。

如果说，维特体制带给俄国一次工业高涨的话，那么斯托雷

平土地改革给俄国农业带来了明显效益，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同时，应该看到，囿于阶级的局限性，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出发

点在于巩固和扩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俄国农业走上资本主义

①切尔诺伊万诺夫：《 农业问题一个半世纪》，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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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轨道是通过普鲁士道路实现的，广大平民饱尝了痛苦的煎

熬。斯托雷平以强制手段解散村社以及向广袤的边远地区大量移

民，使得大多数农民一贫如洗、流离失所。然而，斯托雷平试图

彻底铲除村社土地占有制的措施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

流，客观上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从科学的

经济学角度看，这场改革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向广度和深度

方向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东部边疆地区的移民开发进程，其重要

的历史意义不容抹煞。

二、俄国现代化的特点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年间，俄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工业

化。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俄国工业化表现出赶超型、优

先发展重工业和高度的国家干预等特点。

俄罗斯现代化不属于内源型，它是属于借助外力的作用而

启动的现代化。为了战略需求，俄国被动地走上现代化道路。

这种先天不足的状态赋予俄国现代化以赶超型的色彩。俄国工

业化并不像英、法、德、美等“ 第一梯队”那样步履轻盈。迟

来的农奴制改革是由专制政权和地主阶级领导的，大量农奴制

残余的存在决定了改革后俄国沿着普鲁士道路实行资本主义演

进。新的机器技术受到保守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大工厂工业、

机器生产和广泛使用廉价手工劳动相结合的过渡型企业以及家

庭手工业长期共存。市场经济得不到充分发育，工业长期落

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俄国工业化的物质技术根基十分脆

弱。机器制造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然而俄国实际上没有什么

机器制造业。俄罗斯是西方机器制造业乃至整个重工业的广阔

市场；地方自治改革和国家杜马的设立历史表明，俄国政治现

代化不能同经济现代化同步而和谐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外壳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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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的是封建制度的躯体，到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不

够发达的农业国家。

俄罗斯现代化道路荆棘丛生、一波三折，农民与地主、美

国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斗争贯穿于１８６１年改革后俄国的全部

历史。农奴制改革表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开始沿着对农民来

说最痛苦的普鲁士道路演进。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是俄国农民争

取实现美国道路的表现，革命的失败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又使

普鲁士道路占了上风。跟美国及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直到１９１７

年，无论哪一条道路都未能在俄国取得彻底胜利。保守主义与

激进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歇过。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关键性

人物往往命运多桀，如农民改革法编纂委员会主席、内务大臣

谢·斯·兰斯科依（ １７８７—１８６２）被罢免，“ 解放者”沙皇亚历山

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杀害，斯托雷平在官界最终身败名裂并死于

社会革命党之手。

粗放性是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明显特点。将西伯利亚

纳入俄国现代化轨道实际上是俄国弥补其现代化底气不足的一种

方式。俄国工业两次大的跳跃都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发息息相

关。当然，资本主义时期，俄国开发西伯利亚的力度还不够，这

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也受俄国政治条件的限制；美国则不同，

它既有充裕的资金，又有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竞争机制。美国开

发西部是一种内部能量的释放，而俄国开发西伯利亚则是赶超性

现代化使然。沙皇政府开发西伯利亚还不是完全着眼于振兴西伯

利亚，而是立足于发展欧俄。边疆移民开发在提高一个国家综合

实力方面的潜力是可以不断挖掘的。西部开发在美国工业化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西伯利亚移民开发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却

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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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俄国现代化中的东部移民开发

一、俄国现代化为东部移民开发提供了契机

“ 大改革”以后，俄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１９世纪８０年

代，俄国铁路网开始向欧俄的外围区域伸张。１８８３年，国家投

资兴建叶卡捷琳堡一秋明铁路线。该线于１８８５年底投入使用，

其一端的区段进入托博尔斯克省界，是西伯利亚境内出现的第一

条铁路运输线。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维特实施的工业化政策为俄国

东部边疆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维特在鼓励发展欧俄工业的同时，十分注意西伯利亚的工业

潜力。这也是他的远见卓识之所在。维特认为，西伯利亚大铁路

应当成为西伯利亚工业的支柱，西伯利亚一些贫困村可凭借得天

独厚的地缘优势发展成为大型工业中心。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已经

得到实践证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即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它从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一跃而成著名的经济都市。维特始终

不渝地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

俄罗斯一国的范围。西伯利亚大铁路将向欧洲打开东亚的门户，

因此驻守于这些大门的俄罗斯可以利用中间者的所有优势。

维特任大臣期间，铁路交通线将俄国最重要的经济区联结起

来，将９４９座俄罗斯城市中的４１３座城池纳入铁路网，将西伯利

亚、中亚、外高加索等辽阔的待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体

系，促进了农业商品率的提高。正是在高歌猛进的维特工业化时

代，西伯利亚大铁路呈现在世人面前。西伯利亚大铁路绵延

７５００俄里，堪称世界之最。其宏伟壮观可与东起鸭绿江、西到

嘉峪关、蜿蜒６０００公里的中国明代长城相媲美。维特热衷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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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事业，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他的骄人之作，也是俄国高速工业化

中的一大标志性建筑。这条现代化的交通干道将俄罗斯文化及其

他外来民族的先进文化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力拉动了俄国东部现代化进程，其龙头作

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条便捷的交通线有力推动了东部移民运动的发展。

铁路作为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具有公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诸

多优势，如客货承载量大、运行速度快、运输费用低等，对发展

边疆地区的移民开发事业至关重要。仅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９年间，就

有９７．１万人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迁移到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

西伯利亚与远东人口激增，１８９７—１９１４年西伯利亚人 万口从４６０

增加到７６０万，远东人口从９０万增加到１６０万。西伯利亚大铁路

与西伯利亚移民运动之间相得益彰。西伯利亚大铁路收回成本的

时间比预想的快得多，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移民运动的发

展。

第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振兴了东部边疆地区的农业和

奶油业。西伯利亚的农业区对移居者来说不再是难以涉足的地

方。西伯利亚农业生产大为提高，种植结构明显优化。１９０１—

１９０５年主要商品作物的比重为９２．１％，　１９１７年增至９３．９％，其

中春小麦播种面积从３６．５％扩大到４８．１％。铁路沿线有西伯利

亚重要的农业开发区。１９１１年，滨海省大约一半的耕地分布在

铁路沿线附近。奶油业一度成为西伯利亚商品经济的佼佼者。在

以前，该地区尚未使用先进的农机具。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使

美国、瑞典、丹麦、奥地利和英国的农机产品纷纷打入西伯利亚

市场。

第三，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带动了东部边疆的工业发展。

铁路沿线成为西伯利亚重要的工业分布区。西伯利亚的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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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集中在铁路沿线一带，如几大煤田和大型木材加工厂都紧靠

铁路交通枢纽。特别是东部地区煤炭工业最早是为西伯利亚大铁

路服务的。一直到十月革命以前，西伯利亚的煤炭资源开发主要

集中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

第四，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活跃了东部边疆地区的商业。

过去，西伯利亚商人的进货渠道是集市，也就是说进的是三手

货。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后，西伯利亚的商人开始直接同莫斯科

的公司打交道，西伯利亚城市的各种工业品价格因此大大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外国资本也在加紧向俄

罗斯渗透。外资活动首先集中在贸易领域，它们销售本国产品、

运走西伯利亚原料。１９世纪末，西伯利亚木材开始打入国际市

场，其出口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２０世纪初，外国资本开始进

入矿业部门，其中英国公司占居优势。在西西伯利亚，丹麦公司

和英国“ 尤尼欧恩”公司垄断了奶油出口。

第五，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东部地区的城市人口迅

速增长。十年间，西伯利亚城市人口增加到原来的三倍，欧俄城

市人口仅增加了０．４—１倍。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两侧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一个最初

仅仅是为了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鄂毕河铁路大桥而设立的小居

民点古谢夫卡村迅速崛起，１８９５年定名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

无论在西西伯利亚，还是在东西伯利亚，再也找不出另一座能够

像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那般日新月异的城市。１９０１年、１９０５年和

１９１７年其居民人 新尼数翻番增长，分别达到１．６万、３．４４万。

古拉耶夫斯克很快发展成为地跨鄂毕河上游两岸的大城市，成为

．

．普罗宁《： １９１１—１９１６年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财政》，载《 西伯利亚的人文

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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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最大的商业、交通中心和面粉工业中心。１９１３年，该

市铁路货运量比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过货总

量高出好几倍，面粉产量达到１２００万普特，占西西伯利亚面粉

总产量的１／３。

西伯利亚许多城市的生活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坐落于铁

路与西伯利亚主要河流交汇处的所有城市很快变成大型工商业中

心。时人谓之以“ 美国速度”发展的车里亚宾斯克很快取代古城

秋明成为西伯利亚的门户；鄂木斯克从一个宁静的官员城市变成

西西伯利亚的大型商业中心；伊尔库次克和赤塔变了样。１９世

纪中叶，赤塔是外贝加尔省的行政中心，这里有外贝加尔哥萨克

军区管理处。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后，赤塔成为外贝加尔地区最

大的交通枢纽。到２０世纪初，赤塔总人口为１．２万；上乌丁斯

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快速发展。位于莫斯科

大道上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１８２２年起成为叶尼塞斯克省的中

心。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这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的规模明显壮大。每年夏季，这里都有非常热闹的交易活动。

１９００年，该市有人口２．６万，有２６座东正教堂、罗马天主教堂。

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上许多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发展为粗

具规模的城市，如巴拉宾斯克、鞑靼斯克（ 均位于今新西伯利亚

州）等。１８９７年，巴拉宾斯克只有１８８４人，１９１７年增加到５６３１

人；１９１１年才出现的鞑靼斯克，到１９１７年已有居民５１４３人。

不在铁路线上的那些古老城市，如苏尔古特、托博尔斯克、

叶尼塞斯克、图鲁汉斯克和纳雷姆等则忍受着经济衰退之痛。西

伯利亚最古老的俄罗斯城市秋明，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自其南擦

①诺兹德林：《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新西伯利亚州历史》，载《 西伯利亚的人文科

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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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而过受到奚落，它在西伯利亚贸易、金融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西伯利亚主要的货流不再经由该市，而是经过鄂木斯克、库尔干

和车里亚宾斯克。只是在１９１３年才建成铁路支线，将明同雅鲁

托罗夫斯克、伊希姆和鄂木斯克连接起来。１９１７年前，该市共

有１８座教堂和１０所学校；再看托木斯克，１９００年有人口５．５

万、工厂２０００余家。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该市以南通过，尽管该

市通过支线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它在货物转运中的意义明显

减弱；随着西伯利亚南部地带的逐步开发，西伯利亚大铁路也像

莫斯科一西伯利亚大道一样绕过叶尼塞斯克，该市失去从前的经

济意义和行政意义。２０世纪初，这里有居民１．１５万，有一些教

堂、剧院、地方志博物馆。

总之，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主要集

中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远离铁路的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杳无

人烟的荒野。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尚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

段。当然，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节奏不一致。

与西西伯利亚相比，远东的农业发展速度缓慢得多。

东部边疆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是俄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年间俄国东部的工业开发、农业开发、交通开发和文

化开发，粗线条地勾勒出西伯利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画卷。

二、东部移民开发有力推动了俄国现代化

沙皇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东部大开发战略，但是西伯利亚

大铁路的敷设、数百万移民大军浩浩荡荡来到西伯利亚垦荒种

地，这一切仿佛让人们感受到了东部地区热火朝天的大开发场

面。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其近万里的长度、浩大的工程、飞快的建

设速度盖世无双，它对整个俄国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不仅给沉寂的西伯利亚大地提供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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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发展契机，对整个俄国的工农业发展也起到重要的推进作

用。前文提到，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关税

主义，即完全依靠本国工人和国产原料来完成这一宏伟的建筑工

程。虽然俄国政府实际上也从英、德、丹麦等国购买钢材、铁路

设备及破冰船，大量雇佣中国劳动力，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敷设对

俄国经济的激活作用毋庸赘言。它为金属、煤炭、木材等原材料

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俄国工业空

前高涨的刺激因素之一。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俄国冶金工业的发展几

乎一半得益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此外，俄国还新建一大批

工厂专门为修建这条铁路线服务。在欧俄建设铁路网时所需的钢

轨等铁路建设材料基本上依靠国外进口，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时

主要使用的是俄国自行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在质量上并不

逊色于进口产品，而且也比进口货便宜３０％。因此，跟俄国国

内任何一条铁路线相比，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对全俄经济的拉

动作用要大得多。

西伯利亚地区为俄国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资金。黄金是俄罗斯

帝国出口创汇的主打产品，其生产基地主要位于西伯利亚。西伯

利亚的奶油业曾一度火暴。　２０世纪初，俄国向国外市场出口的

奶油几乎全部依赖西伯利亚奶油生产的扩大。用斯托雷平的话

说，西伯利亚奶油业所提供的黄金比整个西伯利亚黄金工业提供

的黄金多一倍。

１８９０—１９００年，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提高黄金开采

量。当时，在俄国实行了黄金汇率，财政大臣维特实行了卢布坚

挺政策。为此目的，必须增加国家黄金储备，支持国内黄金工

业。１８９５年建立了黄金工业第一个大型股份制企业 俄国黄

年金工业公司，其资本为７５０万卢布。１８９６ 建立了西伯利亚最大

“ 勒拿采金股份公司”，的采金公司 资本达１０８０万卢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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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阿尔泰和乌拉尔地区的黄金，１８９８年成立了“ 乌拉利特”

股份公司，资本为１２０万卢布。１９００年建立了“ 阿穆尔黄金工业

股份公司”，资本为３００万卢布。为了尽速实现采金生产的技术

更新，俄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免税进口黄金开采设备及其零部件的

法律。国家银行还为采金企业开办贷款业务。

勒拿矿区和阿穆尔矿区是西伯利亚技术设备最为先进的采金

区。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的黄金工业开始走上现代化轨道。为

了增加黄金产量，俄国政府对黄金部门进行了财务改革、结构和

技术改造。从１９０１年起，在勒拿河流域就已经采用金刚石制的

设备开掘深井。在西伯利亚的一些采金场，可以全年作业，水电

站不仅用于生产领域，还用在日常生活方面。在叶尼塞河流域的

原始森林区和阿穆尔河上出现了第一批采掘机，黄金开采中的劳

动量大为减少。到１９１０年前，西伯利亚已经有采掘机４０台左

右。西伯利亚黄金工业现代化的速度和规模至今给人们留下深刻

印象。

三、俄国现代化以牺牲东部利益为代价

根据“ 依附理论”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一种以工业

化国家为核心、以农业国家为外围、既不平等也不对称的国际秩

序。核心国家的发展靠的是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外围国家恰恰是

因为处于从属地位，在发展中才举步维艰。在一个国家之内，各

个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也不可能是同步的，西伯利亚与欧俄之间

明显表现出核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

俄国现代化是以损害、牺牲西伯利亚居民和地区利益为前提

的。当代俄罗斯学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西伯利亚像是一头

“ 奶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西伯利亚和远东与欧俄的关系

是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以殖民地的身份参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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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换句话说，俄国现代化是欧俄地区的现

