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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民族人口与分布格局1 
 

娜  拉2 

 

摘要：文章认为构成清末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是人口和民族。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因

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人口变动、分布状况无不影响着民族关系，原住民、难民、殖民、移民构成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民族空间分布格局。 

关键词：新疆  民族人口  分布 

 

一、 

 

对于新疆人口的统计最早见于清乾隆时修纂的《西域图志》，当时新疆总人口为 383750 人。

道光三十年（1850）全疆只有 734389 人
【1】，新疆建省后 人口大增。据宣统元年调查 新疆省

共有 412596 户，2017931 人。其中南疆人口达 180 万人，北疆不足 30 万。就整个新疆的户口统

计，北疆虽为全疆政治中心，但民户明显低于南疆。这种南北人口比例格局特点，从清代中后期

便已定型，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 

据各种资料显示，民国年间，新疆人口数量统计存在误差。有人认为 1916 年新疆总人口为

227.8 万人，到 1926 年则达到 268.1 万人 1916-1926 年 10 年间，人口增加了 40 余万人
【2】。据瑞

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提供的 1928 年新疆人口信息，“新疆总人口约为 3 053 000 人。其中乌兹别

克和维吾尔人 1 700 000，柯尔克孜和哈萨克人 300 000，汉人 300 000，东干 161000，蒙古人 230 

000。剩下的 300 000 人分别为塔塔尔、塔兰奇、塔吉克和刀郎人”
【3】。 

据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载，民国元年至民国 17 年间人口变动如下表
【4】： 

 

数据来源 户数 男女合计数 每户平均人数 性比例 

民国元年内务部统计表 461 961 2 097 763 4.54 112.8 

民国 8 年邮政局报告 - 2 519 579 - - 

民国 9 年邮政局报告 - 2 519 579 - - 

民国 14 年邮政局报告 - 2 688 305 - - 

民国 17 年内政部统计 530 910 2 551 741 4.81 124.3 

 

  曾问吾认为，民国以来，新疆人口最多的为维吾尔族，其次为蒙古族、哈萨克族，布鲁特又

次之，回、汉、满及其他各族又次之
【5】。这与斯文・赫定提供的民族人口比例有出入。如蒙古族

人口与汉族人口在斯文・赫定提供的资料中却是前者少于后者。笔者认为：“各族人口数目及全

省总人口数目均无确切调查”
【6】。这是形成数据多样化的原因。1936 年来自内政部统计，新疆总

人口为 436 万人
【7】。 

民国时期，整个国家处于自然灾害、军阀混战、内战、抗日的社会环境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新疆地区政局不稳定，苛政日甚、民族矛盾升级、生产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新疆民族人口的变

动。新疆在民国年间人口属连续增长型。不同年份人口总数的增长指数：设定 1912 年为 100，

则 1928 为 122.4，1936 年为 207.8
【8】。人口密度：1912 年为 1.27，1919 年为 1.53，1925 年为 1.63，

1928 为 1.96，1931 年 2.35；1936 年为 2.69（人/平方公里）
【9】。 

                                                        
1 本文刊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 年第 3 期. 
2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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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5 年，新疆召开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会议对新疆的民族划分和称谓作了具体规定，确

定新疆有 14 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兰奇、归化、锡伯、塔吉

克、乌兹别克、塔塔儿、索伦、满等。1949 年，新疆除以上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有 0.09 万人左

右，占总人口的 0.02%。 

维吾尔族。清代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南疆地区，其次是哈密和吐鲁番地区。北疆地区有一部

分塔兰奇人，即早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准噶尔贵族强迫一批南疆的维吾尔人到伊犁河上游屯垦。

塔兰奇为准噶尔语，意为“种田人”。乾隆时期，清政府根据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的提议，迁移

南疆维吾尔族去伊犁屯田。以后，由于伊犁河谷土地肥沃，粮食收成好，吸引志愿者前往。到

1768 年（乾隆三十三年），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达 6383 户。伊犁地区成为维吾尔族的又一聚居

区。随着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乌鲁木齐定居的维吾尔人不断增加，到清末有万人左右，从阜

