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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朝鲜移民对中国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的影响

（1875～1945）*

金  颖

I.序言：

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优质粳稻主产区。近代东北地区水稻的种植从无到

有，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自古以

来农业交流甚是密切。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是在东北地区持续长达200

多年封禁之后，在关内移民为主的旱田农业开发基础之上，拥有先进寒

地稻作技术与经验的朝鲜移民在移居东北过程中传入并主要由其直接耕

作的。尽管起步较晚，在其发展历程中，受到日本侵略势力及东北社会

环境的强烈冲击与压力，但作为符合近代东北地区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新

兴事物,在短短的70年间（1875～1945年）实现了迅猛的发展, 1945年日

本败降时水稻已成为东北第六大作物，水田遍布除东北最北部一部分地

区之外的全境，最北达到北纬50℃。在近代东北地区农业开发进程中出

现了由中国人从事旱田耕作，朝鲜移民主要从事水田耕作的民族间的劳

动分工趋向。水田耕作作为朝鲜移民的根本性的生存手段，成为其最具

代表性的生产领域，从长远影响上看，近代朝鲜移民人口的不断增长成

为东北水田农业发展的动力之一,拉开了东北各地水田农业及农田水利事

业的序幕，并有力地促进了水田农业的飞速发展，保障了东北区域社会

经济正常持续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朝鲜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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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及朝鲜移民问题的研究较为深

入，1)衣保中的研究立足点放在朝鲜移民移居东北的进程上，在重点论述

朝鲜移民移居过程中涉及了水田农业发展状况，所以研究不够系统全面，

且因研究时段截止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并未涉及无论是从朝鲜移民

的人口数量，还是水田面积，水稻产量都达到前所未有增长的伪满洲国时

期，从而未能从贯穿近代水田农业发展史的中、日、朝三方矛盾冲突中揭

示日本根据自身需求而调控东北水田农业发展规模与速度的本质。孙春日

从朝鲜族形成角度，对朝鲜移民移居东北历程进行了重点描述，本人通过

两部专著系统地阐明了整个近代时段水稻传入东北的历程及其过程中的政

治、社会、民族等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朝鲜移民与水田农业的发展关

系等，但二人尚未明确梳理和准确定位出朝鲜移民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水

田农业发展的影响。

有一些前期研究论文，在没有充分展开相关问题的细致深入研究之前，笼

统地高度评价朝鲜移民在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开发中的重大贡献。事实上近

代朝鲜相继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殖民地，无政治地位的贫苦朝鲜移民在迁

入东北之后，完全靠自身的实力，自发地开发和推进水田农业发展也是不

大可能之事，近代东北地区社会结构的总体特征对朝鲜移民的影响是决定

性的。

目前尚未发现国外史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专题论著。日本学界相关问题研

究集中在近代东北地区农业史及日本殖民地相关问题的研究上。韩国史学

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掀起研究近代东北朝鲜移民问题热，聚焦朝鲜

移民的视角，大体描绘出了朝鲜移民社会的具体画卷。但问题意识主要

是作为与近代韩国历史相关问题的延续性研究及站在朝鲜移民立场上加以

认知的研究，所以普遍强调中国中央与东北地方政府对朝鲜移民的民族压

迫、同化政策及地主的压迫与剥削，揭示出朝鲜移民悲惨的生活。

近代朝鲜移民以种植水稻为生计手段的移居，作为一种跨国性社会经济行

1) 衣保中， 《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长春出版社，2000年；金颖， 
《近代东北地区水稻的种植与朝鲜移民》，韩国国学资料院出版社，2004
年；金颖， 《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7年；孙春日，《中国朝鲜族史》，中华书局，2009；孫春日， 

  《“满洲国”时期朝鲜开拓民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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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以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为目的，但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

