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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冀东地区移民研究

陈 喜 波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3)

摘　要:冀东地区在清代是向东北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之一 , 冀东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冀

东地区靠近东北 ,地理上的优势给冀东地区的百姓创造了便利条件 , 使冀东移民在直隶移民之中占有相当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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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是中国人口迁移的重要时期 ,闯关东 、走

西口 、下南洋 ,移民过程伴随着整个王朝的终始。

直隶是中国重要的移民迁出地之一 ,由于地域原

因 ,移民的方向基本上是关东 、口外地区 。冀东毗

邻东北 ,得近水楼台之便 ,因而在移民史上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探讨冀东地区移民的历

史过程及其特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为了便于

问题的讨论 ,本文所说的冀东 ,主要是指现今唐山

市和秦皇岛市的长城以南的地区。

一 、人口的迁出

冀东邻近东北 ,清代由于东北和口外地区地

广人稀 ,因此冀东移民以向这两个方向迁移为主 ,

并同关内其他省份一样 ,成为人口净迁出地区 。

1.东北移民

招垦时期。清兵入关 ,满洲人“尽族西迁” ,作

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顿时为之一空 ,“山海关

外 ,荒城废堡 ,黎庶凋残”① 。为尽快恢复农业生

产 ,并使留在东北的满洲人在生活上有所保障 ,清

政府屡次下令给东北地方官吏 ,令其招徕流民 ,开

垦荒地。顺治八年(1651 年)“令民愿出关垦地

者 ,山海关造册报部 ,分地居住”②。如关外新民

一带 ,“民人籍隶直隶 、山东者为多 ,言顺治三年移

民实边迁徙以至此者也”③。辽阳“有李翘林者 ,

原籍直隶昌黎 ,清顺治八年来辽”④。顺治十年

(1653年)又颁布了《辽东流民开垦例》 ,规定“免

交三年钱粮 ,缺乏牛种者 ,由官府借贷” ,鼓励向东

北移民 。在优厚的招垦待遇吸引下 ,近在咫尺的

冀东百姓闻风而动 ,应招者甚多 ,抚宁县“(顺治)

十七年募民实辽 ,抚民应募者甚众”⑤。

辽东招垦一直持续到康熙初期 , 《锦西县志》

记载:“圣祖时 ,直豫鲁晋之人尚源源而来”⑥ 。此

后 ,清政府停止招垦 ,对东北实行封禁。

闯关时期 。为维持满洲固有的风俗和保护满

洲旗人生计 ,康熙七年(1668 年),清政府下令停

止辽东招民开垦 ,对满洲的发祥地东北实行了封

禁。为严禁汉民出关 ,清政府在山海关 、喜峰口等

关隘设立了关卡 ,严行稽查。尽管如此 ,冀东地区

的贫民百姓在荒歉年份 ,依然闯关 ,前往地广人

稀 、土地肥沃的东北谋生 。如嘉庆十六年 , “滦水

大发 ,洪波迅湍 ,势不容遏 。 ……滦昌南界尽被水

灾 ,乐邑四门借被水困 。登城四望一片不可胜言

者。八月之后 ,诸乡庐舍虽存 ,墙院萧然 ,家无盖

藏 ,人有饥色。十月处 ,妇女遍野 ,皆以掘草根度

日 ,见之惨然。穷苦之家 ,生无衣食 ,死无棺木 ,道

歹堇相望 ,至有鬻妻卖女者。十七年春 ,逃荒之人屯

聚山海关 ,填街塞巷 ,问之皆滦 、昌 、乐三邑之民 ,

关吏不容过。有拥挤山海关之谣。”⑦

在关内贫民闯关的大潮下 ,山海关形同虚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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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出山海关者 ,依然络绎”⑧。《清高宗实录》

