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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远东移民政策与人口增长

王晓菊

【 内 容 提 要 】 外来移民是边疆地区人口发展的重要来源。苏联时期，在东部大开发的背

景下，偏僻、荒凉的远东地区通过多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接纳各类移民，从而实现了人口的持续

增长。1991 年，远东人口数量及其在俄罗斯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均达到了历史高峰。苏联解体

以后，远东地区人口外流日趋严重，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与苏联时期形成鲜明的反差。  

【关  键  词】苏联   俄罗斯   远东   移民   人口增长

【中图分类号】 C924.512.1【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 】 2095-1094（2013）03-0014-0007

一、移民的目的：国家发展
                工农业的需要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到 1917 年前，俄国

向远东地区的移民活动几乎陷于停顿，难民和战俘

成为俄罗斯远东人口的重要补充。苏维埃政权在远

东确立前夕，部分难民、战俘及原白卫军官兵已在

远东定居下来。直到 1923 年，以上述方式补充远

东人口的行为才得以终结。

1924 年，苏联党和政府开始讨论向边疆地区

移民的问题。翌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了全

苏移民委员会，西伯利亚、远东、克里木半岛北

部等被列为具有全苏意义的移民区。全苏移民委员

会的工作原则是，在强调计划性的同时，经济刺激

和行政命令并施，前者主要包括向移居者提供 基

本的优惠和补偿，例如：对乘坐火车搬迁的移民，

国家为每个家庭成员负担 1/4 的车票，收取低于标

准的行李费；移民可缴纳低于标准的农业税；如果

移居者开垦荒地或采用多区轮作，三年内可免缴农

业税；移民可延期三年服兵役。同年，苏联开始有

组织地向远东地区移民。主要是农业移民，这与苏

联对远东的开发始于农业有着直接的关系。1926—

1927 年，在迁居远东的移民当中，无地少地农民

占 74.3%①。农业移民的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

缓和国家中部地区农业人口大量过剩、失业状况严

重的复杂局面；第二，有效开发远东地区的农业资

源，从经济上巩固这个偏远落后的边疆地区；第三，

防止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远东地区，鼓励苏联中部、

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俄罗斯人向远东迁移。

①  Рыбаковский Л.Л. Насел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за 150 лет. М.，
1990. 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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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初，苏联确定了远东工业化的

