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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19 世纪中期 ,俄罗斯远东地区华人华侨社会的形成过程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社会

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发展状况。研究经济开发时期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的历史 ,对于研究两国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 ,

研究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的历史交往问题 ,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俄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合作 ,建立远东开放、

包容的移民文化 ,营造国际化的、和谐的人文环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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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 年 ,清政府同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

约》,确定了两国边界 ,两国人民便开始共同渔猎 ,互

通贸易。19 世纪以来清朝国力日渐衰落。中俄在

睦邻而居 170 多年后 ,在 1858 到 1864 年间先后签

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

一系列条约。按照这些条约 ,俄国获得了远东 15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权。为了巩固远东政权 ,加

强对远东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 ,缓解欧俄地区日

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俄国政府推出了发展远东农业、

手工业、交通、城市建设等措施 ,投资兴建了一系列

大规模工程项目 ,这些工程耗资巨大 ,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 ,而俄国国内移民数量根本无法满足工程建设

的需要 ,俄国政府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 ,吸引亚洲劳

动力参加远东开发建设。

根据“推拉理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

条件 ,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

力 ,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

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18 世纪末 19 世

纪初 ,中国北方地区战祸、自然灾害不断 ,民不聊生。

中国异常艰难的生存环境成为华人出走远东的“推

力”,并与远东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规模的用工

需求形成了合力 ,从此华人源源不断地移民到远东

地区。在迁出、迁入两地形成迁移流程后 ,惯性的力

量也促使中国人口自发外迁 ,到了近代便形成了规

模庞大的移民群体。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的俄罗斯

“中国移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俄罗斯的中

国人”,而是指“身处俄罗斯的中国人”。他们是远东

开发的亲历者。这一群体形成、发展的过程集中反

映了当时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及人文环

境的发展状况 ,对于进一步研究移民和经济开发时

期俄国远东的历史 ,对于研究两国经济关系的相互

影响 ,对于综合研究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的历史交往

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远东开发的启动与无限制移民

19 世纪下半叶 ,沙俄政府大规模开发远东 ,出

于开发远东的需要 ,沙俄政府对外来资本和劳动力

基本上持欢迎态度 ,并于 1861 年颁布了第一个移民

法 ———《俄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

件》(以下称《移民法案》) ,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

外居民向远东地区的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迁徙 ,允许

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

由于道路运输的限制及特权阶层对《移民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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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制 ,在实行 20 年后 ,从俄国欧洲省份及西伯利

亚向远东的移民总数仅为 14 414 人 ,其中 8 709 人

在阿穆尔州 ,5 705 人在滨海省。[1 ]相反地 ,华人在这

一地区的人口呈现自发增长的趋势。在签订《中俄

北京条约》时 ,乌苏里江右岸大约有 1. 1 万土著华

人 ,其中有满族、汉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滨海

州大约有 2 000 - 3 000 华人 ,其中固定居民 900 人 ,

其余人游走于这一地区 ,从事采参、淘金、渔猎。到

1869 年 ,华人增加到了 2 007 人 ,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17 %。1897 年人口普查的材料表明 ,中国移民数量

达到 5. 7 万人 ,其中远东地区有 4. 1 万人 ,[2 ] 到

1910 年底 ,远东的中国移民已经达到了 111 466 人 ,

由于存在大量非法移民 ,普遍认为中国移民数量远

比这个数字多。中国人口的增长对远东开发初期的

农业生产发展以及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远东开发初期 ,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最初到

达远东的哥萨克。他们不善于农耕 ,每俄亩①的粮

食产量为 20 普特② ,约为 330 公斤。中国农民在远

东每俄亩的产量能达到 80 - 100 普特 ,约为 1 600

公斤。丰收年能达到 150 - 200 普特 ,将近 3 000 公

斤。到 1875 年俄政府从西部迁至远东的农民不足

3. 5 万人。[ 3 ] 根据 1884 年后贝加尔总督 Надаров.

