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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姓的沿革
“三姓”满语称为“ilan hala”。三姓在黑龙江省的依兰县，但今天的依兰县与清代的
三姓相比，范围则要小得多。
顺治元年（1644 年），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在统一中国后，加强了满族的发祥地——
东北的管理。定盛京为陪都，同筑柳条边，将东北列为禁地，禁止关内的居民进入龙兴之地。
顺治十年（1653 年）设置宁古塔昂帮章京及副都统，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为“镇守宁
古塔等处将军”，康熙十年设吉林乌拉副都统，十五年将宁古塔将军移驻于船厂（即今天的
吉林省吉林市），宁古塔地区由副都统镇守。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在松花江和牡丹江
的汇合处设立三姓协领衙门，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之下。
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库页岛这一广阔地域，水丰土活，美丽富
饶，养育着赫哲、费雅喀、奇勒尔、鄂伦春等五十六个姓氏的少数民族。明朝曾在此设置诸
多卫所管辖。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统一东北女真大小各部落的战争中，
也包括了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内。这在《满洲源流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
祖高皇帝实录》及《满文老档》等书中均有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当时统一战争的匆忙及历史
的条件所限，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皇太极未及在此设置机构管理。至清统一全国后，即开始
了对这五十六姓少数民族名副其实的管辖。
三姓之设始于康熙五十三年。清实录中记载，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宁古塔将军觉罗孟
俄洛疏请将三姓及浑春之库雅拉人等编为六佐领，添设协领二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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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管辖，从之。”
清实录中的记载仅仅只有几句话，并没有对三姓的设立情况做一个详细的描述，档案弥
补了这一点不足。
据《三姓档》记载，康熙五十三年始编四个佐领，从贡貂皮的牲丁中挑选出二百名，又
从吉林拨来披甲八十名，每佐领下编披甲七十名，从姓长、乡长中选放佐领四名、骁骑校四
员，另放协领一员、防御四员，衙门无品级笔贴式四员。
雍正五年（1727 年）增设副协领一员，襄助协领事。雍正十年，由当时的吉林将军常
德奏准增编十六个佐领，每佐领下兵丁为百名，“增放副都统一员，佐领六员、防御四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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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骑校六员、无品级笔贴式二员、无品级教习一员”。
清政府在三姓地区设置副都统镇守说明了对这一边疆地区十分重视，以将其严密地控制
在自己的权力之内，行使对这一地区的领土主权，使三姓成为边陲重镇。
清政府为加强其对东北边疆的管辖，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始设三姓协领衙门，
受吉林将军节制。三姓的辖区范围是：东至日本海、鞑靼海峡；西以松花江、杨山、斗色山
为界，与黑龙江将军辖区接壤；南与阿勒楚喀、宁古塔副都统辖区毗邻；北至黑龙江入海口
及库页岛屿。雍正十年（1732 年）改协领衙门为副都统衙门，设副都统一员，增编至二十
个牛录，每牛录各兵丁百名。乾隆二十年移五个牛录至拉林、阿勒楚喀等地。同治十年（1871
年）又于左翼正蓝旗内增编一牛录。至此三姓副都统衙门辖八旗兵左右翼十六牛录。额设职
官为副都统一员、协领二员（分辖左、右翼。左翼辖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辖
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每牛录设佐领一员，下设防御、骁骑校、领催、披甲各若干名。
光绪八年（1882 年）为了管理赫哲人等及防御沙俄入侵，设立富克锦协领衙门，归三姓副
都统衙门管辖，编赫哲四牛录，设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各官。
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三姓地区的军政和民族事务，其下设的办事机构有：左司，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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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卡伦、驿站及巡山察河等；右司，掌户籍、财政、荒务、灾赈、雨雪、粮价、土贡等；