基本方向及远东在国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远东的

发展取向转为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主的工业开发。工

业移民成为向远东移民的重点，其目标是解决三项

任务：第一，满足远东采矿业、燃料工业、林业、

渔业等部门快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第二，完全取

代远东国民经济部门中的外国劳动力；第三，迅速

缩减季节性劳务数量，在专业化工业部门建立长期

性劳务机制。

30 年代中期，战争的迫近及巩固和扩大东部

地区工农业基地成为决定苏联移民政策方向的重要

因素。“三五”计划时期（1938—1942 年），苏

联拟在远东地区新建冶金基地，快速增加捕鱼量和

鱼产品加工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这要求苏联

应对远东移民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卫国战争的

爆发打破了苏联既定的远东移民计划。1941 年，

只有 7 100 户移民迁入远东。

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是远

东移民的主要来源地①。1940 年，约有 9 000 人从

上述两个加盟共和国迁移到远东一些城市（滨海边

疆区除外）。战争期间，远东地区传统的移民渠道

遭到破坏。1942 年，几乎没有人从乌克兰加盟共

和国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迁移到远东。1943年，

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移民不足 200 人，1944

年为 600 人左右②。

为了增加鱼产品的供应，苏联政府专门组织了

移民活动。1942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

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西伯利亚与远东

内河流域渔业的决议》。根据该决议，苏联向远东

迁移了渔民户，建立了捕鱼集体农庄。1943 年，

3 000 户移民来到远东，其中 2 100 户被安置在位于

极北地区的著名渔场——堪察加半岛③。

二战结束后，远东的军事政治意义愈加突显，

苏联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远东的开发力度随之不断

加大，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仅仅依靠自然

增长和自发移民无法在短期内增加远东地区的劳动

力人口和常住人口。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首先恢复

了二三十年代积极实施的国家移民。1948 年 10月，

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远东水产品工业的

决议》，就迁移工人和集体农庄渔民、建设住宅

和文化设施、稳定干部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

施。决议规定，1949—1952 年从国家中部地区向

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堪察加半岛和鄂霍茨克海沿

岸地区迁移 1.8 万户居民；从西伯利亚的秋明州、

新西伯利亚州、托木斯克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

疆区向萨哈林岛迁移 8 000 户集体农庄渔民，此外

还迁移 8 000 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凡加入移民行

列的集体农庄人员，每人可得 2 000 卢布，家属可

得 300 卢布；迁往萨哈林的工作人员可得两个月工

资作为补助金，家属可得补发工资的 25% 作为补助

金；调往远东地区工作的人员可保留原居住地的住

宅。1949 年，苏联设立了隶属于部长会议的移民

管理总局。战后划归苏联的南萨哈林成为新的移民

目的地。远东人口的总增长基本上依靠迁入萨哈林

州的居民，五年间，大约有30万人迁移到萨哈林岛。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还设立了许多地方移民

机构。1954 年，苏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

向垦荒地区移民成为国家移民的主要内容。移民的

主要去向为包括西伯利亚与远东在内的垦荒地区，

开垦荒地的不仅有持介绍信的共青团员，而且有普

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垦荒时期，向边远地区移民的

原有优惠政策总体上得以保留。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80 年代，远东地区迎来

了加速工业开发时期。外来移民源源不断，其中

60 年代有 28.5 万人，70 年代有 40.5 万人，80 年

代有 28.6 万人④。这一时期，苏联原有的国家移民

形式逐渐失去意义，自发移民和应企业招工而产生

的移民占远东移民总数的一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

入与1974—1989年恢复修建贝阿铁路⑤有关。然而，

① 远东地区接纳的绝大多数移民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1950—

1953 年，在迁入远东滨海地区的移民当中，乌克兰居民的比例从 61.2%

增至 75.1%，俄罗斯居民的比例则从 34.2% 减至 18.4%。在接下来的十年

里，移居远东的人不断增多，但俄罗斯族居首位，乌克兰族次之。俄罗

斯人在远东所有行政区均占多数。根据 1989 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在远

东790万人口中，将近80%的居民为俄罗斯人，大约8%的居民为乌克兰人，

另外尚有白俄罗斯人及30多个小民族，主要包括雅库特人（大约38万）、

4 个语族（通古斯—满族、楚科奇—堪察加、爱斯基摩—阿留申、古亚

细亚语族）的北方部族（大约 9 万人）及 5 万多名朝鲜人（主要分布于

萨哈林州）。

② Рыбаковский Л.Л. Насел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за 150 лет. 
С. 86.

③ Там же. С. 85.
④ Зайончковская Ж.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будущее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http://www.polit.ru
⑤  贝 阿 铁 路 是 贝 加 尔 — 阿 穆 尔 干 线（Байкало-Амурск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的简称，俄文缩写为 БАМ，按音译又称巴姆铁路。它是第

二条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北200—560千米地带，

绵延 3 200 千米，其中有 2 000 多千米穿越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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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迁往贝阿铁路沿线各城市的移民少于 19 世纪

末至 20 世纪初愿意迁往俄罗斯远东的移民。总的

来说，20世纪下半叶苏联的农村居民更向往城市，

而不是未开发地区；城市居民的迁移意愿则更多地

表现为渴望迁往条件更好的城市。

苏联时期，远东居民从工资、津贴、休假、离职、

退休、社会保险额度到搬迁、住房、签订劳动合

同及优抚金的额度和领取方法等各方面均享有优

惠待遇，但随着移民的增加而产生的问题也越来

越多，移民安置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例如，20 年代后半期，北萨哈林地区人均居住面

