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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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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俊

内容提要: 喇斯库穆河谷位于叶尔羌河上游、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战略地位重要，

是中国固有领土。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吞并清朝藩属坎巨提后，为了防堵俄国南下印度的通道，鼓

动坎巨提向清政府索取喇斯库穆的主权。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力阻止英国通过坎巨提对喇斯

库穆进行渗透，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中国方面，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

喇斯库穆的主权，并就此与英、俄展开了艰难的斗争，最终维护了我国对喇斯库穆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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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朝最后一个藩属国坎巨提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其中一些具

体问题如喇斯库穆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如纪宗安、李强主要运用汉文资料，对英国吞并坎巨

提的过程、清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坎巨提中英 “两属”局面的形成，进行了详细完整的论述，

时间下限止于 1892 年，没有提及喇斯库穆问题; ① 毛梦兰、樊明方更多运用英文资料，论述了

坎巨提问题的产生以及清政府的相关交涉，涉及到了喇斯库穆问题，但未详细展开; ② 樊明方、

王薇以及许建英、陈柱进一步挖掘了中英文史料，对于英国侵占坎巨提以及中英交涉的过程、结

果等进行了充分论述，厘清了许多具体问题，但时间下限均为 1892 年，都没有涉及喇斯库穆问

题; ③ 李强、纪宗安运用了大量英文原始档案，首次对于喇斯库穆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但论述仍然比较碎片化，而且对于从中国维护主权的角度论述不够; ④ 许建英以清代、民国、当

代作为分期，将我国学术界对于坎巨提问题的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⑤ 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国喇斯库穆问题的由来、演变，特别是中国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过程进

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以期推动坎巨提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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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对我国喇斯库穆的觊觎

英国对于中国领土喇斯库穆的觊觎，是随着其侵吞清朝藩属坎巨提开始的。坎巨提又被称为

“罕萨”“洪扎”“棍杂”“乾竺特”“谦珠特”“喀楚特”等，是位于克什米尔东北部的一个山地

城邦。自 1761 年起，坎巨提每年向清朝进贡沙金一次，其首领接受清朝的官职和封赏，为清朝

的藩属国。1891 年 12 月，英国出兵占领坎巨提，将其纳入英属印度统治之下。坎巨提艾米尔沙

弗达尔·阿里率部众逃亡塔什库尔干，向清朝寻求避难。清政府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并与之进

行交涉。1892 年，经过中英双方谈判，清政府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坎巨提的 “宗主权”并对坎巨

提艾米尔进行册封，坎巨提仍然每年向清朝进贡沙金一次，同时，英国也将坎巨提作为其 “保

护国”，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种“双属”体制是当时中英双方妥协的产物，虽然暂时缓和

了双方矛盾，但也为日后英国继续侵夺包括喇斯库穆在内的我国领土埋下了祸根。

喇斯库穆，又译作“热斯卡木”，位于现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我国的喇斯库

穆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是叶尔羌河上游主要支流，喇斯库穆河谷夹在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

间，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水源充足，可耕可牧。喇斯库穆北邻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西经星峡山口

过喀喇昆仑山可至坎巨提，南与著名的喀喇昆仑走廊相连接，不仅是当地牧民迁徙转场的重要通

道，也是从新疆南部通往克什米尔以及印度的关键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喇斯库穆是我国固有领土，一直归清朝叶尔羌地方管辖。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英国人并

未注意到喇斯库穆，然而，随着坎巨提逐步被英国吞并，喇斯库穆开始进入英国人的视野。1889

年，当时的印度政府派出以荣赫鹏为首的考察队，对帕米尔到坎巨提的道路情况进行考察。在这

次考察中，荣赫鹏发现位于叶尔羌河上游的喇斯库穆河谷非常肥沃，适合军队驻扎。他们还与俄

国格罗姆切夫斯基的考察队不期而遇。① 这是英国人首次注意到喇斯库穆并发现它的价值。然

而，当时英国人关注的还主要是坎巨提与帕米尔，对于喇斯库穆还无暇顾及。
1892 年，英国正式侵吞了坎巨提。1895 年，英、俄又通过私分帕米尔协议，将萨雷阔勒岭

以西的帕米尔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划归俄国，南部的瓦罕地区划归阿富汗。然而，由于这个协

议并不涉及萨雷阔勒岭以东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归属问题，所以，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俄国

人仍有继续向东占领色勒库尔以及整个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然后往南通过喇斯库穆河谷迂回进入

坎巨提，从而打通另外一条通往印度道路的可能。所以，要使英国势力尽可能地渗透进这一地

区，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为了避免引发与俄国以及清政府的激烈对抗，由英国直接出面