载:“乾隆五十八年 ,吉林将军上奏河北饥民流入

一万五千余人 ,不得已载之红册 ,令纳丁银” 。今

吉林省梨树县赵姓即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

由永平府乐亭县迁来⑨。清政府为了防止社会矛

盾激化 , 也有部分弛禁时期 。乾隆八年(1743

年),直隶天津 、河间等府大旱 ,失业流民纷纷出

口 、出关觅食。清政府行文密谕守关官兵 ,如有贫

民出口者 ,门上不必阻拦 ,即时放出 。乾隆五十七

年(1792年),山东等省大旱 ,清政府不但准许流

民“分往蒙古地方谋食者不禁” ,并且饬令各州县

晓谕灾民:“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 、科尔沁 、敖

汉 、巴沟 、三座塔一带 ,均属丰收” ,要他们分赴各

丰稔地方 ,佣工觅食 。

除了从陆路到东北谋生之外 ,冀东沿海一带

农民亦从海路前往东北谋生 。“道光二十五年夏

四月 ,海啸 ,上溢二十余里 ,鱼舍尽没。六月 ,淫雨

连旬 ,屋宇倾圯无算 ,滦河大溢 。城西旧河复发 ,

几出岸 ,沿海禾稼尽淹 ,岁大饥 。民多乘船流亡关

外”⑩ 。

开禁放垦时期。咸丰之后 ,山东 、河北等地游

民出关谋生者日益增多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 ,

先后实行了部分开禁到全面开禁的政策 ,准许关

内民众到东北垦殖土地。义和团运动以后 ,清政

府在列强的步步侵略下 ,尤其沙俄在我国东北不

断蚕食边疆 , “相逼日甚 ,修筑乌苏里铁路复线 ,岁

迁民至十数万 ,布满沿边 ,建筑兵屯 ,修通道路 ,大

有日进无疆之势” 11 。在这种情形下 ,清政府深感

东北移民的重要性 ,于是开始招垦移民 ,并给予移

民一定的优惠措施诸如放荒 、免税 、补助等办法 ,

积极鼓励关内人民到关外开垦荒地 ,一时间 , “直

隶 、山东游民出关谋生者 ,日以众多” 12。光绪二

十三年东北全部开禁 ,关内贫苦农民“蜂攒蚁聚” ,

形成一股向关外涌动的洪流。赴关外谋生的人以

山东人为最多 ,其次为直隶 ,再次为河南 、山西等

地的流民 13 。

直隶移民以冀东及其附近地区为主 ,天津 、滦

州 、保定 、乐亭等地人居多 14。笔者对东北地方志

中有关直隶移民的记载进行了粗略统计 ,根据表

中 51个移居东北的氏族和人物的籍贯记载中 ,冀

东籍占了 36个 ,高达 70%。当然 ,仅仅凭借有限

的几个数据固然不能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 ,但是

单从有关冀东籍移民的记载相对较多 ,也可以从

侧面反映出冀东移民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尽管

资料记载不全 ,不可否认的是 ,冀东移民在直隶移

民当中 ,占有相当的比例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例如关外辽西兴城一带 ,居民“半系直东迁民” 15 ,

这也足以说明事实。

东北部分方志记载清代直隶移民简表

姓氏 籍　　贯 资料来源

李氏 李氏於清康熙中叶由顺直丰润县迁居县城。

张氏 张氏原籍直隶玉田县 , 自名凤者始迁奉天锦县。

王氏
王氏名国印 , 原籍直隶乐亭县。清康熙十八年迁居邑北三十里山口
屯。

＊张氏
张氏名熊 ,原籍山东 , 寄籍直隶。有清顺直八年由临榆县迁居县城
西小领子屯。

贺氏 贺氏原籍直隶临榆县。清乾隆初迁奉天。

杨氏 杨氏名仁 , 由直隶乐亭县杨各庄迁居锦邑。

陈氏 陈氏原籍直隶丰润县。

民国《锦县志》卷 16《人物下·氏族》

信永中
字子慎 ,父旺 , 母张氏。其先直隶丰润人。咸丰六年 , 畿辅旱灾 , 父
母携永中及妹来关东觅食。

民国《新民县志》卷 13《人物·孝行》

吴氏 自清中叶由直隶昌黎县移居本境。

彭氏 自清康熙二年由直隶滦州移居。

陈氏 清中叶由直隶昌黎迁居本境。

民国《铁岭县志》卷 11《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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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 籍　　贯 资料来源