积只有两平方米多一点，通常是几户移民合住在

临时搭建的防寒木房里。同时，不少移民因为吃

不上新鲜果蔬而患上维生素缺乏症、坏血病和其

他疾病。由于苏联政府的移民政策难以顺利推进，

每年都有许多移民离开北萨哈林。另外，恶劣的

气候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及行政命令式的劳动

力分派办法无形间在移民中培育了为国家干完活

或挣足钱便离开的心态，致使远东移民的定居率

长期在低水平徘徊。1959 年，大约 5 万名工人通

过国家招工渠道来到堪察加州、萨哈林州从事季

节性劳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一两年后就离开了

这些地方，只有 10%—15% 的人留了下来。1971—

1975 年远东移民的定居率为 15%，1986—1990 年

远东移民的定居率仅为 5.7%①。

二、响应国家号召的共青团员
               是移民的主力军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党团组织的政治号召便成

为动员劳动力人口及广大民众向边疆地区迁移的重

要手段之一，并贯穿于远东开发的各个阶段。经过

三四十年代的加速发展，苏联变成一个工业强国，

并在二战中打败了欧洲工业大国德国。与此同时，

具有苏联特色的经济模式逐渐形成，其特点在于，

一切经济因素服从于国家，经济管理以行政命令体

制为基础。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经济仍保持高速

增长，但经济中的强制手段明显弱化，而应有的物

质刺激手段尚未出现。苏联党和政府需要有一种鼓

舞人心、催人奋进的思想，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勃

勃生机。1959 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

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一个非常大胆、冒险的思想：

到 1970 年前，苏联人均工农业产量赶上和超过美

国。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中还写入

了“当今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

口号。

在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下，“遥不可及”的远东

成为一片热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位于

贝阿铁路与阿穆尔河（黑龙江）交会处的今俄罗斯

远东第三大城市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即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该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29—1932

年）诞生的首批城市之一，始建于 1932 年。顾名

思义，它是在苏联共青团员的积极参与下建成的。

当时，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奥德

萨等城市的大批团员志愿者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僻

静、荒凉的地方。他们修建造船厂和飞机制造厂，

并参加市政建设。通过广大团员青年的艰苦奋斗，

阿穆尔河畔共青城迅速发展成为苏联远东著名的

金属冶炼中心。

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是举世闻名的

黄金和金刚石产地，占地面积达 310 多万平方千

米，占俄罗斯远东总面积的一半，但该地区 40%

土地处于寒冷的北极圈内，自然气候条件极端恶

劣。斯大林时代，该地区的开发主要依靠强制移

民和被发配到此处的劳改犯。赫鲁晓夫执政以后，

大批被镇压者获得平反，囚犯的数量骤然减少，

组织志愿移民到这个条件艰苦的地方成为当务之

急。在此情况下，社会号召成为雅库特吸引劳动

力资源的重要方式。5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处于

工业大开发阶段的雅库特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

俄罗斯各个州、边疆区及自治共和国都存在移民

关系。在各加盟共和国当中，迁移到雅库特各城

镇人数 多的是俄罗斯（68.3%），其次是乌克兰

（17.3%），居第三位的是哈萨克斯坦（4.5%）。

在俄罗斯各行政区中，迁移到雅库特各城镇人数

较多的分别为：布里亚特共和国 3.7 万，阿穆尔

州 5.12 万，赤塔州 4.77 万，莫斯科州 4.74 万，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0.76 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①  Портяков В.Я.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http://
www.poli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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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区 4.5 万，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3.14 万①。

