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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相关资料的解读，结合其他历史文献，以流民、荒务与赋税、治

安、交通为例，力图管窥满族主导下的晚清珲春官府对乡村社会的专项治理，梳理出旗民分治历史变迁的基

本脉络，尤其是族群、地理与互动的历史场景中，旗民分治语境下的旗人乡村社会向多民族语境下移民乡村

社会的时代演变，这种历史发展内在逻辑驱动下的大势所趋既非满族统治者所愿，亦是无法驾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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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珲春边疆旗民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中，

从早期噶珊（gasan）达下的村落治理到珲春协领

下的佐领对旗人乡村的宏观控制，从晚清珲春副

都统下的满汉基层官府对乡村的管治，到清末新

政时期汉族官制与近代官制的全面推行，作为满

族“龙兴之地”的珲春边疆，其乡村治理的演变并

非旗人权贵为核心的地方官府所愿，而是为时代

巨大变迁以及近代东北亚格局所定。目前，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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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栏共发表论文三篇。王亚民《从〈珲春衙门档〉看官府对旗民乡村的治理》一文，作者先曾专文探讨晚清珲春

官府对乡村治理的三阶段，亦即传统旗民分治的延续、民官设置与旗民分治的式微、清末新政与旗民分治的终结；相对

于前者的纵向考察，本文则以流民、荒务、赋税、治安、交通为重点，对近代珲春官府的乡村治理情况作一横向考察，进而

揭示当地社会制度的演变，以及旗民关系的转型。朝鲜使臣南龙翼（1628-1692）曾先后出使日本和中国，金明实《朝鲜

使臣南龙翼笔下的中国和日本形象认知比较研究》一文，基于南龙翼有关日本和中国在道路、交通、都市、风俗、习惯等方

面的记载，比较其异同。认为他深受“华夷”思想和国家关系的影响，对日本和中国的否定认知多于肯定认知。但南龙

翼记载了不少有关满族习俗文化以及满汉关系的见闻，足补中国史书之缺。19世纪末，清廷在全国开展大规模整军练

兵活动，其中东三省编练八旗兵的军事整训颇有声势。方玉权《改造八旗与强边未竟：晚清东三省练兵（1885-1895）》一
文，利用档案史料，以八旗兵为对象，就这次练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东三省练兵对清廷重塑东北边防体系和

平衡内外政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主持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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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界对晚清珲春旗民乡村治理不乏关注，然

