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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移民的背景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为俄国农民移民西伯利亚和
远东地区创造了条件。加上俄国政府采取鼓励移民西伯利亚
和远东的政策，使得人烟稀少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移民数量剧增。据统计，“1861—1885年，迁移到西伯利亚
地区的人数约30万，年平均1.2万”[1]90。“1886—1905年，
迁移到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移民大致138.2万人，年平均
6.9万人”[1]91。而十月革命前的“1906—1916年间，亚洲向
俄罗斯移民总数达到307.8882万，年平均近28万”[1]96。移民
的方式有陆路移民、海路移民和铁路移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远东地区不包括当今俄罗斯
的雅库特—萨哈共和国地区，行政区有滨海省和阿穆尔省。
滨海省始建于1856年，包括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地区、萨
哈林岛(库页岛)、勘察加地区和鄂霍茨克区，首府设在尼古
拉耶夫斯克(庙街)。阿穆尔省始建于1858年12月，管辖区域
包括阿穆尔河(黑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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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设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滨海省和阿穆尔省都隶属于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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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滨海省、阿穆尔省和外贝加尔省，而外贝加尔省于
1906年又划归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管辖，首府设在哈巴罗夫
斯克，归内务部领导。

在远东地区，除来自俄罗斯内地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移民
之外，还有大量的外国移民，其中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少之
又少，大多是中国移民、朝鲜移民和日本移民。本文主要介
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远东开发中的朝鲜人。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朝鲜半岛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大
量的朝鲜人从朝鲜半岛北部向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迁移，

进入到与俄罗斯毗连的滨海省波西耶特地区和绥芬河河谷，
寻求谋生之路。继而，又进入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当时，有
大量的空置荒地可耕种，这些灾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环境。当时，俄国地方当局也很同情朝鲜人的处境，同意这
些朝鲜灾民留下来。该地区有大量荒置可耕种土地的消息很
快就被传了出去，令更多的朝鲜人涌向这一地带。此后，从
朝鲜移民俄罗斯远东的人数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滨海省、
阿穆尔省、南乌苏里边区，到1915年达到4.4万人，其中1.9
万取得俄国国籍。朝鲜人向俄罗斯远东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人
口过剩，经济负担沉重，尤其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朝鲜百姓
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沉重。

二、俄国地方政府控制朝鲜移民的缘由和举措

迁移到俄远东的朝鲜居民一般都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定
居性的。许多朝鲜人加入俄罗斯国籍，改信东正教，接受俄
罗斯生活习俗，让子女学习俄语。他们在远东地区主要从事
农业劳动，承租俄罗斯人的土地。从19世纪90年代起，少数
朝鲜人开始从事建筑、渔业、采金、日常生活服务等行业。
朝鲜人十分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干活卖力气，且劳动力价格
低廉。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各个经
济部门都广泛使用朝鲜劳工。

由于沙皇俄国远东地区本国移民数量有限，加上驻守远
东地区的军队需要粮食和农产品，其他经济部门也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所以，在朝鲜人向远东移民的前20年里，沙俄
地方政府并未限制朝鲜人向滨海省、阿穆尔省等地迁移。资
料显示，“1860—1883年，有12 552名朝鲜人迁移到俄罗斯
远东”[1]137。后来，朝鲜政府对沙俄地方当局收留朝鲜人不
满，提出抗议。1884年，俄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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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境。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科尔夫男爵开始十分认真地解决

朝鲜人的问题。经与朝鲜政府沟通，把朝鲜人分成三类，
第一类为1884年前迁入并加入俄国国籍人员，他们持有阿
穆尔河沿岸地区居留证；第二类为1884年以后来到俄罗
斯远东的朝鲜人，他们被要求在二年内清理变卖自己的财
产，然后离开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回迁到朝鲜或者到中国
境内；第三类为临时来远东打工的朝鲜人，只有在领取俄
国居住证的情况下才可以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生活。当时
组建了专门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把朝鲜人归类，并为
第一类人员发放俄国国籍专门证明。1893年年初，科尔夫
男爵逝世，任命杜霍夫斯基将军接替总督职务。新任命的
杜霍夫斯基将军采取了提供优惠政策、加快境外劳动力移
民俄国的措施，并取得显著效果。这些移民渗透到农业各
个领域，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以及对生活的追求很快地为
自己赢得了稳固的地位。

之后，朝鲜移民人数持续上升，分布在整个阿穆尔河
沿岸地区，从事农业和采矿业，并有一部分人在城市里定
居下来。1906—1907年，俄地方政府对滨海省的南乌苏里
斯克边区的朝鲜人进行登记。统计结果显示，1907年，仅
在一个南乌苏里斯克边区就有14 000个俄国国籍的朝鲜人和
26 000个外国国籍的朝鲜人在此生活。这个数据令沙俄地方
政府感到吃惊，认为众多的朝鲜人涌入会给国家利益带来
危害，必须采取停止外籍朝鲜人继续涌向俄远东的直接措
施。因此，俄远东地方政府决定对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定
居下来的所有朝鲜居民做户口普查，并对佃户与各个土地
所有人签订的合同进行登记。他们认为只有在获取足够数
据的情况下，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解除朝鲜移民的
继续涌入给俄国带来的危险。但由于工作人员不足、偏离
行政管理中心等原因，他们很难担负起此项工作，于是就
委托县级警察所和市警察局的聘用人员完成这项工作。同
时，对已获得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居住权的朝鲜人和中国
人调整征税额度。俄国地方政府对外来移民管理专门制定
了方案，在方案中有如下规定：①