特别是在南雅库特煤炭综合体建设中，通过社会

号召吸引劳动力的形式表现得非常显著。1975年，

南雅库特煤炭综合体被宣布为全苏共青团突击建设

工程。

实际上，苏联远东地区众多工程项目的建设都

离不开广大青年的无私奉献。无数人响应党团组织

的号召奔赴荒无人烟的孤岛萨哈林，在渔业、煤炭、

林业、建筑等部门工作。1930 年有 1 000 余名共青

团员响应社会号召迁移到萨哈林岛。1938 年，在

远东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作的青年人当中，有 1.6 万

人是响应共青团号召而来的②。“九五”计划时期

（1971—1975 年），共青团组织将 50 多万名青年

积极分子派往西伯利亚与远东及北部边疆的新开发

区。在贝阿铁路干线的建设者中，青年人所占的比

例高达 80%③。

苏联时期的社会号召建立在广大青年爱国热情

的基础上。同其他地区的工人相比，响应号召奔赴

远东地区的工人普遍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责任感。

然而，一些开发地区只重视生产部门、忽视社会基

础设施建设的不良做法却影响了广大共青团员的工

作积极性。党团组织和管理部门对青年人的日常生

活条件缺乏应有的关注，对青年人明显地表现出

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其结果是，由于种种原因一

部分志愿者不得不返归故地。1981 年，勃列日涅

夫在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六大提交的总结报告中指

出：“往往以为，只要在西伯利亚、远东和北部地

区大大增加附加工资，人们就不会离开那里了。当

然，附加工资是需要的。但是，仅靠这一点并不能

解决问题。比方说，有人离开西伯利亚的原因往往

不是由于不适应气候或者工资低，而是由于在那里

很难得到住房，孩子很难进幼儿园，以及文化中心

太少。”④如果能为开发区的移民提供舒适的住房，

为其家属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为学龄前儿童提供

良好的教育及服务设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次性

支付的安家费和丰厚的薪水，那么社会号召会更加

富有成效。

三、外国移民在远东地区的遭际

20 世纪 20—30 年代，外国移民的存在是苏联

远东人口状况的特点之一。苏联远东的外国移民包

括欧美移民及中、日、朝等亚洲移民。外国移民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远东人口增长的重要补充。

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1929 年），由于实

行租让制，远东地区接纳了一些欧美移民。20 世

纪 30 年代初，苏联取消了租让制，来自欧美国家

的移民减至几百人。后来，由于苏联的经济社会环

境逐渐恶化、苏联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二战结束以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尖锐对立，远东

地区的欧美移民纷纷迁离。 

远东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这

三个亚洲近邻。根据 1926 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

远东边疆区居住着 16.9 万名朝鲜人、7.7 万名中

国人和约 1 000 名日本人。来自朝鲜、中国东北和

日本的移民分别占 57.8%、41.3%、0.5%，来自其

他国家的移民仅占 0.4%⑤。

如果单从经济因素论，地广人稀、条件恶劣

的远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无论其来自国内还是

国外，而对外国劳动力疑虑重重一直是这种需求

的伴生物。苏联强烈的排外心理源自地缘政治、

民族文化基因、历史渊源等诸多因素。这种心态

对苏联决策层无疑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1925 年

1 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采取一切可行措

施，不让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苏联境内”，必须

首先从俄罗斯内地省份向远东移民，因为中国人

和朝鲜人自发地移住远东地区是“严重威胁”⑥。

由于苏联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移民大批涌

入，1927—1928 年国外移民在远东总人口中所占

的比重降至 8.2%⑦。

20 世纪 20 年代末，亚太地区国际局势风云变

①  Лаппарова И.Ф. Город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Якут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интенсивног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освоения (конец 50-х-80-е годы ХХ 
в.):Историк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3. С.118-119.

②  Рыбаковский Л.Л. Насел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за 150 лет. 
С. 81.

③ 苏科院历史所编 :《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徐桂芬

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620 页。

④ 《苏联共产党第 26 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5页。

⑤  Рыбаковский Л.Л. Насел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за 150 лет. 
С. 77.

⑥   Бугай  Н .Ф .  Корейцы  в  СССР :  из  истории  вопроса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Восток，1993，№2. 