代化，俄国政府尽可能调动各方面资源来保障欧俄地区的现代

化。当边疆地区的发展同欧俄的发展发生抵触的时候，俄国政府

不惜牺牲边疆地区和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社会政治利益。沙皇

政府将西伯利亚当做殖民地，并从这一观点出发筹划西伯利亚的

未来。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在１９１１年出版 《 西伯利亚和伏的

尔加河流域之行》中不加隐瞒地写道：“ 我们在西伯利亚的总体

经济政策应当建立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即西伯利亚还将长

时间地充作农业、采掘和向世界市场提供原料的地方”。《 亚洲俄

．　罗斯》的作者之一 ．鲁缅采夫则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

“ 作为殖民地，亚洲俄罗斯只是在为自己的宗主国欧俄生产原料，

同时也是其（ 欧俄）加工工业的销售市场。”

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奉行的歧视性政策及其不良后果集中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不平等的税收政策

资本主义时期，西伯利亚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发达的欧俄地

区相去甚远。这是俄国政府一贯奉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这种殖民政策不仅表现在对西伯利亚移民运动的长期压制，而且

突出表现在“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制度上。

由于农奴制残余的阻力较小，西伯利亚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迅猛，尤其是西部谷物产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

西伯利亚输往欧俄的粮食主要来自阿尔泰地区。特别是在９０年

代初，当欧俄许多省份因歉收而遭受饥荒时，阿尔泰的粮食输出

量迅速增加，时人称之为“ 粮食热”。托木斯克、秋明、喀山、

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的粮食商纷纷来到阿尔泰。此时期的

粮食贸易利润相当可观。西伯利亚大铁路部分路段投入运营后，

西伯利亚的大量粮食货物涌入欧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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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伯利亚廉价粮食的有力竞争，俄国西部传统产粮区的

地主惶恐不安。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１８９６年俄国政府取消了

按距离征收的相对便宜的例税，代之以“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制

度。该制度规定，西伯利亚地区向外输出的粮食货物经由车里亚

宾斯克即提高运输价格，此外还要征收重新启运税。结果，西伯

利亚向西输出的粮食运费骤然提高，平均每普特增加９—９．５戈

比，西伯利亚谷物的竞争能力因而大大降低。

实行“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制度不仅保护了欧俄地主的经济

万利益，而且俄国国库更是从中渔利。西伯利亚每输出１２００ 普

特粮食，国库就能捞取１００万卢布以上的收入。仅通过直接的赋

税、租赁税和运费，国家每年从西西伯利亚农业中抽走的资金大

约３８００万卢布。这样，西伯利亚地区农业难以摆脱沿袭已久的

粗放经营方式。

当时，西伯利亚与中亚地区之间没有铁路相连，不可能将大

批粮食货物南运，其粮食输出途径惟有东西两个方向。西部通道

因人为地堵塞而物流不畅，西伯利亚的部分粮食转流北方，运往

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等白海港口（ 这也是维特俄罗斯北

部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在科特拉斯方向（ 维亚特卡

一科特拉斯铁路）“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才失去意义。随着维亚

特卡一彼得堡铁路的修筑，西伯利亚的粮食也运往波罗的海，但

这个方向仍受到运价的阻碍。由于输出能力所限，西伯利亚一些

地区粮食价位跌至每普特１５—２０戈比。西伯利亚商品粮生产的

刺激因素大大减少。２０世 纪 初， 西伯 利 亚每 年 向西 部运 送

４０００—４５００万普特粮食，主要通过波罗的海和白令海峡的港口向

．
［苏］

版，

．戈留什金：《 两个世纪之交的西伯利亚农民》，新西伯利亚１９６７年

第２７６、　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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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出口。１９０７年，在俄国粮食贸易问题跨部门会议上讨论了

“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问题。当时，由于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的提

高，甚至美国小麦开始运进俄国市场。然而，这次会议反对废除

“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制度，认为宁可让美国竞争者介入，也比

西伯利亚粮食进入欧俄市场要好。

２０世纪初年，“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对西伯利亚的谷物生产

及整个西伯利亚农业经济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已十分明显。俄国

政府不得不承认，粮食输出难是西伯利亚面临的最尖锐问题。显

然，增加西伯利亚粮食生产，亟待解决的便是废止这一不合理的

运费征收制度。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在１９１０年秋视察西伯利

亚之后所写的报告中坚决主张废除该关税制度。１９１１年２月２５

日、４月４日，俄国运费委员会会议正式决定，逐步取消车里亚

宾斯克关税。该关税自１９１１年８月１日起减少４０％，　１９１２年８

月１日后再减少３０％，到１９１３年被彻底废除。沙皇政府之所以

废除“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制度，除了考虑到粮食出口是俄国最

主要的财政来源和资本积累的资源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

即权力阶层已感悟到这样一个事实：西伯利亚地区只有在拥有相

对生存能力的条件下，才能保持其作为缓解欧俄矛盾的“ 通风

口”作用。

取消车里亚宾斯克关税后，西伯利亚的粮食输出有所增加，

谷物生产出现回升势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波罗的海及黑

海港口被关闭，俄罗斯只能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

克同国外开展海上贸易，西伯利亚的粮食出口再次受到阻遏。

（ 二）畸形的经济结构

俄国殖民政策在西伯利亚经济方面造成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

畸形的经济结构。废除农奴制后，西伯利亚的农业获得了长足发

展，为欧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大量原料。直到２０世纪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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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疆区。农业和畜牧业占西伯利亚

国民经济总收入的９０％　。

俄国政府所奉行的总体方针政策和坚定不移的竞争法则实质

是，不允许在西伯利亚这块土壤上出现工业繁荣景象，它给西伯

利亚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从西伯利亚大铁路

对西伯利亚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上可以看出来。因修建这条铁

路而快速增长的只是农业原料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原因是它们

对欧俄的厂矿企业不构成竞争，同时也不致促进西伯利亚工业体

系的形成，只不过是加强西伯利亚作为原料附庸地的专业化生产

而已。

由于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及缺少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加之

俄国政府一贯奉行压制和摧残政策，西伯利亚的工业基础相当脆

弱，禁不起竞争的打击。如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时，西伯利

亚生铁冶炼业繁荣兴旺的局面只是昙花一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

初，由于从西伯利亚铁路局那里获得大量订货，西伯利亚冶金业

顿时活跃起来。然而，当定期铁路运输线路开通后，价格比较便

宜的乌拉尔金属制品长驱直入，很快就完全占领了西伯利亚大市

场，西伯利亚冶金业随之江河日下。１８９９年伊尔库次克省尼古

拉耶夫斯克生铁冶炼厂和鲁奇欣斯克厂关闭，百年老厂彼得罗夫

斯克厂和古里耶夫斯克厂减产，后者在１９０８年被迫关闭。１８９５

年西伯利亚生铁产量为５４万普特，到１９０８年已经减至１５万普

特。与此同时，从乌拉尔输往西伯利亚的金属制品迅速增多，

阿尔泰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１９１０年前已经超过１５０万普特。 的

金属生产急剧减少。

俄国政府殖民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在远东地区表现得更为

苏霍多洛夫主编：《 西伯利亚经①维诺库罗夫、 济（ １９００—１９２８）》，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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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沙皇政府把远东作为欧俄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产

地，远东地区的鱼类、木材、毛皮等原料大部分被运出。远东的

工业品和农产品不能自给，日用消费品和食品在相当大程度上依

赖从欧俄和国外输入。

另外，远东自由港的存在使大量舶来品充斥远东市场。

１８６２年俄国政府将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全部辟为自由港，其中

包括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

克及堪察加半岛和萨哈林岛上的其他港口，当时也在北冰洋

沿岸的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三大河口实行特殊的自由

港制度，外国商品可以免税输入俄罗斯。随着西伯利亚大铁

路向东部的延伸，东进的欧俄商品遭遇外国货的激烈竞争。

１９００年俄国政府宣布在除萨哈林岛和堪察加半岛以外的远东

地区取消自由港制度，对进口工业品和面粉征收关税，而对

农产品则继续实行免税进口。１９０９年以前，自由贸易制度在

远东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时期，阿穆尔

沿岸地区１／３的商品是外国货。１９０４年，美、英、德、比利

时、法国、意大利等１０个国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有办事处

和商务代理机构。

在远东地区的采矿业中，黄金开采工业居首位，其次是煤炭

开采工业。面粉加工业为远东新兴的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阿穆

尔省。远东加工业的发展主要是未遭受来自欧俄及国外大工业有

力竞争、具有坚实原料基础和能够提供较高利润的部门。获得较

好发展的是天然产品及农产品加工（ 面粉加工、酿酒、制革、榨

油）部门及渔业部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远东各主要加工部

门年产量的百分比是：面粉业占４０．８％，酿酒业占３１％，皮革、

蜡烛、肥皂等制造行业占７．４％，含硅产品（ 如砖、水泥、石灰

等）制造业占９．３％，榨油和脂肪业占４．９％，金属加工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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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火柴生产占２．１％，木材加工占１％。 这一数字资料反

映出远东经济的农业取向，这是远东作为边疆殖民地的典型特

征。

畸形的经济结构也反映在西伯利亚城市的特点上。废除农奴

制后，特别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后，西伯利亚工业有了很大发

展，城市数量和规模明显扩大。１８５８—１８９７年，西伯利亚城市人

口增加到两倍多。但是，直到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城市基本上

不属于工业中心的类型。在《 亚洲俄罗斯》中写道：“ 西伯利亚

城市虽然发展迅速，它们首先还是商业城市。工厂工业发展薄弱

（ 同欧俄 ，。相比）

２０世纪初，总计３万居民的秋明为西西伯利亚大型金融贸

易中心，设有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国家外贸银行和俄罗斯外贸银

行等机构。秋明商人同欧俄地区、中国和波斯做生意。每年夏季

都在这里举办西伯利亚最大的商品交易会。该市拥有３家造船

厂、７０家皮革厂及一些木材、渔业企业；依偎在贝加尔湖畔的

伊尔库次克更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城市，以举办大型集市和交易会

而闻名。伊尔库次克商人和企业家以乐善好施著称于整个西伯利

亚，对该市的文化教育事业给予大量捐赠。伊尔库次克的工业比

较脆弱，主要包括制革、缝制皮衣、编织花边等部门。２０世纪

初，该市人口超过５万；托博尔斯克为托博尔斯克省省会

（ １７９６—１９２２），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前是西西伯利亚最大的

城市之一，外观独特。该市不具有工业意义，到１９００年前约有

５０家工厂，其中包括建于１７４５年的西伯利亚惟一一家私人造纸

厂。２０世纪初，该市人口为２．０４万；鄂木斯克作为阿克莫林斯

① 克鲁沙诺夫主编：《 苏联远东史》第２卷，第２４９页。

《 亚洲俄罗斯》第１卷，第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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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省行政中心（ １８６８—１９１８）及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的行政中心，

在辽阔的草原边区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西西伯利亚农业区

的积极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增加，鄂木斯克发展成大型工商业中

心，整个草原边区的主要货流通过该市。这里设有欧俄各工商业

公司分公司，专门出售农业机器以及采购农产品与农业原料的美

国、英国和德国公司在该市设有代表处。到１９１７年，该市有各

类企业２００家左右，其中有３５家砖厂、５家酿酒厂、４家生铁

厂；上乌丁斯克是西伯利亚的佛教文化中心，这里的交易会名闻

西伯利亚，交易额达到２００万卢布。

（ 三）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俄国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迅速。

西伯利亚也在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中。土著民族几个世纪以来

的宗法式封闭性被打破。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及大规模经济开

发，西伯利亚的生态环境遭受巨大威胁和破坏。

西伯利亚拥有大片原始森林和冻土带，毛皮兽种类繁多，犹

如一个巨大的天然动物园和取之不尽的各种毛皮产品储藏库。在

移民开发过程中，西伯利亚的天然植物园林遭受大面积毁坏，毛

皮兽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移民们为了获得耕地、建筑木料和

燃料而大量砍伐林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仅托木斯克省年木

材消耗量（ 包括当地轮船运输）就达５４７万立 斯托方俄丈。

雷平土地改革时期，在草原边区和阿尔泰地区，乱砍滥伐稀有

林木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用于阻挡风沙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河

田防护林带也遭受疯狂采伐。频繁的火灾同样给西伯利亚森林

资源带来巨大损失。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在托博尔斯克省，由于

森林大火而形成的荒原面积达１２１４．９万俄顷。在阿尔泰皇家林

１立方俄丈合９．７１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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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１９１０年发生１４２６次火灾，火灾面积为２３．１万俄亩；１９１１

大火除了烧年发生８３１次火灾，火灾面积为１０．２６万俄亩。 毁

森林外，还毁坏了枯枝落叶层。一段时间过后，在先前的针叶

林带长出桦树林和山杨树林，很多毛皮兽无法在这样的生态环

境中生存。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在莫斯科一西伯利亚大道主路和西

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等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即所谓的“ 农业文明

带”，森林资源的损失尤为严重。这对西伯利亚传统的毛皮业发

展造成不利影响。西伯利亚的狩猎区向北退移到不适于耕种的地

方，或者向南退移到山区。

在西伯利亚毛皮兽产区面积缩小的同时，打猎的人数却明显

增加。西伯利亚的狩猎者分几种不同类型。狩猎业对生活在原始

森林地带和冻土地带的土著居民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直到１９１７

年前，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负有法律义务向皇室交纳珍贵毛皮作

为实物税。尽管商品货币关系在迅速发展，皇室管理部门仍坚持

向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征收实物税，因为出售征收来的毛皮通常

能带来３００％的高额利润。与此同时，土著居民从事毛皮业的最

重要刺激因素是市场对毛皮货的需求。西伯利亚地区另一类狩猎

者是俄罗斯老住户。对他们来说，从事毛皮业可获得额外收入。

狩猎是有季节性的，农民在农闲季节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这

种副业。

来到西伯利亚的新移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狩猎群体。随着俄

国东部移民运动的发展，西伯利亚地区的狩猎者也越来越多。众

所周知，迁移到西伯利亚的人大多数是中农，他们来到新定居地

．
① ．斯塔尔采夫：《 资本主义时期西伯利亚毛皮业与动物保护问题》，见［俄］

《 苏维埃时期以前的西伯利亚文化潜力》，新西伯利亚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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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后，缺少置业的资金。只是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期，俄国政