И. П. 两次勘查乌苏里河上游 50 里至哈巴罗夫斯

克军营的资料 ,在这个范围内从事农耕的华人有

282 人。他们拥有大量土地 ,每户中国居民有 7 - 8

个果尔特人和鄂伦春家庭为他们耕作 ,华人在农耕

领域的经营已见规模。远东保持住了具有几个世纪

传统的土地开垦技术 ,俄国欧洲部分的农业者 ,只是

后来才逐渐吸取了他们的耕作经验。中国移民在农

业生产方面的劳动 ,为远东开发初期的粮食供应提

供了可靠保障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边境贸易方面 ,中国移民在乌苏里江左岸搭建

了大量的售货棚 ,向移民至此的俄国人出售粮食、牲

畜、茶叶、烧酒、丝绸。俄国人将从欧洲带来的呢子、

玻璃制品、棉绒布卖给中国人。双方边民在此类小

额贸易中互相认可对方的货币。当时的 1 两纹银可

以兑换 1 卢布 25 戈比 ,后来 1 两纹银兑换 1 卢布 50

戈比。到 1867 年 1 两纹银可以换到 1 卢布 95 戈

比。布拉格维申斯克对中国的年贸易达 15 万卢布 ,

中国对俄罗斯边贸额为 50 万卢布。[ 4 ]

1884 年俄罗斯调整远东行政区划 ,将行政中心

移到哈巴罗夫斯克 ,对滨海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1886 年 ,阿穆尔总督及各地方官员会议决定将距中

俄边境 50 里以内的中国人一律驱逐出境。华人被

迫迁离 ,华人人口逐步减少。

二、远东大型工程建设与招募华人

翁杰尔别尔格尔 ( П. Ф. Унтербергер) 任滨海

省军事总督 ( 1888 - 1897 ) 、阿穆尔省军事总督

(1905 - 1910) 期间 ,对远东军事工程建设进行了整

体规划。为解决当时工程建设人力缺乏的问题 ,他

前往中国 ,全面考察了中国各省的人力资源情况后 ,

决定招募亚洲劳工。仅一项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工程

从 1891 年 —1905 年就投入了 300 多万人次 ,其中

80 %是华工。大规模的招募华工是由多方面因素促

成的 :首先 ,远东各港口、公路、军事工程建设需要 ;

中俄地理接壤交通运输便利 ;中国人口密度大 ,劳动

力廉价 ,当时中国工人的日工资只有 15 - 20 戈比 ,

而同期俄国工人的日工资是 87 戈比。[5 ] 其次 ,俄国

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真正地给农民自由 ,雇用他们

须为他们交纳大量的保证金。运输费用比招募中国

工人高 3 倍。华工被大量招至远东地区 (见

表 1) [ 6 ] ,根据当时阿穆尔总督 Гродеко. Н. И留下

的资料 ,1900 年以前 ,勘察加和萨哈林岛上没有中

国人 ,大部分在阿穆尔州和滨海省 ,后贝加尔地区也

只是零星分布。

表 1 　1886 - 1900 年华人在远东的分布地区及人数统计

年份
远东华人分布区

阿穆尔州 滨海省 后贝加尔
人数

1886 14 500 13 000 - 27 500

1891 14 891 18 018 300 33 209

1893 20 272 8 275 321 28 868

1900 15 106 36 000 695 51 801

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以后 ,西伯利亚特别是铁路

沿线的移民速度非常快 ,铁路沿线出现了人口密集

的村落和移民新村。“据统计 ,1900 年到 1909 年铁

路沿线地区的人口从 584. 3 万增至 868. 3 万人 ,增

长了 48. 5 %”。1910 年以前 ,华人的人数已经达到

111 466人 ,[7 ]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尽管无法确定

来俄华人的确切数字 ,但可以肯定的是华人人口的

规模绝对小于从俄罗斯欧洲部分向此地区的移民人

口规模。在华侨主要居住的滨海州和阿穆尔州华人

所占比例也不超过 20 %。远东华侨中只有 5 %的人

拥有固定住所 ,2 %的人有俄国国籍。他们基本上都

是青年人 ,没有家室 ,没有工作和土地 ,出走远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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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谋生。在远东工作一个或几个季节后 (最多