⑦  Рыбаковский Л.Л. Насел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за 150 лет. 
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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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向远东地区一年仅迁移 3

万—4万人，日本在南萨哈林安置 2万名本国公民，

中国每年向北部边境地区大约迁移 100 万人。苏联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远东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态势甚

为担忧。1929 年底，俄罗斯联邦土地人民委员会

得出结论，“远东边疆区现有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资

源使我们感到苏联在东部的地位并不十分牢固”①。

此后，苏联的移民政策迅速发生转变，从原来的鼓

励外国移民流动到实施限制政策，后来则完全禁止

外国移民流入苏联境内，外国移民在远东总人口中

的比重急剧下降。

远东渔业部门曾长期雇佣大量日本劳务。仅在

堪察加半岛，1930 年渔业部门从业人员差不多一

半是日本人，1931 年仍有 1 000 多名日本劳务②。

但苏联政府认为，使用外国劳动力不仅造成外汇流

失，而且不利于远东移民事业的发展。到1933年前，

整个远东地区已不存在雇佣日本工人的情况。

二战爆发前，受国内“大清洗”和国际政治气

候的影响，苏联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排外政策。当时，

苏日军事冲突频繁发生，苏联认为远东地区的亚裔

移民有可能为敌方间谍机关服务。苏联政府开始通

过强制迁移乃至肉体消灭手段清除远东南部边境地

区的朝鲜族居民和华人。

1937 年 8 月 21 日，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联名签

署了标注“绝密”字样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与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第 1428—326 号决定。该决定指

出：“为了遏制日本在远东边疆区的间谍活动，建

议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边疆区执行委员

会、边疆区内务局将远东边疆区各边境地区的朝鲜

族居民全部迁出，遣送到南哈萨克斯坦州、咸海地

区、巴尔喀什湖地区和乌兹别克共和国。”③次日，

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决定，首先从滨海地

区迁出朝鲜人。9 月 9—12 日，首批运送朝鲜族移

民的几列火车驶离滨海地区。这些被强制迁移的朝

鲜族居民先坐汽车走行 20 千米，后乘火车行 4 000

多千米，几乎是从苏联的一端搬到了另一端。当列

车接近哈萨克共和国阿尔马林州的乌什托别时，列

车开始“播撒”朝鲜族人：每隔一段距离，即放逐

一两千人。后来，中亚地区的朝鲜族居民点被朝鲜

人戏称为“朝鲜族的女儿”（在俄语中“点”和“女

儿”为谐音）。至23日以前，共发送39趟专用列车，

大约迁出 8 000 户朝鲜族居民。9 月 15 日，远东地

方当局开始紧急迁出哈巴罗夫斯克州的朝鲜人。9

月 28 日，苏联人民委员部通过了由莫洛托夫和彼

特鲁尼切夫签署的《关于从远东边疆区境内迁出朝

鲜人》的 1647—377 号补充决议，决定从远东所有

地区全面驱逐朝鲜族人④。10 月 25 日，朝鲜族人

迁出远东地区的工作结束。至此，总共迁出 36 442

户（171 781 人）朝鲜居民，其中迁至乌兹别克共

和国的有 16 272 户（76 525 人），迁移到哈萨克共

和国的有 20 170 户（95 256 人）⑤。

1937 年末至 1938 年初，在苏联内务部采取的

几次大规模行动中，远东地区数千名华人被逮捕，

有的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有的被刑讯。1938年5—

7 月，有 11 200 多名中国人分乘几列火车被驱逐，

其中 7 900 人被遣返中国新疆、1 400 人被迁往哈

萨克斯坦、1 900 人被迁往远东其他地区⑥。根据同

年 6 月 10 日苏联内务部发布的关于将华人从远东

迁往中国新疆的命令，6—7 月有 7 130 名中国移民

及其家人分乘 4 列火车被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

崴）的埃格尔舍利德车站经哈萨克斯坦迁往新疆⑦，

另有 1 列火车将那些不愿回中国和已接受苏联国籍

的人迁到哈巴罗夫斯克州内远离边界的地区。1939

年 9—12 月，有 227 名从监狱释放的华人被运往哈

萨克斯坦⑧。此后，远东地区的华人已经为数不多，

而且几乎全部都被集中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远

离边界的地区。

二战以后，苏联实行严格的边境检查制度和户

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跨国人口流动受

①  Карлин К.Г.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колонизация Северного 
Сахалина в эпоху НЭПа как фактор советизации острова）. http://
zaimka.ru/soviet/karlin2.shtml

②  Рыбаковский Л.Л. Насел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за 150 лет. 
С. 80.