府才给予移民以资金帮助，但资金数额非常有限。因此，农民来

到西伯利亚以后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挣钱。方式之一是狩猎，

特别是在因自然气候条件的限制难以从事农业的那些地方，这种

活动较为普遍。２０世纪初，在托木斯克省纳雷姆边区和楚雷姆

边区，在来自欧俄的移民中从事狩猎的入分别占５４．１％和

４２．１％。大多数是为了到市场上出售，将狩猎作为自己的收入来

源。在移民人数最多的时候，西伯利亚的狩猎人数大幅增长。

１８８８—１９１２年，在托木斯克省或多或少从事狩猎的家庭数量增加

了４．７倍。

俄国政府纵容国内外资本家对西伯利亚自然资源进行竭泽而

渔式的开发。早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海狸和玄狐在西西伯利亚已

经濒临绝迹。１８５６年西西伯利亚总督通报说，在托博尔斯克省

和托木斯克省海狸皮实际上已经见不到了。狩猎活动的不断增加

不可避免地导致毛皮资源的迅速减少，这在１９世纪末表现得很

明显，当时海狸皮、玄狐皮、貂皮等贵重毛皮大为减少。９０年

代中期，捕貂活动最为猖獗。从那以后，西伯利亚貂皮产量急剧

减少，１８９１—１８９５年西伯利亚每年向国内最大的毛皮交易市场运

送３万张，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总共只运送１．１万张。２０世纪初，在位

于亚洲东北角的楚科奇半岛上，２０处海兽栖息地当中已有５处

海兽完全绝迹。在堪察加半岛和阿穆尔河沿岸区，貂已遭遇灭顶

之灾，多种毛皮动物的数量锐减。

由于市场对毛皮的需求不断增长，人们的狩猎活动在一年四

季从不间断，甚至在动物繁殖期都在从事捕杀活动。在市场上可

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未出洞或刚出洞的幼小的北极狐。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奥波多尔斯克交易市场共出售４１４５张完整的北极狐皮和

３２２２０张“ 初出茅庐”的北极狐皮，１９１３年共出售９５２９张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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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狐皮和５６６５８张“ 初出茅庐”的北极狐皮。

移民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种种不良后果，其主要原因是俄罗

斯社会尚未形成全民财富的明确观念，权力机构和阶层缺乏环境

保护意识。比如，斯托雷平在巡视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地段时指

出，担心西伯利亚森林面积缩小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西伯利亚

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为１６俄亩，而正常的人均森林占有面积大致

为１俄亩。

俄国政府在资源保护方面的措施不甚合理，从俄国第一部狩

猎法出台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

期，俄国着手制定狩猎方面的系统法规。１８５８年，内务部在大

臣彼·阿·瓦卢耶夫（ １８１５—１８９０）主持下制定了《 关于狩猎的条

例草案》。１８６７—１８８７年，内务部相继制定另外４项相关草案。

后来，这些草案“ 因不充分”而未得到立法机构批准。１８８７年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布关于恢复狩猎立法工作的谕令。到１８９１

年，农业与国家财产部制定出专门草案，经国务会议审议后于

１８９２年２月３日获得法律效力，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狩猎

的总条例。

“ ２月３日狩猎法”的制定有俄国许多最高权力机构和主管

部门的积极参与，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准备，但该法律仍然存

在种种缺欠。譬如，它的基础本身不科学，对某一种兽类规定了

统一的捕猎期。更主要的缺欠还在于，它没有扩及俄国盛产毛皮

的大区西伯利亚。虽然立法者们认为，“ 已经到了珍惜西伯利亚

为我们提供的那些资源的时候了”，然而俄国政府在酝酿和制定

狩猎法的过程中没有讨论保护西伯利亚毛皮资源这个重要问题。

①斯塔尔采夫：《 资本主义时期西伯利亚毛皮业与毛皮动物保护问题》，载《 苏维

埃时期以前的西伯利亚文化潜力》，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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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颁布“ ２月３日狩猎法”的当年，托木斯克狩猎学会向国

家农业主管部门递交了呈文，希望将狩猎法推广到西伯利亚。托

博尔斯克省省长也在报告中阐明在西伯利亚实施狩猎法的必要

性，并且警告说，由于掠夺性捕杀行为不受严格规定限制，珍贵

毛皮兽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这在最近的将来必将对以毛皮业为惟

一经济来源的托博尔斯克省北部区域居民的生活状况造成极大影

响。西伯利亚行政部门一些人士也意识到治理、整顿西伯利亚毛

皮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试图制定一些在西伯利亚个别地区生效

的狩猎标准和规章。如，１８９３年在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曾通过

了《 关于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狩猎业条例》，规定在新狩猎法颁

布前生效。

由于毛皮资源在持续减少和“ ２月３日狩猎法”不够完善，

１８９７年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令成立了以大公谢尔盖·米哈伊

洛维奇领导的“ 重新审议１８９２年２月３日狩猎法特别委员会”。

在该委员会１５位常务委员之中，除沙皇钦定的官员外，还有一

些狩猎业方面的著名专家。１９０８年，经过１０年多时间，该委员

会终于制定出《 关于狩猎的条例草案》。在这项法律草案制定过

程中，委员们着重研究了俄国狩猎业状况、皮货贸易和皮货出口

条件等问题，而整顿毛皮业和保护毛皮兽问题在立法工作中居次

要地位。关于停止掠夺性捕杀西伯利亚毛皮兽和建立合理的狩猎

经济秩序问题没有成为该委员会的中心议题。１９１２年《 关于狩

猎的条例草案》被提交国家杜马审议，但是没有获得通过，直到

１９１７年被束之高阁。

综观俄国在狩猎领域的立法活动，许多世纪以来俄国政府没

有能够保证合理利用国家毛皮资源。沙皇政府试图建立立法基础

的大多数尝试都是不成功的，所采取的措施具有临时性，治标不

治本。西伯利亚的毛皮业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都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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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何合理利用西伯利亚的毛皮资源问题却没有摆在俄国政府

的议事日程上。

（ 四）无权的政治地位

从西伯利亚并入俄罗斯一开始，中央官僚管理体制就主宰着

西伯利亚的政治。在民间谚语中，西伯利亚督军、西伯利亚衙门

以及后来的西伯利亚官宦是专横跋扈、营私舞弊和强权的同义

语。当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偌大的西伯利亚地区又缺乏资

本主义社会最起码的自治机制。同欧俄地区相比，西伯利亚的政

治民主化进程大大滞后。

１８６４年１月１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公布了《 关于省和

县地方自治机构法令》。俄国地方自治机构由省和县两级地方自

治会议及其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组成。地方自治局主管的事务包

括教育、医疗卫生、公共福利、社会救济、食品供应、道路维

修、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等。１０年间，仅３４个紧密相连的欧俄

省份创建了地方自治机构。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间，另有沃伦、基辅、

波多利亚、明斯克、莫吉廖夫、维帖布斯克等西部六省和阿斯特

拉罕、奥伦堡、斯塔夫罗波尔等东南部三省建立了地方自治局。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俄国８４个省份（ 不包括芬兰８省和

波兰９省）中，已经有４３个省４４１个县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

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是俄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然而俄国的地

方自治机构具有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是职权范围小，二是没有辐

射整个俄国，其中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恰恰被排除在外。西伯利

亚民众政治地位之卑微可以想见。

１９１１年９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离世后，关于西伯利亚地

方自治问题被提交国家杜马审议。１９１２年国家杜马通过的关于

西伯利亚地方自治的法律草案被国务会议否决。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在西伯利亚许多城市出现了地方自治特别会议，其成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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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伯利亚的国家杜马代表一道参与制定地方自治草案。可

是，沙皇政府最终也未能将设立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利恩赐于西伯

利亚。只是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地方自治

机构推广到全国各地，西伯利亚地方自治机构才得以诞生。当

时，在全国范围内还建立了乡一级的地方自治机构。１９１７年１２

月２４日，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宣告由各地苏维埃接管地方政

权，解散地方自治机构。

西伯利亚作为国内殖民地，它同宗主国欧俄之间存在依附的

关系，这决定了沙皇时代西伯利亚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性。的确，

西伯利亚走了一条不健全的现代化之路。经济结构的畸形性、区

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营的粗放性是资本主义时期该地区经济发

展的主要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伯利亚现代化也是俄国

现代化的缩影。

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因素，西伯利亚的巨量资源长期沉

眠于地下。直到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始终是欧俄的农业原料产

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西伯利亚作为 流放地的意义引起殖民地、

正义者的怨愤，人民期待着改革的春风吹拂西伯利亚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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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章

俄国东部与周边区域开发之比较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正当俄国加速东部地区移民开

发步伐的时候，另外两个大国的边疆开发运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

展开，那就是美国西部开发和中国东北的“ 移民守边”，两者开

发地域之广、规模之大、涉及人口之多也是世所罕见的。然而，

俄国、中国和美国的边疆“ 大开发”运动结局却截然不同。美国

因西部大开发而建立了雄厚的粮食、物质基础，为其工业化、现

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雄踞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石；

而清朝东北边疆开发与俄国东部开发却未能挽救中俄两大帝国的

灭亡。

第一节　　　　俄国东部开发与中国东北开禁招垦

一、晚清时代的东北边疆

中国东北是清朝统治者满族人的故乡，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

家族是东北女真人部落的一支。清代前期，顺治（ １６４３—１６６１年

在位）、康熙（ 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年位）、雍正（ １７２２—１７３５年在位）三

位皇帝实际上鼓励汉人移居东北。但是，到１８世纪，黑龙江地

区依旧是地旷人稀的半开化游牧狩猎之地。乾隆（ １７３５—１７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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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当政后开始实行排汉政策，在经济与社会政策方面设法阻

止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其中一个意图是将满洲地区留给满洲人。

从此，清朝在东北地区的边疆政策历经了由封禁到开发的转变过

程。

由于清朝统治者长期固守闭关锁国政策，自第一次鸦片战争

（ １８４０ １８４２）以来，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逐步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清政府因忽视边疆地区的移民

开发事业而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极北地区积年累月形成的大面积

“ 真空地带”给俄国的侵略以可乘之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俄国通过外交讹诈手段攫取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１００多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清政府取消禁止汉人移

居东北的所有法令，着手组织向该地区移民，加紧开发东北边

疆。这是清政府对沙俄割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并且加紧向该地区

移民所作出的反应。

在人口过剩和边疆危机的巨大压力下，清政府意识到，移民

是巩固边境地区的强有力因素。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清政府

强化“ 移民守边”政策，将人口从经济较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

区域迁移到东北、蒙古及新疆等荒僻的边远地带，也包括台湾及

其他一些边疆地区。以北方边外地区为主要迁入地的移民运动在

民国年间继续进行，黑龙江成为民国时期移民最大的迁入地。

据统计，１８８７年黑龙江省人口为４０．８万左右，１８９５年为１５０

八年间增加近三倍。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中万人， 国向东北北部地区

的移民步伐加速。１９０８年黑龙江、吉林、奉天（ 辽宁）三省人

口已经达到１５８３３６２９人。随着东北边疆人口的迅猛增加，向俄

国阿穆尔沿岸地区迁移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应该说，清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力度不是很大。与俄

国划界后，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荒芜、落后状态。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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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制集权制度国家。在边疆大开发中，清政府多以“ 谕诏”的

形式规定对私人垦荒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有效，但是

缺乏连贯性、缺乏可靠的法律保障。一旦民众将生地变为熟地

后，官吏们往往背弃以往的承诺，巧取豪夺。清政府对待来边区

垦荒的农民一开始实行轻税、减税政策，后来又通过增加农业税

等办法与民争利，最终导致许多人舍田而去。

二、中俄边疆开发中的差异

俄国东部开发与中国东北边疆开发是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

进行的。前者是俄国资本主义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的必然结

果，后者则更多地是为了规避东北地区落入敌手而采取的举措。

在这种前提背景下，中俄两国边疆开发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 一）开发的性质不同

俄国开发东部的目的是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希望在这里再现

美国西部的辉煌，同时以东部地区为基地和跳板继续向中国、朝

鲜半岛扩张。因此，俄国开发东部以及参与中国东北边疆的开发

实际是俄国远东政策的一部分。

清政府的“ 移民守边”政策具有开发边疆和巩固边防的双重

目的。东北开发是一种自我保护性质的开发。在清帝国沉沦的情

况下，列强对中国东北这块肥缺虎视眈眈。如果东北边疆依然维

持荒芜、落后的状况，后果将是不堪想像的。

（ 二）开发的主体不同

俄罗斯对其东部的开发是主权国的边疆开发，没有外强的掠

夺性介入。同时，俄国是本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东部边疆。在东部

开发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的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以保护关税主义

为基本活动原则，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过程中不主张使用外国

的资金、材料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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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开发基本上是借助外国势力，其中主要是同东北接

壤的俄国和日本，清政府其实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东北边疆的

开发。中国东北先是由俄国独占、之后是日俄两国“ 共享”，英、

美等列强在幕后指手画脚。日俄间一次次回合的较量起着制衡作

用，保证东北没有像１９世纪中叶那样有大片土地永远离开祖国

的怀抱，而只是清帝国为日俄争霸提供的一个平台。

日本看好中国东北，原因之一是中国东北拥有日本所缺少的

自然资源，其短期行为是使这里的物质财富为日本所用。原因之

二是“ 大陆政策”，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皆为日本的重点征服目

标。日俄战争结束后，中东铁路南满支线（ 南满铁路），即由哈

尔滨经宽城子（ 长春）、奉天（ 沈阳）至旅顺、大连区段转归日

本控制，中国东北南部遂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以南满铁路

为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加紧向这一地区渗透。铁路沿

线地带的电气、煤气等均由日本管理。

俄国对中国东北开发进行强力渗透由诸多因素导致。第一，

俄国多时以来觊觎中国东北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中国东北地

区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森林资源，资源条件跟俄国东部差别

不大，但中国东北所处的纬度较低，气候条件比俄罗斯东部优

越，拥有像旅大这样俄国所没有的不冻港；第二，俄国参与中国

东北开发是其东部移民开发的一种本能需求和延伸。中国东北与

俄国东部比邻，俄国不仅将中国东北视作中国的边疆，而且视为

西伯利亚的边缘化区域。西伯利亚同俄国统治中心相距遥远，为

了保障西伯利亚的领土安全和经济利益，俄国采取拓展外延的方

式，即与列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西伯利亚开发中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中国东北就近解决，如通过中东铁路向远

东运送移民、加强同亚太国家的贸易、满足远东部分地区粮食和

肉类的需求等等；第三，俄国在中国东北争夺利益，是其染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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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地、实现“ 黄俄罗斯”计划中的一个战略步骤；第四，中国