魏长林 字荫轩。原籍直隶滦县人 , 后徙铁岭家焉。 民国《铁岭县志》卷 10《人物·乡宦》

赵氏 义州富社一甲。原籍直隶乐亭县赵家滩。

张氏 原籍直隶乐亭。清乾隆五十年迁奉天义州城北石头庙子,隶利社八甲。

李氏 一世文凤 , 原籍直隶昌黎 ,迁居奉天义州。

苏氏 一世清康熙初年由直隶乐亭迁义州城东四十里官厂沟 。

张氏
原籍直隶昌黎县张格庄。清康熙间迁义州城西三宝屯(原名水口
子)隶库社三甲民籍。

宿氏
奉天义州享社十甲民籍。于前清道光二十年由直隶滦州原籍迁居
清河门河西村。

谷氏
原籍直隶乐亭县。清康熙间迁移义州隶美社七甲民籍 , 世居城西王
家屯。

＊薛氏
原籍直隶束鹿县 , 后迁奉天隶义州宁社七甲民籍。居河门外艾林
皋 ,现居城内。

＊张氏 原籍直隶深州。清初迁义州隶民籍 社 甲 , 居城西南木林村。

＊苏氏
原籍直隶宁河县。清季于乾隆中叶迁奉天隶义州兴社二甲民籍 , 居
城北区头沟村及城内等处。

民国《义县志》中卷之 12《人物志上
·氏族》

董姓 董增祥 ,原籍直隶临榆县人 ,清宣(统)三年营商来安。

? 杜姓 杜振远 ,原籍直隶人 ,宣统元年随设治委员会刘建封至邑。

民国《安图县志》卷 5《人物志·氏族
志》

＊钱氵桂土熏 字雁如 ,原籍直隶沧县。
民国《安图县志》卷 5《人物志·乡
耆》

任兰芳 直隶永平府附贡生 , 咸丰中来此授徒。 民国《昌图县志》卷 4《人物·乡型》

李玉山
字瑞峰 ,直隶丰润县人。清光绪十三年随父德勤公报效吉安军左营
前哨充步兵。

檀光禄 字荷清 ,原籍直隶昌黎人。

民国《珠河县志》卷 14《人物志·邑
人》

徐金禄

年一百零七岁 , 生于道光四年四月念日 , 木匠手艺 。原籍河北乐亭
县。经其先世祖由乐亭迁至辽宁中后所……光绪三十一年 , 中后所
迁至江省拜泉 , ……民国七年又自拜泉迁依安。