占有这一地区是“不适宜的”，相反，当时已经成为英国保护国的坎巨提则具有某种 “优势”。

首先，坎巨提是个小国，其行动不易引起注意，更具隐蔽性，其次，坎巨提还是清朝名义上的

“藩属国”，对于它的扩张，清政府出于宗主国的“颜面”往往会姑息纵容，更容易达到目标。

英国人的这种阴谋与坎巨提人的野心不谋而合。坎巨提是个山邦，境内人口稠密，土地贫

瘠，各种物产比较匮乏，一直以来以劫掠为生。1891 年英国出兵坎巨提以后，坎巨提人被迫停

止了劫掠活动，经济陷入 “危机”。而邻近的中国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以及喇斯库穆等地比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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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因此，坎巨提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领土扩张上。1895 年以后，坎巨提艾米尔即开

始宣称，整个塔克敦巴什以及喇斯库穆都属于 “坎巨提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 最初，坎巨

提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喇斯库穆河谷，而是塔克敦巴什帕米尔。早在 1891 年后，坎巨提就以收取

“保护费”为名，向当地的中国柯尔克孜和塔吉克牧民 “征税”，清政府得知后立即向英国方面

提出抗议，明确表明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属于中国。英国确定清政府不会放弃对塔克敦巴什帕米尔

的主权后，为了防止坎巨提人被清政府武力驱逐的窘境，让坎巨提终止了越界征税行为。② 至

此，距离坎巨提更近而且更加肥沃的喇斯库穆河谷，便成为英国与坎巨提觊觎的主要目标。

二 清朝政府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

喇斯库穆一直都是我国柯尔克孜人的游牧地，而且地处商道，原本居民较多，但因坎巨提人

不断劫掠，商旅逐渐断绝，柯尔克孜人也大量外迁，人口日益稀少。③ 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坎巨提

人的侵占野心。1897 年春，坎巨提艾米尔派一队人马闯入喇斯库穆 “垦荒”，后留两人看管农

田，其余人返回坎巨提，准备明年再来。八九月间，清朝莎车官员前往喇斯库穆巡视，发现了这

二人并将其拘捕，同时通知坎巨提艾米尔，严厉禁止坎巨提人进入喇斯库穆。④ 为此，当年 11

月，坎巨提艾米尔派两名使者来到喀什噶尔，向道尹黄光达解释其进占喇斯库穆的 “原因”，声

称希望获得喇斯库穆的所有权，进行垦荒移民来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口。黄光达就此征询莎车知州

的意见，莎车知州明确禁止。于是，黄光达将这一情况上报了新疆巡抚饶应祺。12 月，饶应祺

对此回复称: 如果坎巨提人愿意向清政府纳税，则可以在喇斯库穆定居。⑤

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对喇斯库穆问题十分 “热心”。他认为，英国应该支持坎

巨提人对喇斯库穆的蚕食，因为从战略上讲，俄国的边界定位在兴都库什山的分水岭是不 “安

全”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喇斯库穆成为英国所属的一部分，军队不设防，但至少在和平

时期能阻止科里克、明铁盖和欣夏尔山口 ( 星峡山口) 山脚的俄国哨兵。 “一旦机会成熟的时

候，派遣一些军队去占领这个地带的部分区域，然后宣称我们首先占有者的合法权益，以对抗俄

国人，机会的成熟依赖于喀什噶利亚局势的发展和俄国人占领该地的紧迫性”，英国对此态度如此

积极，在坎巨提应该有一个肩负秘密使命的英国官员针对俄国人前进的迹象，立马采取行动。⑥

俄国人对于坎巨提人进入喇斯库穆一事也极为关注。据说，当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

斯基得知坎巨提派人来向道尹黄光达交涉喇斯库穆的消息后，就认为喇斯库穆河谷不久就会被印

度吞并。⑦ 为此，彼得罗夫斯基就此致信巡抚饶应祺，强烈反对坎巨提人进入喇斯库穆，称 “允

许附属英国的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拥有垦荒权只会引发更多的不安定因素，虽然中国并没有把这

块土地割给坎巨提，但坎巨提的艾米尔不久以后就会把喇斯库穆看成自己的领地，由于艾米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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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印度政府的行政管辖，结果就是英国边界前进到喀喇昆仑山以北，”① 也就是说，在俄国人看