不过 3 - 4 年) ,就会大批返乡。

伴随移民潮、募工潮 ,远东百废待兴 ,商机无限。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大量华商移居远东。据吉林

省档案馆《海参崴总领事为将领辖各处华商大略情

形缮具清折事的呈文》(1909 年) 记载 :双城子 (乌苏

里斯克) ,华侨常年计有 7 000 - 8 000 ,如遇春夏大

兴工程 ,数至万余 ,其中经商者约居 1/ 5 ,其余皆系

各项工人 ;伯利 (哈巴罗夫斯克) ,该处华侨 6 000 -

7 000人 ,商居 1/ 3 ;庙上 (尼古拉索夫斯克) 华侨数

千人 ,大小华商共计数十家 ,多系往返客贩 ;黑河 (布

拉格维申斯克)华侨约有万余 ,工人居多 ,商号约共

百余家 ;岩杵河 (诺沃其耶夫斯克) ,俄驻重兵不下

2 万余 ,该处大小华商 30 余家 ,华工 2 000 - 3 000

人。其中 20 万资本以上的华商有 16 号 ,2 万资本

以上的华商约有 100 余号 ,千元、百元以上者约

400 - 500 号 ,市面商品多为华商经营 ,华侨成为远

东地区商品的主要供应者和销售者。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义和团运动又一次引发

了俄国政府对华人的驱逐。义和团运动冲击了俄国

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俄国政府借机在远东掀起了排

华暴乱 ,屠杀、驱逐中国移民。1900 年 7 月 17 日 -

21 日俄国军队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进行了 4 次大屠

杀 ,5 000 多名华人被杀 ;江东六十四屯 7 000 多无

辜百姓被赶入黑龙江活活淹死 ;海参崴、哈巴罗夫斯

克、涅尔琴斯克 (尼布楚) 几万名已经在远东定居的

华侨被俄国政府强行驱逐或杀害。远东华侨人数因

而降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三、远东华人社会的恢复与排华措施

1904 年 ,日俄战争爆发后 ,为了逃避战乱 ,很多

难民移居远东。到 1910 年 ,在远东的常住华人大约

在 10 万以上 ,还有季节性劳工大约 9 万多人。这一

时期 ,华人从事的行业更加广泛 ,采金、伐木、筑路、

农耕、仆役、零售等行业大量雇用华工。华商在中小

商业领域也占有较大的比重 ,建立了一个分布非常

广泛的零售网络 ,这个网络延伸到了远东最偏远的

地区。中国商品流入远东 ,俄国商品面临巨大的竞

争。华人在远东的贸易和工业组织有 8 300 个。俄

国人中间出现失业现象。1910 年 6 月 21 日俄国政

府颁布法令禁止远东地区的国家工程和企业雇用外

国劳工。1912 年国家杜马提案“保护远东俄籍劳动

者 ,免受华工竞争”。同年 ,中国吉林、黑龙江省爆发

鼠疫。俄政府以此为借口禁止华侨入境。当时清政

府虎林厅的官方呈文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日)也证实

了这一点 :“⋯⋯自咸丰年间由我退让后 ,岁徙西比

利亚之民不遗余力。光绪二十五年东清铁路告成 ,

交通便利移民愈急 ,汽车装载岁以万计 ,即如去冬满

洲里与哈尔滨疫症盛行禁止交通 ,而移民仍不因此

稍阻。现在彼因民至既众 ,工作耕种及一切营运无

待外求 ,故排挤华侨日亟一日 ⋯⋯”。俄政府一些带

有侮辱性的限制、驱逐措施出台。先在警察署内附

设清查华仆局 ,于 1911 年初发布告示 ( №13146) :凡

在东海滨省的华人须办理注册 ,注册华人需用金属

丝作手镯子 ,两端压上铅弹。“如华人不愿遵办注册

及手镯压铅弹事 ,并已照办 ,而仍有无手镯铅弹者 ,

定本年五月一号为限 ,速行发出境外”。此项措施出

台后经清政府外务部与俄方反复磋商后才于 5 月

12 日予以取缔。搜捕华人的事件屡见不鲜 ,先是在

哈巴罗夫斯克搜捕华人 500 多名 ,押送海参崴 ,后派

兵在华人居住区按户搜捕或沿街抓捕 ,无论为工为

商 ,有业无业 ,共计 3 000 多人 ,装入轮船。其间拥

挤踩踏死伤者多名 ,后苛其饮食。外务部及华商会

共同努力却只营救出 600 多名注册手续完备的华