对移居对象地中国东北地区水田农业的影响，既有巨大的和广泛的积极作

用，也有消极作用，既有短期效应，也有长期影响。其主要影响总结如下

II．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的兴起与朝鲜移民

中国是世界上种植水稻历史最古老的国家，也是栽培稻的主要起源地之

一。据考古遗址发掘，东北地区3700年前就种植过水稻。《新唐书》第二

十九卷《渤海传》中记载渤海国时期（698～926年）卢州产出的水稻是当

地著名产物。问题是辽灭渤海国后，历经辽、金、明朝、清初的漫长时

期，东北大地上再也找不到大片种植水稻的明确记录，这是一个历史之

谜。

中国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明圈边缘，在清朝持续了

长达二百多年的封禁之后，东北农业开发严重滞后于中原地区、南部地区

及邻近的朝鲜、日本。直到清末东北各地封禁弛废，关内北方移民大批移

入，才进入大开发时期。以高粱、粟为主食的山东、河北、河南等移民迁

居东北之后，仍旧从事着与家乡同样的旱田农业，大片低洼湿地处于废弃

状态。

近代朝鲜移民试种水稻成功，揭开了东北各地种植水稻的序幕。综合中、

日、韩学界的研究，就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开发起源，大体上通用两种

说法。一是1845年平安北道楚山郡80多户农民为采伐木材，进入浑江流域

的宽甸县下漏河、太平哨等地种植水稻为其起源，2) 一是1875年迁居至鸭

绿江上流地方的朝鲜移民沿着浑江进入通化地区，在上甸子、下甸子试种

水稻成功，为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的起始之年。3) 

2) 〖日〗中村誠助，《南滿ニ於ケル水稻作ノ研究》，《滿洲水稻作ノ研究》
，滿洲農學會，1943年第9页。

3) 〖日〗石津半治之，《滿洲の水田》，滿鐵地方部勸業課，1921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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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洪钟佖教授4)是把近代东北地区水稻起源的通用之说几乎提前了200

年，主张应是1686年，其主要根据是清政府与朝鲜之间发生的三道沟事

件，5)当时因此事件被处以刑的朝鲜人中有朝鲜平安北道有名的稻区安州

出身的金成立等。洪教授认为在此事件发生的前后，越江的朝鲜采参人很

有可能未归，而在东北从事水田耕作。当时东北封禁时期，清政府统巡如

果发现有犯禁潜耕者便毁田平舍，驱逐出境。同时朝鲜政府也封疆锁国，

严禁越境，对“犯越者”处以“越江罪”。朝鲜移民在封禁松弛后，越江

私垦者才迅速增多，考虑到清政府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逐渐废除鸭绿

江流域的封禁，本人认为在1686年封禁时期这些越江朝鲜人是不大可能从

事以定居生活为前提条件的水田农业。

还有人把1866年作为近代水田农业的起源。1872年崔宗范等奉朝鲜平安道

厚昌郡守的密令，对鸭绿江上游对岸的辑安、临江等地的朝鲜犯越者作了

一次调查，跟据当地居住民的口述记录而成书的《江北日记》中，指出以

定居为目的向鸭绿江北岸地带开始大量移居时间为1860年之后，而且移民

之大部分为原籍是朝鲜北部的贫民，并且还进一步指出移居鸭绿江上流的

早期朝鲜移民主要不是南岸地区的朝鲜人，而是图们江北岸的以狩猎为主

的巫山人为主。6) 这些迫于饥谨而迁居于此地的朝鲜移民，主要从事农业

生产、狞猎和挖参。日记中六月初五日条中记载到“问其所农，则地高且

寒，只种甘薯，或有麦田…而以采参猎貂为业”。7) 在这里明确指出此地

气候寒冷，有些偷渡人开荒，种了些土豆、麦子，但生计仍靠采集人参与

狩猎为主。当时奉朝鲜政府命令进行调查的他们一行也未买到他们爱食用

的主食大米，只买到“小米二斗”。从上述史料中，我们也可以断定移居

4) 〖韩〗洪鐘佖，《滿洲朝鮮移民水田開拓小考》，1990年，《明知史论》第3
号，第76页。

5) 三道沟事件是指1685年10月朝鲜三水别荣堡韩得完等20多名在三水郡管辖的
厚州对岸白石塔附近采参时，被清朝驻防协领勒楚等发现，他们杀死一名兵
士，伤及勒楚等2名。《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丁亥条。此事件发生
后，相关人被处以死刑或降职处分，朝鲜国王也向清朝廷递交了谢罪文。此
事件发生之后，边民的越境受到更为严厉的制裁。

6) 清政府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废除了封禁，但对图们江北岸地区（今延
边地区）则继续强化了封禁。所以朝鲜的巫山人，没有过江向对岸的我国移
居，而是舍近求远南下移居到鸭绿江对岸地区。

7) 〖韩〗崔宗範，《江北日記》是1872年朝鲜崔宗范与金太鸿，林石根等3人调
查鸭绿江北岸地区的朝鲜人状况，以日记体的形式加以记录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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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皆自知为冒禁的朝鲜图们江北岸以狩猎为主的巫山人不可能从事水田

