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意志人在俄罗斯的百年沧桑
———以人口迁移为视角

王晓菊

　 　 【内容提要】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ꎬ苏俄境内的德意志人有了本民族的自治共

和国ꎮ 苏德战争爆发后ꎬ苏联德意志人的历史命运陡然逆转ꎮ 德意志民族受无端指

控ꎬ被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ꎬ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

国从苏联版图上消失ꎮ 后来ꎬ德意志人虽获平反ꎬ但恢复自治共和国的梦想却难以实

现ꎮ 大批德意志人迁往德国ꎬ在苏联及后来的独联体国家形成了德意志人回归历史

家园的浪潮ꎮ 时至今日ꎬ德意志人问题依然是俄罗斯面临的迫切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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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ꎬ拥有

１６０ 多个民族ꎬ其中包括遍布欧洲的德意志人ꎮ
根据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ꎬ俄罗斯有 １ ４２９ 亿常

住人口ꎬ德意志人占 ３９ ４ 万①ꎮ 虽然德意志人口

数量微不足道ꎬ但作为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产物ꎬ德
意志人问题不仅是俄罗斯民族关系中的棘手问

题ꎬ而且也是俄德关系中的特殊因素ꎮ 苏东剧变

前后ꎬ随着苏联档案的大量解密ꎬ俄罗斯德意志人

历史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ꎮ １９９５
年在黑海沿岸城市阿纳帕成立了俄罗斯德意志人

历史文化研究者国际联合会ꎬ会员包括俄罗斯、乌
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德
国、日本、加拿大、瑞典等 ９ 个国家的 １００ 余位学

者ꎮ 在德国政府的大力资助下ꎬ该联合会通过举

办国际研讨会、出版学术论文集、组织民族史考

察、筹办博物馆展览等活动ꎬ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

德意志人历史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ꎮ 中国学者

对俄罗斯德意志人历史问题的关注始于 ２０ 世纪

末ꎬ但研究进展迟缓ꎬ成果寥寥无几②ꎮ
本文运用苏联解密档案、官方统计数字及近

年来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ꎬ以社会变革为背景、以
人口迁移为视角ꎬ回望近百年内德意志人在俄罗

斯的沧桑岁月ꎬ以助于深入思考苏联民族政策的

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及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ꎮ

一

俄罗斯境内的德意志人绝大多数是 １８ 世纪

从日耳曼土地迁到伏尔加河中下游一带的移民的

后裔ꎮ １７６３ 年ꎬ出身于普鲁士元帅之家的俄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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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祥撰写的«鲜为人知的一幕———苏联德意志人被迫移
居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历史»一文(«西伯利亚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在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具有拓荒意义ꎮ 其他如刘显忠:«二战
爆发前后苏联对少数民族的迁移»ꎬ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ꎻ徐隆彬:«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七个被迁少数民族
的命运»ꎬ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关于准许进入俄境的所

有外国人随意落户于任何省份并赐予其权利的圣

谕»①ꎬ以优厚的待遇和特权吸引各国移民ꎬ也向

自己的同胞德意志人敞开了俄罗斯的国门ꎮ 翌

年ꎬ在伏尔加河中下游一些土壤肥沃的处女地上

出现了俄国最早的德意志侨民区ꎮ 此后ꎬ德意志

人在伏尔加河沿岸繁衍生息ꎮ
德意志人在俄罗斯从未停歇过迁移的脚步ꎬ

因而有“路上的民族”之称ꎮ 到 １９ 世纪末ꎬ帝俄

境内的德意志人不仅数量可观ꎬ而且分布广泛ꎮ
根据 １８９７ 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资料ꎬ俄罗斯帝

国境内大约有 １８０ 万德意志人ꎬ约占全国总人口

的 １ ５％ ②ꎮ 德意志人基本上聚居在欧俄地区ꎬ主
要是乌克兰、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沿岸等

