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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国后汉族移民大规模涌入新疆，移民职业种类较全，包括农民、工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等各

类人员，这为新疆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人才，有力推动了新疆经济文化建设，使新疆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

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教育的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族文化和多元文化。汉

族移民对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维护新疆稳定、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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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称西域，自汉代起就已有汉族迁入，在以后的几

千年的政权更替中，汉族移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迁入此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位于西北边境的新疆由于其重要

的战略地位、广阔的土地面积、极大的拓荒潜力，成为解放

后我国屯垦、开荒、移民的重要地区。复转军人、转业部队、
支边青年、知识分子、国家干部、技术工人、各省农民、学生、
甚至是右派分子构成了迁入新疆汉族移民的主体，但是他

们大都是受到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政策影响的计划型移

民，有些人口学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自发性的移民规模甚

至大于计划型移民，但是由于当时统计资料的缺乏和各方

面条件的限制，无法对其做出具体的统计和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计划移民的例子便少了。省际之

间的移民大多是自发性的移民，主要是发展型移民和开拓

型移民，发展型移民即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为追求物质精

神发展，比如求学、做官、经商，或者追求真理或个人幸福。
开拓型移民则是以技术性人口为数的新型移民，科技型人

才除了包括教授、工程师、科研及管理人才以外，还包括技

术工人、能工巧匠和手工艺者。这期间，除了省际间移民，

还有新疆本地人口的内部流动，即省内人口迁移，成为这

一时期新疆汉族移民的第二种形式。
新疆自解放后迁入的大批移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杂居共处，共同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

播和民族的融合，产生了政治认同心理和独具新疆特色的

多元文化，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对维护祖国统一和巩固边疆稳定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新疆汉族移民对新疆的历史作用大致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屯垦戍边，维护了新疆的稳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国唯一的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

组织，也是中国最大的农工商经济联合体，他的前身是新疆

生产部队。生产建设兵团主要从事农业屯垦，农垦范围大体

与部队驻防地一致。1952 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

超过 27 万人[1]。1978 年 2 月国家再次调整政策，兵团人口

达到 2119835 万人，改革开放后，有一部分兵团人口回迁内

地，但总体人口仍然维持在 240 万人左右[2]。兵团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为新疆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自己重大的贡献。
解放军进疆初期，新疆社会局势混乱，叛乱迭起。当时

屯垦戍边的紧要任务是剿匪平叛，建立各级党组织和人民

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此，进疆初期，第一兵团指挥机

关对下属二、六两军和五军的部署，以及原国民党新疆驻

军起义部队做了如下安排：二军进驻南疆，六军进驻北疆，

两军党委同时兼南北疆区党委，五军仍驻原地，军党委兼

伊犁区党委；原国民党新疆驻军起义部队皆驻留原地，准

备接受解放军的全面整编。
至 50 年代末，兵团的布局大体上形成“两个圈”的格

局，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和沿准格尔戈壁周缘。在这

两个战略圈内，依据政治、军事等诸多要素，进行兵力部署

和垦区划分，将二、六军主力分布于各个战略要地。其中，

农一师主力大部驻阿克苏，就是从维护南疆地区稳定的角

度出发考虑决定的；农二师主力一部驻焉耆，扼守天山南

北咽喉要道，控制南北疆交通枢纽；农四师主力驻伊犁，坚

守新疆西北门户，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保持强大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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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五师主力大部驻新疆东大门哈密，虽然面临缺乏必要水

源、土地盐碱等生活、生产困难，但必须坚守进疆大门，确

保新疆与内地联系的畅通；农六师主力驻五家渠，兼乌鲁

木齐市警备力量，担负保卫兵团司令部、自治区党委和人

民政府、新疆军区等要害机关所在地的重要任务；农七师、
农八师各部沿马纳斯河流域一线展开，保障乌鲁木齐至伊

宁一线战略通道的畅通。[3]

进入 70 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新疆各项工作均遭到

严重破坏。兵团建制也被撤销，农牧团场和工矿企业交由

地方进行管理，极大地削弱了新疆经济建设的力量。同时，

也为日后新疆社会局势的稳定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所幸的是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动乱终于结束。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稳定边