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更多①。为此，通过解

读《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相关资料，结合其他文

献，以流民、荒务及赋税、治安、交通为例，笔者力

图探析晚清时期满族主导下的珲春官府对乡村

的专项治理，梳理出旗民分治历史变迁的基本脉

络，以求教于学界。②

一、官府对乡村流民的管治

晚清以来，鉴于社会巨大变迁尤其是国力的

削弱以及东北亚格局的影响，中朝流民冲破层层

阻挠而逐渐定居于珲春边疆，珲春多民族乡村社

会格局渐趋形成，随之而来的则是官府对乡村流

民的管治。

早在清初，珲春边疆流民就已出现，“国初以

来流民入境”，[1]卷一，143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流民规

模尚小、封禁严厉而得以控制，然而，“光绪元年，

竟有西来流民，滔滔不绝”。 [2]上册，338在清廷颁布

招垦放荒政策之前，由于禁例甚严、官府管理不

当、生产条件缺乏、流民众多、可垦土地不足、自

然灾害等诸多因素，流民众多而引发诸多社会问

题，仅举例如下：其一，流民、械斗与命盗。例如，

“光绪七年，且可来流民耕种，良莠不齐，难免无

械斗命盗等事”。 [2]上册，25其二，流民与抢案。例

如，“光绪八年，近来各屯迭举抢案，实有隐匿流

民所致”。[2]上册，361其三，流民与盗匪。例如，“光绪

十七年，至外来无业流民，更易流入匪类”。[2]中册，363

其四，流民与盗窃，例如，“光绪十五年，时有闲杂

流民勒讨饭食米粮至各村中，亦有外来无业之民或

乞食讨米，或乘隙行窃”。[2]中册，217其五，流民与聚

众。例如，“光绪二十五年，乃近来各处偶有饥民

聚众，或土匪滋事”。[2]下册，197其六，流民与劫狱，

例如，“光绪元年，诚恐此项流民内难免无呼兰所

劫狱案犯”[2]上册，338。

针对流民问题的迫切性，珲春官府相继采取

以下措施予以解决。其一，驱逐、查禁流民杂类，

例如，“光绪元年，迅速遴派妥干员弁实力驱逐认

真查禁，勿任流民杂类垦田、寻采偷挖”。[2]上册，339

其二，放荒与流民垦殖，例如，“异方流寓者欲集

资领垦而又未敢陈请，此时欲内清匪患外固国

维，均以放荒为第一要义”。[1]卷一，211其三，屯垦与

安缉流民，例如，“光绪十三年，札到该令，前赴黑

顶子地方督率屯垦，安缉流民”。[2]中册，483其四，区

别对待而治理流民，例如，“光绪十五年，遇有前

项无业流民，如果系良懦穷黎即谕令招垦局静候

安插，或觅处佣作，如游懦梗顽者即驱逐境外，或

拿解核办”。[2]中册，217其五，治理朝鲜流民、入籍升

科，例如，“光绪八年，乞许令吉林珲春、敦化地方

所有朝鲜流民刷还本国，交付地方官弁归籍办

理，吉林边地已经朝鲜垦种者，由吉林地方经理

收租”，[1]卷一，158“光绪二十年，复收还朝鲜流民越垦

地亩，并将垦民立社编甲，照则升科”。[1]卷一，211由此

看来，伴随着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在坚持旗民

分治的政治原则下清政府由禁边转向放荒，中朝

流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逐渐得以解决，满、汉、朝

多民族乡村社会日渐形成；然而另一方面，珲春

地方官府对流民的管理亦颇有力不从心之处，史

载：“光绪十五年，惟属境辽阔、山深林密，宵小最

易藏匿。且外来闲杂流民既众，其中良莠势必难

齐，虽已分路巡查，未免此逐彼窜，转致顾南失北

之虞”[2]中册，217。

二、官府对乡村荒务与赋税的整治

伴随着国家放荒政策的推行、移民定居与从

业、官府机构的日渐扩大以及边务繁杂而导致的

巨额费用，荒务与赋税治理日渐迫切与重要。

晚清珲春边疆的边荒与赋税管理事务，由招

垦局中的放荒委员、垦务委员、征租委员等专职

官员负责，例如，“光绪九年，据代理招垦珲春边

荒事务府经历衔贾元桂呈称：秦令瑛将垦局应存

经费银一百六十二两三钱一分六厘，应存牛价银

六百八十四两，并文卷、垦册、绳丈票银——开载

交代清折移交前来”。[2]上册，93值得注意的是，招垦

局之外又设有放荒局进行专门管理，例如，“该处

① 这方面代表性成果：伊煜：《清末民初珲春地区旗人精英的乡村统治》（上、下），《满语研究》2014年1、2期；王亚民：

《对晚清珲春乡村社会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11期。

② 拙文《从〈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看官府对乡村的管理》（《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5期），粗略探讨了晚清珲春官

府对乡村治理的三个历史阶段，亦即传统旗民分治的延续、民官设置与旗民分治的式微、清末新政与旗民分治的终

结；相对于前者的纵向考察，该文为这一问题的横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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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荒局催令韩民换照，无有应者”，[2]卷一，83由此可