来，清政府将喇斯库穆租给坎巨提会打破英俄在帕米尔已经达成的相对平衡，如果坎巨提窃取喇

斯库穆成为事实，它将“不得不”通过领土扩张来形成新的平衡，其前进方向就是塔克墩巴什

帕米尔以及塔什库尔干地区。
此后，俄国利用一切手段，来阻止坎巨提获得喇斯库穆的租种权。由于之前饶应祺允许坎巨

提人在交租金的情况下，可以租种喇斯库穆的土地。因此，1898 年，坎巨提艾米尔派人到喀什

噶尔，与黄光达商谈租种喇斯库穆河谷。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得知此事后，立即威胁黄光达，

声称如果喇斯库穆归坎巨提所有，那么俄国将索取其他地区作为所谓 “补偿”。黄光达不得不采

取折衷办法，命令莎车官员只将喇斯库穆的一小部分土地租给坎巨提人耕种。② 坎巨提又与饶应

祺反复交涉，要求取得喇斯库穆全部土地的租种权。1899 年黄光达最终按照饶应祺的指示，将

喇斯库穆全部交给坎巨提人租种，前提是每年必须交 12 两白银的租金，以证明中国拥有该地的

主权。俄国对此极为不满，当时俄国驻扎在帕米尔穆尔加布的指挥官就曾扬言，“如果喇斯库穆

交给坎巨提人租种，那么俄军就将进攻塔什库尔干的塔加尔玛 ( 今塔什库尔干塔合曼) ”。与此

同时，俄国还通过其驻北京的外交公使向清政府发出威胁: “针对中国就喇斯库穆问题的解决办

法，俄军将采取报复行动，就是占领塔加尔玛和靠近伊尔克什塘的一个村庄”。为此，清政府不

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3 月，当获悉俄国正在往中俄边界的伊尔克什塘堡垒运送枪支补给

后，饶应祺立即下令向喀什噶尔增派驻军，并从喀什噶尔增派清军 100 名进驻塔合曼，以防范俄

国有可能的入侵，同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饶应祺下令收回了已经租给坎巨提人的部分土地。4
月，清政府再次下令将原先租给坎巨提人的土地全部收回; 同时将坎巨提人驱逐出境。③

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利用坎巨提夺取塔克敦巴什和喇斯库穆是不现实的，于是倾向于以喇斯

库穆问题为筹码，结束坎巨提中英两属体制，完全封闭中印边界，以防堵俄国的南下。1899 年 3
月 14 日，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向清朝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英国以坎巨提放弃对塔克敦巴什以

及喇斯库穆领土要求为条件，换取清朝放弃对坎巨提的宗主权，并以喀喇昆仑山分水岭为界，划

定中国与坎巨提的边界。④ 清政府对此感到匪夷所思，黄光达认为“坎部本为中属，英人且不得

以坎部之地为与，又岂得代坎部以中国之地与中国呼?”且 “塔敦巴什及喇斯库穆地本属中，乃

云印度代坎巨提让与中国，诚所谓幻想奇谈!”⑤ 没有理会英国人所谓的 “照会”。
由于清政府拒绝以坎巨提宗主权为代价与英国 “了结”喇斯库穆问题，英国于是绕开清政

府，与俄国就此展开直接“交涉”。当年 8 月，英国向俄国保证对于兴都库什山以外没有任何领

土要求，作为“回报”，俄国不再反对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租地。由于俄国方面态度 “软化”，9
月，清政府再次批准了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的租地申请。接着，在英国外交代表马继业的交涉

下，莎车知州同意将大部分喇斯库穆土地租给坎巨提人。然而，尽管俄国外交部做出了妥协，但

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态度依然强硬，12 月，他再次以俄国人要求补偿为由向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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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压，迫使黄光达停止将剩余的土地租给坎巨提人。①

由于始终面临俄国方面的阻力，再加上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关系恶

化，英国遂暂停了对喇斯库穆的渗透。失去了英国的牵制，俄国得以进一步扩大对我国新疆的侵

略。1901 年 1 月底，受内地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喀什噶尔发生了当地群众围攻俄国领事馆的事

件，彼得罗夫斯基以此要挟清政府，提出更换疏勒知府等无理要求，并迫使饶应祺同意俄国派兵

进驻色勒库尔。2 月 4 日，1 名俄国官员在 4 名随从和 4 名哥萨克兵的护送下，打着监督邮政业

务的幌子进入色勒库尔。对此，英国认为俄国会借此吞并整个塔什库尔干地区，并会以此为起点

继续南下，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② 由此，英国对坎巨提和喇斯库穆的侵夺开始缓和，避免刺激

俄国。如马继业在 1904 年给印度政府的建议中，就不再主张坎巨提对喇斯库穆拥有 “所有权”，

而是要坎巨提在承认清朝宗主权的前提下换取对喇斯库穆土地的租种，然后再提出划定边界问

题。③ 马继业的建议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采纳，英国未在喇斯库穆问题上向清政府进一步施压，而