农业区ꎬ只有大约 ０ ５％ 、计 ８ ８７０ 名德意志人居

住在亚俄地区ꎬ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ꎮ
而在伏尔加河两岸ꎬ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ꎬ到
１９１７ 年德意志侨民区已增加到 ２００ 多个ꎬ人口超

过 ４０ 万③ꎮ
１９１５ 年ꎬ列宁尖锐地指出ꎬ“俄国是各族人民

的牢狱”④ꎮ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新生的苏维埃政

权发布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俄罗斯各族人民

权利宣言»ꎬ阐明了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ꎬ
即俄罗斯各民族一律平等ꎬ并享有自由自决乃至

分立和创建独立国家的权利ꎮ 与伏尔加河流域的

马里人、卡尔梅克人、楚瓦什人等民族一样ꎬ德意

志人是苏俄最早拥有自治州的几个少数民族之

一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根据列宁签署的俄罗斯

联邦人民委员会命令ꎬ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劳

动公社(亦称自治州)正式成立ꎮ １９２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ꎬ伏尔加河流域

德意志人自治州升格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

和国ꎮ
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毗邻萨拉

托夫州、斯大林格勒州(今伏尔加格勒州)和哈萨

克斯坦ꎬ面积为 ２ ８２ 万平方公里ꎬ蕴藏着丰富的

水资源和矿产资源ꎮ 首都波克罗夫斯克(今萨拉

托夫州第二大城市恩格斯市)位于伏尔加河下游

左岸ꎬ与萨拉托夫州首府萨拉托夫市隔河相望ꎮ
它是德意志人共和国境内第一座城市ꎬ１９１４ 年设

市ꎬ自 １９３１ 年起以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名字命名ꎮ
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在成立以

后的十余年里获得全面发展ꎬ经济文化面貌日新

月异ꎮ 到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ꎬ该共和国已兴办了肉联

厂、砖厂、木材厂等企业ꎬ架设了连接恩格斯市与

萨拉托夫市的跨河大桥ꎬ创办了德意志国立师范

学院、德意志国立农学院及 １０ 多所中等专科学

校ꎬ建有国立德意志人国家剧院、国立俄罗斯国家

剧院及 ３ 家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剧院ꎬ有 ２３ 个文

化宫、４ 个少年宫ꎮ 此外ꎬ３０ 年代该共和国还出版

４５ 种德文报纸(不含国有农场、企业等创办的报

纸)⑤ꎬ包括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报»和«消息报»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共和国与

德国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的贸易联系和文化交

流ꎬ一度成为苏德关系的桥梁和纽带ꎮ 同时ꎬ德意

志人共和国的发展深受苏德两国政治局势、外交

关系的影响ꎮ 由于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反宗教

运动及希特勒上台和第三帝国奉行反苏政治路线

等原因ꎬ该共和国与德国的往来于 ３０ 年代中期

中断ꎮ
卫国战争以前ꎬ苏联境内德意志人口数量不

断攀升ꎮ 据统计ꎬ１９２６ 年苏联德意志人口共计

１ ２３８ ４８６人⑥ꎮ １９３９ 年苏联境内德意志人口增加

到 １ ４２７ ２３２ 人ꎬ其中俄罗斯联邦 ８６２ ５０４ 人、乌
克兰 ３９２ ４５８ 人、哈萨克斯坦 ９２ ５７１ 人、其他加盟

共和国 ７９ ６９９ 人ꎮ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ꎬ德意志人

主要分布如下: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

国 ３６６ ６８５ 人、萨拉托夫州和斯大林格勒州６６ ７２１
人、北高加索 １０９ ９９４ 人、西伯利亚 １０９ ３５１ 人、克
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５１ ２９９ 人、乌拉尔 ３８ ４４１ 人ꎮ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得知:苏联 ６０％以上的德意志

人分布在俄罗斯联邦ꎻ近 ２７ ５％ 的德意志人分布

在乌克兰ꎻ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是

俄联邦乃至苏联最大的德意志民族聚居区ꎬ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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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人口超过俄联邦德意志人口的 ４２ ５％ 、接近

