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世纪 60 年代北高加索穆斯林山民
向土耳其移民的动因分析
———基于“推 - 拉理论”的分析视角

张 玉 霞

内容提要 高加索战争结束后，北高加索穆斯林山民大规模向土耳其移民是诸多因

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其中包括高加索战争带来的影响、北高加索土地问题的尖锐化、
俄国当局的推动、土耳其和英国等国密使在山民中进行的反俄宣传、山区封建主的威逼利

诱等。在“推力”与“拉力”相互作用中，前者是主要的，即沙皇政府在北高加索推行的殖

民政策是导致大规模移民现象产生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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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加索战争( 1817—1864 年) ①结束后，19 世纪 60 年代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人( чеченец) 、
奥塞梯人( осетин) 、切尔克斯人( черкес) 、卡巴尔达人( кабардинец) 和诺盖人( ногаец) 等山地穆

斯林民族，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大规模向土耳其移民。对于很多北高加索山民来说，向土耳其

移民是一场历史性的悲剧。这一事件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关注，俄国的一些作家、政治

家和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事件进行过描述、评论和研究。其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是: 北高加索

山民大规模向土耳其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或者说，谁应该为北高加索山民的这一历史性悲剧

负主要责任? 对此，有关各方是互相指责，土耳其和英国等国认为，俄国沙皇政府是这一悲剧性事

件的唯一责任者，而俄国则把责任推到土耳其和某些西欧国家身上，认为这些国家派出的密使所进

行的反俄宣传起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影响北高加索山民大规模向土耳其移民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本文试图运用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推-拉理论”来进行阐述。

一、推力因素: 沙皇政府在北高加索推行的殖民政策

推-拉理论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推力”是指迁出地存在某些不利于生存、
发展的因素，产生种种排斥力，迫使人们离家出走，一般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自然灾害以及其

他特殊的因素。② 对于北高加索山民来说，不利于生存、发展的因素很广泛，具体到不同的民族、不
同的家庭甚至是不同的人也会有所不同，这里只能论及一般性的，或者说带有共性的因素。导致北

高加索山民移民的“推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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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高加索战争是山民大规模移民的重要诱因

北高加索民族的移民在几乎整个 19 世纪都周期性的存在，一直持续到一战前。但是，当移民

流突然增强时，它一般产生在与国内或国际重大事件相联系的几个重要阶段。无疑，高加索战争对

移民规模的急剧扩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高加索地区是连接里海与黑海、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桥梁，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对于俄国

来说，高加索地区既是阻止土耳其和波斯进攻的屏障，也是它继续向南扩张，以及远征中亚地区的

天然通道，因此，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俄国与土耳其、波斯等国在高加索地区就展开了持续不断的

争夺，为兼并高加索而战。到高加索战争爆发前，俄国在高加索地区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1812
年和 1813 年俄国分别取得对土耳其和波斯战争的胜利，高加索南部的东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归并

于俄国。但是，就大量山区部落而言，俄帝国的管辖权仍是名义上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北高加索

地区的一些民族，特别是车臣和达吉斯坦等东南部山区一带的山民不愿服从俄国的统治，经常与俄

国人发生冲突，偷袭俄国人的城堡，袭扰俄军进出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军事通道。
关于北高加索地区的社会状况，在 1815 年的俄国政府文件中有这样的描述:“奥塞梯人、卡巴

尔达人、车臣人、达吉斯坦人( дагестанец) 和库班( Кубан) 河以南的当地居民多次对我们的城堡发

动袭击，破坏我们边界的安全”。① 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高加索地区的统治，“俄国人迅速地占

领了南高加索的里海、黑海沿岸，自然就要求征服山民部落来保障自己的后方”，②因此，对北高加

索山区部落的征服势在必行。在俄国取得对土耳其和波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沙皇政府重新制定

强硬的高加索政策，进而全面发动高加索战争。
高加索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给北高加索地区的山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心

理伤害。沙俄政府利用军事等强制手段，对北高加索山地民族进行了残酷的武力征服。
俄国在征服东北高加索时，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一是将建在捷列克( Терек) 河上的军事防