在晚清时期国势衰微、社会动荡、内患频仍、任人宰割，同１７

世纪将俄国人驱逐出黑龙江流域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个空壳

子。这种情势助长了俄国的野心和贪欲。况且，俄国与中国有着

漫长的交界线，较之英、法、美、德等西方列强有着近水楼台的

地缘优势。俄国早于中国接受了资本主义文明，希望巧借西方文

明东进的劲风，在中国这个“ 东亚病夫”身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好

处。

三、中国东北边疆开发中的俄国因素

众所周知，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 大远东”区域是沙皇俄国

重要的军事战略利益之所在。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俄国外交

政策的重心依然在欧洲。然而，远东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促使俄

国更加关注西伯利亚、中国及朝鲜。对俄国来说，要想在该地区

立足，亚待解决的问题是拥有一条直抵太平洋沿岸的最快捷通

道。攫取修筑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的特权是俄国向中国东北资

本输出及实施“ 黄俄罗斯”计划的重要步骤之一。早在１８９５年，

俄国政府组织近百人非法闯入大兴安岭及辽东湾等地进行查勘。

同年，清吏曹廷杰 奉命查看沙俄铁路勘探队的行踪。他在

《 查看俄人勘探铁路禀》一文中指出：“ 俄人将辟铁路至海参崴，

其志在朝鲜及东三省，并预他日进兵之路。”如果铁路筑成，俄

①曹廷杰（ １８５０—１９２６），字彝卿，湖北枝江人。清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四月十七

日进入俄境，在俄境逗留１２９天，行程１６０００余里，对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

夫卡、尼科利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萨哈林岛等２２处重要城镇和军事据点进

行查探，十月编撰成《 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内含１１８条情报及８份绘图，均

为第一手资料。吉林将军希元摘出最重要的３５条及原图８份送呈光绪亲阅。曹

廷杰被委以吉林知县职。他在东北生活３０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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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必将“ 因许修路而再求割地”；设铁路通向辽南支线再成，“ 则

三省大局尽入囊中”。 这寥寥数语彻底戳穿了沙皇俄国的鬼蜮

伎俩。

继１８９６年６月３日《 中俄密约》之后，１８９８年３月２７日

（ 公历）俄国又与清政府签订《 旅大租地条约》，攫取合资修筑中

东铁路南满支线的特权。中国允许俄国穿越东北修建２０００多公

里长的中东铁路，有联俄防日的意图，也有酬谢俄国在中日甲午

战争（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后“ 三国干涉还辽”中的“ 出色”表现之成

分。１９００年，俄国借“ 帮助”中国绞杀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东

北。俄国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森林、煤炭等资

源及农业原料，同时还进行文化渗透。

实际上，自东北边疆开禁以来，其开发与俄国远东的垦殖始

终关联，其中不乏许多相似之处，如闯关东与远东移民潮、中俄

两国移民政策等。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地

之后，由于驻军和移民不断增加，远东边区农畜产品等物资匮

乏。滨海省和外贝加尔省存在相当大的粮食缺口。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前，滨海省每年需从阿穆尔省和中国东北输入粮食８００

１０００万普特，外贝加尔省从外地调进的粮食为４３０ ５８０万普特。

当然，有少部分粮食用于转口贸易。远东的畜牧业也比较落后。

１９１４年前，阿穆尔沿岸区肉类自给率仅十分之一多一点，其余

大部分需从澳大利亚、美国、中国等国家进口。阿穆尔铁路开工

后，隔额尔古纳河与俄国相望的中国天然牧区呼伦贝尔开始源源

不断地向远东出口优质肉制品。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间，远东从中国东

北年均进口肉类５０万普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中国进

口的肉类逐渐减少。来自中国东北的粮食、肉类一方面满足了俄

见丛佩远、赵明岐编：《 曹廷杰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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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远东居民的消费需求，为远东经济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

对中国东北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俄国远东与中国

东北在开发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由此可见。

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尤其是中东铁路的修筑，俄国

对华资本输出剧增。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间，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投资总

额为５６３５０万卢布。服务于铁路的各种企业相继建立。１９０１年在

哈尔滨建立了东北最大的制材厂。１９０３年开办了东北北部最大

的扎赉诺尔煤矿。在大连建成了东北第一家发电厂。日俄战争结

束后，俄国人开始在东北兴建制糖工业。１９０９年，在阿什河站

建成第一家甜菜制糖厂。１９１１年，第二家制糖厂在呼兰建成。

俄商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经营的工业中，酿酒业居首位，面粉业

次之。到１９０７年，俄国人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哈尔

滨、穆棱、绥芬河等中东铁路沿线市镇共开办３８家白酒厂、１０

家啤酒厂，一面坡啤酒厂是其中最大的啤酒厂。

秋林公司是当时俄国远东最大的公司之一，１９１０年由伊尔

库次克商人秋林和巴宾采夫开办。商业网点覆盖伊尔库次克、赤

塔、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尼科利斯克、尼古拉耶夫

斯克等俄国东部主要城市。秋林公司在哈尔滨等中国东北城市开

设了分店。２０世纪初，俄国内外有５００多家公司为它供货，员工

多达 ５０００人，年营业额为３５００万卢布，利润额达到１８０万卢布。

秋林股份公司在哈尔滨开设了３处百货公司，还建有灌肠厂、面

包厂、香料厂、卷烟厂、酒厂、醋厂、制革厂和肥皂厂。除了生

产自己的产品外，秋林公司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大量经销从符拉

迪沃斯托克、莫斯科等地运来的俄国货。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对俄

贸易中心。２０世纪初，中俄进出口商品的大部分是经由外贝加

殷剑平：《 早期的西伯利亚对外经济联系》，第２３２、　２３３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55

尔一阿穆尔边界出入中国东北地区的。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大批俄商和铁路员工移居中国东北。

１９０２年秋，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建议要使中东铁路沿线住满俄国

居民。次年６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 东省铁路附属地内俄国

人民移植条例》，规定俄国移民享有各种特权和优惠待遇。为安

置本国移民，到该条例发布之时，东省铁路公司已在铁路沿线购

买了１４万俄亩土地。１９０３年底，俄侨人数超过３万。俄国人在

中东铁路沿线建立起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这些地方深受俄罗斯

传统文化的影响。坐落于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就是在俄国人修建中

东铁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典型城市。这座城市享有“ 东方莫斯

科”之誉，其特质中的俄罗斯成分即萌发于修建中东铁路的那个

时刻。１８９８年８月１日，中东铁路管理机构在哈尔滨西香坊军官

街（ 尼古拉教堂，１０月１０今香政街）设立第一座东正教堂

日在西香坊开办第一所俄罗斯小学，１８９９年１月６日在香坊开办

铁路俱乐部。如今在哈尔滨，鳞次栉比的俄罗斯式建筑，如东正

教堂、娱乐场所等编织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餐饮（ 喝啤

酒、吃面包和香肠）、服饰上面同样可以令人感受到俄罗斯民族

的生活品位。哈尔滨在黑龙江本土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相互交融

中获得独特韵味，至今飘逸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此外，位于中东铁路沿线上的其他城镇，如满洲里、海拉

尔、绥芬河等也得到迅速发展。俄国人在这些地方投资建立食品

加工厂、面粉厂及商行等，还开办学校、创办报纸，在东北地区

文化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俄国人在音乐、建筑、雕塑

等艺术领域也对东北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俄国在中国东北边疆掠夺了大量资源和原材料，给中

国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俄国的各种实业活动在客观上为

中国东北边疆开发和日后该地区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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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

第二节　　　　俄国东部移民开发与美国西进运动

一、美国西部与俄国东部的可比性

谈起美国西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Ｆ

，　１８６１—１９３２）的名字不会使熟悉美国历史的人感到陌生。

１８９３年，这位美国学者在芝加哥召开的“ 美国历史协会”年会

上宣读论文《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提出著名的“ 边疆假

说”。特纳指出，“ 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说是对于西部

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

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 此后，西部在美国历

史上的重要性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比较史学日渐盛行的当今

美国史坛，一些史学家从“ 跨文明”的角度重新考察特纳的“ 边

疆假说”，将美国西进运动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

及巴西等国的边疆拓张进行比较研究。有的史家还根据该理论研

究了古罗马、中世纪欧洲、俄国及中国的边疆沿革。

在有关西伯利亚移民与开发的著述中，美国西部时常被当作

比较的对象。在亚德林采夫的名著《 作为殖民地的西伯利亚》

中，对美国西部的描述几乎随处可见。他在该书结尾部分把西伯

利亚开发分别同加拿大、英国、西班牙等国的海外殖民地开发一

一作了比较。阿·伊·瓦西里奇科夫 等学者也对西伯利亚开发

与美国西部开拓进行了专门的比较。中国和西方学者在考察西伯

①转引自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０页。

１９０６ １９０８年担任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署长的鲍·阿·瓦西里奇科夫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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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开发时也点出了俄美两国边疆拓殖的可比性，如周传儒先生

写道：“ 默察俄人之开发西伯利亚，有由西向东之趋势，与美洲

美国学者斯之开发由东向西者，遥遥相映，颇呈妙趣。” 塔夫

里阿诺斯也发出这样的慨叹：“ 在西欧人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

的同时，俄国人正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

的一片片广阔的陆地的控制，是可与美国朝太平洋岸的西进运动

相媲美的一篇史诗般的传奇。”

美国的前身是英国的殖民地。１７世纪初至１８世纪中叶，英

国在北美建立 了新英格兰（ 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新罕

布什尔州）、中部殖民地（ 纽约、宾西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

州）和南部殖民地（ 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

纳、佐治亚州）。美国西部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７４８年弗吉尼亚

俄亥俄土地公司组建之时。１７６３年英王颁布法令，宣布阿巴拉

契亚山以西的土地为皇室产业，禁止上述十三州人民向那里移

植。该法令的实施延缓了对西部的开拓。１８世纪下半叶美国独

立以后，西进运动才真正启动，１９世纪中期达到高潮，至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基本完成。西进运动为美国这个后起资本主义

国家的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

俄国与美国在边疆开发上之所以能够形成类比，首先在于这

两个国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跟英、法、西班牙、葡萄牙等

海外扩张国家不同，同属大陆性扩张的国家，而且最早都是从远

离太平洋的地方向太平洋沿岸拓张。１７７６年美国宣布独立之时

只据于大西洋沿岸地区，到１７８３年独立战争结束时，其国土总

面积仅２０７万平方公里，接近美国现在本土（ 不含阿拉斯加）面

周传儒：《 西伯利亚开发史》，第１１５页。

②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第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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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四分之一；１８４６—１８６５年美国最后征服远西部，而俄国最终

征服远东是在１８６０年，这恰好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俄国与美国

同样拥有数倍于本土的辽阔边疆。美国西部是其本土的６．５倍，

莫斯科至远东地区相当于美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到“ 飞

地”阿拉斯加半岛的距离；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与俄国最具成为

自给自足的经济整体之可能。“ 大不列颠加上它的殖民地、美国

和俄国，其中每个国家在一个政治整体内部都拥有自然条件不相

同的辽阔地带。与中欧那些比较小的国家不同，这些大国都可能

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整体。特别是俄国与美国，在这方面十分类

似。不论这两个国家在历史发展上和政治与文化水平上有多么不

同，但这一类似之处却有着巨大意义。” 俄罗斯、美国废除农

奴制和奴隶制几乎在同一时期（ 美国晚两年）；西伯利亚与美国

西部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等燃料动力资源和铁、锌、铅、

黄金、白银等矿产资源以及森林资源。西伯利亚的数条大江大河

并不逊色于美国的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密西西比

河、阿巴拉契亚山和落基山脉等天然屏障将美国西部切割为旧西

部、中西部和远西部三大版块，同样西伯利亚也分为西西伯利

亚、东西伯利亚与远东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正因为如此，在研

究西伯利亚移民与开发时会使人油然联想起美国西部。

二、移民开发的效果差异

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早在１８８１年就指出，在西伯利亚

和美国的历史中有不少相似之处，并以美国为参照对西伯利亚的

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认为，“ 在自然资源基本相同的

① ． 司徒卢威：《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商［俄］ 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

—２０ 页。６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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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它们的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繁荣状况呈现出强烈的

反差：当时美国的工业品、农产品和畜产品扬名天下，其质量之

精良令人望尘莫及，西伯利亚甚至在欧洲粮食市场上亦无法与之

相匹敌。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尽管聪明伶俐、富于进取精神，却

未能在整整三个世纪的岁月中利用西伯利亚取之不竭的财富，因

此这里的畜牧业、农业和各种手工业处于萌芽状态，交通、国民

教育和商业也处于同样的状态。” 显而易见，在移民与开发的

成绩及效果上，西伯利亚与美国西部不可同日而语。

（ １）从移民规模上看，西进运动促使美国东西部人口均衡

化，俄国东部移民运动却未能改变西伯利亚人口稀疏的状况。

西进运动并非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开

发运动，美国的“ 人口地域构成 １７９０”随之发生很大变化。 —

１８２０年，从东部迁往西部的人数大约为２５０万；１８２０年以后的三

十年内，从东部前往西部的人数又达４００万。１８６０年以后，美国

东西部的分界线由阿巴拉契亚山脉换成了密西西比河，而此后密

西西比河以西所接受的来自东部的纯移民数分别是：１８７０年为

２２９８９５２人、１８８０年为３３００３７８人、１８９０年为４０７８１５７人。 美国

的人口中心不断地向西、向南移动，“ 移动边疆”的特点十分明

显。美国在西部开发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成

千上万的男女一代接一代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往一个既定的方向

迁徙，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没有号召、没有鞭策，不是为了设防或

实边，甚至不只是为了发财，而是抱着信徒般的虔诚和朝圣者的

坚贞。

冈察洛夫、斯塔尔采夫：《 西伯利亚企业活动史（ １７世纪至２０世纪初）》，第１７

页。

西部开发模式研究》，何顺果《： 美国边疆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０５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60

在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和人口密度极低几乎是“ 一成不变”

的突出特点。经过３００多年的人口迁移，到２０世纪初，西伯利

亚人口总共只有８００万，其中俄罗斯人为６５０万。大体上，西伯

利亚每１０平方俄里的人数：１８６７年为３人，１８９７年为５人。在

上述年份，指标高于平均数的有托木斯克省、托博尔斯克省、外

贝加尔省和伊尔库次克省，低于平均数的有叶尼塞斯克省、阿穆

尔省和滨海省。到１９１３年前，西伯利亚地区每平方公里不足１

人，英国、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人口密度依次是每平方公里

１３０人、１０２人、８人和６人。

（ ２）从城市化程度看，西伯利亚与美国西部相差悬殊。

美国芝加哥的人口增长速度惊人。１８５０年其人口仅２．９９万，

１８７０年增至２９．８９万，１８８０年达５０万，１８９０年超过１００万。到

１９世纪末，芝加哥已成为与纽约并驾齐驱的综合性大都市。该

市濒临大湖区，又接近煤、铁矿区，到内战后重工业规模已超过

纽约；密苏里河上游重镇奥马哈和中游大港堪萨斯城都是在西部

发展重工业过程中建设起来的。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美国西部城市

的规模还远远落后于东部，到１８９０年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在全

美１０个面积最大的城市中，西部已占４个，加上南方１个，与

东部５个老城持平。到１９１０年，这一平衡被打破。在美国十大

城市中，西部已占６个，南部占１个，东部仅剩下３个，足见西

部城市有后来居上之势。

１８９７—１９１７年，西伯利亚的城市从４８个增加到６０个。１９１１

年，人口超过１０万的城市只有鄂木斯克（ １２．８万）、托木斯克

（ １１．１万）和伊尔库次（克 １２．７万）；西伯利亚与远东的中心城市新

尼古拉耶夫斯克的人口仅为６．４万，此外人口在２．５—８．５万之间的

维诺库罗夫、苏霍多洛夫主编：《 西伯利亚经济（ １９００ １９２８）》，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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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７个，它们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８．５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