康、玛纳斯等地也迁来不少维吾尔族。清末，全疆维吾尔族人口达 157 万，占全疆总人口的四分

之三。据 1944 年新疆省警务处的统计，维吾尔族达 2988528 人。以莎车、疏附、叶城为人数较

多。 

汉族。清代实行屯田政策以来，大批汉族人陆续由内地迁至新疆。18 世纪中期，屯田者中

大部分为绿营汉族官兵。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湖湘弟子遍天山南北。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又大力

重建经济、裁兵分屯、移民实边，使大量汉族移民新疆。清末民国时期，有不少汉族到新疆种田、

经商或为官。 

1929-1930 年，陕甘地区因发生饥荒，此两地大量饥民涌入新疆。1944 年底，从河南、河北、

山东等省迁移到新疆的难民共有 17300 余户，大都被安置在北疆各县。20 世纪 40 年代初，蒋介

石提出“预定十年内移足百万人口”到新疆。1944 年，计划从河南、陕西二省移民 2 万人，但

由于吴忠信的反对，实际移民仅数千人。年底，开往新疆运送移民的“垦民车”停止
【12】。汉族

主要集中于北疆地区，1944 年，据新疆省警务处的统计资料，人口 222401 人。北疆地区的汉族

人口的比重为 65.0%。1949 年，新疆汉族人口为 29.10 万人。以迪化、奇台、绥来（今玛纳斯）

三县市人数较多。 

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塔城、阿尔泰、伊犁、乌苏、焉耆等牧区。其主要来源有三。一为厄鲁

特人。乾隆时期，北疆准噶尔部在战争及疫祸之后，劫余尚存 4.4 万余人。清政府把准噶尔余众

及从内地遣回的厄鲁特兵丁组建为“厄鲁特营”，隶于伊犁将军，驻守伊犁、塔城一带，巡察边

防。民国时期，退伍为民。民国 6 年，厄鲁特营有人口 25889 人。二为察哈尔蒙古。1762、1763

年，清政府分两次调防张家口外察哈尔蒙古营兵到新疆，小部分留乌鲁木齐，大部分至伊犁组成

察哈尔营，设一领队大臣统领驻防伊犁、博尔塔拉等地。民国时期，退伍为民。三为东归的土尔

扈特与和硕特蒙古以及民国初年从外蒙古迁至吉尔萨尔的土尔扈特人。 

察哈尔营于乾隆年间初迁来时，人口约 5000 左右。至嘉庆年间（1796-1820 年），察哈尔营

人口达 1.14 万
【13】。同治年间，由于受兵变及沙俄、阿古柏入侵的影响，察哈尔营人口下降，同

治十年（1882 年），察哈尔两翼有“大小人口九千零二名”
【14】。至民国年间，察哈尔人口未有大

的增长。民国 27 年，裁撤察哈尔营制，纳入民政管理。宣统三年，有 300 户察哈尔人越库克他

乌边界迁往外蒙。谢彬在《新疆游记》中提到民国 6 年（1917 年），察哈尔营有人口 16023 人。 

据 1944 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全疆蒙古族人口 59686 人。以和丰、和靖、昭苏人数较多。 

哈萨克族。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因战乱、自然灾害而长期处于流浪迁徙，即驻牧地不断变化

的状态中。1884 年，阿勒泰地区 1000 余户哈萨克族迁往科布多。以后有不少人迁往今昌吉、乌

鲁木齐、巴里坤等地。1914 年，中俄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在 1912 年 7 月之前迁入中国境内的哈

萨克人一律取消俄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1916 年，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反抗俄国政府征兵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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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大量难民逃入中国境内。在乌什、塔城一带，逃入的哈萨克难民有六七万人，伊犁一带逃