御线继续向南推进，在孙扎( Сунжа ) 河、马尔卡( Малка) 河③到库班河上游一线分别修建大量新的

军事城堡和哥萨克人的村镇，并从捷列克防御线内向这里大量移民; 二是将居住在捷列克河和孙扎

河平原一带的当地居民驱赶至山区，武力拆除这里的村庄，对不愿迁走的当地居民，没收他们的粮

食、抢走他们的财物。④

俄国当局的这一做法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遏制了山民对城堡的袭击，但一些当

地居民失去了位于平原地区相对肥沃的土地，在俄军的驱赶下不得不向山区迁移，进而增加了山区

土地的人口压力，山民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一些山民的反抗情绪进一步增强，他们不断地武装

袭击俄军，抢走俄国人的大批马匹。面对山民的反抗，1817—1826 年担任高加索总司令的 А. П. 叶

尔莫洛夫( А. П. Ермолов) 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武力镇压，当时他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我要

让那些山民对我毕恭毕敬，让他们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⑤

为了与北高加索山民作战，沙皇政府每年将俄国 80% 的军费开支都投入到高加索地区，这几

乎占当时俄国年度财政收入的 45%—50%。⑥ 在高加索战场，俄军正规军最多时曾达到 4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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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攻克高加索，俄国付出了 20 万士兵的生命。① 俄国的武力征服也遭到了山民的顽强抵抗。19 世

纪 20 年代，在达吉斯坦出现了伊斯兰教穆里德派( Мюридизм) “圣战”运动，随后，这一运动不断

向车臣等北高加索其他地区扩展，在宗教的旗号下，山民们组成联盟，共同反抗沙皇的统治。到

1834 年，达吉斯坦地区又出现了沙米尔( Шамиль) 领导的山民抵抗运动，并于 1840 年建立了军事

神权国家( 也称伊斯兰教长国) ———伊玛玛特( Имамат) ，形成了北高加索民族政治联盟。伊玛玛

特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按照战时原则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管理体系，一度控制了高加索的西

北部和东北部，只有高加索中部和邻近山前的平原地区尚处于俄国控制之下。当地很多山地民族

都参加了沙米尔的抵抗武装，包括达吉斯坦人、车臣人、切尔克斯人、巴尔卡尔人、印古什人等，他们

与俄国进行了长达 25 年的抗争，但最终失败。
著名的高加索学家 Е. Д. 菲力岑( Е. Д. Фелицын) 这样描述战争: 战争以“非常冷酷的严厉的

方式进行，切尔克斯人的数百个村庄被烧毁，他们的庄稼被毁或者被马踏坏。表示顺从的居民被迁

移到平原处于警察的控制之下，难以控制的山民为了将其迁移到土耳其则被迁往海边……在晴朗

的天气里，因为无数烈火而遮蔽了太阳。”②长期的战争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山民失

去了土地、房屋等财产，而且心理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在 1859 年 8 月沙米尔被俘、山民在东北高

加索的抵抗结束后，一些山民，特别是参加过沙米尔抵抗武装的山民被迫选择向土耳其移民，使得

移民流大大地增强，③在沙米尔抵抗失败后，西北高加索的切尔克斯人在 20 万俄军的重围下坚持

抵抗到 1864 年，最终抵抗归于失败，切尔克斯山民及抵抗力量残部共计 49 万人流亡到土耳其等

地。④ 切尔克斯人于 1864 年在西北高加索的抵抗失败后，他们向外移民的规模达到了最高峰。
( 二) 北高加索地区土地问题的尖锐化

在高加索战争即将结束时，俄国着手制定措施巩固自己在北高加索所获得的土地，通过在管理

被征服山民的过程中强化其统治秩序。对新征服地区的“重建”，要求高度关注山民，管理山民成

为当局的主要任务。但是，在高加索制度构建方面，许多措施完全是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而制定

的，常常有损于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⑤特别是导致土地问题尖锐化。
1861 年底，沙皇政府批准了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农业改革的草案，规定按照社会等级分配土

地，即封建贵族、官僚阶层和农民( 包括自由民和农奴) 所获得的土地份额不同，各级官吏每户获得

200 至 400 俄亩，封建贵族每户获得 100—300 俄亩，农民每户获得不足 18 俄亩。1862 年改革开

始，当局将所有山民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社会等级重新分配土地。由于这种分配仅限于平原

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大部分居住在山区一带的农民并没有从这次农业改革中获得实际利益。⑥