苏联德意志人口的 ２５ ７％ ꎻ西伯利亚的德意志人

口为 １０９ ３５１ 人ꎬ 仅占俄联邦德意志人口的

１２ ７％左右①ꎮ

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５０ 年代初ꎬ由于全盘农业

集体化、大饥荒、大清洗、世界大战等原因ꎬ苏联不

仅遭受了超乎想象的人口灾难ꎬ也经历了声势浩

大的人口迁徙ꎬ其中ꎬ与二战密切相关的苏联“民
族大迁徙”持续 １０ 余年、涉及 ２０ 多个民族ꎬ堪称

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ꎮ
被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居民大致可分为四

类:一是苏联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ꎬ如波兰人、伊
朗人、库尔德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朝鲜人、汉人

等ꎻ二是苏联新并入地区抵抗建立苏维埃制度的

民族ꎬ包括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
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ꎻ三是部分人员有“通敌行

为”的民族ꎬ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卡
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

卡尔人等ꎻ四是法西斯轴心国或仆从国的主体民

族ꎬ如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

人等ꎮ
在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当中ꎬ德意志人不仅

是被整体迁移的几个民族之一ꎬ而且是被迁移人

数最多的民族ꎮ 战争期间ꎬ被迁入特殊移民点的

德意志居民近 ９５ 万(９４９ ８２９ 人)②ꎮ
德意志民族遭流放缘于希特勒挑起的苏德战

争ꎮ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苏德战争爆发ꎮ ７ 月ꎬ苏
联内务部长贝利亚、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伏尔

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首府恩格斯市ꎬ他
们得出的结论是将德意志人全部赶走ꎮ ８ 月 １２
日ꎬ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
于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迁居哈萨克斯坦的决

议»ꎮ ８ 月 ２８ 日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

对德意志人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文件———«关
于迁移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德意志人的命令»ꎬ该
文件于 ８ 月 ３０ 日公开发表在伏尔加河流域德意

志人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报»和德文版«消息

报»上ꎮ 自 ９ 月份起ꎬ苏联迅速迁移了伏尔加河

流域的德意志人ꎮ 与此同时ꎬ根据苏联国防委员

会的一个个“绝密”决议ꎬ列宁格勒、高尔基州、图
拉州、沃罗涅日州、古比雪夫州等伏尔加河流域之

外一些地区的德意志人也被迁走ꎮ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ꎬ苏联从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

自治共和国迁走 ４４６ ４８０ 名德意志人③ꎬ这是苏联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驱逐ꎮ 到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苏
联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总共迁移

了 ７９９ ４５９ 名德意志人ꎬ超过 １９３９ 年全国德意志

人口总数的一半④ꎮ 紧接着ꎬ在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４ 年ꎬ
对这些行政区内那些因故未被迁移的人进行

迁移ꎮ
苏联欧洲部分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沃洛格

达州、伊万诺沃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奔萨州、坦波

夫州、梁赞州、莫洛托夫州等 １８ 个行政区的德意

志人没有被迁走ꎬ因为这些地方德意志居民不多ꎬ
而且基本上是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被划作富

农居住在特殊移民点的人ꎮ
以苦役流放著称而又亟待开发的西伯利亚不

可避免地成了安置数十万德意志移民的主要区

域ꎮ 根据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发布的命令ꎬ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阿尔

泰边疆区、哈萨克斯坦及其他周边区域一些耕地

资源丰富的地方被划作德意志人的移居地ꎮ 根据

特殊移民处负责人给贝利亚的报告ꎬ到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ꎬ被迁移到苏联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德意

志人总计 ７４９ ９５０ 人ꎬ其中 ３９７ ０８６ 人被迁移到西

伯利亚ꎬ包括阿尔泰边疆区 ９９ ０００ 人、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边疆区 ７７ ２５９ 人、新西伯利亚州１３８ ３００
人、鄂木斯克州 ８５ ８２７ 人⑤ꎮ 在西伯利亚大后方ꎬ
大部分德意志移民被动员到工业部门劳动ꎬ如采