入的哈萨克难民达 16 万人。1918 年，难民相继返俄，而留牧新疆者为数亦多。1936-1939 年，

盛世才政府对哈萨克族实行苛政，使大批哈萨克牧民向东迁至甘肃和青海一带。约有 3000 多户、

20000 名哈萨克人东迁甘肃和青海寻找新牧地，分别居住于甘肃的张掖、酒泉、敦煌和青海的柴

达木盆地。由于与当地居民发生草场纠纷问题，经新疆、甘肃两省政府协商，从 1947-1948 年，

共有 6500 多名哈萨克人被遣返新疆，被安置在镇西、伊吾、木垒、奇台等地。 

由于不断的迁徙，民国时期，新疆境内哈萨克族人口及分布态势处于变动之中。1926 年，

全疆哈萨克有毡帐 4 万顶，人口约 20 多万，而 1928 年，据国民经济讨论处统计，为 43.7 万人，

占全疆人口的 12.5%
【15】。1933 年，据内政部统计，为 47.7 万人

【16】。增长率为 9.15%，平均年增

长率为 1.83%。1944 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的数字为 438575 人
【17】。增长率为负 8.06%。1949

年为 443655 人。以额敏、特克、巩哈等地人数为较多。就全新疆省来看，哈萨克族以北疆地区

为主要聚居地，且分布地域广。 

柯尔克孜族。民国初期，新疆布鲁特回部，“以喀什为总汇。散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蒲

犁、叶城、乌什诸边境”
【18】。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势力后，柯尔克孜“地界安集延、喀什噶尔之间，

地广人众”，“杂处于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之深山密林中，安居游牧”
【19】。1916 年，中亚地

区柯尔克孜人反抗俄国政府征兵，15 万人逃至中国境内的伊犁、乌什、阿克苏、伽师、喀什等

地。由于民国时期新疆以民族成分为单位的人口统计资料较少，1944 年，倪超著《新疆之水利》，

首次见按民族成分对新疆地区人口进行统计的资料。所以，我们多以地区来大约估算。1935 年，

柯尔克孜族主要居住地乌洽县有柯尔克孜族 2619 人，占全县人口的 96.28%。1949 年 乌洽县共

有人口 10920 人，其中柯尔克孜族人口统计缺，约占 95%以上。1944 年，阿合奇设县后首次公

布全县人口数，总人口 10980，其中柯尔克孜族 10863 人，占全县总人口 98.6%。1949 年，阿合

奇全县有人口 11288 人，其中柯尔克孜族 10827 人，占 95.9%。阿图什县最早有人口记载的是 1943

年，当时全县有 9301 户，46786 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最多，为 46689 人。而柯尔克孜族仅有

63 人，其他民族 34 人。此后，人口逐年增加，到 1949 年，全县有 12739 户，68075 人。其中维

吾尔 60383 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 88.7%，柯尔克孜族 7437 人，占 10.9%，汉族 128 人，占 0.19%，

其他民族 127 人。总之，民国 38 年，今新疆克孜勒苏州境内柯尔克孜族人口大约在 4 万人左右
【20】。

1949 年，新疆有柯尔克孜族 66145 人
【21】。1944 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人口为 65923 人。以乌

恰、英吉沙、阿合奇为人数较多。 

回族。又称汉回、回回、东干。民国时期，“散居于哈密、镇西、古城、孚远、阜康、迪化、

昌吉、绥来、乌苏、伊犁、塔城、阿山、吐鲁番、鄯善、乌什等地，多务农，亦有经商者”
【22】。

早在元代 新疆就有回族居住。而回族大量迁移到新疆，是从清朝实行屯田实边开始的，户屯、

兵屯、遣屯与回族移民有关。据《钦定回疆图志》所载，新疆各处屯垦士兵多从陕、甘回族聚居

地调来，回族多有从军者。在户屯中，从甘肃、青海一带迁往新疆的农民中，回族也占有一定数

量。在遣屯中，有内地参加反清起义被流放到新疆的回民。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河州王

伏林一案中牵连到的亲属等
【23】。清代陕甘回民大起义失败后，回族从这些地方大规模西迁新疆。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前后，苏四十三起义失败，河州、关川一带回族迁至新疆阜康一带。