在北高加索实行的解放农奴的改革，制定的解放方案如下: 成年农民的赎金为 180—200 卢布，

未成年人的赎金不得超过 150 卢布，奥塞梯未成年人不需缴纳赎金。在解放过程中，根据当地习俗

标准，地主将得到农民财产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而房屋和家具留给农民。如果农民不能立刻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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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需要在六年之内作为临时义务农为地主服务，以挣够赎身费用。临时义务农的年劳动收入

规定为: 男子 35—70 卢布，女子 25—40 卢布。① 由此可见，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并没有获得任何必

要的生存手段，还要为获得人身自由交付高额的赎金。尽管高加索当局对被解放的农民提供了一

定的援助，但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如在卡巴尔达( Кабардин) ，174 名地主无偿释放了 771 名农

民，政府给每个被解放的贫困家庭发放 10—25 卢布以维持生计，但 174 名地主却得到了政府 4 万

卢布的补偿。奥赛梯给每位农民的援助是 30 卢布，车臣和印古什为 25 卢布。在整个农民改革过

程中，政府发放了 15. 2 万卢布的援助款，②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给予地主的补偿。在废除农奴制改

革后，在北高加索，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他们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例如，在

捷列克地区，哥萨克获得了相当多的优质土地，平均每人 24 俄亩，而当地居民每户 12—18 俄亩。
如果山民家庭平均由 10 人构成，那么，哥萨克得到的土地要多 12—15 倍。③

由此可见，沙皇政府在北高加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仅没有缓解一些山地民族缺少土地的状

况，而且还以法律形式将大量的当地山民的土地剥夺并集中到官僚贵族阶层和哥萨克手中。
与土地问题紧密相连的还有移民问题。从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向北高加索地区大量移民，是

沙皇政府推行高加索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行动出现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

时期。到 19 世纪 60 年代，沙皇政府继续推行移民政策，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哥萨克和俄罗斯人

向边疆民族地区大量移民。实行移民政策的目的，一是缓解俄国中西部地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
1861 年改革的不满。1861 年农奴制改革没有满足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全俄平均每一个先前的

私有农民只分到三点三俄亩土地”，④无地或少地农民对改革表示强烈不满，仅在 1861—1863 年的

两年中，一些省份就发生了两千多起农民骚动。⑤ 因此，鼓励和组织俄国中央省份无地或少地的农

民向边疆地区移民，成为当时沙皇政府解决国内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二是扩大俄国人对边疆地

区的影响和控制，为沙皇政府在北高加索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创造良好的条件。从 1863 年波兰第二

次起义之后，俄国的民族政策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加快帝国境内民族边区的行政一体化，强

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而向民族边区移民被认为是最有力的方法 。
在俄国对北高加索地区的管理体系中，哥萨克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其中承担了特殊的政治功

能，被视为对抗和制约北高加索山地穆斯林的工具。1861 年 6 月沙皇政府颁布《最高公告》，向迁

移到最前沿地区的库班哥萨克军人提供新的优惠条件和增加补助金。此外，沙皇政府还发布命令，

将大批哥萨克居民迁移到高加索地区。为鼓励内地省份的居民移民，沙皇政府每年都从国家预算

中拨出大量经费用于安置移民，北高加索地方当局也积极配合政府的移民政策，为新移民提供诸多

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土地优惠和税收优惠，等等。移民政策导致大量的哥萨克、俄罗斯人和其他民

族的人口涌入北高加索，1862 年 5 月，库班哥萨克和其他来自俄国的移民占据了高加索山脉西部

山麓地带的状况确定下来。⑥ 实际上山民被挤压得很难在他们留下的土地上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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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政府在北高加索地区实行的诸多政策引起当地山民的不满，这种不满不仅表现在山民低

沉的抱怨中，也表现在向土耳其移民的过程中。
( 三) 沙皇政府的推动作用

在北高加索山民向土耳其移民的过程中，沙皇政府实际上有意识地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行动。
对于俄国来说，将高加索山民迁移到土耳其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可以缓解因土地问题而导

致的行政当局与当地山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是在山民移民后，留下的土地就可以转到高加索行政

当局手中，用于满足哥萨克和忠于沙皇政权的地主贵族的需求。高加索总督 А. И. 巴梁金斯基
( А. И. Барятинский) 在 1861 年 10 月表达了推动山民大规模移民的主要目的:“对于哥萨克居民