煤、采油、挖矿、伐木、修路等ꎮ 他们忍辱负重ꎬ在
十分艰苦的条件下ꎬ为支援前线、战胜德国法西斯

和开发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ꎮ
由于苏联政府的强迫迁徙政策ꎬ德意志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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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西伯利亚一些行政区的重要人口因素ꎮ 苏

联解体前ꎬ鄂木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和阿尔泰边

疆区的第一大少数民族均为德意志人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７９ 年、１９８９ 年ꎬ德意志人分别占鄂木斯克州总

人口的 ６ １％ 、６ ２％ 、６ ３％ ꎬ分别占新西伯利亚

州总人口的 ２ ７％ 、２ ５％ 、２ ２％ ꎮ 根据 １９８９ 年

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资料ꎬ德意志人占阿尔泰

边疆区总人口的 ４ ８％ ꎮ 此外ꎬ托木斯克州南部

地区农业条件好ꎬ也是德意志人比较集中的地方ꎮ
１９９９ 年ꎬ德意志人占该州总人口的 １ ５％ ꎬ是位居

鞑靼人(２ １％ )、乌克兰人(２％ )之后的第三大少

数民 族①ꎮ 在 叶 尼 塞 河 畔 的 哈 卡 斯 自 治 州

(１９３４ ~ １９９１ 年间隶属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

区)德意志人为第三大少数民族ꎬ仅次于乌克兰

人和哈卡斯人ꎮ 根据 １９８９ 年人口普查资料ꎬ德意

志人占该自治州总人口的 ２％ ②ꎮ
西伯利亚取代伏尔加河沿岸地区ꎬ成为俄联

邦境内最大的德意志人聚居区ꎮ 根据 ２００２ 年全

俄人口普查资料ꎬ俄联邦境内德意志人口为

５９ ７２ 万人ꎬ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德意志人总计

３２ ２８６ ４ 万ꎬ占俄联邦德意志总人口的 ５４％ 以

上③ꎮ 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数十万名德意志人构

成了西伯利亚地区德意志人口的绝大多数ꎮ
苏联政府的强制迁移政策给德意志人造成了

沉重伤害ꎬ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ꎬ德意志人长期蒙受不白之冤ꎮ
按照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发布的«关于迁移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德意志人的

命令»ꎬ德意志民族遭流放的理由是ꎬ“在伏尔加河

流域德意志人内部隐藏着苏联人民和苏维埃政权

的敌人”ꎬ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破坏分子和特务ꎬ
他们要根据来自德国的信号在伏尔加河流域德意

志人居住区实施爆炸行动”ꎮ 这种破坏行动一旦发

生ꎬ“在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共和国或附近地区

将出现流血ꎬ苏联政府将依照战时法对伏尔加河流

域所有德意志居民被迫采取惩罚措施ꎮ”“为了避

免这种不愿看到的现象并预防严重流血ꎬ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认为ꎬ必须将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

所有德意志人迁移到其他地区”④

但实际上ꎬ苏联政府对德意志民族的指控是

毫无根据的ꎮ 研究希特勒“第五纵队”历史的专

家路易德扬在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ꎬ

“在苏联的德国情报机关无法依靠德意志民族的

帮助ꎬ因为该民族居民生活在俄罗斯边远地区ꎬ与
他们建立联系是根本不可能的ꎮ 另外ꎬ有些德意

志人ꎬ特别是青年人ꎬ赞同共产主义在已发现

的德国档案文献中尚无一份可兹证明ꎬ第三帝国

同第聂伯河、黑海、顿河沿岸或伏尔加河流域的德

意志居民之间存在着任何阴谋ꎮ”⑤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ꎬ撤销了

对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居民的无端指控ꎬ从而为

德意志人恢复了名誉ꎮ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ꎬ德意

志族的百万移民苦苦地熬过了 ２０ 多年的漫长

岁月ꎮ
第二ꎬ德意志人失去自己的民族家园ꎬ被抛到

遥远偏僻的东部边疆ꎮ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７ 日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