(1)“根据专门制定的条例设立监察机构，监督来到阿穆
尔河沿岸地区并在此生活的外籍中国人和朝鲜人”。

(2)“增加滨海省和阿穆尔省行政机构的办公经费并增设
行政人员的岗位，其中19名警察、8名翻译官和101名基层警
员。每年增加办公经费为12.38万卢布，连同早期发生的扩
大滨海省警察局的费用2.23万卢布，共计14.61万卢布，这笔
支出取自外籍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税赋，在给他们发放在俄国
地界居住证的时候征收。允许内务部部长和阿穆尔总督使用
这笔经费，用于设立新岗位：第一批为警察，然后是医生和
警察局的基层警员”。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俄国战败，日俄签订
《朴茨茅斯和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旅顺、大连和萨哈
林岛南部，在朝鲜的特殊利益得到承认，朝鲜沦为日本殖民
地，朝鲜居民成为日本的臣民。朝鲜许多爱国志士流亡到俄

国远东地区，给沙皇政府和远东当局造成很多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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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朝鲜人当雇工及从事
农业等。 

俄国政府认为当时俄国劳动力远远少于中国人和朝鲜
人，无法完全取代“黄种人”，所以限制“黄种人”困难很
大。俄国政府分析了如何限制中国和朝鲜劳工移民的途径，
并且首先尝试解决朝鲜劳工问题。当时除了加入俄国籍的朝
鲜人外，至少还有3万名外籍朝鲜人生活在阿穆尔河沿岸地
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租赁俄国农民和哥萨克人的份地，也
有一些人是擅自在闲置的国有土地上定居下来的。另有一小
部分人是各行各业的工人。朝鲜人大多是种田好手，他们习
惯和家里人生活在一起，希望在土地上稳定下来，然后坚守
下去。俄国地方政府认为，应在严格的监管之下防止朝鲜移
民重新占据国有闲置土地。

于是，俄国政府制定了限制外籍中国人和朝鲜人进入阿
穆尔河沿岸总督辖区并在此居留的条例，主要内容是：①

(1)禁止患有慢性久治不愈疾病、传染病以及无法自食其
力的人员进入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辖区。

(2)中国人和朝鲜人只可以在指定的站点过境，在领取一
年期的俄国专用居住证的时候支付规定的所有费用。

(3)在发放俄国居住证的时候，对每位成年中国人和朝鲜
人征收5卢布印花税。对10至15岁的未成年人征收2卢布50戈
比印花税。

(4)每年应重新发放居住证，否则缴纳5卢布罚款。
(5)不遵守上述规定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可以遣送出境。
(6)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辖区的所有机构和人员不得支持

不遵守上述规定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作为住户、佃户、临期劳
力，不得从事包工或者从事副业，也不得接收上述人员作为
乘客乘坐俄国船只沿着俄远东领海和河流航行。对违反这些
规定的有过错的工作人员，及没有居住证或者居住证过期的
每名中国人或朝鲜人给予10卢布罚款。 

(7)在给中国人和朝鲜人发放居住证时，登记收取的税
费，印花税(75戈比)纳入国库收入，居住证费和罚款纳入内
务部专项资金。上述资金用于警察和医疗卫生方面的费用支
出，弥补编制内和编制外人员的人员经费。

(8)从征收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税费中每张居住证扣除20戈
比，作为管理发放俄国居住证的机构和人员的酬金，发放居
住证的时候，符拉迪沃斯托克商港管理局在这笔费用中扣除
10戈比。

(9)经与俄政府有关部协商，由内务部颁布允许中国人和
朝鲜人进入远东地界的条件及向他们征收税费、罚款、资金
支出的详细办法。

从俄政府提交这部法律草案并得到立法机关认可的时间
来看，1908年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辖区的外籍中国人
和朝鲜人的数量为120 000人，其中约60 000人得到居住证。
这显示，俄政府控制外国人进入俄罗斯远东地界的数量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①Унтербергера П.Ф.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1906—1910 гг.).Санкт-Петебург.,1912.C.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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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国进一步限制朝鲜移民的计划和设想

俄地方政府认为，可以采取同化他们的措施解决问题，
或者创造有利于俄国人而不利于朝鲜人的竞争条件。尽管
俄地方政府很重视同化措施，但40多年的实践证明，效果并
不好。生活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朝鲜人几乎过着与世隔绝
的生活，他们的农耕文明与斯拉夫人相去甚远，即使在遥远
的未来也很难达到融合。在俄国哥萨克占据阿穆尔河沿岸地
区的时段里，朝鲜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异族通婚数量也很小，
朝鲜人的家庭生活方式与俄国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共同之
处。尽管朝鲜移民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生活几十年，但仅有
一小部分朝鲜人说俄语，其他的朝鲜人根本不说。部分加入
俄国国籍的朝鲜年轻人服了兵役，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同
化，但并未达到期待的结果，因为三年的服兵役之后，朝鲜
族的年轻人又回到纯粹的朝鲜族生活氛围之中。