来说，将高加索台地从当地居民( 山区穆斯林———笔者注) 手中解放出来……并开发这些最美丽和

最富饶的地方”，①二是通过移民，将不驯服的山民赶出俄国，加强沙皇政府对北高加索地区的控

制。在高加索战争中，沙皇政府已经领教了山民的英勇顽强和桀骜不驯，高加索战争的长期化出乎

当局的意料。在战争结束后，为巩固沙皇政府在北高加索地区的统治，加强俄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安

全，高加索行政当局千方百计地竭力削弱山民的数量构成，特别是“难以控制的”山民数量。巴梁

金斯基于 1861 年 5 月 1 日在写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写道:“不必耗费时间并尽可能迫使山

民前往土耳其，而国家一次性的将他们清除出去，就可以永远确立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地位。”② 这
封信反映了当局迫使山民移民的意图。这也解释了 1872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面对移居到土耳其

的一批移民提交的关于请求沙皇准许他们返回故乡的请愿书时做出的批示:“返回是不可能的。”③

1860 年春，为了尽快解决高加索山民的移民问题，“排除来自土耳其方面的障碍”，巴梁金斯基

派捷列克省的军队司令 М. Т. 拉里斯-梅里克夫( М. Т. Лорис-Меликов) 前往果斯塔金纳波里
(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与土耳其当局进行谈判，双方签署了协议，土耳其政府同意在帝国的疆域内接

收 3000 个高加索山民的家庭。同时，沙皇政府还使土耳其政府同意，将来自高加索的山民安置在

土耳其远离俄国边境的一些地区。④ 1864 年车臣地区发生民族骚乱，高加索军区司令 А. П. 卡尔

佐夫( А. П. Карцов) 提出，有必要将部分制造骚乱的山民，首先是车臣人迁移到土耳其。亚历山

大二世同意了他的建议，指出:“车臣地区的骚乱可以通过车臣人自由移民的方式加以解决。”⑤沙

皇政府随即派使节前往土耳其，请求土耳其政府接收大量车臣移民，土耳其政府表示同意接收
5000 户车臣移民家庭。⑥ 此后，高加索行政当局开始了组织当地山民“自愿”移民土耳其的大规模
行动，还多次派人前往土耳其协商，要求土耳其接收更多的来自北高加索的移民。为了让山民移民

到土 耳 其，高 加 索 当 局 竭 尽 所 能，甚 至 是 利 用 有 影 响 的 山 民 来 起 示 范 作 用，М. 库 图 霍 夫⑦

( М. Кундухов) 将军在写给 М. Т. 拉里斯-梅里克夫的信中提出:“对于激发山民最初的移民行动，

也许，不得不对山民中最有声望的 3 或 4 个人采取秘密的奖励措施。”⑧可见，沙皇政府的行为直接

或间接地促使了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发展。

二、拉力因素: 北高加索地区的结构性关系博弈与山民的被动选择

“拉力”是指迁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迁入地表现出较多的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或者能获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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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的自由( 诸如政治自由、免受宗教迫害的自由) 等。① 此外，引诱或者欺骗也可视为是一种

“拉力”因素。就北高加索山民向土耳其移民而言，“拉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 土耳其、英国等国在山民中进行的反俄宣传和鼓动

与俄国竞争的一些国家对连接南高加索和西北高加索的地区非常重视，而俄国本身对这一地

区也给予高度评价。俄国、土耳其和英国等都清楚地认识到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价值，加上它们在

高加索地区也有一定的经济利益，为此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因此，在与重大历史事件相

联系的阶段，北高加索山民的移民问题就成为有关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6 年) 结束后，1856 年参战各国代表签署了《巴黎和约》，“英国代表

企图用和约尽量约束它的东方敌人”，对于俄国来说，最不可忍受的条款就是黑海中立，即俄国和

土耳其都不得在黑海沿岸保有战舰和兵工厂。② 这严重限制了俄国舰队在这里的存在，俄国在黑

海沿岸的海军兵工厂也被禁止，黑海强制中立化问题对此后俄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

此，对于俄国来说，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高加索地区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其战略地位进一步凸

显。俄国继续在高加索内外加紧进行扩张，并且用政治、军事的方式以及一整套完整的经济措施扩

大和巩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阵地，特别是俄国在高加索集结了 20 万军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