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俄国战败，俄国在进占色勒库尔后也未采取进一步侵占喇斯库穆的行

动，清末中国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三 民国政府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

1912 年清帝宣布退位，中华民国建立。1912 年 5 月 18 日，杨增新被北京政府委任为新疆都

督，仍然面临着英、俄两大列强在新疆竞争的局面。俄国利用新疆的动荡局势不断制造事端，不

断扩张在新疆的权益，大有排挤英国、独占新疆的趋势。因此，杨增新从 “联弱抑强”的思路

出发，希望通过对英国在某些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其所谓的 “合作”，对步步紧逼的俄国进行制

衡。这必然给英国扩大在新疆的权益提供可乘之机，于是，喇斯库穆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1899 年以后，清政府不再允许坎巨提人到喇斯库穆地区放牧，但清朝与坎巨提的宗藩关系

并没有变，坎巨提依然保持着一年一度的贡金制度。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这种局面依旧。
1914 年，坎巨提艾米尔遣使到喀什噶尔向中国进贡，再次请求允许坎巨提人到喇斯库穆放牧和

耕种，对此，喀什噶尔道台马福兴竟然表示同意，理由居然是换取坎巨提为中国商人经由坎巨提

前往印度提供便利。与此同时，坎巨提再次提出在塔克敦巴什征收保护费的问题，这个提议在以

前曾经多次为清政府拒绝，马福兴居然也同意了，理由居然是以此缓解坎巨提的财政困难以减少

劫掠。④ 对于马福兴的这种处理方式，杨增新并没有表示反对，采取了默认态度。至此，坎巨提

人重新进入喇斯库穆。1914 ～ 1917 年，坎巨提人连续几年进入喇斯库穆进行耕牧活动，而且呈

迅速扩张之势。1917 年，据当时来新疆考察的谢彬说: “ ( 叶城) 县城西南十六站喇斯库穆，有

地曰而古奴牙，逼近蒲犁，地味沃饶。坎巨提人春来数人种之，秋来数十百人获之。 ( 今年已种

青梨四十秤，合关内百余斤) 。岁已为常，已经四载。愈种愈宽，侵及民地，且占民房。上年因

争渠水，横欺华民，拆毁水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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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19 年，这种局面有所变化。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战败。苏俄政府表示愿

意放弃沙俄在华取得的各项特权。杨增新抓住时机与苏俄谈判，收回了俄国在新疆的免税权以及

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来自俄国方面的压力明显减轻，英国对于俄国的制衡作用开始下降。由此，

当时的北京政府以及杨增新，对英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在喇斯库穆问题上有所作为。
1919 年，中国政府建议就喇斯库穆问题召开辩论会，英国未回应。1920 年，新疆省政府告知坎

巨提艾米尔，明确坎巨提人无权在喇斯库穆耕牧。1923 年，北京政府指示杨增新命令地方官立

刻将坎巨提人逐出喇斯库穆。杨增新当然遵照办理。英国则强烈抗议，以双方边界未定为由，否

认中国对喇斯库穆的主权。1924 年英国就包括喇斯库穆在内的一揽子问题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进

行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自此，英国便自己寻求解决限制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扩大耕种的问

题，方法是提高给坎巨提艾米尔的财政补贴。①

1928 年金树仁取代杨增新，开始以新疆边防督办兼省主席的名义统治新疆。与此同时，新

疆周边形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苏联强势崛起，并重新开始与英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中国新疆的内政、外交。1931 年，苏联与金树仁政府签订了 《新苏临时

通商协定》，这被认为是苏联重树其在新疆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苏联重新开始在新疆问题上与

英国进行角逐，在喇斯库穆问题上表现为倾向中国的立场。1928 年以后，苏联开始在外交上干

涉坎巨提事务。1930 年以后，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向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明确表明，希望

英国能够正式承认喇斯库穆是中国领土。②

因此，相比杨增新，金树仁政府在喇斯库穆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1929 年，喀什

