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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新疆俄属中亚难民的安置和遣返

曾少聪，李善龙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1916 年俄国中亚起义导致了大批俄国哈萨克族、布鲁特族等大批难民逃入新疆。通过对俄属中亚难民

逃入新疆的背景、进入新疆的原因以及新疆地方政府处理难民的措施的分析，可知民国时期俄属中亚大批难民涌入新

疆，直接影响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边疆的安全，引起新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以杨增新为首的新疆地方政府，对涌

入新疆的俄属中亚难民进行比较稳妥的安置和遣返，维护了当时新疆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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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俄属中亚难民逃入新疆的背景、
原因、以及新疆省政府所采取的维护了当时新疆边

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处理俄属难民的有效措施。

一、俄属中亚难民逃入新疆的背景

1916 年中亚起义是俄国近代史上的一起重大

历史事件，不过其性质问题至今尚无定论。①这次

起义不仅对俄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

西部边疆尤其是新疆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一战期间，沙皇俄国作为协约国参战，但其军

队节节败退，损失惨重。1916 年，为了补给战争

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沙俄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本族人

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则把目光投向传统上不需要服

兵役的俄属中亚穆斯林各族，②主要在突厥斯坦边

区各省和草原边区各省征调。其中，突厥斯坦边区

征调 25 万名: 锡尔河 8. 7 万人，七河 6 万人，费

尔干 5 万人，撒马尔罕 3. 8 万，外里海 1. 5 万人;

而草原边区各省征调 23. 3 万名，阿克莫林斯克

4. 8136 万人，谢米巴拉丁斯克 8. 5479 万人，乌拉

尔 5. 0270 万人，图尔盖 5 万。③征兵令的下达与执

行，加剧了中亚积累已久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

引起了中亚广大普通民众的强烈反抗，终于爆发了

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由于中亚起义的失败，参加起义的俄属哈萨克

族、布鲁特族 ( 柯尔克孜族———作者注) 、维吾尔

族、回族等遭到俄国政府军的残酷镇压，惨遭杀戮

的农牧民数以万计，甚至中国侨民也难以幸免。“喇

湖俄哈动乱，该处华侨俄官并不照约保护，反将中

民枪毙至四千余人之多。”④为逃避战乱和追杀，俄

属中亚人民，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涌向新疆，大约

有 20 万，⑤或 25 万。⑥他们主要涌入西部的伊犁、塔

城，北疆的精河、乌苏、奇台、孚远、沙湾、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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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县; 南疆的喀什西道所属各县和阿克苏。①