耕作。正是在崔宗范奉命调查的1872年，鸭绿江一带的封禁地东边道边外

才解禁开放，辽东一带的汉族移民和朝鲜移民才闻讯纷纷聚集过去。所以

把1866年作为近代水田农业的起源也不大合适。

本人认为1875年朝鲜移民在通化下甸子地区（今桓仁县境内）试种水稻成

功作为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起源的说法是可行的，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在

此之前，部分皇庄或王庄有种植水稻的可能性，或也有可能发生偶有播

撒稻种的事例，例如1845年浑江流域的宽甸下漏河曾有朝鲜移民种过水

稻，1861年安东县三道浪头也有朝鲜移民开发过小面积水田，但这些都是

个别事例，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始终没有试种成功，1875年通化上甸

子一带朝鲜移民试种成功之后，以此为起点，向邻近的通化、辑安、兴

京、柳河等周边地区扩散开来，呈现出东北水田农业发展的连续性、稳定

性，进而使水田农业的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历史现象8)，所以应

当1875年作为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的开端较为妥当。在1875年通化

上甸子一带朝鲜移民试种水稻成功之后的1908年，在其附近的桓仁县群乐

堡（今雅河地区）的稻米已成为当地名贵的农产品，这一年有14.5石(约

4150公斤)大米输出境外，每斗售价1.5两白银，是当时小豆价格的3.1倍, 

玉米价格的4.68倍。如此昂贵的农产品理所当然成为皇室“贡品”。桓仁

大米色、味、质具佳，久负盛名。京租稻，又名“黄毛子”，因清末时曾

选其送朝廷并作皇粮征用，又称“贡米”。9) 从当时贸易上市量推断当时

的水稻种植面积约在500亩左右。10) 朝鲜移民迁入后，在解决其自身口粮

问题的过程中，试验开发出一片片水田，逐渐揭开了东北各地水田农业的

序幕，证实了种植水稻的可能性。辽河沿岸水田中心地营口的田庄台水田

是由朝鲜平安北道金元禹等在1913年租借200～300天地的土地而兴起，因

在该处种水稻成功，1921年其附近朝鲜移民800多人组成了十多个大的部

落。11)

8) 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22页。

9) 本溪市地方志编篡办公室，《本溪之最》白山出版社，1993年4月，第151
页。

10) 桓仁县人民政府提供，《桓仁县水稻生产历史沿革及现状》，2004年7月。

11) 〖日〗日本外务省， 《在满朝鲜人概况》，1934年，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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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移民之中也不乏在朝鲜境内从事旱田耕作之人，但到了东北之后，绝

大多数择水地而栖，生计全赖于耕作水田的收益。这是因为第一，水稻的

单产不仅高于小麦、大豆等旱田收益，而且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米价暴涨，

当地地主有意从事利润高的水稻的种植而欢迎朝鲜佃农的租佃。有缘于

此，从擅长种水稻的穷苦朝鲜移民易租佃到土地，得到地主预先垫付的生

活费而能够维持生计。第二，水田较旱田耕作所需生产成本低。水田耕作

只要有一把锨，单靠自家劳动力，租佃1町5反～2町步适宜地即能维持一

家生计。第三，在获取租佃耕地过程中，也能够避免与先住移民之间的摩

擦，易于谋生。在东北地区虽然不能确保种植水稻的朝鲜移民，年年有

余，但生活较朝鲜境内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好一些，于是大量移民涌入东

北。

当时在东北称陆稻为“粳子”，而当朝鲜移民试种水稻成功之后，人们就

把从前的陆稻改称“旱粳子”，把水稻称“水粳子”加以区分。进入近

代,东北地区开始因朝鲜移民试种水稻成功, 才开始出现引水种植水稻的

现象,低洼地变得值钱，人们开始吃上了”大米”。

III．朝鲜移民的人口增长与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的迅猛发展

从近代东北地区种植水稻的进程上看，朝鲜移民人口持续不断的增长基本

上与水田面积、稻米产量的增长趋势大体一致，朝鲜移民始终是开发东北

水田农业资源的主要劳动力和直接的担当者，为其成为中国的朝鲜族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朝鲜移民人口的不断增长成为东北水田农业发展的动力。近代东北地

区水稻的种植是拥有先进寒地稻作技术与经验的朝鲜移民在移居东北过程

中传入并主要由其直接耕作的。朝鲜移民的跨国流动，从经济层面来说是

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跨国移动。在近代没有实现机械化，进行分散的

小规模零细生产的传统农业中，熟练的具有寒地稻作经验的劳动力是最重

要的生产要素。他们的数量与素质左右着水稻种植进程。朝鲜成为各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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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实现了迅猛的发展