赤（塔 均为７．４万）、布拉戈维申斯克 ６．（ ４万）、巴尔瑙尔（ ５．２万）、哈

巴罗夫斯（克 ４．３万）、秋（明 ３．６万）。人口数量稍小的城市依次是托

博尔斯（克 ２．１万）、上乌丁斯（克 １．５万）、叶尼塞斯（克 １．１万）、雅库

次克为８０００人，其余则为较小的居民点。俄国人口超过１００万的大

城市彼得堡和莫斯科都在欧俄。

（ ３）从交通状况看，西伯利亚与美国西部之间存在很大差

距。

以铁路为例。１８６３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

联邦中央太平洋铁路开始铺轨。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美

国又修筑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很多支线，西部铁路运输四通八

达。１９世纪９０年代，铁路建设在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工

业化进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其铁

路对沟通东西部的联系、开拓国内市场和加大西部开发力度均发

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１８９０年俄国派遣工程师到美国、

加拿大学习铁路修造技术。可以说，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一定程度

上效仿了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设计方案。但是，这条孤零零的

铁路干线并未给俄国带来像在美国那样的效果。西伯利亚大铁路

辐射的地带仅限于西伯利亚南部，西伯利亚辽阔的北方地区尚处

于人迹罕至的荒漠状态。

（ ４）从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看，西伯

利亚与美国西部大相径庭。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这种

高速度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其西部开发上。假使以１９１７年为界，

①维诺库罗夫、苏霍多洛夫主编《： 西伯利亚经（济 １９００—１９２８）》，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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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拓殖西部仅有１３０年的短暂历史，而且早在１８９０年美国人

口调查局即宣告“ 大陆边疆”时代已经结束。

随着西进运动的发展，美国西部三大开发性行业迅速兴起。

中西部的开发与“ 小麦王国”、大平原的开拓与“ 畜牧王国”、远

西部金矿的发现及“ 黄金王国”的兴起，奠定了美国农业和工业

交相辉映、共同发展的雄厚基础，确保了美国基础产业合理布

局、均衡发展的框架。有位历史学家对美国西进运动的历史意义

作了充分概括：美国西进运动是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的一个典

型。西部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广大的国内市场和原料、粮

食供给地。西部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的延伸，便于资本和移

民大军的长驱直人。一个国家以这么短的时间，开发了这么一片

广大的土地，这无疑是一篇壮丽的诗史。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虽

不能说是绝后的，但可以说是空前的。

西部开发不仅实现了美国近代农业革命，而且带动了相关产

业的迅猛发展，加速了美国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

的，加速了美国东海岸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向西转移的进程。西

部开发带来美国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著名的“ 坎伯雷大道”

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部。１８８０年美国已

建成铁路１５００８６公里，接近整个欧洲的铁路总里程。西部开发

最终促成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美国国

内贸易大体相当于对外贸易的２０倍，甚至超过了世界各国对外

贸易的总和。美国的“ 西部大开发”是在东北部和南部需要大量

食品的基础上发生的，而许多发明创造又促进西部粮食产量的提

高。工业革命又激起了大规模的西进运动，使西部成为美国乃至

全世界的大粮仓。

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第２０１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63

概而言之，美国在西部大开发中不仅成功地移植了欧洲先进

文明，扩散了欧洲政治民主，而且以其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朝气蓬

勃的民族精神刷新了旧欧洲的历史记录。美国西部开发堪称世界

史上的奇迹，它穿越整个２０世纪，以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辐射于

全世界。美国“ 边疆论”的鼻祖特纳认为，西部就是“ 机会”，

它为“ 最机敏和最勇敢的人”敞开着。这种可以为美国居民所任

意获取的自由土地，成了一个“ 安全阀”，人们不满于自己的境

遇，便可以自由向西部移植，使社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通过自

由竞争达到繁荣；美国的民主制度“ 来自美国森林，而在同边疆

的每一次接触中都获得了新的力量”；不断西移的边疆之存在，

是产生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主要因素和决定性因

素。

在长达３００余年的移民开发过程中，西伯利亚的毛皮狩猎

业、黄金开采业、农业及奶油业曾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然而，西

伯利亚其他经济部门始终处于朦胧状态。到１９１７年以前，西伯

利亚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俄工业总产值的１％。与此同时，西伯

利亚西、中、东部三大版块之间无论在人口密度上还是在经济与

文化方面一直存在很大差距。拿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来说，

西西伯利亚与欧俄仅一山之隔，且有大量矿藏和适宜耕作的土

地，在１９世纪末已得到相对较好的开发。当时，西伯利亚四所

大学中有三所大学位于西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的经济支柱是农

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东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基础则是

以采金业为主体的工业、毛皮狩猎业和贸易（ 尤其是运输贸易）。

根据加拿大边疆学者克拉克的研究，边疆开发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层次：（ １）表层扩张，特点是只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植入边

①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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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吸走资源，再造成分很少，北美早期的渔业边疆、毛皮边疆

及１９世纪中叶的“ 淘金热”等都属于这一层次；（ ２）较投入的

采掘业阶段，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资源开发领域，孤独的定居

点成为定居区，为城镇的发展奠定基础；（ ３）加工业阶段，虽然

资源加工仍是主要的经济形式，但城镇职能变得更加复杂，边疆

朝着成熟区域的方向转化。如果条件合适，这类地区就会幸运地

升格为经济中心的缓冲地带甚至新的中心。美国的大湖区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仅经过半个多世纪，该区便彻底摆脱边疆的地位，

到１９世纪末已经跻身于经济中心的行列。俄国东部的开发则基

本在第一、第二层次间徘徊。

三、比较差异的成因

１９世纪美国西进运动势头异常强劲，而俄国东部移民与开

发则“ 步履蹒跚”，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 一）俄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截然不同，经济水平差距

大

列宁指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在客观上可能通过两条道路：

一条是走普鲁士式道路，即封建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变为资本主义

经济。大多数农民要遭受长时间的盘剥和奴役，小部分演化成农

业资本家。这条道路在易北河以东的东欧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

性；另一条是走美国式道路，即在地主经济被摧毁、大地主土地

所有制等一切农奴制残余被消灭的情况下，农民转变为资本主义

农场主，在农业中起主导作用。

俄国曾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俄国资产阶级先天软

弱，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在沙皇专制制度的羽翼下求得生存。因

此，俄国现代化是在农奴主贵族统治之下启动的。１８６１年改革

是俄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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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９日法令不仅涉及绝大多数人口，而且引发了司法、地方自

治等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改革。然而，这场重大社会变革是通

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方式进行的，很不彻底。改革后，所有农奴连

同份地获得自由，但必须在４９年内缴纳土地赎金以偿还政府贷

款，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继续存在。时隔４０多年，

欧俄地区仍旧保持着中世纪的大地产制，３万户大地主拥有土地

７０００万俄亩，１０００万农户大致也有这么多土地。

美国则不同。它在独立以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已经过１７５年

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发轫于１７世纪４０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也

较早地波及到北美。美国南部“ 蓄奴州”与北方“ 自由州”之间

展开的对立与交锋实质是普鲁士道路同美国道路斗争的重要表

现。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２日，亚伯拉罕·林肯（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总统发布

《 解放黑奴宣言》，宣布自１８６３年１月１日起，所有南方参加叛

乱各州种植园主的奴隶应当被视为自由人。这些黑人享有在陆海

军里服役的权利。该宣言等于将南方３００多万黑人奴隶变成了反

奴隶主同盟军，使南北战争（ １８６１．４．１２—１８６５．４．９）出现良好转

机。《 解放黑奴宣言》虽然只关系到少数黑人，但是废除奴隶制

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是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内战来解决

的。黑奴立刻获得解放，他们不连同土地，无须缴纳土地赎金。

内战结束后，美国走上了自由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很快成为蒸

蒸日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国力状况是影响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边疆移民与

开发的力度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前提。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后

起的暴发户。美国内战摧毁了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资产阶级取

得了全国政权，为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１８６０

年美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三，到１８８０年成为世界头号经济

强国。１８９４年，美国工业打破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凌驾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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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国之上，跃居世界首位。

如同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美国一样，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俄

罗斯经济获得飞速发展。１８８３年俄国工业生产达到法国的１／３，

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国。１８９９年俄国石油开采量占世界首位。

１８８０—１９１７年，俄罗斯敷设的铁路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

长，其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达５．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年

当中增至８％。尤其在１８９３—１９１３年间，俄国经济发展成就斐

然，重工业产量翻了一番，铁路总里程（ 特别是在欧俄地区）大

大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已跻身美国、德国、英国、法

国、日本等世界“ 六强”之列。然而，俄国之所以在世界经济中

占有一席之地，并非由于工业而是因农业生产规模所致。１９１３

年俄国小麦产量几乎占世界产量的１／４，大麦占世界产量的１／３，

黑麦占世界产量的一半。俄国农业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中居第二

位，仅次于美国。到十月革命前，俄国还属于较为落后的农业国

家。

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美国的历史也是一部被开拓的国家的

历史。但是，同俄罗斯相比，美国的开拓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条

件和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之下进行的。因此，它在那里也得出了

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果。俄罗斯东部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发

展道路不同于欧俄地区，其垦殖过程在空间和意义方面同美国西

部拓殖很相像。这里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大部分土地归皇

室、寺院或哥萨克所有，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其资本主义

发展的特点是高速度且带有粗放性。由于拥有广袤无垠的土地，

该地区农业资本主义得以较为自由地发展，形成了走美国式农业

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然而，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又严重

束缚着俄国东部经济的自由发展。在西伯利亚地区形成的土地占

有和使用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矛盾。不同的国情在俄美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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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道路及边疆开发方面刻上了深深烙印，从而造成了地区层

面上的诸多差异。

（ 二）俄美两国的文化传统形态各异

俄国地方自治会活动家、自由民粹派经济学者阿·伊·瓦西里

奇科夫在两卷本著作《 俄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土地占有和农业》

（ 圣彼得堡，１８７６年）中对俄国移民运动进行了考察。他认为，

移民运动不过是人们简单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而已，美

国西部基本上是国外移民，而俄国则几乎全部依赖来自国内各省

份的移民。他试图从外部特征上来寻找俄美两国边疆地区移民垦

殖的异同，将历史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割裂

开来。俄国东部与美国西部在移民方式上的确存在着国内移民和

国外移民之分，但是不应该以此掩盖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其

实，俄美移民政策的背道而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这两个国家泾渭

分明的文化传统使然。

东正教和天主教、新教是基督教的三个主要派别。４世纪

末，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９世纪，罗马帝国东、西两部

分的中心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展开第一次公开冲突。东、西教会在

教义和宗教礼仪上的细微差别成为后来基督教分裂的隐患。

拜占庭文化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９８８年，罗

斯从拜占庭那里接受东正教，从此被纳入统一的欧洲文明体系。

１０５４年，基督教世界发生断裂，欧洲文明随之分成罗马天主教

文明和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前者以使用拉丁文字为主，后者以使

用希腊文字为主。１４５３年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其政治、

经 沦陷，莫斯科逐渐取而代之，成济和文化中心君士坦丁堡

为东正教文明的中心。１５１０年，普斯科夫一修道院长老费洛菲

今土耳其共和国城市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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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 １５０５—１５３３年在位）提出“ 莫斯科

第三罗马”思想，该理论成为东正教的意识形态。１６世纪，

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从天主教中剥离出来。新教主张因信

称义，强调对上帝的精神崇拜，简化教规礼仪，鼓励人们深入世

俗社会。它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此，西方天

主教一新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长期处于格格不入的对立状态。

１３—１５世纪，罗斯遭受东方游牧民族鞑靼蒙古人近两个半

世纪的统治，彼得大帝的欧化政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 开明专

制”、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将俄罗斯引向

西方。１９世纪３０—５０年代，俄罗斯思想界出现西方派与斯拉夫

派之争。后者否定彼得大帝改革，幻想俄国回到彼得前的罗斯，

前者拥护改革，幻想俄国成为西欧式的发达国家。此后，俄国与

欧洲的关系就成为俄罗斯社会思想界长久不衰的主题。１９世纪

中叶，俄国同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及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接触

更加频繁，这种特殊的周边环境为俄国耳濡目染东方文化创造了

客观条件。６０—７０年代亚历山大二世的“ 大改革”及后来的斯

托雷平土地改革同以前的历次改革一样，没有能够使俄罗斯帝国

“ 脱亚入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１８８９—１９７５）将俄罗斯文明视为拜占

庭东正教文明的子文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则认为，俄罗斯文明属

于独特的、混合型的“ 欧亚文明”。应该说，在俄罗斯文明当中

包含一定的西方文明成分，但东方文明的色彩更为浓重。俄罗斯

文明的主要特点可归结为：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形式；人民集体

主义的心态；个人不大的经济自由范围；社会服从于国家。 农

奴制、专制制度和村社制度的长期存在正是俄罗斯自我封闭型文

①转引自曹维安：《 俄国史新论》，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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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的集中体现。俄罗斯公众普遍缺乏市场观念，民主、法制

意识淡薄。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俄罗斯民族的

灵魂，具有保守性、神秘性、聚合性及对皇权的依附性等特点。

美国虽然身处美洲，其文明之源却在西欧。英国殖民者一方

面斩断了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独立发展的历史，同时将西方文明的

种子播撒于美洲殖民地。脱胎于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不仅成为西方

文明的载体，而且将西方文明发挥到了极至。美国对私有财产的

保护基于深层次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哲学，起源于孟德斯鸠

（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卢梭（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等启蒙思想家“ 私有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并体现于法律和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宗教

自由和政治自治早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即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

势。

任何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都好比一双看不见的手，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它的摆布，边疆政策、移民政策也不例

外。美国在移民政策上表现为开放性、兼容性。美国在建国前即

是形形色色的人种杂糅其间，逐渐形成美利坚民族。这个民族对

于同化外来民族的信心指数很高，认为美国是个不同民族、种族

的“ 熔炉”，经过这座“ 熔炉”的冶炼，美利坚民族将日益发展

壮大。美利坚合众国不惧怕有大量移民涌入国门，渴望本国领土

成为人烟稠密的地方，以防止欧洲强国侵占。人种的融合、文化

的融合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多元化移民社会；俄罗斯对外来民族的

心态表现为封闭性、排他性，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民族

缺少对外来民族的包容性，对外国人滞留于远离本土的西伯利亚

与远东地区更是心存狐疑。在俄罗斯人看来，美洲俄罗斯的历史

已经证明，边疆地区之存在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西伯利亚不

能独立存在。如果中央在西伯利亚缺乏控制力，西伯利亚就可能

成为别国的势力范围，甚至像阿拉斯加成为别国领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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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西伯利亚是俄罗斯领土，那么就应该由俄国人来开发它。外