疆、建设边疆的战略高度，肯定了兵团在新疆地区无以替

代的重要历史作用，使兵团建制很快的得到了恢复，并在

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壮大，重新担

负起了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
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在国际恐怖主义蔓延泛

滥的背景下，“东突”的恐怖主义倾向加重，成为中国恐怖

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集大成者，构成了对中国国

家统一和西北地区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从 1990 年至今，

恐怖势力在新疆制造了几百起恐怖事件，造成数百人的伤

亡。在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外勾结，国际恐怖主义活

动猖獗的形势下，在兵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新疆军区

和兵团军事部的直接指挥下，兵团现已成为维护新疆地区

社会局势稳定、保卫中国西北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在打

击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方面发挥

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二、促进了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

解放前，新疆经济十分落后，加之国民党政府的长期

压榨和战争破坏，百业凋零，物资奇缺，广大农村更是贫困

异常。据统计，解放前夕，平均每三户农民才有一头耕牛，

九户农民才有一辆木轮车，二户农民才有一把锄头。1949
年全疆粮食人均占有量不到二百公斤，农民出去地租、口
粮、种子外，所剩无几，条件极为困难[3]。

兵团成立后，迅速摆开了大规模屯垦的新战场，战士

们风餐露宿，开渠引水，垦荒造田，兴修水利，建设了如石

河子、奎屯、五家渠、阿拉尔、北屯等著名的绿洲。为了在新

疆建立现代工业，摆脱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战士们节衣

缩食，同时从粮食、菜金、杂支、办公费用等扣出一部分来

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建设道路。用仅仅三年的时间，建成

了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厂、苇湖发电厂、六道湾煤矿、七
一棉纺厂等一大批现代化工矿企业，开创了新疆现代工业

的先河，为新疆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前的一部分计划性移民奠定了新疆工业

的基础，而改革开放后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引进，则促进了

新疆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新疆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

资源储量相当丰富，西气东输工程的建成，大型煤炭集团

在新疆的开发及各类新兴工业的建设，使得新疆充分发挥

了其能源优势，成为重要的能源基地。同时能源的利用开

发和工业项目的建设，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了本

地的财政税收，进一步提高了本地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

生活水平。
三、建立了现代的教育体系

解放前，新疆教育十分落后，全疆仅有一所高等院校，

学生 379 人，中专 11 所，学生 1975 人，中学 9 所，学生

2925 人，小学 1355 所，学生 197850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只

有 19.8%，文盲占人口的 90%以上，教育基础十分薄弱[4]。
建国后，国家从内地迁入大量科级干部，并招收了一

批大中专毕业生，八一农学院和新疆医学院、石河子大学

等一批高等学校都是这个时候创建的，“十年动乱”期间，

1000 多万青少年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或分配到建设兵

团国营农场，数百万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参加

劳动。各类知识分子移入新疆，给新疆带来了优秀的教师

资源，弥补了新疆人才短缺的困境，有利于新疆整体的科

教水平的提高，为以后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如此多的

科技知识人才促进了这一时期新疆科技事业的发展。截止

2007 年底，新疆共有各类学校 8306 所，在校学生 444.4 万

人，全疆每万人口拥有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中专在

校生分别为 106 人、31 人、69 人，全疆人均受教育的年限

已达 8 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5]。
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族文化

移民具有浓厚原籍色彩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

加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
不同于内地诸省区汉族的并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文化，这

种地方文化以建国前数百年间迁移入新疆的汉族文化为基

础，以建国后几十年间进疆的汉族及其后代为主要载体，以

中国北方汉族人的语言和习惯为基本形式。同时，因迁移时

间的早晚、地域的分离以及行政组织的分割，又有兵团汉族

与地方汉族、老新疆人与新新疆人等亚文化之别。
1.语言的方言化

新疆汉语方言共分三片：在甘肃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兰

银官语新疆片；在陕西方言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官话南疆

片；在普通话基础上形成的北京官语片。
解放后，汉族大批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各民族在杂居