正当新疆政府竭力处理俄属中亚难民取得较大

进展但尚未结束之时，俄国接连爆发了革命，导致

了新一波难民潮涌入新疆。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引发了俄国历史上规模庞大

的难民潮，史称俄国侨民第一浪潮。② 大部分难民纷

纷前往西欧国家，其后遍及整个欧洲国家，另有一

小部分难民进入了新疆。民国七年 ( 1918 年) 底，

“旧党第一批败兵二百余人，难民数千人逃入伊犁一

带。”③ 1920 年春夏之间，另有两批人数较多的难民

随白俄败军涌入新疆: 一为败逃到塔城的巴奇赤残

部，其兵员约万余人，而难民有 5000 多人; 二为败

逃到伊犁的杜托夫、阿连阔夫残部，兵员 4000 多

人，难民 6000 余人。若算上其他逃入新疆的难民，

这一阶段涌入新疆的难民人数大约在 2 万人。④

二、俄属中亚难民逃入新疆的原因

( 一) 两国接壤为大批难民涌入提供了较为便

利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俄属中亚起义主要集中地尤其是

起义规模及影响最为突出的七河省及卡拉布塔克与

新疆的塔城、伊犁、乌什、阿克苏、喀什等地接

壤，而涌向靠近哈拉湖地区的伊犁的难民来势猛，

数量庞大。据统计，前后逃入伊犁地区的难民有

16 万之多，基本都是哈萨克族; 逃入塔城的难民

有六七万，基本为哈萨克族; 而逃入乌什、喀什一

带有五六万人，多为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和回

族。⑤ 可以说，两国接壤为难民大规模涌入新疆提

供了便利的条件。
( 二) 向往新疆游牧民族的自由生活

关于俄属难民避难新疆，张大军曾说: 哈柯民

族以游牧为主……为羡慕中国之自由生活，开始向

塔城、阿山、伊犁一带迁徙。而中国境内也有大量

哈、布等族，其生活 异 常 自 由。⑥ 而 伊 犁 哈 萨 克

族，在民国初期已多迁至伊犁河两岸放牧。他们先

后归伊犁镇边使、镇守使和屯垦使管理，管束极为

宽松。1914 年，经杨增新的努力，中国政府批准

全部豁免伊犁哈萨克黑宰、阿勒班两部落原所欠的

官羊二万五千二百只，折合十七万四百余两，而塔

城则停止岁收马租四百匹，并出文严禁各头目摊派

勒取。⑦ 伊犁等地成为哈萨克族移民的向往之地。
( 三) 固有的亲缘关系

在俄国占领中亚地区之前，中亚的哈萨克和布

鲁特族曾为中国属民，受伊犁将军节制。同治、光

绪年间，新疆与沙俄的边界因中俄之间签订的系列

不平等条约而屡次发生变化。⑧ 据条约中 “人随地

归”的规定，原属中国的西北地区几十万平方公里

土地划归沙俄，其本属清王朝管辖的哈萨克族等民

族也随之成为沙俄属民。哈萨克、布鲁特等族虽被

人为分开，但却割不断他们之间的亲缘纽带。杨增

新曾说: 新疆一些民族错居于两国边界，同一部落

中有属于中国的，也有属于俄国的，还有父子兄弟

异国而居的现象。⑨ 此外，不少俄哈与中哈本身也存

在着姻亲关系。由于新疆与苏联接壤，新疆沿边一

带的哈萨克族与苏联的哈萨克族通婚现象非常普

遍。瑏瑠 可以说，划界虽可限定他们的居住地范围，但

却割不断他们彼此之间因血缘和姻亲等所建立的亲

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的存在，也是“俄哈犯法则

逃亡中境，中哈犯法亦然”的一个重要原因。瑏瑡

( 四) 俄属哈萨克等民族有迁徙新疆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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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哈萨克族等族因领土管

辖权的变更而被人为分属不同国别。即便如此，哈

萨克等民族的一些成员从未停止迁徙回归新疆的步

伐。“大批哈萨克牧民联合起来反抗沙俄的殖民统

治，同时不顾沙俄当局的禁令和阻拦，不断地从沙

俄占领区越过边界向新疆境内的塔城、伊犁和阿勒

泰迁移。”① 民国初期， “俄国相继有 3000 余户哈

萨克牧民投入中国伊犁地区，到 1914 年，新疆政

府与俄方交涉，要求俄方接收这批哈萨克难民回

国，但俄国领事称这些难民已被取消俄国国籍，拒

绝接收。新疆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遂将这

3000 余户难民收入中国籍，选择空余牧场安置。”②

此外，这一时期，“又俄属哈萨克因避灾税，成群

结队潜入中境”。③ 可以说，新疆是俄属中亚地区

哈萨克、布鲁特等民族避难的首选地。

三、新疆地方政府处理俄属难民的措施

由于新疆与俄国边境漫长，加之新疆自身兵力

单薄、财政不济等因素，导致俄属难民大量涌入新

疆。数量庞大的俄属难民及部分白俄败兵的进入新

疆，给新疆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也使新疆

面临着一次严峻的外交考验。杨增新站在新疆安危

的高度来处理俄属难民问题。他明白，若处理不好

俄属难民问题，新疆极易引发内乱和外侵的危险，

进而危害中国边疆的安全。他说: “将来收回俄民

问题能否办理妥当，即为新疆安危之问题。”④ 因

此，需 “既虞外患又防内讧。”⑤ 所以，对于俄属

难民的处理，不论是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还是消

除外患的角度出发，都是一个迫在眉睫，但又需慎

重从事的问题。为此，在杨增新领导下的新疆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解决新疆俄属难民问题。
( 一) 竭力防堵