③   Ткачева Г. Иммиграц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4. 

④  Белая книг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корей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30-
40-х годах. М.，1992. С. 80.

⑤  Бугай Н.Ф. Высе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корейцев с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5. 

⑥  Ларин А.Г.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2009. С. 138. 

⑦  Залесская О.В. Прав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1920-193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9，№3. 

⑧  Дацышен В.Г. Китайцы в Сибири в XVII-XX вв. : проблемы 
миграции и адапдации. Красноярск，2008. С. 242.



·19·2013 年第 3 期 苏联的远东移民政策与人口增长

到极大限制。另外，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 终确立，

苏联已没有外国劳务的生存空间，外国人向俄罗斯

远东移民的问题便无从谈起。苏联的国门封闭了，

国外移民流入远东地区的渠道被人为地堵塞。就这

样，苏联政府“解决”了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外国移

民问题，并且消除了远东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

区的“黄色威胁”，“似乎一下子把这个问题从日

程表上删除了”①，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四、远东移民中的强制移民与囚犯流放

应该指出的是，苏联时期，远东地区曾存在大

规模强制移民和使用囚犯劳动的现象。通过古拉格

体系被送往远东地区的人难以计数。这些被剥夺自

由或缺少自由的人建设了公路、铁路、工厂、水

坝、运河和发电站等苏联工业化所需要的重要基础

设施。1929 年底，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拉开了帷

幕，“剥夺剥夺者”——消灭富农成为苏联历史的

新主题，“富农流放”成为强制移民的主要形式。

1930—1931 年，迁移到远东边疆区的有 9 694 个农

户（48 269 人），其中 323 户来自乌克兰，2 180

户来自中伏尔加边区，1 097 户来自中央黑土区，

1 561 户来自白俄罗斯，1 614 户来自鞑靼斯坦，

2 922 户来自远东边疆区（内部迁移）②。“富农”

们在远东边疆区主要从事伐木（远东林业公司）、

开采黄金（全苏有色金属、黄金和铂金开采、加工

和销售联合企业）和煤炭。肃反运动中遭清洗的大

批政治犯也被遣送到远东。

20 世纪 30 年代，科雷马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在

金矿、林场、建筑工地劳动的囚犯。当时，囚徒的

人数远远超过当地居民，劳改营的数量远远超过村

庄的数量。位于鄂霍茨克海沿岸的马加丹市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都保持着内务部东北劳改营管理中