布了«关于原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共和国辖区

行政重组的命令»ꎬ将该共和国的 １５ 个区并入萨

拉托夫州、７ 个区并入斯大林格勒州ꎮ 伏尔加河

流域德意志人共和国不复存在ꎮ 从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

代算起ꎬ德意志人在伏尔加河沿岸已生活了近两

个世纪ꎮ 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是列

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实践成果ꎬ一夜之间从苏联版

图上消失ꎬ苏联西部众多的德意志人传统聚居地

也骤然消失ꎬ可想而知ꎬ这对德意志人来说意味

着什么! 而且ꎬ在德意志移民中ꎬ妻离子散的现

象司空见惯ꎮ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ꎬ一家人被安置在不同

行政区的特殊移民户在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特

殊移民总数中占 ５ ４％ ꎬ其他地区的相应比例如

下:赤塔州为 ７ ４％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为

８％ 、 秋 明 州 为 １５ ８％ 、 乌 兹 别 克 共 和 国 达

到 ２０ １％ ⑥ꎮ
德意志人主要被安置在人烟稀少的哈萨克斯

坦和西伯利亚ꎮ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大多数德

意志族居民结成紧密的小群体ꎬ分布于以俄罗斯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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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主体的行政区ꎬ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ꎬ或是分

散居 住 在 ３ 个 加 盟 共 和 国: 哈 萨 克 共 和 国

(９００ ２０７人ꎬ占该共和国人口的 ６ １％ )、俄罗斯

联邦(７９０ ７６２ 人ꎬ占俄联邦人口的 ０ ６％ ꎬ最大的

群体居住在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

疆区、鄂木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克麦罗沃州、奥
伦堡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

等)、吉尔吉斯共和国(１０１ ０５７ 人ꎬ占该共和国人

口的 ２ ９％ )ꎮ 一些较小的群体居住在乌兹别克

斯坦(约 ４ 万人)、塔吉克斯坦(约 ３ ９ 万人)、乌
克兰(３ ４ 万多人)及其他加盟共和国①ꎮ

第三ꎬ德意志居民的人身自由长期被剥夺ꎮ
战争时期被整体迁移的民族ꎬ即“被惩罚的

民族”ꎬ属于被永久流放的特殊移民ꎮ 特殊移民

名义上享有苏联公民的法律地位ꎬ但实际上其人

身自由受到严重侵犯ꎮ 德意志移民及其家属是在

武装人员的押送下被迫迁走的ꎬ他们长期被束缚

在国家指定的居住地ꎬ受到内务机关的行政监督ꎮ
根据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苏联最高主席团发布的

命令ꎬ“卫国战争时期被迁移到苏联边远地区的

车臣人、卡拉恰耶夫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
尔梅克人、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无权返回

原居住地ꎬ擅离或逃离移居地者罚做 ２０ 年苦

役ꎮ”②１９５３ 年斯大林逝世以后ꎬ苏联逐渐放宽对

特殊移民的限制ꎬ德意志移民可以在本共和国、本
边疆区和本州内自由旅行ꎬ可以在全国各地因公

出差ꎬ可以参加工会和共青团ꎬ到内务机关登记改

为一年一次ꎬ其子女被撤销特殊移民登记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ꎬ
决定德意志公民及其家属“与全体苏联公民一

样ꎬ享有依照有关劳动就业和身份证制度的现行

法律在苏联境内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ꎮ”③

二战结束以后ꎬ苏联德意志人口依然保持增

长ꎬ主要原因是苏联西部领土的扩大和德意志人

较高的自然增长率ꎮ １９５９ 年、１９７０ 年ꎬ苏联德意

志族人口分别为 １ ６１９ ６５５ 人、１ ８４６ ３１７ 人④ꎮ 根

据 １９７９ 年全苏人口统计资料ꎬ苏联有 １ ９３６ ２１４
名德意志人ꎬ约占全世界德意志人总数的 ２ ３％ ꎬ
占苏联人口的 ０ ７％ 以上(其数量居苏联各民族