商。在海参崴由当时的市长邵绅 ( ШошинА. П) 牵

头组织社会高层人士设立“工佣仲立撮合会”为俄国

工人谋职充当媒介 ,又从俄国西部征召工人数千人 ,

试图抵补缺失的中国工人。然而 ,“所增之数不足以

抵其所减 ,且其佣值既昂 ,而其操作之勤 ,约束之易 ,

又远出于华工之下”。[ 8 ] 虽然俄政府主导排挤华侨 ,

但远东各地农、工、商、林、矿一切“力役之事”仍多雇

佣华人 ,并且使华工的工资上涨。远东炮台修筑工

程因禁用华工已延误 ,远东陆军工程司令楚霍姆利

洛夫多次与哈巴罗夫总督磋商招募 1 500 名华工 ,

最终获准招募 500 名 ,派人到中国烟台、天津一带招

工遭到中国官方禁止 ,无功而返。然而 ,远东对劳动

力的大量需求与中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现实并没有

因中俄官方的限制令而改变。当时专门为俄罗斯滨

海省官方工程招募华工的俄国商人苏沃洛夫迫于形

势不得不在珲春边境一带私募华工 ,而华工招之即

至 ,没有官方注册。中俄两国有边无防的边境管理 ,

使非法招募、私自越境事件频繁发生。这个时期 ,远

东各州的中国移民的数量整体上有所减少 (如

表 2) [ 9 ] ,只有阿穆尔州从 1911 年后开始增加 ,这主

要是由于该地区进行的是阿穆尔铁路中段建设工程

以及阿穆尔流域水路管理等国家项目工程 ,“1910

年禁用华工令”从 1911 年被取消了。中国人在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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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中国和

朝鲜劳工的任何限制都会给俄罗斯工业和居民带来

损失。[10 ]

表 2 　1910 - 1914 年华人在远东的分布地区及人数统计

年份
远东地区名称

滨海州 阿穆尔州 勘察加州 萨哈林州
人口数量

1910 60 586 31 648 234 573 93 041

1911 57 447 18 541 200 485 76 673

1912 53 698 24 156 210 528 78 592

1913 48 181 29 818 135 688 78 822

1914 38 779 32 787 191 472 72 229

　　四、战争对远东华人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俄罗斯出现劳动力危

机。根据许多公私业主的申请 ,沙俄政府 1915 年先

后于 8 月 12 日和 11 月 16 日颁布允许华工入境的

临时条例。该条例规定 ,不管中国政府是否同意 ,只

要招工人持有俄国驻华领事签发的证明 ,上面注明

招工的人数和前往地点即视为有效 ,可将所募华工

运往工厂。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极大 ,俄国政府

甚至准备颁布永久性的条例 ,招收华工入境 ,以期从

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吉林省长公署民国

六年 (1917 年) 的资料也提到“延俄领事那达罗夫照

称 , ⋯⋯现在农事日繁 ,需雇工人 ,应行免用国家执

照 ,以特别小票代之 ,一经领有小票 ,而他项执照及

相片等件概不需用”。中国政府针对当时的状况 ,采

取了一些保护国民、协调劳工招募的措施 ,希望将工

人派往商务代表、领事代表驻在地区 ,努力使华工获

得与俄罗斯工人一样的工作条件和权利 ,但都遭到

俄罗斯的坚决拒绝。

移民的限制取消了 ,大量的华人涌入俄国。在

这一阶段 ,华人的居住范围已不仅局限于远东 ,已扩

大到整个西伯利亚地区 ,人数不低于 16 万。他们主

要从事采矿、伐木、修筑铁路的工作 ,甚至被军队招

去 ,做后勤服务工作。当时 ,战争仍在继续 ,俄国的

经济和政局发生了变化。君主制被推翻 ,国内战争

爆发 ,俄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17 年 2 月君主制被推翻后 ,临时政府下令禁