见，官府治理朝鲜族乡村社会的有限性，究其原

因所在，这或许与中、日、朝三国复杂国际关系的

影响以及朝鲜族乡民的国家认同不无关联。

为加强边荒管理而调动乡民参与的积极性，

官府改变了以前的做法，例如，“光绪七年，现在

宁古塔、珲春创办伊始，民情未必踊跃。拟请示

一概不取押荒钱文，并酌量给以工本，近悦远来，

亦变通招垦之法。”[2]上册，412与此同时，与先前对流

民的封禁迥然不同，官府大力招募垦荒民众，以

满足边荒开垦中的劳力供给，例如，“光绪八年，

差委员尽先补用副将吴永毅等，押带由山东登、

莱、青各属招募来吉之务农乡民二百名，于本月

二十一日出边抵境，所需大车二辆已由民牌支

付”[2]上册，412。由此看来，在边荒事务管理中，地方

官府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了不少得力措施，得到

了民间牌甲组织的配合。

为统一管理珲春边疆日益繁杂的赋税征收，

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税务处、税局等机构，“而将山

海税、零星捐税总设一特别机关以清理之，名曰

税务处。置总理一员，专司其事”，[1]卷一，208“帽儿

山前税局韩民已交牲畜税款，被日员勒令退

还”。[1]卷一，83税务处、税局对乡村赋税的管理，具

体体现如下：

首先，荒价、斗税与地租。伴随着荒地的逐

渐开垦与认领农民的增多，官府细化了荒价的管

理，规定了荒地生科的年限，“凡农民有愿领地

开垦者，每垧先交钱八吊即可领种。以地质之肥

硗，定荒价之多寡，然后换给凭照。予限五年，年

限既满一律生科”。[1]卷一，212有关荒价与斗税的使

用亦有明确的规定，“修建城池衙署等工程，由荒

价、斗税项下支付”。[2]上册，27在珲春地区乡村赋税

的征收中，地租征收是重点而管理较为精细，具

体而言：其一，开征期限与具体数目的规定，“当

年生科熟地自认垦之年起，限十年后一律生科。

十九年勘丈已交荒价熟地两万七千七百四十垧

零一亩四分，大租征银四千九百九十三两二钱五

厘二毫，小租征银四百九十九两三钱二分二厘五

毫二丝”。[3]卷八，196-197其二，旗户学田地与民户生

科地的规定，“珲春旗署旗户生科学田地，每垧年

纳钱粮钱二钱，延吉厅民户生科地，每垧年纳钱

粮钱二钱”。[3]卷八，197其三，催交拖欠地租，例如，

“光绪二十四年，查光绪十四、五、六、七年，实欠

在民大租银一百二十三两二钱一分，前由招垦局

拣派专差按户比追等情，前已札催该局按照欠数

征齐解交本衙门，以凭解省”。 [2]下册，395其四，减

免、缓收地租，例如，“光绪二十三年，以上被水冲

塌入河地亩，拟请缓照同治二年拉林官佃被水冲

塌地亩成案，永远蠲除赋额，并请将二十二年应

征租赋一并豁免”[2]下册，451。

其次，货物税、税课、税捐。在乡村赋税的治

理中，货物税、各项税课与杂捐的征收也十分重

要，详而言之：“（甲）货物税：（一）山海税、（二）土

产税，（乙）各项税课：（一）销场税……（二十四）

验票税，（丙）各项税捐：（一）销卤税……（五）盐

务警捐”。 [3]卷八，222-227具体以土药税、参税为例，

“光绪二十三年，自驰内地种植（鸦片）之禁，既以

抵制洋药入口销路，因以推广土药捐输接济饷

糈，洵属有益于国无损于民”；[2]下册，403“光绪二十四

年，以上自去岁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共收秧参五

千两，每两价钱二百文共收税钱一百吊”；[2]下册，409

“光绪二十五年，以上自去岁十月起至十二月底

止共收土药两千一百两，每两价钱十八文共收税

钱三十七吊八百文”[2]下册，408。

总体而言，晚清珲春官府对乡村荒务与赋税

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荒务方面，“所拟变

通办法，民间领垦颇为踊跃，已放出一千五百余

垧”。 [1]卷一，212赋税方面，“从前每年解省银不过

四、五百两，钱不过一、二千吊。自改章整理之

后，办理甫及三个月，除局用外实收已有五千余

吊。”[1]卷一，208当然，乡村荒务与赋税管理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亦是很多。以赋税拖欠为例，“该佃民