中的第 １４ 位)⑤ꎮ 根据 １９８９ 年人口普查资料ꎬ苏
联德意志族总数为 ２ ０３５ ８０７ 人⑥ꎮ

三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ꎬ由于不满苏联政府限

制宗教自由、剥夺“富农”和传教士的选举权、强
制收购粮食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等原因ꎬ一些德意

志人离开了苏联ꎮ 二战结束以后ꎬ德意志人流失

海外的规模迅速扩大ꎮ 自 １９５１ 年起ꎬ苏联德意志

人开始向联邦德国移民ꎬ当年移民人数为 １ ７２１
人⑦ꎮ １９５２ 年ꎬ不愿意或不敢回归苏联的侨民大

约有 ６２ 万人ꎬ其中包括 １４ 万名已入联邦德国国

籍的原苏联德意志人⑧ꎮ 一些门诺派宗教组织积

极行动ꎬ帮助苏联境内的德意志人向联邦德国进

行非法移民ꎮ
１９５６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ꎬ苏联开始为 ３０ 年

代至 ５０ 年代初的被镇压者平反ꎮ 二战后期被整

体迁移的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

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陆续回迁原籍ꎬ并恢复了自

治ꎮ 然而ꎬ德意志人恢复伏尔加河流域自治共和

国的政治诉求却没有得到满足ꎮ １９６５ 年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在会见德意志人代表

团时表明了官方立场:“我们完全理解ꎬ这是问题

的最圆满的解决ꎮ 但这是不可能的ꎬ因为这要牵

动 ５０ 多万人并使它们迁居ꎮ 绝不能说德意志人

没有共和国就不能生活ꎬ要知道在战前有 ２ / ３ 的

德意志人居住在共和国之外的地方ꎮ 我们现在不

能恢复共和国ꎬ因为这会带来巨大困难ꎮ 历史上

所犯的错误不可能全部纠正过来ꎮ”⑨由于意识到

恢复自治的希望渺茫ꎬ许多德意志人对苏共失去

信任ꎬ想方设法地移居联邦德国或其他国家ꎮ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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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０ 年ꎬ大约有 ６ ２５ 万名苏联德意志人

移民海外①ꎮ ８０ 年代ꎬ海外移民浪潮又一次席卷

苏联ꎬ其中包括德意志人迁居德国、犹太人迁居以

色列等回归历史家园的运动ꎮ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ꎬ“改革与新思维”的理

念、苏联与西德关系的回暖点亮了德意志人恢复

自治的梦想ꎮ １９８９ 年成立了“苏联德意志人‘复
兴’全国协会”ꎬ该组织规模最大时会员人数达到

１０ 万ꎮ 同年ꎬ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委托苏联

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苏联德意志人委员会制定

恢复德意志人自治的方案ꎮ 根据苏联德意志人委

员会拟定的草案ꎬ在原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共

和国境内将恢复德意志人自治ꎮ 但是ꎬ由于时隔

不久苏联解体ꎬ这份草案终成一纸空文ꎮ
１９８９ 年柏林墙的倒塌让世界各地的德意志

人潮水般地涌入德国ꎮ ９０ 年代ꎬ东欧国家有 ２００
万德意志人移居德国ꎬ其中原苏联的德意志人超

过 １６０ 万ꎮ 特别是俄罗斯独立以来ꎬ由于经济社

会危机和自由移民政策ꎬ加之德意志人在政治上

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及心灵深处的历史积怨ꎬ德意

志人移居德国的浪潮势不可挡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年ꎬ
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迁往德国的德意志人当