民国《依安县志·人物·乡耆》

刘景先 现年八十七岁 , 直隶滦州人 ,现居乜河镇。

赵玉德 现年八十五岁 , 原籍直隶滦州民籍 ,子孙二人 , 现业商。
民国《宁安县志》卷 4《人物·寿民》

祖二寿氏
镶红旗人。明天启时辽阳总兵也 , 其后人于清太祖入关时同洪承畴
降清。康熙三年由永平府抚宁县迁居宁古塔。

民国《宁安县志》卷 4《人物·世族》

梁悦 直隶玉田人。游赤峰。爱其风土 , 遂家焉。 《承德府志》卷 38《人物·义行》

＊张氏
张光绪公 ,字瑞州。直隶河涧县廪贡生 , 善书法 ,通医理。由嘉庆十
年携妻夏氏并子德立 、德年迁前屯卫城里。

＊张氏
始祖辅普 ,原籍直隶青县。自雍正中世始迁居奉天宁远州沙河所 ,
后迁中后所城西香房屯。业农经商 , 编入归化社六甲。

张氏
原籍直隶临榆县东李家堡 , 经文焕公于清康熙年间始迁居宁远州西
水泉沟入方来社四甲民籍。

民国《绥中县志》卷 7《人事·种族》

? 张文玺 邑大族也。清乾隆初年由直隶移至伯都讷 , 嗣迁城南二泡子村。
民国《双城县志》卷 12《人物志·乡
贤》

51陈喜波　　清代冀东地区移民研究



姓氏 籍　　贯 资料来源

张文会 字萃堂 ,廷有之仲子。原籍临榆 ,移居城南舒家窑。
民国《双城县志》卷 12《人物志·氏
族》

赵祖昌 字式韩。其先由直隶昌黎来辽 , 遂家焉。 民国《辽阳县志》卷 11《乡型志》

张纯一 原籍昌黎人。于前清光绪年间来丰买荒 , 遂居于县城东乌鲁村焉。 民国《西丰县志》卷 11《义行》

＊贾永文 直隶盐(山)县籍 ,清光绪十三年来丰。 民国《西丰县志》卷 10《孝义》

＊胡孝子 直隶天津人。 清《奉化县志》卷 13《艺文下》

萧怀锦 字焕章 ,先生世居昌黎县马驿坨 ,后迁广宁萧家岭。 民国《北镇县志》卷 3《人物·文学》

薛氏 原籍直隶乐亭县。清顺治八年迁居本境。

韩氏 原籍直隶昌黎县。唐韩文公后裔 , 清顺治八年迁居本境。

民国《海城县志》卷 2《政治志·种
族》

? 张之翰 字西园。原籍直隶。其先人营商于法库门 , 遂家焉。 民国《开原县志》卷 4《人物·乡型》

＊南景林
字芝山。祖籍顺天大兴县。父荣海 , 于光绪初年迁居县城西北五里
许之石棚子村。

民国《通化县志》卷 2《乡绅志》

＊种存恕 字子忠。原籍河北深县 , 幼年来通学商。 民国《通化县志》卷 2《乡绅志》

段书田 字淑园 ,原籍直隶人。 民国《辑安县志·人物·乡宦》

董文耀 字益昌 ,成均上舍生。先世为顺天丰润县人。
咸丰《岫岩志略》卷 8《人物志·懿
行》

孟广英 原籍直隶。光绪三年 , 岁大饥 ,扶母安东。 民国《安东县志》卷 8《孝子》

注:＊非冀东籍　　? 具体籍贯不明

　　2.口外移民

口外同样经历了从招垦到封禁再到开禁放垦

的过程。口外地广人稀 ,农耕条件优越 ,因此成为

关内百姓流入之地。清初顺治年间颁布了“辽东

开垦招民令” ,鼓励汉人出口开垦 ,便有汉人移住

口外 16 。口外蒙古贵族对劳动力的渴求 ,又促进

了口外的人口流入。康熙初 ,应蒙古人招垦 ,来口

外垦荒的人越来越多 。据《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

治县志》记载 ,康熙 、雍正年间 ,汉人来境内开垦土

地 ,春来秋返。雍正二年 ,关内河北 、山东等地连

年灾荒 ,清政府实行“借地养民”政策 ,屯垦实边 ,

汉人逐渐迁居境内 17 。

另据《青龙县志》记载:康熙九年 ,内务府奉康

熙八年御旨 ,派镶白旗 、正蓝旗到冷口外圈占荒

地 ,从此关内饥民逃荒到口外为旗人垦荒种地 18。

如迁安县“农人作苦 ,终岁不免饥寒 。往往藉操舟

海氵筮 ,垦荒边外 ,以作糊口之资” 19。旗人在京畿

附近圈地后 ,由于人口逐年增加 ,闲散余丁不断增

加 ,原来圈占之田难以容纳。同时口外空地很多 ,

因此许多满族人就分丁拨户 ,将子孙或庄丁分迁

到关外 ,择地而居。如张董姓家族因人口日增 ,遂

将部分人丁分迁至口外 30余处 20。每逢灾荒年

份 ,关内百姓往往前往口外谋生 ,如迁安民人吴振

清 , “三屯营人 。年十余岁 ,值年饥 ,随父母诸兄觅

食口外 ,至朝阳 ,遂家焉” 21。

即便在封禁时期 ,口外也涌入了大量的移民 ,

如乾隆隆九年一月癸巳(1744年 2月 27日)曾下

谕:“近来流民渐多 ,皆山东 、河南 、天津被灾穷民 ,

前往口外八沟等处 ,耕种就食” 22 。据记载 ,康熙

末年 ,到喀喇沁部定居的汉民已多达数万人 。乾

隆十三年(1748年),仅喀喇沁中旗的汉人就有

42924人 ,这些人大多来自山东 、河北 23 。至于清

末开禁放垦之后 ,移民的涌入更不必细说了 。

二 、人口的迁入

1.满族的移入

①圈地建庄。满族入关后 ,三次在北京周围

大规模圈地。所圈之地 ,就成为满洲贵族和八旗

将士的食邑。如乐亭县崔家 ,系满洲汉军正白旗 ,

在乐亭县圈占了大片土地作为旗地 ,崔家也因此

发家 ,成为地方望族 24。

②八旗驻防。有清一代 ,实行八旗驻防制度。

冀东靠近京畿 ,为畿辅驻防要地。滦州 、玉田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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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 、喜峰口 、冷口等处都是八旗驻防要地。八旗