1、竭力防堵，阻止俄属难民涌入新疆

当新疆地方当局获知俄民因中亚起义而将纷纷

涌入新疆信息后，新疆当局就即刻派遣军队在各边

卡严防堵截，防止难民涌入新疆。严防难民涌入新

疆被当局认为是上策。⑥ 在处理难民事件全过程

中，杨增新在发给新疆各地的指令里，均着重强调

各地要“阻止”“防阻”“严加防范”“防堵”“严

守”等办法来处理俄属难民逃入新疆的问题。
民国五年 ( 1917 年) 九月一日，驻伊犁俄领

柏罗典告知新疆驻伊交涉局长孝昌: “近日俄属哈

萨克反抗军官，……该逆等势必窜扰中境，妨害治

安，请密达镇守使派军队严防，葛尔扎图、那林郭

勒及特克斯川一带为要。”⑦ 获悉该消息后，杨增

新一面电令孝昌与柏罗典协商，不仅要求对方口头

“承认我国军队有自由处置窜逆之权”，同时要求

俄方正式发函以资凭证。另一方面，要求伊犁镇守

使杨飞霞即刻派遣军队前往那林郭勒、特克斯川等

各卡伦严加防范俄属难民涌入。同时，电令各地在

各卡伦 ( 指清代的哨所) 、重要要隘等派兵堵截。
比如当获悉俄属难民将由伽师县附近入境，要求当

地“应即派兵阻止”，并叮嘱 “只可阻止入境，不

宜办理操切，更不得开枪轰击，致生枝节。”⑧ 杨

增新一再要求各地要认真阻止，但又不可操之过

急。他曾电令塔城参赞汪步瑞，让其 “派兵扼守

各隘口，认真堵截，勿使续来俄哈再得入境。”⑨

尽管新疆地方当局采取种种措施严防俄属难民

入境，边卡守军昼夜拦截，但依旧无法有效阻拦他

们的大规模涌入。其原因有三: 一是新疆与俄属中

亚边界漫长，防不胜防，难民不断涌入。“新疆沿边

数千里，处处与俄境毗连，处处有俄民逃入。”瑏瑠 二

是俄属难民来势猛，人数多，而新疆兵力不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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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俄兵肆意屠杀，难民求生愿望强烈，难以阻拦。①

2、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处理的主动权

当新疆地方当局一旦获悉俄民要涌入新疆的信

息，即刻就开展外交交涉，争取处理难民问题的主

动权。他们不但要求俄领口头承认 “我国军队有

自由处置窜逆之权”，而且要求对方正式发函以资

凭证。同时，在劝导俄属难民 回国的过程中，鉴

于“俄哈恐回国治罪，哭诉不归”的处境，② 杨增

新积极同俄领交涉，并多次电呈北京中央政府与驻

俄公使交涉，恳请俄国政府赦免逃入新疆的俄属难

民的罪行。③ “凡此次逃来新疆各种俄民，如果安

分回国，均请既往不咎矣。若嗣后再有逃来俄哈，

宜将此 意 转 告，自 无 不 欣 然 返 国，不 致 逗 留 中

境。”④ 虽多方努力，但俄属难民的免罪条例始终

无果。待俄国境内的俄哈被平定后，俄国土耳其斯

坦始出台了哈民遵守条例，以便 “逃往伊境者”
速回。该哈民遵守条例，共七条。⑤ 俄国土耳其斯

坦政府的哈民遵守条例的出台，为俄属难民的遣返

扫清了障碍。杨增新一方面命令伊犁地方官员即刻

向各地宣布俄国与土耳其斯坦所订立的收回俄哈条

例，另一方面要求塔城、喀什和阿克苏的地方长官

与俄领交涉，依照该条例，从速收回俄哈。“伊犁

逃来俄哈，既经俄领接有土耳其斯坦总督所定哈民

遵守条例七条，明白宣布，承认收回塔城、阿克

苏、喀什等处逃来俄民，事同一律。”⑥ 经过地方

官员、军官等各方努力，遣返俄属难民工作虽取得

一定的进展，但依旧一波三折，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俄方在交接俄属难民过程中的无理要求。俄方