中ꎬ俄罗斯德意志人的比例升至 ４４％ (１９９２ 年为

２８％ )②ꎮ 可以说ꎬ来自独联体、特别是俄罗斯的

德意志人助推德国在 ２１ 世纪初成为一个移民

国家ꎮ
独立后的俄罗斯依然面对着“被惩罚的民

族”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更加严峻的现实挑

战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于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德意志人

非常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指出ꎬ４０ 年代的一系列法

令导致了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的撤

销ꎬ这些法令在出台时就不具有法律效力ꎮ 此次

大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ꎮ 同年 ４ 月ꎬ俄联邦最

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为被镇压民族恢复名誉的

法令»和«关于政治迫害受害者的法令»ꎬ对苏联

时期流放少数民族的行为予以批判ꎬ并确定了为

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恢复名誉的措施ꎮ
为了落实«关于为被镇压民族恢复名誉的法

令»ꎬ俄联邦在西西伯利亚恢复和设立了两个德

意志民族区ꎮ 一个是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１ 日重新恢复

的阿尔泰边疆区德意志民族区③ꎮ 该民族区位于

阿尔泰边疆区西北部ꎬ面积为 １ ４５０ 平方公里ꎬ行

政中心设在距边疆区首府巴尔瑙尔市以西 ４３０ 公

里处的加利布什塔德特村④ꎮ ２００２ 年ꎬ该民族区

有 １６ 个居民点ꎬ总人口为 ２ ２ 万ꎬ其中十分之一

的居民生活在布什塔德特村ꎮ 根据 ２０１０ 年俄罗

斯人口普查资料ꎬ该民族区人口为 １７ ６６９ 人ꎮ 另

一个是 １９９２ 年在鄂木斯克州设立的亚速德意志

民族区ꎮ 该民族区位于鄂木斯克州中心和西伯利

亚大铁路附近ꎬ离额尔齐斯河不远ꎬ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ꎮ 全区面积为 １ ４３８ ９２ 平方公里ꎬ大约占鄂

木斯克州总面积的 １％ ꎮ 当时ꎬ该民族区总人口

为 １ ９４ 万ꎬ其中德意志人为 １ １６ 万ꎬ约占民族区

总人口的 ６０％ ꎮ 此外ꎬ该民族区大约有 ４ ７００ 名

俄罗斯人、１ ５００ 名哈萨克人、１ ３００ 名乌克兰人ꎮ
由于德意志人不断向德国移民ꎬ这里的德意志人

越来越少ꎮ 根据 ２００２ 年人口调查资料ꎬ该民族区

德意志人比重降至 ２９ ３％ ꎬ仅剩 ７ ０００ 人左右ꎮ
为了解决德意志人问题ꎬ俄罗斯还计划在

不妨碍当地居民利益的前提下分阶段地恢复伏

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ꎮ 这在 １９９１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德国总理科尔在波恩发

表的联合声明、１９９２ 年俄德两国政府有关分阶

段恢复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的合作议定书、
１９９７ 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莫斯科 “俄德之

家”的演讲中曾着重强调ꎮ 然而ꎬ恢复德意志人

自治问题错综复杂ꎬ尤其是伏尔加河沿岸中下

游居民强烈反对ꎬ预计“克里姆林宫里的德国

人”普京总统也难以解决ꎮ 尽管俄罗斯近 ２０ 年

来实施的民族文化自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俄罗斯境内德意志人语言文化的保护与发

展ꎬ但恢复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

可能是德意志人遥远的梦想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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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向阿尔泰地区的移民始于 １９ 世纪末ꎮ 根据全
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ꎬ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４ 日设立了阿尔泰边疆区德
意志民族区ꎮ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 １９３８ 年间ꎬ这里曾出版著名的
德文报纸«红旗报»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该民族区被撤销ꎮ

Гальбштадтꎬ德语的俄文音译ꎬ意即“近似城市”ꎮ 该村
始建于 １９０８ 年ꎬ１９３８ ~ １９９１ 年间改用俄语名称涅克拉索沃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