东北地区自清末以来开始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市

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因种植水稻不仅能变昔日废弃的湿地为

沃壤，且无需休耕，还能够连作，产量又高出高粱、谷子的3～5倍，尤其

是一战及其后，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欧洲各国大米需求激增，米价

暴涨，种植水稻变得更为有利。于是不仅是朝鲜移民，在追逐利润最大化

目标的驱使下，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本地地主和富农纷纷租佃或雇佣朝鲜稻

农。朝鲜移民在赖以生存的种稻生产和共同生活过程中，改变了各地无水

稻的历史，也为其移居成功，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与互往性的经济环境。

在国内外市场消费需求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朝鲜移民人口变化趋势基本上

与水田面积的增长大体一致。

在清末关内移民开发东北高潮的形成与待垦洼荒地的吸引下，不堪忍受饥

锇与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移民大量迁入东北境内。他们在选择开拓地时，

一般是以能否种植水稻为前提条件，主要从事关内移民所不熟悉的水稻的

种植为其生计手段，逐渐形成了主要由朝鲜移民为主的种植水稻的独特的

人口结构特征。虽说东北地方政府禁止朝鲜移民的土地所有权和限制租佃

等措施，使水稻的种植受到一些限制，但因受现实利益的诱导，其限制措

施收效甚微，朝鲜移民人口数量一直呈持续增加之势，如所附图中所见，

东北各地水稻种植的兴起、扩大与分布状况，几乎与朝鲜移民迁入、人

口增长速度、地域分布基本一致。1910年朝鲜移民人口为20万，1915年

上升为28万，1920年为46万，1925年为53万，1930年高达60万，1935年

82万，1940年130多万人，1942年151万人，呈持续增长之势。12)与此相对

应，水田面积与稻米产量也呈与此同步迅速增长之势。如果把1924年水田

面积、稻米产量指数设置为100，1930年、1935年、1940年、1942年水田

面积则分别达到173、339、596、559，增幅近6倍；稻米产量同一时期也

增长为165、228、627、559。

民国政府曾实施过几次迁入中国南方稻农从事东北地区水田农业之举措，

但都因其不习惯北方生活，缺乏寒地稻作经验与技术，无法在东北冰凉的

12) 〖日〗金哲， 《韩国の人口と经济》、岩波书店，1965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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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中赤足耕作而都以失败告终。水田农业成为朝鲜移民最具代表性的生

产领域。从东北各地水稻种植的扩展趋势上看，大体上呈现出也是随着

朝鲜移民的移居，从与朝鲜接壤的东部边疆丘陵地带向平原的腹心地带转

移，从南部气候温暖的辽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向北部地区扩展的趋向。1920

年代初期，水稻的耕种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南部气候温暖的奉天省地

区。1920年奉天省水田面积为362,000町步，远远超过吉林省的12,410町

步及刚刚开始种植水稻的黑龙江省。13) 1922年奉天省朝鲜移民已有16万

名，14) 迁入所属辽阳县、沈阳县、开原县、新民县、铁岭县、抚顺县、

柳河县、西丰县、东丰县、法库县、锦县等的朝鲜移民几乎100%都种水

稻。15) 在其它地区，朝鲜移民只要条件允许，也尽量种水稻。通化县、

宽甸县、辑安县、本溪县、临江县等东边道地区，因山地多，平地少，气

候寒冷，无霜期短等不利于种水稻的自然环境，甚至出现了为寻求更适的

水田而朝鲜移民再次移居他处的现象。16) 

1929年在东北北部地区宁安县、敦化县、海林站、额穆县、同宾县、穆棱

县从事水田耕作的中国农人中，除山东沂蒙县迁住者10人之外，其它全部

是入中国国籍的朝鲜族1500人与未入籍的朝鲜移民12，650人。17) 民国政

府曾实施过几次迁入我国南方稻农在东北种植水稻之举措，但都因其无法

在东北冰凉的水田中赤足耕作，缺乏寒地稻作经验与技术，不习惯北方生

活而以失败告终。近代东北地区水稻的种植成为朝鲜移民最具代表性的生

产领域。

 