同治年间，跟随白彦虎西走新疆的陕西回民很多。其中以乌鲁木齐、吉木萨尔、米泉、玛纳斯、

焉耆最多。清收复新疆，也曾带来大批回族士兵，其中“旌善五旗”由陕西回族组成。光绪二十

一年（1896 年），河湟回民起义失败后，部分回民随刘西西迁至新疆，有数千人迁徙于今尉犁、

若羌一带。清末民国时期，甘肃等地有大量回族陆续自行迁移到新疆。《新疆图志》载：“近年关

内粮食 回民由甘肃领票迁徙西来。据哈密营卡所报，每月或三四百人、一二百人，络绎不绝于

途。”
【24】据民国 17 年（1928 年）国民政府经济讨论处统计，新疆回族人口为 52.5 万人，占全疆

300 万人口的 15%。1928 年，甘肃固原地区发生大地震，以及多年来发生在甘、宁、青地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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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派之争，使大批回族人迁至新疆谋生。20 世纪 30 年代,跟随军阀马仲英入疆的回民兵败后退

入南疆和田地区驻守，因而，当时有一部分回族留在南疆。1944 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回族

人数为 99607 人。以迪化市、乾德（今米泉）、伊宁等地人数为较多。 

满族、锡伯、达斡尔（或称索伦）。新疆的满族、锡伯、达斡尔族是清朝实行屯垦戍边政策

中移驻北疆的八旗官兵和驻防八旗官兵及眷属的后代。“居伊犁、塔城、古城或业农或游牧，民

国以来，化兵为民。”
【25】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1764-1774 年），清政府先后从黑龙江、热河

等地调集八旗兵丁驻扎于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奇台、吐鲁番等地。其中，满人居住之

地大多建有满城。 

近代以来，作为新疆统治民族的满族由于反清农民起义、战争、民族仇杀，造成人口有所下

降。1864 年，在全疆性的农民起义运动中，使新疆各地的很多满族官兵及其家眷遭到杀戮。新

疆建省后，新疆的满族主要集中于奇台与伊犁两地，仅有 4000 多人。1891 年，奇台满城内发生

瘟疫，死亡近千人。民国时期，因民族歧视，造成许多满族人隐瞒本民族成分，因而到建国时，

人口统计仅有 1000 多人。 

达斡尔族原在伊犁地区驻防，因沙俄侵略 被迫移居到塔城地区。《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签订后，霍尔果斯河以西被沙俄割占，索伦营军民流落到俄国境内。1868 年，达斡尔、锡伯等

族军民回国，被安置在塔城地区。1883 年，锡伯族大部分迁到新收复的伊犁霍城地区。1903 年，

部分锡伯族到巩留定居。1944 年，据新疆警务处统计，满族人口为 762 人，以伊宁、奇台、绥

定（今霍城的一部分）为人数较多。锡伯族人口为 10624，以宁西（今察布查尔）为人数最多，

其次在巩留、绥定等地。达斡尔族人口为 2508 人，以塔城、霍尔果斯为人数最多，其次在伊宁。 

塔吉克。自古生活在葱岭——帕米尔广大地区。公元前)世纪时，分为无雷、蒲犁、西夜等

国。“古代塔吉克地区曾是东西方许多民族活动过的地区，塔吉克族实际上是留居于此地的上述

许多族，经过长期共同生活，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
【26】17 世纪初，在色勒库尔（今塔什

库尔干）已聚居着相当数量的塔吉克人。从 17 世纪后期起，帕米尔高原西部什克南和瓦罕等地

的一些塔吉克人，陆续东迁色勒库尔，逐渐与当地土著的塔吉克人融为一体，成为我国塔吉克族

的组成部分
【27】。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塔什库尔干的一部分塔吉克人陆续迁往莎车、泽普、

叶城等地。塔吉克人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1944 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人口为 8210 人，以

蒲犁为最多，其次在泽普、莎车。 

塔塔尔族或称鞑靼人，也有他族称之“老尕夷”，有歧视之意。民国时期散居于迪化、伊犁、

塔城一带，“多以经营为业”
【28】。19 世纪，随着沙俄对中亚草原的扩张，许多塔塔尔人经过西伯

利亚、哈萨克大草原来到新疆北部，也有一些塔塔尔人经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南部。19 世