欠交自光绪七年起截止十一年止，共欠大小租钱

四千六百一十三吊三百四十八文。所有此项民

欠租赋系属抵饷正款，岂容久任悬欠”[2]中册，427。

三、官府对乡村盗贼的管控

珲春边疆乡村盗匪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其

中包括禁边政策、吏治腐败及官府管理的不足、

流民的大量迁入、地理环境的复杂、东北亚格局

的影响等，此种历史的情形下，盗匪横生而成为

一大社会问题。例如，“城北百余里荒沟、槟榔沟

二处森林茂密，亦属匪巢”。[1]卷一，212在官府看来，

王亚民 从《珲春衙门档》看官府对旗民乡村的治理

-- 3



当地盗贼细化为以下几种：

其一，胡匪、步贼与马贼、盗匪。胡匪伤人、

抢劫、绑票等无恶不作。例如，“光绪八年，胡匪

三人带有刀两把，于戳伤贾明銮抢劫财物后即行

逃”，[2]上册，204“光绪十九年，稽查处、月朗社均当往

来冲要，而稽查处更在东南交接尽处，尤为胡匪

出没之区”。[2]中册，102胡匪内部有新、旧帮之分，例如，

“光绪二十二年，查此处胡匪分新旧两帮，抢劫三道

口各家者为新帮，其绑票者为旧帮”。[2]下册，470胡匪不

仅对边疆社会危害巨大，而且颇难治理，“其最为

地方害者莫如今之胡匪，屡经官兵惩创终难绝其

根株”。[2]中册，216有关步贼与马贼，史载：“光绪十

年，由路北芝麻地内突出步贼三名，各持洋枪等

械迎面施放”，[2]上册，205“光绪十二年，由二洼屯西

突出执持洋枪马贼约有四十余名，将该屯杨姓三

户并靖边营砍电杆队兵数名全行围住，势甚凶

猛”。 [2]中册，209一方面，如同胡匪一样马贼与步贼

对边疆乡村亦是危害巨大，“光绪六年。溯自奴

才抵任之初，马贼肆扰民不聊生，目击情形岌岌

不可终日”；[2]上册，116另一方面，装备有近代武器的

步贼与马贼已经是今非昔比，使得官府难以控

制。这里尚需指出的是，档案中多有“土匪”的记

载，理应是胡匪、步贼与马贼、盗匪的统称，毕竟

土匪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词汇。例如，“光绪六

年，按照本将军前奉谕旨饬拨原有剿捕土匪马

队、练队移缓就急，前赴珲春驻扎等因”，[2]上册，114-115

“光绪二十六年，窃查珲春逃勇勾结土匪抢劫卑属

通沟镇街各铺财物，并请保护饷炮各节”；[2]下册，199

“光绪十四年，照得本将军、副都统访查吉林统省

所属城市各集镇赌局甚多，盗匪易集”。[2]中册，357由

上看来，土匪势力与逃勇、赌博等问题相互勾连，

这无疑增加了官府治理的难度，致使上级官府不

断增兵援助，同时亦动员了如“练队”等民间武装

合力围剿。

其二，会匪与金匪、华匪与倭匪。官府历来

高度重视民间非法结社与开采，严厉予以镇压以

维护地方稳定与财政收入，在珲春衙门档中这两

类非法群体被官府称之为“会匪”与“金匪”。例

如，“光绪二十四年，因大方顶子会匪滋事，令敝

帮办分派中、前、右三路各派队一百名，前往古洞

河一带听调”，[2]下册，186“光绪二十一年，所有职遵

札带队驰往三道沟驱逐偷挖金沙流匪，并烧毁窝

棚各缘由具文呈报”。[2]下册，465值得注意的是，《珲

春副都统衙门档》中出现“华匪”与“倭匪”的记

载。例如，“光绪二十五年，以咸镜道三水甲山地

方有华匪入境，抢掠并焚烧房屋，蜂屯中国地界

之两洛洞各等情”，[2]下册，198“光绪二十年，其平日

如有倭匪假扮韩民服色窥探消息，即行盘或送局

转解惩办”。 [2]中册，113由此看来，华匪与倭匪在某

种程度上带有国际性的特征，这无疑与东北亚的

区域地理密切相关。

针对危害边疆甚至引发国际纠纷的各类盗

贼，珲春官府采取各类措施加以治理，以实现保

境安民之目的。

首先，军事布防与剿杀、整顿营务、严管枪

支。为震慑、打击凶悍的盗贼势力，官府十分重

视军队的布防与剿杀以及整顿营务。例如，“光

绪六年，从前兵队向系分驻各城而村镇并无巡

兵，故贼匪淫掠杀烧。奴才督饬全营翼长等酌量

兵数之多寡、地方远近，将省城各城驻防兵队分

布各村镇互相策应”。[2]上册，116整顿营务方面，“光

绪十七年，近来各省防营日久生懈，以致会匪游

勇毫无忌惮，急宜力加整顿以遏乱萌”。 [2]中册，220

此外，官府加大枪支管理的力度，重视联庄会等

乡村军事组织的作用，“窃查清盗之法治窝而外，

尤以查起枪械为第一要义。民间如有匿存匪械

即行举报，交归联庄会公用，倘容心隐匿定必从

严究惩”。[2]下册，196-197其次，为更好地解决严重的

盗贼问题，官府严禁开设赌局、严究窝主。例如，

“光绪十四年，吉林所属地方盗匪充斥大为民害，

推原其故，大半起于赌场、匿于烟馆。自示以后，

倘再有开局聚赌及私自窝赌之家，官则从严参

办，民则按律重惩”；“光绪十四年，臣等以为欲戢

盗风，宜清盗源，应请嗣后审理此等案件须严究

窝主，按律惩办”。[2]中册，359第三，为实现对地方盗

贼的综合治理，官府制订了“清盗源之法”，推行

“以盗攻盗”的策略。例如，“光绪十七年，故穷捉严

缉莫如正本清源，本将军酌定清盗源之法：一、相守

助。一、禁嫖赌。一、严管束。一、饬旗习。一、明

赏罚。一、许自新。各该军民人等务当遵照办理，

倘敢视为具文定行从重治罪”。[2]中册，364-365以金匪为

例，“光绪二十六年，即私挖金匪亦当编为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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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自新之路”。[2]下册，479以盗攻盗方面，“欲清盗

源先惩盗首，故伙盗供获首盗亦有减罪明文。原

其立法，本意无非以盗攻盗，务使案内无漏网之

犯”。[2]中册，358第四，为更好地治理地方盗贼，官府

一方面大力奖励有功人员，另一方面则严惩盗

犯。例如，“光绪二十八年，是以择其在事尤为出

力之佐领喜昌等十员，恳请赏给蓝翎奖札十分，

以示鼓励而昭激劝”，[2]下册，98“光绪二十三年，于本月

初四日，将盗犯黄金胜、薛守福二名绑缚市曹，监视

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2]下册，353。

官府采取的一系列治理盗匪的举措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例如“以盗攻盗”之法，“章程通行而