心的地位。时至今日，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马

加丹”之名仍与不言而喻的“管制区”一词紧密相连。

为了修建贝阿铁路，苏联专门设立了贝阿干线

劳改营。1935—1938 年间，该劳改营成为苏联

大的劳改营联合企业，关押在这里的囚犯占全国劳

改犯总数的 20% 以上③。1950 年，囚犯们开始修建

萨哈林岛与大陆之间波吉比岬至拉扎列夫岬的鞑靼

海峡铁路隧道。斯大林逝世以后，该建设项目停工。

此外，劳改犯在远东地区完成的主要工程项目有：

阿穆尔河畔共青城—苏维埃港铁路；阿穆尔河畔共

青城、苏维埃港、纳霍德卡、萨哈林岛—大陆输油

管线的建设，科雷马河流域、楚科奇半岛及雅库特

金矿的开采，等等。

五、结语

苏联政府采取许多措施鼓励人们向远东地区迁

移，如改善远东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条

件、为远东地区的外来移民和当地居民提供优惠待

遇、实施专门的区域经济振兴计划等，从而保证了

远东人口的稳步增长。

1926 年，远东地区仅有 160 万人口。由于实

施农业移民计划，1926—1939 年向远东农村地区

迁移的人口占每年远东农村人口总增长的 70% 左

右。50 年代，远东几乎所有行政区都在接纳来自

西部地区的集体农庄农户。十年间，远东农业部

门共吸收 6.44 万户迁移来的农民。1951—1955 年

间，远东人口获得大量增长，各地区人口增长率在

20%—70% 之间④。尽管这样，远东农村地区的人口

增长数量并不多，原因在于移民们没有去农村居住，

而是补充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恰好在这个时

期，远东城市人口获得快速增长。

1959 年，远东人口较 1926 年翻了两番，达

480 万。此前的 20 年间（1939—1959 年），远东

人口增加了 65% 以上，这与向南萨哈林及战后设立

的堪察加州和马加丹州移民的举措有关。其中，堪

察加州人口从 10.93 万增加到 22.08 万，萨哈林

州人口从 10 万猛增到 64.94 万⑤；此后的 30 年间

（1959—1989 年），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人

口分别增加约 33%、42%，俄罗斯人口平均增加了

25%，只有远东人口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均匀而快速

①  Ларин В.Л.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 -х: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1998. С.9.

②  Земсков В.Н. Судьба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1954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1. 

③  Гжегож Грыцюк.Место  Сибир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епрессивной 
системе (1918-1956) //Кучинский А，Романов П.С. Сибирь в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е п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2002. С. 338.

④  Насел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参见俄罗斯国立太平洋大学网站。

⑤ [ 苏 ]Л.Л. 雷巴科夫斯基编：《苏联人口七十年》，郭丽群译，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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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64%）①。1989 年，远东总人口为 790 万。

1991 年，远东人口总数攀升至近 810 万，这是该

地区有史以来人口 多的年份。该数字几乎超过二

战前夕远东人口数量的两倍，这主要得益于外来移

民的大量涌入和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的提高。

苏联时期，远东地区通过多种方式源源不断地

接纳各类移民，从而实现了人口的持续增长。苏联

解体以后，俄罗斯远东的人口形势急转直下。20

多年来，远东地区的人口流动始终表现为逆差，作

为人口数量补充来源的外来移民几乎失去了作用。

远东成为人口流失的重灾区，遭遇自俄国人开发该

地区以来的第一次人口萎缩。1990 年底，远东人

口总数 806.4 万，到 2008 年底，远东人口已降至

646.01 万，18 年里减少 160.39 万人②。2012 年，

远东总人口减至 626.59 万，大体相当于 1974 年的

人口水平（630 万）③。今天的俄罗斯远东依然是

一个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Зайончковская Ж.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будущее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②   Росстат.Региoны России.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2009.М.，2009.，С.24. 转引自李传勋：《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形势和

劳动力供需问题研究》，载《俄罗斯学刊》2011 年第 1 期。

③  Мотрич Е.Л．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Миграционные мосты в Евразии. Под ред.
чл.-корр. РАН Рязанцева С.В. - М.: Экон-информ，2012. С. 437.

Abstract: The immigrants were a major source of population growth of the frontier regions of Russia. In the tim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emote and wild Far East incessantly received all sorts of immigrants through varied 
channel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Far East development, thereby realizing a constant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1991, the Far East’s population and its proportion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Russia both reached a peak in history.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population in the Far East fl owed out seriously day by day and the population 
declined continuously, forming a sharp contrast to the popul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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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viet Union’s Far East Immigr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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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На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ов влияет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миграция.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на фоне интенсивного освое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страны, большой поток переселенцев 
шел на слабозаселенны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му росту населения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В 1991 г.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доля в общей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достигли своей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отметк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отмечал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отток населения из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еуклонное сокращение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региона. Эта ситуаци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ой, которая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в годы ССС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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