国人在西伯利亚居住被视为对俄罗斯土地的侵占。

（ 三）俄美两国边疆移民政策迥异

第一，俄美两国政府的边疆政策有着本质差别。西伯利亚与

美国西部在各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有着不同的定位。美国

建国伊始，先后于１７８４、　１７８５和１７８７年制定了三个土地法作为

美国西部开发的纲领性文件，宣布西部土地国有化并向自由移民

开放，这就为按纯粹资本主义方式开发和利用西部资源提供了前

提。成千上万的个体农民可以在广阔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封建残余

束缚地自由发展，并以自由土地开发为中心形成农业、矿业、城

镇和铁路全面开发的格局。尽管美国西部拓殖伴随着对印第安人

的杀戮和资本主义的血腥记录，但它仍然无愧于迄今为止人类征

服自然的经典作品之一。

正如列宁在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０日发表于《 火星报》上的《 农奴

主在行动》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美国，谁也不敢议论允许

不允许移民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有随意迁移的权利。那

里，凡是愿意从事农业的人，在法律上都有权利占用本国边疆地

区的空地。那里形成起来的不是亚洲式的暴吏阶级，而是发展本

国的一切生产力的积极肯干的农场主阶级。” 无论在经济方面，

还是在政治方面，美国西部与东部基本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１９

世纪２０年代后，随着中西部农业商品化步伐的加速，大量廉价

的粮食货物开始“ 洪水般地”涌入东部。面对“ 西部巨人”的挑

战，许多新英格兰的农民放弃了谷物生产，转向蔬菜和乳酪业方

面。结果，１８６０—１９１０年，新英格兰的耕地减少了４２％。 它从

《 列宁全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１页。

②何顺果：《 美国边疆史 西部开发模式研究》，第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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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开发对美国东部传统产粮区的冲击和对美国

农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政治上看，西部开发丰富和推进了美

国式的民主制度。西部三十几个州作为“ 平等成员”加入联邦，

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形成了一个与南部、东部和北部在利益上不尽

相同的区域集团，直接改变了美国国家权力中地域力量的对比，

并对其立法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西部培育和推举了如托马斯·

杰弗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这样优秀的总统，仅俄

亥俄州在６０年间就为美国输送了８位总统、３位最高法院大法

官、３５位内阁成员。最早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是西部，而不是东

部。

然而在俄国，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时至２０世纪初，

沙皇政府仍企图在西伯利亚建立专制制度的支柱。根据１９０１年６

月８日俄国政府颁布的新法令，西伯利亚的官地将出售或出租给

“ 私人”以供“ 私人经营”，并且永远绝对禁止非俄罗斯臣民和异

族人获得这些地，只允许贵族租赁土地。法令宣称：“ 贵族在经

营方面稳妥可靠，政府认为他们是西伯利亚理想的土地占有者。”

俄亩按照法令，贵族购买土地的数量不得超过３０００ ，租赁土地

的数量完全不受限制，租期不超过９９年。此外，该法令给予地

主的优惠和特权几乎应有尽有：租地者头５年可以不交纳任何租

金；如需购买所承租的土地，购地款可在３７年内分期付清。

更为严重的是，沙皇政府将西伯利亚当作国内殖民地，西伯

利亚在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在

经济上，西伯利亚是欧俄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随着俄

国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沙皇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顾及资产阶

级的利益，但却始终在尽最大努力保全欧俄没落地主贵族的利

益。西伯利亚移民与开发实际上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稍越

雷池一步，政府便会及时出面横加干预。面对１９世纪末西伯利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2

亚谷物生产的迅猛增长，俄国政府非但不采取鼓励和刺激政策，

而是采取极力压制的办法，推出“ 车里亚宾斯克变价”制度。许

多农户被迫放弃粮食生产，转向畜牧等其他行业，西伯利亚农业

因此遭受重创；在俄罗斯帝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西伯利亚是一

个被遗忘的角落。直到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时，西伯利亚连最起码

的地方自治制度都没有。

第二，俄美两国的移民政策截然不同。美国之所以能够源源

不断地从欧洲接纳移民，同欧洲国家的社会转型和人口增长有直

接关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欧

洲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成为可

能。１８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人口大爆炸，加之自

然灾害、政治动乱、宗教迫害和国家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涓涓小溪汇聚成巨流涌向了美国。在１８２０—１９１７年近百年里，

来自俄罗斯帝国的移民不少于３３０万，他们基本上属于非俄罗斯

民族。期间，２０世纪头十年从俄罗斯向美国的移民人数差不多

占去一半（ １６０万），其中犹太人约占４４％、波兰人占２７％、立

陶宛人占９％以上、芬兰人占８％以上、德意志人约占６％，俄罗

较高的劳动报酬、较多的就业机会是斯人占５％左右。 美国吸

引俄国劳工的主要因素，也是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劳工前往美国

的主要诱因。

欧洲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什么舍近求远，绕开俄国流入美国？

俄美两国截然相反的移民政策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有些人就对外来移民的涌现有着担心

和恐惧。美国独立后，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流入，这种担心与日

①埃 （ １９世纪末至１９１７年）》，载［俄］《 祖国历·利·尼托堡：《 在美国的俄国劳工

年第５期，第６３页。史》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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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增。与此相关，在整个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初，美国大体经历了

反天主教徒、反亚洲移民和普遍限制所有外来移民等三个排外主

义阶段。排外的矛头先后指向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

民、来自东欧和东南欧“ 新移民”中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中

国移民（ １８８２年颁布“ 排华法案”）和日本移民。

尽管如此，美国的移民政策相对来说还是属于开放型的，因

为任何主权国家的大门都不可能对所有外来移民不加限制地全方

位开放。美国年复一年地接受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

的移民，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移民国家。１８６１—１９１０年间，大约有２３００万移民迁入美国境内。

美国西部地区同样实行对外开放的移民政策，因而西部移民来自

五湖四海，其中挪威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等欧洲人居多。华

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世纪中期，加利福

尼亚出现“ 淘金热”后以及６０年代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时候，

有不少中国人迁移到了美国。为了招募更多的华工参加西部开

发，１８６８年中美缔结了所谓的“ 蒲安臣条约”，借以保证华人不

受限制地移往美国。１８６９年美国西部的筑路工人总计１万人，其

中华工就占９０００名。到１８７５年，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华工达１０

万人之多。

为了广泛吸收海外移民，美国西部各州在东方和欧洲设有移

民代办所，代办所雇佣代理人散发宣传品，怂恿农民移往富裕之

乡。明尼苏达州在１８６７年建立了代办所，衣阿华州在１８７０年随

之建立，其他各州在此后几年也纷纷效尤。开发大平原时期，美

国移民局的活动异常活跃。它们的任务是宣传大平原，直到世界

每一个角落都有人迁移到大平原为止。各国移民不仅给美国工业

化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技

术等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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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移民政策则相反，基本是国内移民政策。西伯利亚中

西部的移民主要来自欧俄。亚洲俄罗斯的大门即使对本国公民而

言既不是来去自由的，也不是永久敞开的。当然，在西伯利亚移

民中确有一些外国人为了获得土地也接受了俄国国籍，如奥地利

人、匈牙利人、朝鲜人等，但为数极少。在西伯利亚移民史上同

样出现过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活动，那是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时期，不过是在欧俄狭小的范围之内，而且较美国西部晚了近半

个世纪。同时，应该注意到，俄国政府对外国公民向西伯利亚的

迁移一贯采取严格限制政策。除远东的情况稍有特殊外，西伯利

亚基本只靠俄罗斯本土获得移民，国外移民人数稀少。

（ 四）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影响

影响“ 人口地域构成”的环境条件通常分为自然条件和人为

条件两大类。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因素（ 光、热、水量、大气等条

件）、土壤因素、生物因素（ 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生态及分布）和

地理因素（ 位置、地势、地形、地质等条件）。人为条件包括开

垦荒地、采伐林木、植物栽培、房屋建筑等因素。自然地理条件

是制约边疆地区移民开发的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

美国本土约３００万平方英里， 可耕地高达４０％；整个密

西西比河流域和中西部覆盖有肥沃松软的泥土；密西西比河

水系覆盖着阿巴拉契亚山脉与落基山脉之间的２１个州，流域

面积达１２５万平方英里，占美国本土总面积的４０％；美国处

于北温带，年平均气温在华氏４０—７０度之间，年平均降雨量

以上，正好适宜发展农在２０英寸 业生产；中部大草原堪称

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天然牧场。这些资源为美国西部农牧业

① １平方英里等于２．５９平方千米。

１英寸等于２．５４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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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相反，不利的自然气候因素对西伯

利亚移民开发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

斯说过，“ 寒冷和干旱正是前往西伯利亚的移民所不得不面临

的。相反，如果他们当初发现一个可与大西洋沿岸或美国中

西部各州的气候相媲美的气候，那么，西伯利亚无疑本会从

俄国，甚至可能从更西面的国家，吸引来为数多得多的移

民”。“ 西伯利亚所处的纬度同加拿大相近，其气候条件也跟

加拿大差不多，年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到１９１４年，这两

加拿大８００万人、西伯利亚地的人口大致相同 ９００万人，

并不是偶然的。美国面积小于加拿大或西伯利亚，至１９１４年

人口 这段话是颇有道理的。却已增加到１亿。”

地理环境因素给西伯利亚移民开发事业造成方方面面的影

响。

首先，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阻挡着人们奔向西伯利亚的脚

步，给该地区经济开发增添了额外的技术难度，从而延缓了西伯

利亚开发的进程。它是西伯利亚移民难以逾越的一大障碍：一方

面它使许多潜在的移民畏缩不前，另一方面也是造成移民回迁的

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移民站的统计，在１９０６—１９１１年被迫返乡

的切尔尼戈夫省农户当中，至少有３８．３％的移民户解释说自己

在西伯利亚的新住地自然条件差，另有１２．１％的移民户是因为

庄稼歉收和水土不服。即使那些已逐渐适应西伯利亚气候环境的

人也时常感觉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并不舒心。如托木斯克省克里沃

． ．波别利亚舍因地区基留施卡村女村民 耶娃，１９１１年她１３岁

时跟随父母从奔萨省来到西伯利亚。她回忆道，父亲第一次打发

妻子和女儿到田间除杂草时，她们很快便回了家，因为忍受不住

年以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１５００ 后的世界）》，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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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叮咬。她不喜欢呆在西伯利亚，常常在深夜里偷偷地哭

泣。 在车里亚宾斯克移民站，一些准备打道回府的移民称，他

们之所以要迁回老家，原因是指定给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小蚊子

满处飞，人和牲畜都忍受不了。

其次，西伯利亚成为苦役流放地也跟严酷的自然环境有很大

关系。在西伯利亚这般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污浊的社会环境中，意

志薄弱的人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第三，地理因素对西伯利亚移民的地区分布产生直接影响。

１９世纪下半叶，来自欧俄各个省份的移民先是到达西西伯利亚，

之后再继续东进。农民们渴望在那些有开阔的平原和空闲地的地

方安居，因此位于西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地带及东西伯利亚叶尼塞

斯克省和伊尔库次克省南部林区、山区的那些县实际上很少能见

１８７０年到移民户。１８６０— 间移居西西伯利亚的农民主要来自彼尔

姆省和维亚特卡省，因为这两个省同西西伯利亚相邻，自然条件

也相似。１９０６—１９１２年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年代，在从欧俄南部

地区流向西伯利亚的移民潮中，波尔塔瓦省农民主要迁往阿克莫

林斯克省，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则向托木斯克省迁徙，两者所占的

比例分别为２５．５％和５８．４％。

第四，西伯利亚移民区自然条件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移民家庭

人数。移居托木斯克省、托博尔斯克省南部及草原边区东北部的

往往是人口多的家庭。谁都知道这些地方自然条件比较好，携一

家老幼一同搬迁不必有过多的顾虑。准备定居在最遥远的草原地

区、山区和原始森林地带的家庭一般要分两至三次才能搬迁完

．
．兹韦列夫：《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西伯利亚农业人口再生产的自然因

素》，载［俄］《 资本主义时代移民对西伯利亚社会经济的影响》，新西伯利亚

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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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因为他们预料到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先把孩童和年迈的

老人撇在家里。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自然地理环境在西伯利亚移民开发中的

影响？早在１６世纪，法国学者让·布丹就具体阐述过地理环境对

社会历史的影响。１８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使

之系统化，并从这一角度去解读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按照“ 地

理环境决定论”，人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类的本

质和心理状态、人口和种族的分布、文化素质的高低、经济的盛

衰、国家的强弱皆受地理环境支配，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是决定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宗教史观笼罩下的中世纪，孟

德斯鸠能到物质因素中去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其中不乏唯

物主义色彩，在反封建神学的思想斗争中具有进步作用。但是，

“ 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以外部条件解释社会现

象，以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地理环境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要

条件之一，但只能起加速或延缓作用，而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社

会变化力主要来自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过高估价或片面强调地

理环境因素必将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坠入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泥潭。

“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社会学和地理学中流传广泛的一个学

派。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庸俗进化论思想、美国

边疆学派创始人特纳关于“ 一种新的自然环境可以产生一种新的

社会物种”的观点都同该理论有关系。该理论也影响了几代俄国

学者的历史观。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在不朽之作《 远古以来

的俄国史》中阐述了在自然而有机的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因

素起决定作用的思想。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也秉承先师的这一观

．点。西 ．戈洛瓦乔夫在《 西伯利亚经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者

济地理》（ 莫斯科，１９１４年）一书中否认欧俄地区和西伯利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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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夸大经济同自然地理环境的联系。他认

为，地形、气候、土壤、降水量、灌溉是决定国家经济生活的最

重要因素。他将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前西伯利亚农村经济发展

缓慢的原因仅仅归咎于该地区地理环境不佳、面积大而人口密度

低，对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则避口不谈，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应

该说，地理环境在西伯利亚移民开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是它并非起决定作用，影响西伯利亚移民开发进程的最主要因素

还是俄国政府的边疆政策和移民政策。

（ 五）西伯利亚和美国西部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有着天壤之

别

西伯利亚是沙皇政府的苦役流放地。仅在１８０７—１８９９年间，

被发落到西伯利亚的流放犯和家属约８６．４万人。当俄国流放制

度走向末路的时候，仍有成千上万的流放者被驱赶到西伯利亚。

１８７３—１８８２年间，去西伯利亚的流放犯约１７．９万人，平均每年

西伯利亚１．５—２万人。 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外贝加尔以及隔鞑

靼海峡与俄国大陆相望的萨哈林岛等地几乎成了“ 人间地狱”的

代名词。

古往今来，世界上的苦役流放地不止一处，但是没有哪一处

像沙皇时代的西伯利亚那样令人闻之色变，苦役流放地的观念渗

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这不能不说是残酷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结出的一大恶果。西伯利亚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除了强制