银库，掌钱粮之收支；印房，掌印务；永丰仓，又称公仓，掌官庄之粮储；义仓，掌八旗兵
丁义田之粮储；巡街衙门，又称街道厅或街道督捕厅，管理街道事务；永宁社，管理民人；
税课司，掌税收；承办处，掌边防防务；官参局，掌采参事宜；防护江关税局，掌江面之税
收及缉查禁运物资等；监狱，关押罪犯。
二、三姓档案的概况
三姓副都统衙门作为清政府的东北边陲重地的地方军政机构，由于其处于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负有的特殊使命，其所留下的档案，记载了清政府对包括黑龙江、黑龙江中下游、库页
岛、乌苏里江以东等广大地区实行卓有成效管辖情况。三姓档可按行文种可分为将军及各副
都统衙门给三姓副都统衙门的来文档，三姓副都统衙门给将军衙门及各副都统衙门的行文档
案，左、右司之间相互移文档，还有存查档及三姓副都统衙门下属机构的呈文、报告和对其
札复、札饬等类型的档案。
对三姓档案的整理是在 1978 年后，这时辽宁省档案馆的档案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历史
档案的整理工作也提到日程上。辽宁省档案馆对历史档案的整理首先是从三姓档开始的，前
面提到的三位满文人员，再加上在其他单位的两名满文工作者，一同对三姓的档案进行著录。
经过几年的工作，三姓档案全部著录完毕。
三姓档案为簿册式档案，是三姓副都统衙门形成的文件的抄存件。全部档案共 483 册，
有文件 20235 份，其中满文 12461 件、汉文 7640 件，满汉合璧的 117 件，共 3 万余页。三
姓档案形成于清乾隆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736 年-1908 年），曾被沙俄掠去，1956 年苏
联归还我国。俄文目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全宗档案由满文、汉文写成，前期的乾
隆、嘉庆、道光各朝多为满文写成，后期的咸丰、同治、光绪各朝多为汉文写成。每册稿簿
宽 23cm，高 41.5cm。纸质为麻纸，筒子页，墨书，每页 8－9 行，两页之间有朱色骑缝章。
满汉合壁，印文为“管理三姓等处副都统印”。
三姓档案已经全部著录完毕，该档案的著录达文件级的，即每一份文件均有一条目录，
所有的目录按照内容进行分类，最终形成了一份分类目录提供利用。与此同时，三姓档案全
部进行修裱，并拍摄成缩微胶片。
三、有关三姓档案的研究状况
1、史料汇编
a、《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
《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1984 年 12 月由辽沈书社出版，34.5 万字，462 页，
译编者关克笑、沈微、关嘉禄、王佩环，佟永功，由佟永功总校。
本书所选档案共 178 件，文件的时间由乾隆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起至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
二日止，全书共分十个部分，主要内容有：
关领和颁赏乌林、收纳和解送贡貂、供应贡貂人口粮、官府和私人贸易貂皮、霍集珲娶
妻及萨尔罕锥病故、处理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人之间的杀人案件、征调赫哲人戍守巡查、
剿匪并领给饷银、子药等、沙俄的入侵和清朝的对策，换取鄂伦春、赫哲人之野牲等。
这本史料译编是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的第一部满文档案史料。这部分史料和公布，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关于黑龙江地区的历史研究上有关民族问题的资料上的空白。
b、《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
《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1995 年 7 月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35 万字，
458 页，关嘉禄、关克笑、沈微、王佩环、佟永功编译，佟永功总校统编。
本书由三姓档案中共选满汉文档案 340 份，主要内容有：官庄、流民垦荒、设治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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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侵略等内容。
这本史料汇编的内容比较广泛，但由于容量的限制，每一门类的文件并不是很多，在各
类中还有不少详细的内容并没有体现出来。
c、有关清代三姓地区采参档案的汇编计划
2、研究文章
三姓档案整理出版后，国内的学者纷纷利用三姓档案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到三姓的各个
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a、《清代发遣三姓等地赏奴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83 年第六期，佟永功、关
嘉禄。
b、《乾隆朝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管辖一例》，《历史档案》1984 年第一期，佟