止华工入境。获得中国的外交承认后 ,为解决与使

用“黄种劳工”相关的问题 ,临时政府成立了专门机

构 ,表示愿意改善华工境遇并协助其回国。但是 ,临

时政府没有来得及做更多事情。[11 ] 1917 年十月革命

爆发时 ,俄罗斯华工已近 20 万人。1919 年 5 月捷克

斯洛伐克兵团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 ,被迫滞留在俄

罗斯的华人几乎丧失了返回祖国的可能。据中华民

国外交部的资料 ,当时在俄 20 万华工中只有近 3 万

人得以撤离返乡 ,大批工人滞留在了俄罗斯。同时 ,

从德国战俘营幸存下来的华工陆续抵达俄国 ,使华

侨的数量不断增长。阿穆尔省 1919 年 12 月宣布建

立苏维埃政权。一部分华人加入了工人赤卫队和红

军。有学者统计 ,由中国人组建的部队不少于 3 个

团、5 个营及 7 个独立连 ,人数约 5 万多。其中“包其

三”、“任辅臣”、“李富清”等领导中国劳工组成的中

国军团参与了对白军的战斗 ,在苏联红军史上留下

了光辉一页。他们中很多人后来被派往远东地区 ,

组建营地 ,收容和训练从中国东北撤出的中国和朝

鲜的抗联战士 ,对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二战

末期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0 年 11 月远东共和国统一了远东各省。在

市场萎缩、企业破产和货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 ,远东

共和国政府采取了苏俄“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做

法 ,以保障政府机关、军队和城市居民的最低物质需

要 ,并在军队的协助下 ,向农民征收余粮。同时 ,宣

布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制和实物劳动报酬制 ———30 %

支付货币 ,70 %付给粮食。远东各省完全没有粮食

储备。中国商人拒绝接受贬值的纸币 ,关闭了店铺 ,

使远东地区的日常生活供应受到影响 ,也引起了俄

币的进一步贬值。在这种形势下 ,远东各省国民经

济委员会决定在省内对主要粮食和原料品种的采购

实行垄断。1922 年“政府将华商德发合等 18 家商

号 5 000 普特面粉、1. 5 万普特小麦全部充公”。[12 ]

华人的工厂、住宅被征用 ,同时被课以重税。“食物

劳酬”使华工生活彻底陷入绝境 ,特别是矿工。每年

冬季 ,西伯利亚一带所有矿山冻结 ,不能开采 ,停工

期达 5 个月。矿主垫付伙食费 ,供给每日黑面包 ,以

维系生命。天气转暖后 ,华工每月工资 60 卢布 (俄

工的一半) ,除食用外 ,其余都偿还冬日食餐费 ,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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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一无所获 ,想离开矿山也不可能。但此时 ,俄

方对华工的招募活动仍在进行。

五、苏联时期远东华人社会

1922 年 11 月 ,日本干涉军撤离远东 ,远东共和

国并入苏俄。远东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外国移

民中的无产者获得了和苏联无产阶级一样的权利。

考虑到外国移民 (主要是中国人和朝鲜人) 是远东人

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维埃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措

施 ,为外国移民融入远东主流社会创造了条件。

首先 ,在外国移民中推行扫盲教育。鼓励建立

华人社团及工会组织 ,允许创办华人报纸。但在当

时缺乏师资的条件下 ,根本没有能够教授中国人俄

语的教师。学生往往是只能读其音 ,不解其义。到

1929 年参加扫盲教育的 598 个中国人中 ,只有 116

个人完成了全部课程的学习 ,绝大多数华人还是

文盲。

其次 ,允许创办华文报刊 ,组织华人工会。《华

工醒时报》1922 年在赤塔创刊 ,由赤塔华工会主办 ,

向中国工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然而 ,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6 年 1 月 5