过程中，最先解决的就是如何沟通的问题，正是这种需要使

得南疆大部分汉族即会说维语，同时又掌握了普通话、家乡

话、甚至新疆话，少数民族也会说汉语。运用共同的语言，增

加了汉维等民族之间的互信和交流，加强了不同群体之间

的亲和力，加速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并在当地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如巴里坤、哈密、昌吉东三县等地现

在仍然流行的新疆土话。而且新疆方言无论是词汇还是语

法方面，都明显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特

征就是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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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饮食的地方化

受新疆的自然环境的限制与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的影

响，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以少数民族的影响，移入新疆的汉

族在保留其自己饮食习惯的同时借鉴了少数民族的饮食

方式并影响了老一代的新疆汉族居民的饮食习惯，这对于

促进新疆地区人民生活习惯的进步，形成良好的饮食习

俗，促进饮食行业的发展都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3.双重的地区观念

新疆的汉族人都可以清楚地追溯自己的原籍，老乡土

挂念形成的老乡关系和新地缘观念形成的新邻里关系相

结合，发展成双重的地区观念。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定居

的第一代汉族人乡土意识较浓，常常省吃俭用，为的是回

故乡探亲访友，祭奠祖先，保持与家乡的联系。同时，他们

的家也成了故乡的亲朋好友来疆投奔的据点。这加强了新

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人口的迁移和信息的流动与分

享，增加更多内地与新疆互相了解的窗口。
4.多面的性格特征

受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风俗

的熏陶，新疆汉族人对异文化宽容大度，远离家乡和亲人，

与相邻、同事的亲密交往，培养了他们热情、友好、真诚的

待人方式。新疆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大面积的灌溉的

农业生产，练就了他们的勤劳与坚韧的品质，但是新疆的

偏僻、封闭又使新疆汉族中不可避免的带有保守性。但另

一方面，迁移者的血脉中又无不流淌着冒险的精神，所以

也不乏豪迈的拓荒立业的强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
争的日趋激烈、新疆与内地及国外的联系频繁，人们的大

胆创新精神也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并为新疆的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五、缓解了内地的人口和资源压力并加强了新疆与内

地的联系

迁移到新疆的移民，大多数来自于内地地少人多的省

份，如河南、四川、江苏等地，多是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但是

人口增长很快，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地区。解放初的新疆地

广人稀，有很多待开发的土地资源，是移民的理想之地。移

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和人口分布不平衡的

状况。由于新疆地理位置偏僻，再加上交通不便，使得这里

的商业门类、产品丰富程度都落后于内地，内地很多人看到

了新疆的商机，通过贸易架起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加速了

这里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得新疆重新发挥了联通亚欧大

陆桥的枢纽作用。移入新疆的汉族人口有一部分返迁回原

籍，但是与新疆保持着联系，永久定居于新疆的人口也有亲

戚在内地，使得内地增加了对于新疆的了解。
移民对于新疆的社会发展不仅有积极地作用，也有一

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新疆虽然地

域辽阔，但是地形类型复杂，可耕地资源不足，尤其是水资

源缺乏，土地承载能力十分有限，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从

新疆人口密度的动态变化过程来看，人口密度明显增加，

全疆平均人口密度由 1949 年的每平方千米 2.64 人增加到

2005 年的每平方千米 12.23 人。人口的分布范围随着总人

口的增加已经大大扩展了[6]。人口的规模迁入使得人口的

分布范围逐渐由盆地的山前冲击扇缘地带的天然绿洲地

带，向盆地中心或大河下游移动，在原来的自然荒漠地带

建立了许多新绿洲，并继续向荒漠扩展。这些地区往往是

生态环境非常容易出现逆转的地区，人口的这种分布与扩

大，有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及环境退化的可能性。
虽然移民的到来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总的来

说，新疆人口移民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

向上的。新疆自解放后迁入的大批移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

上杂居共处，共同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促进了先进文化的

传播和民族的融合，产生了政治认同心理和独具新疆特色

的多元文化，促使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从而大大提高了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祖国统一和巩固边疆稳定起到

了十分要的作用，所有这些对于新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显然

具有重要意义。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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