日本占领朝鲜后，俄地方政府为了同化朝鲜人，也是出
于政治目的，决定接受那些非法在俄国土地上定居以及从事
各种副业的朝鲜人，打造忠实于俄国的朝鲜族臣民。当时日
本已经控制了朝鲜人的家园，这些朝鲜人已无家可归，这是
让朝鲜人加入俄罗斯国籍的有利因素，因为生活在俄国境内
的朝鲜人可以在俄罗斯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比在朝鲜
更有保障。但俄罗斯也担心，在日本有效的殖民政策下，朝
鲜国内拥护日本统治的人会越来越多，并接受现状。而生活
在俄罗斯的部分朝鲜人对日本人的仇恨逐渐减弱，且始终也
没有终止与国内亲人的联系。所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
难将朝鲜人同化，也难以指望生活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朝
鲜人表现出对俄罗斯的热爱。

促使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还基于以下一种考虑，就是防
止因朝鲜人而引起与日本发生纠纷。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朝
鲜人受日本政府的保护，大量的外籍朝鲜人总是能够让日本
政府找出各种理由制造与俄罗斯的摩擦。所以，俄国政府认
为，如果这些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的话，那么就可以按照俄
国的需要管理他们。俄国可以在自己地界为他们创造这样和
那样的生活条件，达到与俄国的利益一致，同时不违反与日
本签订的政治和贸易协议。俄国政府认为，对那些从事农业
的朝鲜人或者希望在俄罗斯远东定居的朝鲜人，应满足他们
分配土地的请求。当然，是把远离中心地区且不太适宜俄国
人拓荒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但这样势必会减少俄国本国移民

的土地总面积，所以，引起当地俄国人的不满，当时就有人
认为，这会破坏俄国的拓荒计划，认为俄国拥有空旷的土地
要比被“黄种人”占领土地有益。

由于俄国人的经济利益与新加入俄国国籍的黄种人的经
济利益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所以俄国当局认为必须限制朝
鲜人的数量。俄国当地政府不再允许金矿雇用朝鲜劳动力。
依据法律，“金矿业主有权在矿区使用俄国劳动力和中国劳
动力”。①是否允许使用其他外籍劳动力，需阿穆尔沿岸辖
区总督批准。以前，劳务许可几乎是没有限制地发放，而且
金矿业主认为，朝鲜人的工钱要比中国人的工钱便宜，所
以，在矿区里里聚集着几千名外籍朝鲜劳动力。通常，俄国
工人也被安置在那里，按照自营方式进行淘金工作。压缩朝
鲜人从事采金作业并没有影响到总的开采量。因此，虽然禁
止外籍朝鲜人从事采金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金矿业主的利
益，但却使俄国远东边区减少了几千名“黄种人”。

为了让生活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朝鲜人形成凝聚力，协
助俄国地方政府反对外来敌对势力，俄国政府曾鼓励组建
朝鲜人村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准许给这些村社配建学
校，并在学校里教朝鲜语以及在教堂里使用朝鲜语。但这
类村社并没有促进朝鲜人与俄国人的融合，因为在俄国人
几乎都不会说朝鲜语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朝鲜翻译，而
朝鲜翻译并不忠实地为俄国人工作，在俄国人看来，这些
朝鲜人常常是不可信的。结果，这种村社没有给俄国政府
带来多少益处，倒是维护了朝鲜人的利益，他们借此常向
政府提出各种要求。

为了更容易加入俄国国籍，一些朝鲜人主动信奉东正
教。尽管这些朝鲜人对俄国传教士表现的十分敬重，但由于
传教士不精通朝鲜语，在讲解东政教教义的时候，对朝鲜人
精神方面的影响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大多情况下，成
为基督教徒的朝鲜人只能感受到宗教的外在仪式，特别是在
牧师监督不力以及经常与非东正教徒的朝鲜人来往的情况
下，这些人的东正教信仰也很容易丢掉。

俄罗斯远东移民政策在矛盾中前行，但这种移民替代原
住民族的森林文化，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中国农业移民、朝
鲜农业移民，成为该地区农业文明传播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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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orea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ur River Area in Russia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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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ur River of Russia is called Heilongjiang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ussian local governments always 
tries to exclude foreign labors in the Amur region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stability of this region; actually, Russian labor force cannot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Amur River. Russian local governments have made a variety of plans to assimilate alien people, 
but achieved unfortunately, with little effect. Therefore, the Russian local governments various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plans of im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ar East region. Immigrants with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s gather in the Amur region, exchang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absorb excellent way of life. The Russian local governments carried out a variety of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attempts to restrict yellow race of 
Chinese and Korea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nsolidating of the Russian frontier region for effectively managing Amu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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