永功、关嘉禄。
c、《清朝贡貂赏乌林制度的确立及演变》，《历史档案》1986 年第三期，关嘉禄、佟
永功。
d、《从三姓档看清代的吉林官庄》，《历史档案》1991 年第二期，关嘉禄、佟永功。
e、《清代东北采参业的兴衰》，王佩环
f、《略谈清代东北采参制度的几个问题》，王佩环
国外利用三姓档案情况，据我了解，有日本的学者松浦茂，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到辽
宁省档案馆查阅过，利用民族问题的档案写出了一些论文。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对国外利
用三姓档案的研究成果不甚了解，故在此不妄加叙述。
三、三姓档案研究的可行性问题
三姓档案的数量大，时间跨度久远，涉及的面广，就研究清代东北历史而言，有很多的
问题值得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衙署兵政
案卷中有关于副都统衙门的设立、沿革及驻防八旗官兵的增减、操练、考核、奖惩等，
特别是追述了康熙、雍正年间的一些情况，可以补充、订正方志中的某些记载。此外，还有
关于清政府调动三姓驻防八旗官兵参加平定准噶尔叛乱和镇压捻军等记载。清政府在这一地
区设治，任命地方行政官员，对三姓和八姓赫哲费雅喀人进行编旗，使其成为“新满洲”。另
有收纳赫哲、库页费雅喀人作为实物税的贡貂和作为清政府对边疆各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具体
体现的赏乌林活动的详细记载。有关三姓副都统辖区的赫哲费雅喀人和库页费雅喀人五十六
个姓氏之住地、户数，及清政府对他们采取姓长“哈赍达”、乡长“噶珊达” 严格的等级制度
进行管理。
官庄经济
三姓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组织――官庄的设立、内部组织、生产活动、自
然灾害等情况。人参为该地的特产，有关参场的管理、参票的发放、违例挖参的查禁情况等。
还有貂皮贸易、开采金矿、开设烧锅等的记载。有马市交易及当铺、旅店、木植、烟酒、斗
称税收清册，有关商业与税收方面的材料，充分反映了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这一地区与内地在
经济上的紧密联系。
清代的官庄遍布东北，官庄经济是东北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姓档案中关于官庄
的记载非常全面，对研究清代的东北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三姓档案中明确地记录了三姓地区官庄的筹建、内部结构、生产关系、仓储等方面的内
容。三姓的官庄始建于乾隆元年至二年，初为十个，至乾隆四十五年又增设五个官庄。三姓
官庄的内部结构为庄头一人，庄丁九人（庄头与庄丁的待遇及纳粮数额相同），每个庄丁由
官方拨给地二十晌，牛六头，并发给籽种、牛犋、住房等，每个庄丁岁纳粮额为三十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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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丁的来源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开户奴仆、一是流民、一是流人。对于官庄的管理，三
姓档也做了各种记载。三姓档案中对不仅对当地的官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涉及到吉林
其他地区的官庄设置、变更等情况。
农业的开发除官庄外，三姓档对民人的组织――永宁社的记载也很详细，从档案中可以
看出，社内的民人大多来自关内的河北、山东甚至广西等地流来的破产农民，他们要向官府
交纳地丁钱粮，承担各种赋役，由官府对其进行户籍管理。
在三姓档案中有一部分是对雨雪粮价的记载。这些文件的内容相对比较单一，逐年按月
对当地的自然状况加以记录，按照规定每月上报一次降雨或降雪的情况，以及上农作物的收
成情况。这部分档案对研究东北历史天气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人参
人参为东三省之特产。在东北，人参的主要产地有二处，一为盛京，一为吉林（包括三
姓）。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人参就成为女真人的经济来源之一，女真人以此与明朝换取生产生
活的必需品。清统一全国后，人参业成为国家的垄断产业，不得由民间私行采挖。在盛京设
立高官参局，专门管理人参的经营业务。
在三姓档案中，有近 500 份文件涉及到人参。主要内容有发放进乌苏里山等地采参执照
（参票）3，处理偷挖人参之人，乾隆 14 年 8 月，将捕获私挖人参之人经宁古塔解送吉林将
军4。对挖得人参的数目严格管理5。增设哨卡防止偷盗人参6。并对偷盗人参失职官员进行惩
处，并于采参季节派出官兵巡查7。
据三姓档案记载，为查禁人参，三姓地方所设各卡伦，除严饬兵丁坐卡外，通往大江（即
松花江）上游阿勒楚喀、呼兰等地这要隘，玛延河、大江以北之细鳞河等处，皆选派官兵驻
守卡伦。并命令各卡伦除查无票盗参之人及为盗参者送来之人外，秋后亦查飞参、调票及潜
入山林者。官府三令五申，严禁无参票之人进山偷采人参，并对秋后出山之采参人朝廷严格
的检查，以防止夹带等弊。在诸多卡伦的严密监视下，每年确有大量的偷参者被查获。例如
乾隆二十五年就查获了二百二十三人之多。
此外，官府为了防止偷采人参，除在各处关隘要津之处遍设卡伦外，还规定了流动的巡
山制度。三姓档案记载，为巡查南海等地，每年派出协领一员，官五员，兵丁一百名。这些