后，供获首伙之案纷至沓来”。 [2]中册，358然而猖狂

的乡村盗贼难以根治，“光绪二十四年，查吉林

边、练两军分地设防，布置最为周密，而窃发之盗

犹未尽绝根除”，[2]下册，196尤其是新荒地区，“光绪

三十二年，惟新荒段落畸零，五方杂聚、良莠不

齐，盗贼出没无常、肆行劫掠”。盗匪难以治理源

于各类复杂的因素，仅以军队与贼匪关系为例：

其一，军队裁勇太多以致沦为匪类，“该匪等敢于

近处强抢，推原其故皆有各军裁撤之勇太多，昼

则散而闲游，夜则聚而为匪”。[2]下册，190其二，逃勇

勾结土匪（上文已述）。其三，军队分驻之弊。“至

派拨营勇分驻防堵，不特防营士卒人地两疏难期

得力，而且大枝之军四散分布，一有征调凑集需

时甚为非计”。[2]下册，197其四，盗贼假冒官军，“最

难防备公然为患者是盗匪近来常态每每假冒官

军，鸣号摇旗入城入乡于中取事为害，各处虽有

驻防之兵又安能御仓猝之患”。 [2]下册，200由此看

来，本来是镇压盗贼的军队不仅存在驻防之弊，

而且逃勇的加入成为盗贼势力嚣张的原因之一。

四、官府对乡村交通的整顿

晚清时代，尽管道路交通与驿站为国防巩

固、政治控制、经济发展所需，但它们主要分布于

广大乡村而与其密切相关，同时兼有控制广大乡

村之目的，故纳入乡村视野约略予以考察。

其一，撤销与增添卡台，“光绪八年，所属沿

边东南分水岭等卡地界俱已招民领垦，并北路王

巴脖子卡伦均属无用，请即一并撤销”。 [2]上册，476

然而另一方面，“光绪十四年。以一站之公务多

于他站者数倍，兹将该员请首站分站理宜声请添

设”。[2]中册，616-617由此看来，官府根据地方开发、治

理的实际以及国际事务的需要，对卡台的设置重

新进行了规划与增减，可谓是行之有理。毋庸讳

言，在站务方面不乏消极因素的干扰，以乡村盗

匪为例，“光绪二十八年，因盗匪在萨奇库站老松

岭一带上下窜扰拦阻公文，屡经设法递送不出，均

令尤须设法赶紧绕路递送勿得再延”，[2]下册，494我们

亦由此看出盗匪危害之广，可谓是无处不在。

其二，铁路修建与电线保护。铁路修建工程

浩大、工期漫长，需要从乡村招募大量的的人力，

征集大量的土地与物力，这无疑带来诸多管理与

经费方面的问题，例如，“光绪二十四年，现在铁

路兴工经由该处入吉林东境，占用民地、雇用民

夫等事均须由该局会同料理。并将所有闲荒勘

丈招垦，以期补经费之不足”，[2]下册，434“光绪二十

五年，查吉省辖界辽阔，自铁路兴工土夫云集，良

莠尤属杂糅”。 [2]下册，105当时，与铁路修建几乎同

步的另一新政事宜则是近代电线的建设与维护，

例如，“光绪十二年，各处电杆均有字号，即令就近

屯堡屯达或乡约保正每人分投分杆保护，取具屯

达守堡乡约保正姓名移送卑局存查”，[2]中册，634再如，

“光绪二十六年，通饬旗民各屯驿站一体帮同帮

护，嗣后遇有烧毁电杆、偷窃电线即为各该屯站

官长是问，不论旗民人等，如有窃盗电杆、电线应

即严拿依律惩办”。 [2]下册，493由此看来，在加强传

统驿站交通的同时，近代性质的铁路与电线等新

政事宜亦逐渐开展，官府不仅多有作为而且动员

乡村中的屯达、乡约、保正等参与其中。

晚清时代，珲春官府对交通的治理对乡村社

会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传统交

通道路的增修与驿站的增多、近代交通与通信的

建设，随之而来的则是修路土夫云集、征用民地、

筹集费用等，加重了乡村负担与乡村治理的难

度；增加了乡村社会屯达、乡约与保正的管理职

责，尤其是对新式交通与通信设施的保护；这一

切加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对于力图革新的晚清

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挑战。以铁路巨额费

用为例，“光绪二十二年，铁路创造之初即费巨

帑，养路修路又将靡费帑金，殊失国家推广利源

之本”。[2]下册，528另一方面，开辟通珲道路、治理渡

口、新旧各项交通与通信设施的建设与保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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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整个珲春地区的交通条件得以大为改观，有力

地促进了荒地的开垦、边疆的治理与国防巩固，

加大了官府控制乡村社会的力度，这无疑为当地

乡村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对于重

在军事防御与政治控制的官府而言或许是一种

意外收获。

五、结论与思考