性移民和被逼无奈只好远走他乡的人之外，一般人是不敢问津、

望而却步的。应该说，西伯利亚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可怕的

地方，来这里的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一片渺茫。

沙俄时代，在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前，成千上万的流放者

①基里亚科夫：《 西伯利亚移民运动史纲》，第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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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在弗拉基米尔至西伯利亚的大道上。弗拉基米尔大道在俄罗

斯民歌里总是与人民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１８９２年俄国风景

画大师伊·伊·列维坦（ １８６０—１９００）绘制的《 弗拉基米尔卡》是

具有高度思想性的艺术珍品。在那条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人远

去的身影在高高的苍弯和空旷的原野衬托之下显得格外孤独。俄

罗斯的许多优秀儿女就是从这里走向流放、走向死亡。这是画家

对沙皇专制制度发出的抗议。

在整个１９世纪，西伯利亚与远东移民共计１８０万，其中流

放者超过４０％，达到７２．６３万。７０年代以前，流放者在西伯利亚

移民中占多数，其中１８６１年改革前几年，流放者的比例为６７％。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流放对西伯利亚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越来越小。６０年代，流放者的比例超过５９％（ 移民人数共计

１２．９万，流放者为７．６７万）。　７０—９０年代，自由移民大量涌入西

伯利亚，流放者的比例降至２６％（ 移民总计１１４．８７万，其中流

放者为３ １８９７年西伯利亚与远东各省共有流放犯（ 不包０万）。

括苦役犯）近３０万（ ２９８５７７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５．２％，其

中托博尔斯克省占７．４％、叶尼塞斯克省占９．１％、伊尔库次克

省占１４．２％；萨哈林岛流放犯共计８９３６人，占该岛总人口的

３１．８％；同时，西伯利亚共有苦役犯１０６８８人，其中萨哈林岛有

４９７９名苦役犯，占西伯利亚苦役犯总数的４６．５％。

１９世纪在西伯利亚发现和开采沙金矿后，特别是发现勒拿

金矿后，俄国的采金基地迅速东移。据估计，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有俄

国和 １２０００人在雅克萨河支流热尔图加河畔中国的淘金者７０００

①阿列克谢耶夫：《 俄国人对远东与俄属美洲的开发（ １９世纪末之前）》，第１３３

页。

［苏］亚·科斯塔诺夫：《 俄国人开发萨哈林岛》，南萨哈林斯克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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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下来，当地人常常把这块移民区叫作“ 阿穆尔的加利福尼

亚”。 到１９世纪末，西伯利亚的黄金产量已占俄罗斯的９０％。

但是，在西伯利亚开采黄金的人大多是失去自由的流放苦役犯。

这不觉使人想起２０世纪初在俄罗斯广泛流行的一首哀婉凄楚的

流浪者之歌《 在荒凉的外贝加尔草原》。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

这首歌已在西伯利亚监狱中开始传唱。歌词大意是，在荒凉的外

贝加尔草原，有金矿在群山中间，流浪汉搭着空布袋蹒跚向前。

他头带囚徒的破帽，身穿灰色的囚徒长衣，褴褛的衣衫沾满污

泥。趁黑夜从监狱逃脱，为求真理受千辛万苦，他疲累得挪不动

脚步，望面前已是贝加尔湖。流浪汉走到湖畔，跳上渔家小船，

唱起了忧郁的歌，为祖国命运悲叹。只有微风叹息道：“ 流浪汉，

你徒然逃跑，苦命人，你真料想不到，人世间已无依无靠。”望

见对岸迎候他的老母亲，“ 啊，你好呀，亲爱的妈妈，父兄们可

平安在家“？”你父亲早长眠地下，一把黄土掩埋着他，你兄长带

着镣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首老歌是西伯利亚劳动者苦难生

活的真实写照。

相反，美国西部所孕育的勃勃生机使无数人确信，西部是百

万富翁的摇篮，遍地长满了摇钱树，谁到了那里都会发财，甚至

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富。西部是一片商机无限的自 是令人由土地，

心驰神往的好地方，因此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趋之若鹜。１８４９

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多达１０万人。总之，无论在自然条件还

是在发展机遇方面，美国西部都充满着诱惑力。难怪在日本，尽

管东京移民局向日本人广为宣传，去西伯利亚也像去美国那样

好，但是更多的日本人宁可不远万里漂泊到美国，也不愿涉足近

①　［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 俄国的远东政（策 １８８１—１９０４）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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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咫尺的寒冷而半开化的西伯利亚。

四、美国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及对俄国的启示

美国西部开发具有鲜明的特点，也取得不少经验教训。

经验之一是以民主方式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西部土地问题。美

国独立之初就宣布辽阔的西部对移民开放。１７８５年５月２０日，

联邦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 土地法令》。按照该

法令，西部国有土地被划分成一个个镇区。每个镇区包括３６个

的分区。各州以镇区或分区为单位定期拍卖土６４０英亩 地，最

低价为每英亩１美元。每个镇区保留四个分区供国会日后处置，

将第十六分区供学校专用。后来，最低购地面积减为３２０英亩，

每英亩售价增至两美元；另据１７８７年国会通过的《 西北法令》，

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将来可划为两州至五个州。某地区在男性人口

达到６万的时候，即可以一个州的身份加入合众国。上述法令推

动了美国西部移民运动的发展，也有助于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

由于出售土地的单位面积过大，普通劳动者无力购买，大量土地

落入土地投机公司之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多次修改西部

土地出售方案。首先，实行赊购政策，购地款可在四年内付清。

而后，一次购地面积下调至１６０英亩，付款期限延长到五年。实

施这些政策后，售地数量大幅上升，到１８１８年售地总面积达３５０

万英亩，而在１８００年仅为６．７万英亩。１８２０年国会宣布废止土

地赊购办法，一次性购地面积减至８０英亩，每英亩售价仅１．２５

美元。

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０日，林肯总统颁布《 宅地法》，明确私人对土

地的产权。根据此法，任何美国公民或声明愿意成为美国公民的

①　１英亩等于０．４０５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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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交纳１０美元登记费后即可从国有土地中领得１６０英亩土地，

连续耕种五年或按每英亩１．２５美元（ 远离铁路线的地段）和２．５

美元（ 铁路线附近地段）的价格购买后便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

者。

为了鼓励人们移居西部，美国国会又通过《 育林法》（ １８７３）

和《 沙漠土地法》（ １８７７）等一系列土地赠予法律。赠予所有开

拓者以１６０英亩的土地，条件是接受者必须在十年之内在其中

１／４的土地上植树；政府以每英亩２５美分的价格卖给任何开拓者

６４０英亩土地，而接受者在三年之内对其中部分土地进行灌溉改

造，之后开拓者就能以每英亩１美元的价格拥有它。１８６２—１９０２

年间，美国西部共建立１３４．５万左右个地段，总面积为１．８亿英

亩。 牧羊场主通过政府提供的土地优惠政策，凭借“ 优先购买

权”和“ 先占权”不断扩充地盘。到２０世纪初，在密西西比河

以西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 牧羊帝国”。

经验之二是采取支持铁路建设的政策，赠予铁路公司土地，

并对铁路公司实施政策指导。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美国东部人

口不断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迁移，由于地域广大，连接东部与西

部显得十分重要。联邦政府利用国家所掌握的大量公地，为开发

西部做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准备。１８６２年７月１日，林肯总统签

署《 太平洋铁路法》，授权中央太平洋铁路从加利福尼亚的萨克

拉门托向东伸展，联合太平洋铁路从密苏里河向西伸展。联邦政

府还赠予这些铁路公司大量土地。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南太平洋

铁路公司及其他一些小铁路公司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赠予。１８５０—

１８７１年，联邦政府赠予铁路公司的公地共约１．３亿英亩。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要求铁路必须铺设在发展中地区，且这

年版，第２《 俄罗斯远东与东北亚 经济合作问题》，莫斯科１９９８ 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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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土地上必须有居民迁入。因此，政府在转让这些土地时，铁路

公司就通过广告和土地经纪人去招徕欧洲及亚洲移民在铁路沿线

定居，并为土地购买者提供信贷。铁路创办人还尽最大努力鼓励

当地居民进行投资，用这种资金建筑铁路，优先考虑这些居民所

在的城镇或乡村。

当然，美国西部开发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也存在许多弊

端。譬如，美国政府缺乏长远的西部开发规划，急功近利的倾向

较为突出。美国政府为了眼前利益允许人们潮水般地涌入西部。

“ 屠宰土地”的现象在１９世纪普遍存在。建国初期，原始森林从

年，由纽约一直延伸到五大湖沿岸，到１９００ 于乱砍滥伐，五大

湖沿岸各州的森林已经荡然无存。 美国原有８亿英亩原始森

林，１９０１年西奥多·罗斯福接任总统时只剩下２亿英亩。由于掠

夺式经营，西部的土地资源遭受破坏。光秃的山坡、裸露的地表

不断出现，各种侵蚀现象严重。１９３４年震惊世界的美国“ 黑风

暴”事件 便是长久以来在西部开发中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结

果。

对于美国西部卓有成效的开发，关心西伯利亚命运的俄国人

并非无动于衷。美国西进运动是自发性的移民运动，多数移民是

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迁移的。家庭农场主是西进运动的产物。俄

罗斯恰恰缺少这种可以自由耕种无主土地的独立小农场主。１９

世纪７０年代，阿·伊·瓦西里奇科夫公爵在两卷本著作中指出，

１５俄俄国政府应该仿照美国的方式，按每户 亩的标准将土地出

售给垦殖者私有。待好地出售完毕后，“ 贫穷的庄稼汉”可以低

参见严金明：《 美国西部开发与土地利用保护的教训暨启示》，载《 北京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５月９—１１日，在美国西部蒙大拿、科罗拉多等州，遮天蔽日的“ 黑色风暴”刮

走３．５亿吨表层土壤，毁坏数千万公顷农田，当年美国冬小麦减产５１０多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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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购买劣等地块。这样，移民可以像在美国那样以私有经济为原

则生活，小农生产就会增长。１８９２年，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

者在《 东方评论》中宣称：“ 美国将是西伯利亚工业化的样板”，

他们将致力于把西伯利亚成功塑造为“ 第二个美国”。彼得堡大

．　学教授 ．伊萨耶夫则坚决反对采用美国体制，认为将国有土

地转交农民无限期使用有悖于俄罗斯的村社传统。

实际上，俄国政府在开发东部边疆过程中也注意参照国外经

验，研究过利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经验开发东部的方

案。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为了准备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交

．通大臣 ．波谢特指示在美国的技术代理研究修建长距离铁路

的经验，并且在那里购买必要的设备。俄国派工程师到美国学习

铁路修造技术，还派遣尼古拉·克柳科夫等农学家、经济学家赴

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对１８６２年美国颁布的《 宅地法》进行深入

研究。２０世纪初，移民局也组织官员到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当

时，在欧俄和西伯利亚人们就俄国“ 大东部”和美国“ 大西部”

之间的比较展开一次次辩论，在这些辩论的背后是幻想西伯利亚

能够成为“ 第二个美国”。维特、斯托雷平及库洛姆津等“ 西伯

利亚现代化的缔造者”（ 西方学者语）感悟到，欧俄南部、西部

及波罗的海等边疆地区是俄国政府长期关注的焦点，西伯利亚却

未能享受同等待遇，它在几个世纪里一直被政府所忽视，因此其

贫穷与落后是命中注定的。

俄国东部移民开发迥然有别于美国的西进运动。总之， 美国

．　南达科他州大学教授汉森（ ）受美国农业部委托在

１８９４、　１８９７、　１９０５和１９０６年对西伯利亚地区及其移民问题进行

了专门研究。在递交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 西伯利亚是新的美洲。与我国西北部极为相似。来自欧俄的移

民是诚实、勤劳而有作为的公民，但他们没有足够数量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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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体制都需要改革。倘若政府采用我们的体制，必将收到很好

的效果。”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的确，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开

发自始至终笼罩着农奴制与专制制度的阴霾。正如赫尔岑所指出

的那样：“ 做任何事情都要靠暴力、靠棍棒的、死气沉沉的俄国

政府绝不能够给予生气勃勃的推动力，促使西伯利亚用美国那样

在的速度向前进展。” 农奴制残余大量存在的条件下，采用

“ 移花接木”的方式将美国的做法根植于西伯利亚大地，这既是

不可能的，也是与沙皇专制制度水火不容的。

① 《 俄罗斯远东与东北亚 经济合作问题》，第２０９页。

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第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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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综观１８６１—１９１７年间俄国东部移民开发史，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东部边疆的移民开发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农奴制残余

之间深刻矛盾的一个缩影。沙皇政府一方面希望加快西伯利亚移

民与开发的步伐，另一方面总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惟恐损害

贵族地主的利益，暴露出俄罗斯帝国政策的摇摆性。归根结底，

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是资本主义时期俄国东部移民开发的

最大绊脚石。

当代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东部移民开发

的一个最重要成果是辽阔的西伯利亚真正成为俄国的土地。据统

计，１９１１年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总计９３６６３３５人，其中土著居民仅

９７２８６６人。异族人仅在图尔盖省（ ６８．９％）、塞米巴拉金斯克省

（ ８０％）、堪察加省（ ８８．３％）和雅库特省（ ９３．５％）占绝大多

数，在其他各省则恰好相反。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年俄国东部移民开发史充分说明：（ １）采取“ 惩

罚式的垦殖”政策，即指望通过流放和苦役的办法促进边疆地区

开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２）像西伯利亚这样的边疆区只能通过

人为的方式在政府高度重视并且给予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才能得到

①柳巴夫斯基：《 古代至２０世纪俄罗斯殖民简史》，第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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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开发。西伯利亚移民的主要障碍是那里气候寒冷、缺少粮食

供应基地、贸易状况不佳，而根本原因则是边区未能受到政府的

足够重视；（ ３）边疆开发须要宽松的投资环境和发展空间，自

由、开放的边疆开发模式会使资金短缺、劳动力匮乏等棘手问题

迎刃而解；（ ４）国家体制是决定边疆开发模式和影响开发进程的

瓶颈；（ ５）西伯利亚本身气候恶劣、经济落后，欧俄本土已经是

在踉踉跄跄地尾随西方发达国家，在俄国无力挖掘西伯利亚巨大

资源的情况下，西伯利亚于俄国首先是一个背之不动、弃之可惜

的包袱，甚至像维特和斯托雷平那样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也不会有

多大作为。

在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中，沙皇政府退出了俄罗斯历史舞台。

西伯利亚经历了苏联社会主义时代的洗礼。时隔８０余年，今日

西伯利亚的面貌已非昔比。截止到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西伯利亚

总人口增至３４６１．１３万，几乎占俄联邦总人口（ １．４８亿）的１／４，

其中远东人口总数为７２９．１４万。西伯利亚有９个城市人口超过

５０万，其中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人口超过１００万（ 分别为

１４０．２１万、１１５．７６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８７．７６万人，是东

西伯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远东最大的两个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符拉迪沃斯托克人口分别为６１．１２万和６１．０３万。