行政长马绍武派遣 700 名士兵关闭喇斯库穆以东的沙希杜拉山口。1930 年，当坎巨提按照惯例

派人到喀什噶尔进贡时，马绍武严斥艾米尔的代表，指明坎巨提艾米尔在喇斯库穆谷地根本就不

具备任何权力，同时传唤塔什库尔干当地伯克到场作证，确认了喇斯库穆归中国管辖的事实，随

后，马绍武代表中国政府与坎巨提代表签署了协议，并送至省政府备案。在这份协议中，除规定

喇斯库穆主权属于中国外，对在喇斯库穆的坎巨提人做如下规定: 对在喇斯库穆放牧的坎巨提人

征收畜牧税; 坎巨提人必须在承认自己为中国公民的前提下，才被允许到喇斯库穆耕种。另外，

中国新疆地方政府不承认坎巨提人所持的英国护照，所以，当坎巨提人自塔什库尔干出境时，中

国海关人员没收其英国护照，而以中国护照取而代之，并要求每个护照征收三卢比的费用。与此

同时，新疆省政府派驻喀什噶尔外事人员与驻喀什噶尔的英国副领事进行商谈，最终达成了三项

非正式协议，即在承认喇斯库穆为中国领土的前提下，中国承认坎巨提艾米尔在喇斯库穆乃至帕

米尔部分地区有放牧、耕种甚至部分征税的权利。总之，金树仁政府希望，通过让英国承认中国

对于喇斯库穆主权并让坎巨提人确认自己从属于中国的前提下，向坎巨提人出让一些实际利益，

以达到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同时，保住中国对坎巨提“宗主权”的目的。③

然而，金树仁政府的努力并不能够抑制坎巨提对于中国领土的野心。坎巨提艾米尔依然为喇

斯库穆的所有权问题与新疆当局无理纠缠，以至于金树仁误以为喇斯库穆有金矿，命令塔什库尔

干的官员前去调查。1933 年，当时南疆地区发生暴乱，动荡不安，这使得坎巨提看到了攫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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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土的可能性。当时，坎巨提艾米尔写信给英印政府，询问一旦中国对新疆的统治崩溃，“英

属印度政府是否愿意帮助他获取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喇斯库穆河谷”。对此，英印政府并没有明

确表示支持，只是要求其中断每年对中国的沙金进贡，以取消与中国的宗藩关系。① 然而，由于

现实利益的需要，坎巨提仍在 1933 ～ 1935 年连续向喀什地方当局进贡沙金。此后，由于英国领

事从中挑拨，坎巨提才于 1936 年中止了进贡。
1933 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政府倒台，盛世才夺取了新疆的最高权力。

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政策，全面倒向苏联。1937 年，盛世才平定马虎山和麻木提叛乱以

后，下令封锁蒲犁边卡与中印边界，严禁南疆与印度之间的人员、货物往来。坎巨提与中国的联

系断绝，喇斯库穆问题也就此搁置。直到 1946 年，由于受到 “印巴分治”运动的影响，中国外

交部才开始重新关注坎巨提问题。坎巨提艾米尔也开始重新与我国建立联系。1947 年，南疆警

备司令赵锡光与坎巨提签订协议，双方恢复了旧日往来。② 同年，英国结束了对印度的殖民统

治，印度、巴基斯坦正式分治，克什米尔地位则未定。1949 年，印巴双方因克什米尔主权归属问

题爆发战争，最终，克什米尔北部为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印度则控制克什米尔南部，坎巨提就此并

入巴基斯坦。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大批原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家属经由巴基斯坦转去台

湾，途经坎巨提时，受到了当时的坎巨提艾米尔穆罕默德·加玛尔汗的热情接待。据张大军回忆

说，“ ( 他) 仍向往中国极浓，尤坎国人民对于中国人之友情，尤忆过去坎王逃亡新疆之旧事”。③

四 小结

清末民国时期的“喇斯库穆问题”，是因英国吞并中国藩属国坎巨提而引发的后续问题之

一。喇斯库穆为我国领土，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英、俄两大列强进行地缘竞争的觊觎

对象。而为自身领土完整，中国被迫进行了维护喇斯库穆主权的斗争。由于实力的原因，中国始

终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无论是前期的清朝政府，还是后期的民国政府，都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

下，尽最大可能维护中国的主权。当时的中国，在喇斯库穆问题上则有着自己的特殊的考虑。一

方面，在宗藩关系层面，为了保住坎巨提这样一个 “中国最后的藩属国”，为曾经的 “天朝上

国”保存最后一点“体面”，中国自始至终未彻底放弃对坎巨提的宗主权，甚至不惜通过给坎巨

提出让一些实际利益，来维持坎巨提的这种 “从属”地位。所以，在喇斯库穆问题上，只要坎

巨提还愿意承认自己“藩属国”身份，就尽量考虑对方的利益诉求; 另一方面，在外交关系层

面，相比英、俄两国的强势介入，中国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中国从传统

的“以夷制夷”的思想出发，在英、俄之间来回周旋，如俄方强势则倾向于英方，若英方强则

又倾向于俄方，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斗争，旷日持久，其时间跨度从 19 世纪 90 年代末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长达半个世纪，最终维护了我国对喇斯库穆的主权。

( 作者单位: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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