措施都反映了清朝对参业的高度重视。这种巡查，每年都抓获大批私进禁山之人，并缴获大
量违禁物品。
采参人的生活极为艰苦，除必须由官府批准方能采挖外，采参时所用一切用品用具均自
行备办，如有无力备办者，可向官参局支借银两购买。8
由于利益的驱动，采参人之间的争执不断发生，抢夺、凶杀案件经常出现，在档案中有
不少文件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三姓的贸易情况
三姓虽然地处边陲，但对商品的需求也和内地一样，供与求的客观存在，产生了贸易活
动。三姓档中对三姓地区的贸易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记录，有长达数十页的贸易清单，包括
商人姓名、籍贯、出售的商品名称、数量及纳税情况。在交易中，以粮食、布匹、食盐、牲
畜、烟酒为主，终年不绝。其中有大量的关内商贾涌入三姓市场。嘉庆八年河北保定府民人
赵廷从阿勒楚喀以船贩运酒两万斤、盐三万斤、面粉一万斤、黑豆一百仓石至三姓出售。三
姓输出的是土特产品，如非禁物品之毛皮及药材等。
乾隆初年，已有商人对三姓地区朝廷贸易活动。贸易的内容主要是生活基本用品和当地
的土特产品。乾隆八年 7 月，在黑龙江口卡截获米盐布匹船只9，同年 9 月，查获私贩米粮
之人10。从官府的处理方式来看，这些物品当为未经允许的交易。当时的贸易管理权力控制
在官府的手中，只有经过官府的同意，发给执照，缴纳税金之后方能朝廷正常的交易，否则
即视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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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三姓向外输出的物品，多是当地的土特产品，在早期尤其以貂皮为最。在档案中有
不少当地之人或外地商人将貂皮带入内地的记载。乾隆 19 年 10 月，副都统第六子闲散英泰
携带黄貂皮进京，呈请开具通过威远堡、山海关之税票11，乾隆 45 年 3 月，呈报循例查验
商贾所易貂皮，并发给过边卡执照。乾隆 56 年，七名关内的商人一次就从三姓贩走黄貂皮
16567 张，申请去盛京及张家口等地出卖发给过关执照。12
当时的貂皮为进贡的主要物产之一，可以交易的均为一般的质量的，商人所贩貂皮皆为
平常货色，并无黑貂黑狐，发给过关执照，准许去盛京等处贩卖。
貂皮的交易于道光时期处于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的有关商人的档案文件中多数记载
的是貂皮的交易。
除貂皮外，还有鹿茸交易的记载，不过这方面的内容并不算多。
自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在档案中出现了酒类交易的记录。前往三姓地区贩酒的人员增
加。进入三姓的酒类商品主要来源于宁古塔、阿勒楚喀、拉林等地，除酒外，还有面粉、盐
等物。
商人的身份为民人，他们来自于保定、永平、奉天等地。
光绪年间，三姓地区的开发日见兴盛，人口增加，出现了许多聚集地，对商品交易的需
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以往的行商渐渐地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于是坐商开始出现。光绪
二十年二月，三姓副都统出示晓谕，于三姓城东南的太平山设立集镇，便于佃民置办物件，
设立行走基，招商贸易。当时设立行街基的还有佳木斯等处。
金矿
三姓地区的另一个经济来源为金矿，在山中产金，在河中有金。三姓的黄金出产应该始
于同治年间，在此之前对黄金业的记载还没有见到。黄金一项向由官府控制，由于利益的诱
惑，许多流民违禁前往三姓挖金淘金。采金之人数量众多，不服官府的管理，官府称这些人
“金匪”，对他们朝廷了严厉的打击。
同治九年六月，拿获的金匪李锡治供称黑背山场有挖金人二三百名，于是饬令官兵前往
缉拿13。这些金匪的势力很大，最多的记载是桦皮沟金匪，总数达二千余人14。
为了垄断三姓的金矿，光绪十五年十月，在三姓开设金矿15。光绪二十四年，在赫贝地
方开设金矿设厂，委任哨官招募局勇16，并从其他各厂调来专业人员施工17。赫贝金矿招募
的局勇有旗兵、社民，庄丁等18。遗憾的是，经过试挖，赫贝金矿的金苗不旺，最终还是停
止了19。
流民与流人
三姓档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不容忽视，这就是有关三姓地区的流民与流人。
清代为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在盛京与吉林交界之处遍设柳条边，设置卡伦，还三令五
申，不准流民进入。对于流民，清政府采取了驱逐出境的办法，对三姓的闲散的流民一个不
留，全行逐出。三姓曾经一次逐出流民六十一户，计三百〇三人。但几经驱逐仍不出境的流
民，清政府不得不将其安插到各处种地纳粮，以防止这些人生事。如乾隆四十三年，仅吉林、
伯都讷、宁古塔三个地区，就已有纳粮流民一万三千五百余丁，七万四千余口。这方面的记
载有很多，在三姓档案中屡见不鲜，是研究三姓地区农业开发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流民为自发地由关内进入三姓地区的居民，这些居民大多数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农业发达
的地区，他们的进入，为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外一部分进入三姓地区的民人即为流人。流人与流民不同，他们的身份是罪犯。这些
人发遣到三姓后，一部分赏给兵丁为奴，从事家庭农业的劳动，一部分安置在官庄内，从事
农业生产。赏奴赎身后也可以入官庄。这方面的文件在三姓档案中比比皆是，有历年呈报犯