提出需先收回俄属难民的枪械、牲畜和俘虏，并要

求新疆交出俄哈叛首，甚至提出越境进入新疆缉拿

俄哈叛首的要求。⑦ 杨增新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

求，但建议俄方可以在所有俄属难民回国后再行缉

拿叛首。二是俄方不配合交接工作。“我国军队既

将俄属逃哈驱至边境，守候日久未见派员接收，致

令点交无人，此系俄国自行拖延并非我国有意阻拦

也。”⑧ 三是俄方杀戮归国俄属难民的举动使遣返

俄属难民回国的工作受阻。俄方曾承诺不镇压回国

俄哈，但在操作过程中，杀戮俄哈的行为不时发

生，造成俄哈恐惧和疑虑，以致不敢回国。
直到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政府

宣布赦免逃往中国的俄属难民。俄国领事照会新疆

当局，告知三个月之内收回逃入新疆的俄哈。至五

月，大量难民返回中亚，其中伊犁计有十六万之多

的俄哈回国，所剩逃哈不过二三百户。
( 二) 妥善安置难民和宽大处置难民的不良

行为

1、妥善安置难民

新疆当局对进入新疆的俄属难民采取了友好的

态度，积极予以妥善安置，并给予那些处境困难的

俄属难民人道主义的援助和救济。1916 年，杨增

新曾言: “新疆之阿克苏、喀什、伊犁、塔城等处

逃来俄哈不下三十余万，皆欲在中国借地游牧。”⑨

对于已来者，除了指令各地竭力予以驱逐和俄领收

回外，新疆当局积极予以安抚和安置，将他们分批

安置在靠近边境的偏僻和闲置的宽敞牧场，既能错

开新疆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等游牧民族的牧场，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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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冲突，又能便于管理，易于驱逐回国。在难民

聚集地派兵看守，防止他们四处逃串，盲目内流，

致生枝节。尽管如此，俄哈等民族抢占中哈等游牧

民族的牧场之事依旧时有发生，给中哈等游牧民族

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引发新疆哈萨克族

离开家园，迁往他处。①

同时，对于一般难民，则任由他们自谋生计，

或允许他们投亲靠友，分散开了。“目下办法不宜

操之过急，应由该知事查明逃民安分寄居各乡中有

中民亲友认识者，或正当经商佣工准其赞助，一俟

乱平再催令回国。”② 部分中民就曾接纳俄属难民

到家佣工。如库车的马有收养之俄布民阿拉哈及其

妻子三人在家佣工，业已期满应遣返。③ 对于贫困

的俄属难民，出于人道主义和管理便利的考虑，予

以适当救济。由于赈恤难民，事关外交，杨增新电

呈北京中央政府，后经北京中央政府与俄使交涉同

意后始对一些难民予以赈恤。④ 在乌俄回如散漫四

出未免难于稽查约束，如加以赈恤渐渐设法驾驭再

行交还俄国亦是一法，⑤ 库车县陈知事转解俄国逃

民三起，计二百六十余丁口，由该县发给食面一千

二百二十觔，每起雇驴驮四五十头。
对于俄国革命时期，随白俄败兵一同逃入新疆

的难民，主要集中在塔城，前后共计难民一万多

人。塔城的俄属难民，由塔城当局派员招待，暂时

安插在奇克巴喇地方，并免费发给十天食粮 ( 每

人每天白面一斤，由当地居民代为制熟或由他们领

去自炊) ; 同时密示难民，让他们派代表去俄境，

要求新党收抚，但在未收抚以前，禁止他们私自越

境，以免发生事故⑥。

2、宽大处置难民不良行为

涌入新疆的俄国难民来势猛，数量大，且多为

游牧民族。他们的到来免不了侵占新疆游牧民族的

一些牧场，有的不法分子抢掠中国牧民的牲畜和财

产，冲突时有发生，给新疆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据沙湾石油厂员蔡树祖呈称，厂内于旧历八月初六