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会议决定 :必须“采取所有

可行的措施 ,禁止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苏维埃领

土”。会议认为 ,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流入是“严重的

危险”。从 20 年代末开始 ,苏联当局在试图从远东

边区迁出一部分朝鲜人的同时 ,对这里的华人开始

实行将其“挤压出边区的政策”。此时 ,阿穆尔省一

带金矿区仍然在向中国招募华工 ,据民国十七年七

月十日 (1928 年)“吉哈交涉员为俄方招募华工案的

呈文”记载 ,“俄属远东金矿局拟招募华工 800 -

1 000 人 ,工作一年给假一月。金矿工作比较艰苦 ,

俄以保护劳工为主义 , ⋯⋯各个工人应由俄方给其

往返川资 ,工资应准按月汇归 ,俾得养赡室家 , ⋯⋯

订立募工合同 ,如果办妥 ,将合同及工人名单并寄本

馆 ,以便监察履行 ⋯⋯”。

1928 年 ,在沙皇时代曾几次对乌苏里地区的中

国人做过考察 ,给沙俄政府提过建议并参与驱逐中

国人的阿尔谢尼耶夫 ,就远东地区的黄种人问题 ,给

苏共 (布)远东边区委员会递上了一份报告。报告中

提出 :“在当代 ,从经济建设上保卫边区要比武力抵

制重要得多 ;与中国东北和朝鲜毗邻的地区 ,要防止

中国和朝鲜的自由移居者 ;这些地区要住满来自西

伯利亚和苏联欧洲部分的移民 ⋯⋯”。苏联政府虽

然没有采纳阿尔谢尼耶夫“从经济建设上保卫边区”

的建议 ,但 30 年代初开始的“大清洗”运动 ,扩大至

社会的各个阶层后 ,加上中东铁路事件 (1939 年) 的

爆发 ,使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成为被清洗的对象。在

远东 ,苏联展开了大规模搜捕中国人的行动。根据

1926 年人口调查的资料 ,“革命风暴和内战结束以

后 ,有 10 万中国人继续留在苏联 ,其中大部分 (7 万

多) 集中在远东地区”。他们先后经历了 1931 -

1934 年的大规模的镇压 ,1937 - 1938 年的被驱逐出

境。据俄罗斯学者 Ларин. А. Г. 的统计 ,大约有

8 000人被强制迁出 ,1 万多人被捕。但可以确定的

是 :到 20 世纪 40 年代 ,远东地区已经没有中国人

了。对于远东地区众多的中国人 ,苏联当局是如何

具体决策和处置的 ,这个问题有待于苏联档案资料

的公布及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六、结语

回顾远东开发的历史 ,中国移民的社会活动涉

及的几乎都是经济领域 ,参与地方政务、参政议政的

华人极为稀少。他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的影响

和作用历史将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面对 21 世纪 ,劳动力不足仍然是束缚远东地区

发展的关键因素 ,大量的新移民已经走进远东 ,中俄

学者应深入、客观地挖掘这段历史留给中俄两国的

历史经验教训 ,超越前人 ,营造具有远东特色的移民

文化和人文环境。

注释 :

①俄亩 (лесятина) ,俄制地积单位 ,1 俄亩 ≈1. 09 公顷。

②普特 (пуд) ,俄国重量单位 1 普特 ≈16. 38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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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of Russia and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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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form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 he Far East of Russia in t he mid21890s can

reflect t he sit uations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ult ural environment in t hat area at t hat time. The research

into t 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n t he Far Eas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 heory and practice to

t he following st udies : how China and Russia have economically influenced each ot her ; what t 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 ries in t hat area includes ; how to develop t he Sino2Russian coopera2
tion in t he Far East in t 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 how to pop ularize an open and tolerant cult ure of immi2
gration ; how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ized and harmonious cult ural environment t here for t he people

worldwide.

Key words : develop ment of t he Far East of Russia ; overseas Chinese and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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