可能性。俄军采取了两次针对沙米尔武装的“决定性进攻”，然后占领了西高加索。③ 这不但对邻

国波斯和土耳其产生了影响，还引起了英国对于印度安全的强烈不安。土耳其和英国将高加索山

民看作抵制俄国在高加索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有力武器。
为此，土耳其政府派出的间谍充斥于北高加索，在山民中大肆地进行煽动活动，宣称土耳其正

成为包括俄国穆斯林在内的所有穆斯林的庇护者，俄国穆斯林在其国家正遭受“基督教政权”的压

迫。他们散发大量的传单，一方面激起山民的反俄情绪，另一方面诱惑山民向土耳其移民，许诺在

土耳其他们可以得到肥沃的土地，土耳其政府甚至可以拿出大笔的资金用于安置移民。土耳其间

谍还散布谣言说，如果继续留在高加索的话，他们的孩子将会被抓去当兵，全体穆斯林将被强迫洗

礼，俄国政府将对他们征收过度的赋税等。对于土耳其的间谍及其雇用的当地雇员在北高加索山

民中进行的这样的宣传和鼓动，在一定程度上时而得到了俄国北高加索行政当局的纵容。例如，高

加索最有影响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捷列克省的军队司令 М. Т. 拉里斯-梅里克夫于 1864 年 7 月 18
日在写给 А. П. 卡尔佐夫将军的信里写道:“耶夫达基莫夫( Евдокимов) 伯爵把土耳其密使有关

邀请山民到土耳其的传单的译文转交给了我。传单的内容与我在卡德若尔( Коджор) 时呈交给阁

下的那份传单文本的内容很接近。尽管很难预料这样一份传单本身可以在我们善良的车臣人中激

发出移民的意愿，但这仍然不妨碍有人将在当地居民中传播的几份传单文本寄给我。”④对沙皇政

府高加索政策不满的穆斯林山民，成为土耳其间谍进行宣传鼓动的主要对象。土耳其间谍的宣传卓

有成效，很多穆斯林听信了他们的煽动，对拥有同一宗教信仰的土耳其充满了希望，踏上了移民之路。
土耳其政府极力煽动高加索穆斯林山民移民土耳其的目的: 一是增加劳动力。由于连年的战

争，土耳其劳动力不足，“土耳其政府鼓动高加索山民移居到土耳其，力求用巨大的移民流垦殖空

地和人口稀少的地方”。⑤ 二是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与俄国的战争做准备。土耳其政府打算将部分

强壮的男性移民安置到各个军事战略据点。在 1864 年 6 月 30 日俄国领事馆向高加索军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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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报告中称，“作为志愿者加入土耳其军队的切尔克斯人( 来自高加索的山民移民者，包括不

同的民族———笔者注) 已经达到了 3000 人，土耳其政府希望这个数字可以增加到 12000 人……土

耳其人出于征召山民入伍的需要，禁止出卖男性切尔克斯人的履历( 包括出身、成分和原籍等) ”。①

1864 年 10 月土耳其苏丹发布命令，组建由移民组成的部队。② 三是土耳其政府期望利用来自高加

索的穆斯林加强反对帝国领土上的基督教民族，例如亚美尼亚人，将移民分散安置到统治薄弱、穆
斯林人口不足的地方。此外，土耳其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境内少数民族不断进行争取民

族解放的斗争，在土耳其政府看来，在打击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中，来自高加索的穆斯林移民应

当成为可利用的打击力量。
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虽然没有放弃将俄国排挤到库班和捷列克的意图，但阻碍了俄国在高加

索地位的彻底巩固。英国担心俄国占领整个高加索后会继续向南扩张，从而威胁到印度的安全。
英国统治集团提出拖延高加索战争，耗尽俄国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并最终把高加索变为自己的殖民

地作为目标。英国资本家也期望获得高加索市场，特别垂涎里海沿岸港口以及从阿那普( Анап) 到

库班平原的贸易线路。③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英国人匆忙在黑海沿岸东部一些港口城市设立领事

馆，他们在高加索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1856 年 11 月 14 日，高加索总督巴梁金斯基在提交给外交

大臣戈尔恰科夫( А. М. Горчаков) 的报告中，说明了英国轮船经常性地出现在黑海东部以及英国

人与山民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情况:“外国的军船和商船相当频繁地开始出现在黑海东岸，运送商人

并与他们建立业务联系，对我们特别不利的是，他们的出现和我们海军的缺席，增强了山民反对我

们的信心。”④ 同一时期，法国也派出密使同山民建立了联系。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在高加索地区的间谍活动特别活跃。在高加索