日被俄哈窃去车马二匹，当即报县。⑦ 对于俄属难民

的偷窃和非法占领草场等行为，杨增新一方面依照

公约办理，力求合理和合法，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外

交问题。他根据光绪七年中俄 《改订陆路通商条

约》第二款中的“其无执照商民过界者，任凭中国

官扣留，交附近俄国边界官或领事官从严罚办。”的

规定，电令各地方负责人积极与俄相约和俄领交涉，

收回俄哈，并处理当中的不法分子，但效果甚微。
杨增新说: “如有沿途抢劫之逃哈，即行送地方官转

交俄领事惩办以儆刁风”⑧，但事实上毫无效果。如

阿克苏地方，“俄哈逃入中境以阿克苏道属違西各县

为数最多，所带牲畜非法占据中民草场而不法之徒

又日以抢劫中民财物为事。该道尹对于此事迭经俄

官严重交涉，几至舌敝唇焦，终无效果。”⑨

除了外交交涉外，对于俄属难民的不法行为，

杨增新秉持难民是迫于生计之需的思想，宽容处治，

不予追求。“至俄哈任意占据草场自由砍伐树木，无

非因牲畜乏草炊食无柴，实逼，处此情有可原，比

平常恃其国势扰我地方者有别。只得从宽听之而已。
现在办法惟有划切开导认真弹压防堵，一俟天气和

暖，速即驱遣返国免致久留中境生出枝节，扰我治

安也”。瑏瑠 反之，对于中国蒙民趁俄属难民至新之际

的抢掠行为，则予以严惩。“蒙民抢劫哈民牲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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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杨镇守使枪毙多人，刻下抢风已息。”①

( 三) 和平遣返

和平遣返难民，极力避免致生枝节。在处理

俄属难民过程中，杨增新一再告诫其部下， “不

可办理操切”，致生枝节，要求他们要秉持和平

驱逐的原则，以和平方式遣返和驱逐俄国难民回

国。他基于俄属难民 “只图逃避征役并非有扰害

之意”，且 “惟 恐 办 理 不 善，该 俄 民 进 退 两 难，

不免激之生变”的判断，② 极力反对用武力手段

驱逐俄属难民回国，更不允许对他们进行杀戮。
民国五 年 ( 1916 年 ) 十 月 七 日、九 日，杨 增 新

在电覆塔城参赞汪步瑞的文中明确反对其 “抗则

格杀” “实行攻击” “武装解决”等手段，认为

对俄属难民不宜攻击，只可和平办理，③ 这一思

想贯穿其处理难民的全过程。主要原因如下: 第

一，新疆兵力有限，仅一万多人，无法实现武力

解决问题。④ 第二，俄国难民人数众多，且部分

人员拥有武装，武力解决难度较大。第三，担忧

以武力手段驱逐难民引起难民反抗，破坏地方治

安和引起外交风波。
对已逃入新疆的难民，则要求各地官员和驻守

官兵对进入中境的俄属难民进行和平驱逐，沿原路

出境。“由塔城来者，仍由塔城退回本国; 由阿来

者，仍由阿尔泰退回本国，万不可令其分窜境内，

致扰治安。”⑤在和平遣返过程中，各地设置负责难

民遣返工作的委员，并充分发挥掌握难民的语言和

熟悉中外情形的人员赴各地协助处理遣返难民工

作，如派新疆水利会主任刘文龙赴塔城协助。⑥

四、结论

难民问题十分棘手，它不仅涉及到难民群体自身

的生存，而且涉及到难民移出国与进入国的政治和外

交，难民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引起两国的矛盾和

冲突。俄属难民涌入新疆也是如此。从 1916 年中亚

起义发生后，先后逃入新疆的俄属难民合计达 30 多

万，形成了严重的难民潮。这股难民潮，来势猛，数

量多，且以游牧民族为主体，他们的到来，对新疆的

社会秩序、国防安全、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不小的

影响。新疆地方当局前后历经三年多，除了少数不愿

回国而滞留新疆的难民之外，大部分难民都被遣返回

国。新疆地方当局由于受中俄关系不对等、自身财政

支绌、兵力不足、俄国局势不稳等相关因素影响，其

处置难民过程虽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较为妥善地处

理了难民事件，有效地解决了难民问题，维护了当时

新疆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Ｒesettlement and repatriation of Ｒussian Central －Asian Ｒefugees in Xinjiang 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ZENG Shao － cong ＆ LI Shan － long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Large numbers of Kazakh and Brutor refugees fled from Ｒussia into Xinjiang of China due to the revolts in Ｒussian Central A-
sia in 1916．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is refugee population and the measures taken by Xin-
jiang local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refugee popu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directly affected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Xinjiang，and aroused much concern by Xinjiang local government． Accord-
ingly，Xinjiang local government headed by Yang Zengxin made some proper resettlement and repatriation of this refugee population，

which helped maintain the border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Xinjiang at that time．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Ｒussian Central － Asian refugees; Xinjiang; resettlement and repat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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