携眷驻守 ,逐渐成为本地居民 。

2.汉人的移入

①逃荒落户。东北历来是山东 、河北和河南

部分贫苦农民的乐土 , “闯关东”到地广人疏的东

北谋生贯穿了整个清朝。河北 、河南和鲁西北等

地的贫苦农民沿着传统的流亡路线 ,途经天津 、唐

山 、秦皇岛 、山海关 ,长途跋涉去东北 ,因此冀东地

区形成了天然的移民走廊。在此通道上 ,许多移

民在冀东安家落户 。如光绪年间 ,山东人段曰礼

“因家乡贫困 , 去东北谋生 , 中途在山海关落

户” 25 。抚宁县从外面迁入移民所建立的村庄中 ,

有 37个来自山东 ,3个来自山西 ,1个来自北京 ,5

个来自本府其他县 , 4个来自关外或口外。葫芦

套村系王姓于 1906年从绥中县王家店 、王杖子迁

来 ,东沟村由绥中县皋山迁来 26 。

②招工 。晚清近代工业的崛起 ,对劳动力产

生了巨大的需求 ,促进了移民的移入 。光绪元年

(1875年),李鸿章在唐山创立了开滦矿务局 ,兴

建工厂 ,招募工人 ,开始了近代化工业生产。开平

煤矿创立时 ,曾有大批广东人移到这里 ,他们大都

是煤矿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地震前唐山的新

华路旧名广东街 ,居民多半是广东省的移民 27 。

三 、移民原因

移民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原因。清军入关 ,为满足满洲贵族 和八

旗兵的需要 ,清政府颁布了圈地法令 。同时又实

行了辽东招垦政策。这样导致了圈地运动中失去

土地的农民 ,离开家乡 ,前往辽东地区谋求生路。

冀东靠近京畿 ,膏腴上田大多为旗人圈占 ,民

人困苦不堪。以滦州为例 ,上上田“隶旗圈者十之

八九 。 ……余地皆沙碛低洼 ,亦复旗民参半 ,终岁

皆为下农 。丰年且无余积 ,粮值贵贱常失平 ,稍饥

馑 ,辄流亡焉” 28 。满洲的民族统治政策 ,造成了

广大农民的贫困 ,这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抚宁县“张氏 ,俞承恩妻 。夫贫 ,就食关外” 29 。滦