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１９２９—１９３２）的乌拉尔一库兹

涅次克煤炭钢铁联合企业、赫鲁晓夫时期（ １９５３—１９６４）组建的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６０年代的秋明油田到七八十年代的

贝阿干线，勤劳智慧的苏联人民在通往西伯利亚之路上树立了一

座座里程碑。作为世界最大的燃料动力生产基地之一、苏联重要

机器制造业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西伯利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

①《 俄罗斯各地区》，莫斯科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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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中的比重由十月革命前的１％增加到１９８０年的１０％以上。

在苏联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扶植下，西伯利亚地区的科学、文

化教育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１４年，在西伯利亚每１１．９

万平方公里、每１２３５万人中才有一所中等学校。 近年，西伯利

亚（ 不含远东）仅高等院校已有８５所。在苏尔古特、古比雪夫

等偏远的小城市开始设立大学分校。土著居民的文化素质大幅度

提高。到苏联解体前，布里亚特、图瓦、雅库特和哈卡斯等民族

每万人里大学生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俄罗斯族中大学生的比例。

西伯利亚与远东科研机构网络已颇具规模。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

亚分院包括９个地方科学 名，其中有５４中心，科研人员约１１５００

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６３位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１２００名博

士 和 ５４００名副博士。该院在新材料、光电子和激光技术、生物

工程、化学工程与催化等科研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新西伯利

亚科学院城作为西伯利亚的“ 硅谷”，已成为一些外国首脑及高

层领导人访俄之行的重要一站。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

也在西伯利亚设有分院。总部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分院也是一个阵容强大的科研机构。

然而，在西方学者的头脑中，苏联时期西伯利亚的经济开发

是在“ 开慢车”，但速度在逐渐加快。西伯利亚的牢狱时代已成

过去。世界上剩下的封锁着的门户之一正在被打开；最后和最大

的未开发地区之一正在被开发。下面两位学者以美国西部为参照

对西伯利亚开发进程所阐述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具有代表性。 谈

及西伯利亚，里查德·莱亚德和约翰·帕克认为，能与之相比的只

有美国的俄勒冈通道或圣塔菲通道，这些通道曾引向西部，培育

了刚强独立的拓荒者精神。但是那些勇敢的拓荒者沿着俄勒冈通

①奥克拉德尼科夫、顺科夫主编：《 西伯利亚史》第３卷，第３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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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向西，最终到达了加利福尼亚肥沃的草原，而俄罗斯的开拓者

们到达的远东地区仍像他们身后的土地一样贫瘠。美国西部的开

拓耗费了大约三四代人的努力，俄罗斯人征服西伯利亚却花去四

百年时间。１５８６年最初的拓荒者在西伯利亚建立了第一个俄罗

斯城市秋明。不到半个世纪，俄罗斯人就在太平洋沿岸建立了第

一个哨所。然而３００年之后，征服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工作仍未完

成。第二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贝阿干线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才完工。正像占领西部的美国人要抵御土著和游牧民族的侵扰一

样，一代代俄罗斯人也都要同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身怀敌意的邻国

进行殊死斗争。

一位美国学者曾说，苏联远东占国土面积的２７．５％。　８０年

代末，远东人口仅占全苏人口的２．７％。远东经济以原材料生产

和初级加工为特征，依赖外部资金和物资投入。它同苏联其他地

区间的经济关系具有“ 寄生性”，是一个拥有资源的穷乡僻壤。

的确，远东人口和经济聚集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阿铁路沿线，

占该区陆地面积近３／４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堪察加州、马加丹

州时至今日依旧是百里不见人烟的荒野，散发着浓浓的边疆气

息。

苏联解体后，俄国内学者对西伯利亚的昨天和今日进行深刻

而冷静地思考。西伯利亚权威经济专家认为，西伯利亚广袤无

垠、资源丰富，在俄罗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补偿器的

作用。随着欧洲地区毛皮、贵金属和黑色金属、耕地、水资源以

及能源载体的日趋枯竭，西伯利亚逐渐成为这些资源的重点开发

区。俄罗斯依靠西伯利亚，不仅解决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

①［美］里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 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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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且解决诸多棘手的社会难题 先是流放和苦役，然后

是农民的大举迁移，再后是吸纳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剩

余劳动力以及试图缓和社会政治紧张状况的“ 古拉格”（ 即劳改

营），最后是保证数百万苏联人就业的“ 共产主义建筑工程”。这

种补偿机制在紧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以及战争和社会动荡年代是必

要的，并且有效地发挥了作用。西伯利亚给予俄罗斯的不少，时

常在危难之际拯救俄罗斯，但西伯利亚本身却少有所获。在叶利

钦时代，俄联邦中央对西伯利亚的态度实际并未改变，西伯利亚

资源开发区仍被当做殖民地来对待。在莫斯科官员看来，该地区

跟以前一样是头“ 奶牛”，无需喂它任何特殊“ 饲料”。

应该承认，西伯利亚在苏联社会主义环境下获得长足发展。

那时的西伯利亚曾是一方热土，数百万苏联青年凭着满腔爱国热

情、浪漫主义的幻想奔赴这里，踊跃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

洪流之中。阿穆尔共青城（ 位于贝阿干线与阿穆尔河相交处）的

建立便是典型的一例。这座城市顾名思义是由共青团员一手建

造，从１９３２年发展至今人口已达３０万左右。西伯利亚高速度、

大规模的工业开发不仅具有全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在反

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开发的

辉煌成就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西伯利亚开发依然受到各种主客观

因素的制约。在向荒漠的北部进军过程中，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

仍旧是难以克服的一大障碍。譬如，贝阿铁路沿线地带处于地震

多发区，永久冻土带及山崩造成的堆积、地裂、坍塌等使该地区

开发异常艰巨。堪察加半岛是苏联惟一的火山区，地震频繁且剧

烈，常常引起海啸，必须使用特殊方法建造房屋。因此，跟中

东、南美、南非及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资源区相比，西伯

利亚在移民开发的自然条件方面居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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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的西伯利亚开发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同时也

保留不少沙皇时代的痕迹。苏联除了从帝俄那里继承物质遗产

外，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 传承”关系，如高度集权的政

治模式和高度计划的经济模式（ 当然，这也是特殊的国内外政治

背景所造成的）、采取行政手段解决劳动力问题等“。惩罚式的垦

殖”等某些旧时代的移民开发手段并未随沙皇俄国的覆灭化为灰

烬，而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存在。

人们无法忘却，苏联时期西伯利亚曾有过一种特殊的流动人

口，即“ 富农”和“ 反苏维埃“”、反对集体农庄”的农民以及城

里的各种“ 社会异己”、“ 被镇压者”和“ 人民公敌”等强制移

民。１９３１年正值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中期，反对集体农庄的人

）被运到遍布西作为“ 特别移民”（ 　 伯利亚的

“ 古拉格”。正像亚·索尔仁尼琴在文学名著《 古拉格群岛》中所

披露的那样，为设法提高黄金产量，当时苏联曾强迫罪犯在西伯

利亚等地从事非人劳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将德意志人、

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迁至阿尔泰边

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州和新西伯利亚州等

地。这些“ 特别移民”必须在指定地点劳动，无权外出和迁移

（ 身份证被收缴），每月要到内务机关登记一次。他们的政治生活

也受到种种限制，党员不得出席党的会议，青年不得加入共青

团，先进工作者不得出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上光荣榜

等等。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苏联最高主席团颁布命令，德意志人

永久地被迁移，未经内务机关特别允许而从移居地出走者罚做

２０年苦役。斯大林时代，犹太人、鞑靼人等少数民族被强制迁

移到远东。现在的犹太自治州就是当年被驱赶到远东的犹太人指

定居住区。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及战后时期，大清洗中的许多“ 被镇压者”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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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沙皇时代专为亚洲俄罗斯移民制造的“ 斯托雷平车厢”来到西

伯利亚。向西伯利亚迁徙“ 被消灭的富农”等“ 特别移民”的活

动一直持续到５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５３年前，苏联“ 特别移民”达

到最高数字，为２７５．３４万人，仅西西伯利亚就有６３．４万人。

“ 特别移民”给西伯利亚的人口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斯大

林逝世后，“ 特别移民”的生活才有了转机。苏联党和政府为遭

到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恢复名誉。但是，这一过程进展缓慢，远

不如当初驱逐“ 特别移民”时那样迅速。

苏联在开发西伯利亚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失误之一

是对社会因素和经济后果缺乏足够重视。由于居住环境、交通条

件与文化设施方面难尽人意，西伯利亚人口流动性较大。该地区

人口大幅摇摆已使苏联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昂贵代价。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济持续下滑，西伯利亚人口状况日

趋严峻。以远东为例，到８０年代中期该地区人口一直保持稳定

增长，此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　１９９１年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这一年，除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外，远东其他地区

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人口外流，其中马加丹州和萨哈（ 雅库

特）共和国的情况最为严重。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情况进一步恶化，

远东各大行政区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人口流失问题。至１９９９年１

月１日，西伯利亚人口密度为平均每平方公里２．７人，大大低于

全俄（ ８．７人），而且自西向东递减：西西伯利亚为９．９人，东西

伯利亚约３．２７人，远东为１．１７人，其中楚科奇和科里亚克两个

自治区平均每１０平方公里才有１人。

．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库列绍夫

．古辛、弗·安·伊苏波夫主编：《 二十世纪的西西伯利亚人①［俄］ 口》，新西

伯利亚１９９７年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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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 西伯利亚的强盛有赖于中国”。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劳动

力资源，俄罗斯制定的《 ２１世纪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发展战略》

将中国视为远东吸引外国劳动力的重要伙伴。中国面积仅为俄罗

斯东部（ １２７６．５９万平方公里）的３／４，人口多达１２．６５亿，为俄

罗斯东部（ ３０００多万人）的４０倍。截至２００１年９月１日，俄罗

斯总人口仅１．４４２亿，比年初减少５８．９７万。再看两国毗邻地区：

远东面积是６２１．５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２／３，只有７１０万

人散居于此；中国东三省人口多达１．０５亿。据２０００年底由西伯

利亚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德拉切夫斯基主持制定的《 西伯利亚长

期发展国家构想》预计，到２０２５年中国人口将增长３亿，而俄

罗斯人口、特别是西伯利亚与远东人口至多维持现状。对于中国

和俄罗斯来说，加强双方在诸多领域的相互合作无疑是一项双赢

战略。中俄区域劳务合作更是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 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沉渣泛起。

２０００年制定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中有关于“ 俄联邦边境地

区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提法。《 西伯利亚长期发展国家构

想》中也谈及“ 和平渗透”问题。一些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

东部地方政权乏力、区域分立主义倾向滋长、劳动力极端匮乏

等状况形成了一个中国易于填补的真空。俄罗斯科学院一位移

民问题专家断言，２１世纪中叶中国人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少

数民族。

“ 中国威胁论”之存在基于多种因素，除了俄罗斯民族根深

蒂固的排外心理、中俄特殊的历史渊源之外，中俄综合国力的消

长、两国及其毗邻区域强烈的人口反差、中国某些商贩的非法行

为是当今俄罗斯排华情绪的主要根源。

目前，俄罗斯在如何对待中国移民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

点。（ １）“ 顺其自然”。据２００１年５月《 太平洋之星报》，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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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５％的居民无条件赞成中国人进入其境内；（ ２）“ 西伯利亚

无华人”。即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那样，在漫长的边界线以一道

“ 铁幕”将中国人拒之门外。 据悉，近年在远东持这种观点

的人数增加一倍。许多人认为这样做既无好处，也不现实。

西伯利亚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离不开中国人，俄罗斯正

在执行的向中国出售天然气、电力、军品和重工业品的庞大

计划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３）适度调节。这种观点比较冷静、

务实，主张加强监督力度，把中国人进入俄罗斯的规模、速

度和人员质量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２０００年９月制定的《 ２１

世纪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发展战略》即持这种观点。一些学者

认为，华人涌入俄罗斯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俄罗斯面临的

主要威胁并非“ 黄祸”，而是国内市场的衰退及由此导致的其

东部地区经济凋敝。为维护自身安全，祛除中国人向俄罗斯

渗透这种心腹之患，俄罗斯应效仿中国走稳健式的强国之路，

加速俄罗斯东部的全方位开发。

总之，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地

广人稀的西伯利亚来说，人口的增长是其开发和经济发展至

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早在１８世纪上半叶，俄国思想家瓦·尼·

塔季谢夫（ １６８０—１７５０）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西伯利亚的天

然礼物是多么丰厚，它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地方，一旦那里住

上了人，它就会在世界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在两百多年后

的今天，西伯利亚历经了沙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时代，历

经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受到劳动力匮乏问

题的困扰。

①参见基亚特洛夫：《 中国人的再次流亡是俄罗斯民族安全面临的挑战》，载［俄］

《 东方》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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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是目前俄罗斯面向亚洲的惟一窗口，是联结欧亚经

济文化的桥梁与纽带。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下，西伯利亚

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西伯利亚开发在继续。在普京执掌俄罗

斯权杖的今天，如何解决西伯利亚劳动力问题，西伯利亚开发的

车轮如何旋转？人们从过去的历史中应该能够找寻到某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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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四年以前，当我在酝酿博士论文题目时，传来党中央、中央政

府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消息。作为研究俄国东部问题的学

者之一，深感有关俄国东部开发问题的探讨具有极强之现实意义。

基于外为中用、撷引他山之石之责任，我将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

（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列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就读期间的主攻方向，并

为此不懈努力。时至喜迎收获的季节，我当特别感谢“ 东北边疆历

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的鼎力资助。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我的博士生导师刘祖熙教授在诸多环

节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先生史学功底深厚，年近古稀依然勤奋，

并以严谨为文、提携后学之风成为吾辈永久的楷模。

俄国东部边疆历史与现状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特色研究

领域。我之所以能从事本课题研究，首先得益于在黑龙江省社会

科学院的学术环境熏陶。我的硕士生导师徐景学、侯育成先生系

该领域的资深学者，在他们的悉心指教下，我掌握了比较扎实的专

业基本功。愿借此机会，感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

所领导多年的栽培及老师、同事的关心和鼓励。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孙成木、徐天新、郭华榕、许

平等教授的热情指导。因篇幅所限，许多指导和帮助过我的专家、

学者不能一一列举，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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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本课题的研究尚属初步，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由

于知识和水平的局限，书中纰漏和舛误难免，敬请专家、学者斧正。

王晓菊

２００２年１月５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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