如图所见的移民人口、水田面积、稻米产量，水稻单产的迅猛增长势头，

是与东北地方政府实施丈放、清丈洼甸淤荒与促垦政策，大力倡导和奖励

国人耕种水稻的政策措施是分不开的。在东北地区长期引水种稻的生产实

13) 〖日〗深谷進，《滿洲における米作發展の諸條件》，《農業の滿洲》第13
卷第10号，第39页。

14) 〖日〗伊藤文十郎，《在滿朝鮮人現況》，金正柱編，《朝鮮統治史料》第8
卷，韩国史料研究所，1971年，第899页。

15) 《申报》1931年7月30日。

16) 朝鲜总督府编发行， 《满洲及西比利亚地方二於ける朝鲜人事情1923年，14-
24页。

17) 《东北新建设》，1929年，第1卷，第7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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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中，以朝鲜移民为主要劳动力的中国官民种植水稻的新风逐渐形成，

在客观上保障并促进了朝鲜移民的大量移入。吉林省政府在出放低湿地

的过程中，1921年特别出台了减价出售低湿地的 “富锦成案”、“宝清

成案”，18) 1923年清理田赋局还下达了适宜种水稻的低湿地无论出放已

否，都要垦成水田的命令。19) 奉天省政府在1914年设立专门的水利管理

机构水利局和水利分局20)，统一调控和管理农田水利事业，同年10月开工

实施了浑河之水引入蒲河的灌溉工程，21)使奉天附近种水稻的朝鲜移民人

口骤增。浑河沿岸形成了很多朝鲜移民的集居村，附近10多个村也散居很

多朝鲜移民。22) 1918年奉天省地方政府颁布《提倡华民耕种水稻办法》

，23) 积极劝导国人种水稻，1923年颁布实施《管理用水规则》、《河道

18)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吉林省政府L16  J111-02-0854号。

19)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吉林省政府 L16  J101-12-0274号。

20)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奉天省长公署JC10-3278号。

21)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沈阳市志》第8卷，农业，1998年，第396
页。

22) 《奉天通志》卷108。

23)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奉天省长公署JC10-26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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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则》，24) 加强了对易引发水利纷争的水渠占用地及其它用水问题

的管理力度。东北地方政府制定的这些规章制度，客观上保障并促进了朝

鲜移民的大量移入及其进一步的定居，为水田农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利

的前提条件。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朝鲜移民与耕种旱田作物为主的汉满

农民之间交往频繁，也不可避免地围绕引水问题发生了一些用水矛盾和冲

突，但实际上是建立在利害冲突基础上为趋利避害而展开的社会冲突。没

有太多严酷的生存竞争关系，经济上还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合作是它们各

自收益最大化的最好选择。朝鲜移民从事的水田耕作与原有汉满移民的旱

田农业有互补性，增强了与当地人的交流互助。且东北地区地大人稀，汉

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移民社会，对外来事物表现出较强的接纳能力。

他们之间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频繁交往，为民族之间建立良好的更深

层民族交融，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与互往性的经济环境。

IV．近代东北地区传统农业模式的变化与朝鲜移民

（1）朝鲜移民与东北耐寒粳稻栽培技术的形成和推广

清末民初随着习惯于传统旱作农业的中原地区关内移民移入东北，地域辽

阔，资源富饶的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东北特色的北方旱田农业为主的开发

模式，自1875年通化上甸子一带朝鲜移民试种水稻成功为标志，随着擅长

种水稻的朝鲜移民不断涌入种稻，又逐渐形成了东北特色的水田开发模

式，具有先进稻作技术的朝鲜移民应用朝鲜境内稻作法种植水稻的实践

中，能动性地创造并推广了适宜东北各地的耐寒单季粳稻栽培技术和经

验，使水稻的种植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东北地

区的土地开发与农业发展。

东北地区与邻近的朝鲜、日本一样产出的稻米不是籼稻，而是较耐低温的

粳稻。朝鲜移民在种植水稻的实践中，经过无数次试错的过程，因地制

宜，摸索出适宜东北各地自然环境特征的耐寒单季粳稻水稻栽培技术。移

居东北境内的朝鲜移民在维持生计的水稻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了与东北

24)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奉天省长公署JC10-74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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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气候条件相似的朝鲜咸镜道，平安道北部稻种及灌水直播法、水稻旱

作稻作法。在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及殖民地之后，与母国有着密切的联

系的他们则又带来了日本殖民地时期朝鲜境内的寒地稻作法。朝鲜移民在

长期的种植水稻的生产实践中，经过无数次试错的过程，总结出适宜东北

各地自然环境特征的耐寒单季粳稻水稻栽培技术，这是东北地区农业技术

上的又一次大进步，是近代我国农业技术引进与试验成功的一个典范。进

入东北境内的朝鲜移民是耐寒单季粳稻水稻栽培技术与经验的传播者及创

造者。奉天省地方政府官方材料也曾公开指出“本省种稻之法，悉依韩人

惯例，与中国古法及欧美新法当然不同”25)