晚清珲春官府治理乡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尽管看似旗民分治、旗务等不再成为关注的重心

与中心，然而就宏观而言乡村社会仍在满族八旗

的掌控之中，学界对此不乏论述；[4]毕竟，上至满

族权贵出任的副都统、协领下到作为基层官员的

满族佐领分别成为珲春乡村各个层面的掌控中

心，尤其是珲春八旗军队始终成为地方主要武装

与社会掌控的重要依靠。

然而综观整个晚清时代，一方面，由昔日旗

民分治语境下的土著乡村社会的治理演化为多

民族语境下的移民乡村社会的治理，尤其是中日

朝三国边务所导致的乡村治理的困扰[5]；另一方

面，由昔日佐领为代表的满族单一官制向满汉双

重官制的转换，如延吉厅、招垦局、放荒局、税务

处、延吉厅等的设置与有效运作。就乡村层面而

言，一方面是满族乡村噶珊（gasan）达管理体制

向多民族乡村场景下约保为代表的汉族管理体

制的转化，另一方面则是单一满族八旗兵制向满

汉朝武装力量的并行，这体现在汉族、朝鲜族民

间武装力量如团练、联庄会的兴起。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伴随着开禁政策的日渐

推行，汉族、朝族民众的大量迁入，在曾经作为龙

兴之地的珲春边疆，昔日的单一族群分布变成了

满汉朝各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历史局面，旗

民分治愈来愈显示出一种历史的颓势，噶珊

（gasan）达治理体制下的旗屯相对稀少，国语骑

射的满族传统日趋式微，从而呈现出一种族群、

地理与互动的生动场景，这种历史发展内在逻辑

驱动下的大趋势既非满族统治者所愿，亦是其

无法驾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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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of Bannerman and Civil People
from The Yamen Archives in Hunchun Area

WANG Yamin(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g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ed data from Archives of Deputy General Yamen and the other historicaldocuments, and taking refugees, famine and taxes as well as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transportation as exam⁃ple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pecial governance of Hunchun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Manchu people, and sort out the basic context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dividingand conquering between Bannerman and civil people in Lat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historicalscene of ethnic groups, geography and interac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of Manner people inthe context of divide and rule to the era of immigrant rur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multi-ethnic groups.This trend driven by the internal logic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as neither the desire of Manchu rulers norc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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