纪 20-30 年代，塔塔尔族陆续从喀山、斜米列契（七河地区）、斋桑等地迁入我国。近代，大批

俄商进入我国境内经商，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喀山等地的塔塔尔商人。以后又有从事各种职业，如

教育、宗教等职业，的人迁居新疆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清末民初，到新疆经商的塔塔尔

人不断增加。20 世纪 30-40 年代统计，新疆塔塔尔族约有 4600 余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又有不少塔塔尔族进入新疆，包括逃避兵役的人及商人。1944 年，新疆省警

务处统计，人口为 5610 人。以塔城、伊犁为人数最多，其次在迪化市。 

俄罗斯族。民国时期，俄罗斯族大多居住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有的地方形成了俄罗

斯族居住的村庄。如伊宁县的托格拉克，特克斯县的卡喀达拉，新源县的阿热勒托别，尼勒克县

的乌拉斯台，巩留县的莫乎尔，霍城县的大西沟、芦草沟，希尔津县的江莫河、冲户、海流滩，

额敏县乌什水乡，塔城市的克孜别克乡和伊宁市的艾林巴克等。1944 年，新疆省警务处统计，

人口 19392 人，以伊宁、塔城为人数最多。 

此外，清末民国时期，在新疆境内还居住着“苏俄属之浩罕人、安集延人、阿富汗人，英属

之印度人，西洋使教士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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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明清史籍中，把乌孜别克人称之为撒马尔罕人、浩罕人、安集延人或布哈拉人。乌孜

别克人自 18 世纪中期开始，在喀什噶尔、阿克苏、吐鲁番、伊宁等地居住，主要从事商业，主

要与新疆和浩罕国商业贸易活动有关。道光八年（1828 年），清政府对居住在南疆的浩罕乌孜别

克人进行调查表明，喀什噶尔有 607 户，叶尔羌有 754 户，阿克苏有 473 户，和田有 229 户，乌

什有 82 户，英吉沙有 77 户，库车有 25 户，合计 2247 户
【30】。阿古伯入侵新疆时率领许多乌孜

别克人，以后沙俄灭浩罕国，又有 7000 多乌孜别克人迁至新疆。清军收复新疆后，乌孜别克人

散居天山南北，主要集中在喀什、莎车、乌鲁木齐和塔城等地。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的乌孜别克

人数约有 8000 人。 

由上可见，构成清末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是人口和民族。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因

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人口变动、分布状况无不影响着民族关系，原住民、难民、殖民、移民构成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民族空间分布格局。 

 

参考书目： 

【1】赵文林，1988，《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6 页。  

【2】殷晴，1992，《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上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376 页。 

【3】（瑞典）斯文・赫定著，1992，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280 页。 

【4】【5】【6】【22】【25】【28】曾问吾，1935，《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626，625，625，642，

642，642 页。 

【7】许崇灏，1947，《新疆志略》，正中书局，第 80 页。 

【8】【9】袁永熙主编，1991，《中国人口・总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66，76 页。 

【10】【15】孙翰文，1985，“新疆民族鸟瞰”，《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新疆分册），兰州：甘肃图书馆，第 525 页。 

【12】朱绍良，“吴忠信致蒋介石”（1944-12-6），（吴忠信）《主新日记》（1944-12-5） 

【13】《新疆识略》卷 4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十年十月癸未条） 

【16】陈志良，1934，“)新疆各族之研究”，《开发西北》第 2 卷第 6 期 

【17】“新疆省各县市局宗教人口统计表”，《新甘肃》第 1 卷第 2 期（1947） 

【18】谢彬著，1990，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135 页。 

【19】《柯尔克孜族简史》，1986，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92 页。 

【20】万雪玉、曹盟，2003，“中国柯尔克孜族人口变迁、分布及特点”，《西北人口》2003 年第 4 期 

【21】纪大椿，1980，《清末以来新疆地区的人口概况》，《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1 年 5 月（15 期）。 

【23】《清高宗实录》（卷 1046） 

【24】《新疆图志》（奏议 14）《抚循回众扼防边境折》 

【26】杨建新，2003，《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第 548 页。 

【27】王钟翰，1994，《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881 页。 

【30】（日）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983，《18-19 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44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