山民大规模移民期间，英国、法国和土耳其政府时而挑动这一运动，时而又遏制它，总之，在任何情

况下，他们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欧洲通过外交干涉山民事务，“并非为了山民，也不是出于某种

人道主义，而是一种手段，用别人的手封住炉火。无论是在土耳其人还是在欧洲人的眼中，山民仅

仅是反对俄国的工具，在利用这一工具时，无论是欧洲还是土耳其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同情”。⑤

作为战略要地的高加索地区，吸引了众多国家的关注，山民仅仅是各国外交棋盘上的一颗小棋

子而已。
( 二) 部分山民受到封建主和家族势力的胁迫或者影响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开始着手废除农奴制的工作。北高加索封建主意

图“逃脱”农奴制改革，希望通过移民土耳其保留其控制农奴的特权，不想放弃数量众多的农奴。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在预见到沙皇政权征服的必然性时，其中最富裕的、最有远见的山民变卖

自己在当地的财产，把自己的家族带往土耳其。他们担心，在俄国农奴解放后，接受俄国的国籍会

失去自己的支配地位，开始前往土耳其，并吸引民众跟随自己，这些人被看作是移民运动的发起人，

他们对民众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乡长和富人不希望放弃数量众多的农奴，他们希望在土耳其

安身，拥有像在山区一样的狂放的自由。”⑥而且，沙皇政府也授予山区封建主带着农奴前往土耳其

的权利，尽管很多农奴不愿离开，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跟随封建主迁移到土耳其。例如，奥塞梯的

封建主阿比萨洛夫家族( Абисалов) 、图嘎诺夫家族( Туганов) 和库巴吉耶夫家族( Кубатиев) 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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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控制下的农奴带到了土耳其。① 另外，在移民运动中，一些穆斯林迁移到土耳其是迫于其有威

望的或者是有权势的亲属的压力，特别是来自伊斯兰教界和社会上层的亲属的压力，这些人担心改

革后会失去自己的支配地位，决定移民到土耳其，因此他们让尽可能多的同胞和他们一起离开故

乡。他们对山民的影响非常大，吸引了很多人跟随其移民到了土耳其。还有一些穆斯林受其他人

移民的影响，也跟随着移民到了土耳其。正像俄国历史学家 Р. А. 法捷耶夫所说:“这一运动就像

流行病一样，一个人离开，他的亲属也跟着他离开。”②他指出的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在所有高

加索移民中都存在，移民的洪流如此强大，甚至带走了对俄国并不具有敌视情绪的一些人，他们对

移民运动并不完全了解，但也被卷进了移民者的队伍中。

三、结 语

高加索战争给当地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仅是财产的损失，生存环境的恶化，更重要的

是心理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高加索战争结束后，沙皇政府着手对刚刚被征服的北高加索地区的

“重建”，力图将北高加索纳入俄国统一管理的轨道，北高加索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因此，在

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在 19 世纪 60 年代形成了北高加索山民向土耳其

移民的运动。尽管移民运动的出现是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显然，“推力”因素的作用更为突出，

即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俄国当局的挤压政策、外族包围的侵蚀、公开的或隐性

的迫 害、法 律 上 的 限 制，诸 如 此 类，其 内 容 与 驱 逐 出 境 相 类 似。正 如 俄 罗 斯 学 者 达 达 耶 夫

( М. С. Тотоев) 教授所指出的: 在山民移民土耳其这个问题上，降低沙皇政府的责任是不正确的，

沙皇政府“推行了对俄国非俄罗斯民族的压迫政策，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和压制民族文化的政策。”③

Abstract A variety of reasons led to the large-scale emigration of Ｒussian Muslim
Mountain People from Northern Caucasus to Turkey after the Caucasus War. Based on the Push-
Pull Theory，the push factors mainly include influence of the Caucasus War，sharpening of the
agrarian issue in Ciscaucasia and promote of the Ｒussian authorities. While the pull factors
mainly include the anti-Ｒussia propaganda among the mountain people by the secret envoys from
Turkey and Britain，and the coercion and bribery of the feudal lords of the area.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ush and pull factors，the former is primary. That is，it was the Tsar
government’s colonial policy in Northern Caucasus that led to the massive emigration in the area.

( 张玉霞，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70)

〔责任编辑: 周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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