人逃亡有死亡的文件，如，乾隆二十二年赏给三姓兵丁为奴的流人有一千〇四人，嘉庆十八
年有三百四十一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元年至嘉庆十二年发遣到三姓的流人达二千六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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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名。
流人的进入，对三姓地区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流人内，有许多是犯罪的官员或者是文人，他们的到来，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
他们到达三姓后，为三姓地区的文化程度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关流人的发遣、交接、安置、管理、赎身、反抗等情况，在档案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是研究清代社会奴隶制残余的重要史料。
关于三姓地区的流民与流人，佟永功和关嘉禄二位先生有专门的研究文章：《清朝发遣
三姓等地赏奴述略》。这篇文章对赏奴的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卡伦
东北地区的卡伦与其他地区的卡伦不同，在三姓档案中有大量的关于卡伦的记载，详细
地描述了卡伦的宗旨及设防情形、卡伦职能以及种类等。档案中记述到，卡伦之设实力保护
参山，巡查边界，盘诘奸邪及缉拿逃人，甚属重要。应该注意的是，东北的卡伦并不是边境
上的哨所，仅在 1858－1860 年《中俄爱珲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这里的一些卡伦才
是为兼防俄夷蓦越西上而设。
三姓的卡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常设卡伦，这种卡伦一经设置便不轻易裁撤，有的设置
达二百余年之久，如乌斯浑卡伦等。二是季节卡伦，这种卡伦在春季可以进山挖采人参及打
猎时设置，秋季大雪封山时撤回。三是摆设卡伦，这种卡伦是为某种原因临时设置，任务结
束即行撤销。三姓档案中详细地记录了卡伦的各项活动情况。
台站设置
三姓是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在对广大地区进行管理时，台站、卡
伦是必不可少的。有关台站、卡伦的设置、调整及其所起的作用，及清前后期的变化情况，
档案均有所记载。
边疆管理
三姓副都统衙门辖区内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恰喀喇等边疆民族向清政府进贡貂皮、
聘娶旗人之女及清政府赏给财物之规定、办法、清册等。反映了 1860 年以前清政府对该地
区的有效管辖。
抗击沙俄
沙俄对三姓副都统衙门辖区的入侵和该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许多档案文件记述了
沙俄船只在黑龙江上运送军队和装备，沙俄武装人员乘船闯入松花江挑衅，庚子之乱和日俄
战争期间俄军在该地区烧杀抢掠，以及俄国在 1860 年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
中国领土等情形；同时也记录了恰喀喇人不顾沙俄的阻挠继续向清政府进贡貂皮等情形。
这部分文件绝大部分反映的是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对俄罗斯在黑龙江上行驶
的船只的监视，俄罗斯船只闯入三姓界内，由三姓出派官兵进行堵截20，并加强了边境地区
的防务。鉴于边界的状况，咸丰十一年，奏准补放富尼扬阿为副都统，并办理中俄边界事宜
21
。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对应之策。宁古塔三姓派出官兵前往兴凯湖分界设卡，设立界碑。
其中三姓边防西丹 3100 名22。由于边界的划分，三姓前经奇吉地方颁赏与林的官员则必需
由俄驻官公使行文俄国，不得阻挠。在俄境内的恰喀喇人不堪俄国人的欺辱逃归境内23。光
绪 7 年，中俄之间颁发新约，中俄之间的关系交涉事宜照章办理24，边界之间的紧张气氛有
所缓解，调练驻防官兵酌量减员。光绪 20 年正月，由吉林派员赴三姓查勘中俄边界。光绪
26 年，俄兵焚烧抢劫铺商。鉴于中俄之间交涉事务日益增多，在吉林省城及宁古塔、珲春、
三姓等地添设承边处，办理交涉事情25。
中俄之间的战争，造成了各种经济损失，房屋烧毁、农田无收、铺商被抢、旗民流离。
社会各项活动均无法开展，32 年 7 月 29 日，征收萨河等处木桢事务之高骑尉长兴报称，因
俄人占河放木排无法捕鱼，俄人占街地房屋，永丰仓官兵呈报俄兵强抢木料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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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俄国人在黑河口一带建房、船只行驶。办理中俄事务官兵经费等内容。
以上结合三姓档案的内容对三姓地区的历史状况做了一个粗略的介绍，三姓档案数量
多，涉及面广，非本人此次的介绍所能尽述，利用三姓档案搞好开发利用，将对清代东北历
史的研究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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