县的唐福才因“家贫 ,事母以孝 。携老母妻子赴关

外法库门谋生” 30。

自然灾害。黄河 、海河流域 ,自古以来自然灾

害频繁 ,有关记录史不绝书 。如嘉庆二年(1797

年)”武定 、东平 、良乡 、天津 、静海 、沧州等县大水 ,

永平 、宁都淫雨 ,水骤发 ,毁民居瓦房 18930间 ,草

房 1245间 ,淹毙男妇 4392 名” 31。为了生存 ,出

关谋生成了灾民的惟一出路。一遇天灾 ,灾民便

成群结队 ,相率出关 ,向地广人稀 ,灾害较少的东

北迁移。如乐亭县“顺治十一年春大饥 ,男妇逃移

者半” 32。新发县信永忠的祖籍为直隶丰润 , “咸

丰六年 , 畿辅旱灾 , 父母携永中及妹来关东觅

食” 33 。《梨树县志》记载:“李连贵 ,祖居河北省滦

县柳庄 。原名李广忠 ,乳名连贵 ,生于 1887 年。

光绪三十四年春 ,逃荒来买卖街(今梨树镇)落

户” 34 。

放垦实边。清朝后期 ,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

侵略气势 ,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 。黑龙

江“自呼伦贝尔越瑷珲兴东辖境 ,皆与俄境毗连 ,

弥望榛芜 ,无人过问” 35。然而黑龙江对岸的俄境

却“居民栉比 ,屯堡相望 ,我则野甸荒凉 ,人烟绝

迹” 36 。黑龙江两岸的强烈对比 ,使清政府认识到

边境空虚的危害 ,于是加紧移民实边 ,并给予移民

一定的优惠条件。光绪六年(1880年),清政府以

放荒 、免税 、补助三事 ,奖励内地人民移民东北。

此后 ,清政府一直由官方倡导移民东北边疆事宜 ,

关内山东 、河北等省破产农民以不可阻挡之势 ,源

源不断迁往东北地区 。

开工筑路。光绪二十三年 ,中东铁路开始修

筑。铁路的修建对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中

东铁路局在天津 、山海关等地设招工处 ,关内贫民

群起响应 ,应募者非常之多 ,以至“所有工人十之

八九为中国燕鲁之贫民” 37。中东铁路建成后 ,关

内民众借铁路之便 ,移民东北者更多。

四 、结论

冀东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移民方向

以东北和口外为主 ,以人口的迁出为其特点 。在

东北的直隶移民中 ,冀东移民占有相当数量 ,冀东

移民在清代的直隶移民当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

人群。冀东是关内各省百姓向东北移民的通道 ,

起着移民走廊的作用;另外 ,由于本地人的移出和

外地人的移入 ,人口迁移又表现出一定的替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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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民国《绥中县志》卷 7《人事·种族》

②　《清朝通志》卷 81《食货略一》

③　宣统《新民府志》不分卷《户口》

④　民国《辽阳县志》卷 24《人类志》

⑤　光绪《抚宁县志》卷 3《前事》

⑥　民国《锦西县志》卷 2《人事·种族》

⑦　光绪 《永平府志》卷 72《志余上》

⑧　《清高宗实录》卷 147

⑨　《梨树县志》卷 34《民族宗教》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⑩　光绪 《乐亭县志》卷 2《地理下·纪事》

 11　《黑龙江志稿》卷 8《巡抚周树谟奏稿》

 12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 4《贡赋》

 13　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990

 14　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990

 15　民国《兴城县志》卷 3《民治·户口》

 16　《宁城县志》卷 3《人口民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17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第三编《人口》 ,辽宁人民出版

社 , 1998

 18　《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志》第一编《大事记》 ,中国城市出版社 ,

1997

 19　同治《迁安县志》卷 8《舆地志三·风俗》

 20　《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志》第三编《人口·民族》 ,中国城市出版

社 , 1997

 21　民国《迁安县志》卷 8《文献志·人物篇·乡型》

 22　《清高宗实录》卷 208

 23　《宁城县志》卷 3《人口·民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24　《乐亭县志》第七编《社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25　《山海关志》第二十章《人物》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94

 26　据《抚宁县地名志》统计

 27　魏心镇 、朱去成:《唐山经济地理》 ,商务印书馆 , 1959年

 28　嘉庆《滦州志》卷 1《风俗》

 29　光绪 《抚宁县志》卷 15《烈女》

 30　民国《滦州志》卷 12《人物·孝友》

 31　《清史稿》志 15《灾异》

 32　光绪《乐亭县志》卷 2《地理下·纪事》

 33　民国《新民县志》卷 13《人物·孝行》

 34　《梨树县志》卷 37《人物》 ,辽宁教育出版社 , 1992

 35　《黑龙江志稿》卷 8

 36　《东三省政略》财政

 37　《黑龙江志稿》卷 42《交通志·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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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migrants in eastern Hebei in the Qing Dynasty
CHEN Xi-bo

(College of Humanit ies , Dal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Dalian , 116023 , China)

Abstract:In the Qing Dynasty , the eastern Hebei was a majo r area w here people emig rated to no rtheast

China(formerly known as Manchuria).As the eastern part of Hebei is close to northeast China , the geo-

g raphical contiguity of fered advantages for the people in easter Hebei to emig rate to no rtheast China.

Key words:The Qing Dynasty;eastern Hebei;immigrant

54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