根据东北地区春季4～6月降雨量少，水稻种植中的灾情主要缘于春季旱情

的实情，朝鲜移民在各地种植的水稻稻种中，原产朝鲜西部地区耐旱性强

的品种，咸镜道为中心的朝鲜北部地区的耐旱、耐寒性品种居多。从当时

把很早引进的原朝鲜稻种又称作“本地种”这一点上，也可佐见东北地区

种植水稻的初期阶段稻种尽是产自朝鲜的稻种。1922年3月初奉天水利局

为提倡种稻而编辑的《种稻浅明法》中介绍的20多种稻种中都是朝鲜移民

带进来的朝鲜稻种。26) 1920年之前东北各地栽种的稻种中，主要有朝鲜

水稻旱种地带的主要品种大邱租、麦租，1916年、1917年被指定为朝鲜平

安北道、江原道、咸镜南道的优良品种龟ノ尾，1916年被指定为朝鲜咸镜

南道优良品种的早生大野，1913年、1919年分别被指定为江原道、平安北

道的优良品种关山，北海稻（札幌赤毛）等日本品种。最早从朝鲜平安北

道引进来的“京租”稻种是中部地区有稳产把握的典型的稻种，其适应性

极强，品质较朝鲜平安北道原种还好。“京租”稻种以“抚顺米”、“奉

天米”名扬在外。27) 随着20年代中期之后引入殖民地朝鲜强制推行的引

种早熟耐寒、抗逆性强的品种“小田代”、“北海”稻种，解决了无霜期

短等水稻栽培技术上的问题，水稻的种植迅速向东北北部的吉林、黑龙江

两省地区扩展，1931年时东北地区水稻已成为当时世界上纬度最高的稻作

区域之一。

25)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长公署4050号

26) 奉天水利局编辑， 《种稻浅明法》，1922年3月，奉天太古山房，无页码。

27) 〖日〗米谷檢查場， 《滿洲產米之特徵與其鑒別》，《奉天農事合作月刊》
，第2卷 第4号，1938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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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劳动力缺少的条件下，朝鲜移民因地制宜，采取

了适合当地实情的较为粗放的水田耕作法。朝鲜移民选稻种的方法，也与

朝鲜的选种方法相似，他们不会把新垦成水田中产出的稻子作为种子，也

不特别设置采种圃，而是会选择在当地栽培多年，至少有2～3年连续种植

过的水田上长势好的稻子选做稻种。28) 选种大多采用簸箕风选，很少有

水选。在后期才在浸种前以盐水选，采用弗尔码林种子消毒法。而且不做

秋耕，稻种浸种催芽后，撒播到水田，使水稻早熟1～2周，避免遭受霜

灾。

在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劳动力缺少的条件下，朝鲜移民因地制

宜，采取了适合当地实情的较为粗放性为特征的水田耕作法。例如不做秋

耕，稻种浸种催芽后，撒播到水田，使水稻早熟1～2周，避免遭受霜灾，

普遍实施朝鲜北部地方流行的灌水直播栽培方式，在春季播种期灌溉水

不足时，长春以南地区则还配以朝鲜平安南北道西部海岸实行的干田直播

法，29) 通过调节水位来除草的办法等等。海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吉

林等东北北部地区，因灌溉用水的水温低，易引起水稻发芽不良的现象，

于是通过修筑水库或加长水渠，延长灌溉用水日照时间的办法来提高水

温。30) 即便是40年代的沦陷期，东北地区水田耕作大体上也是模仿朝鲜

移民的水田耕作模式，日本开拓团的“开拓地”上试验的北海道农法效果

并不好。31)

（2）朝鲜移民的引水种稻与农业水资源开发的全面启动

东北地区农田水利事业是随着朝鲜移民的水稻的种植而兴起，水即为财富

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以后，农业生产中开始利用新的生产要素水资源，

水资源开发才迅速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历史现象，开发水利逐渐成为农业

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随着水稻的种植，激发了人们对水和水利的普

28) 〖日〗伊藤榮之祐， 《滿洲に於ける水稻栽培》，1931年，第315页。

29) 〖日〗武田總七郎， 《實驗稻作新說》，東京，明文堂，1927年，第166页。

30)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 《东北经济小丛书•农田水利》，东北物资调节
委员会刊行，1947年，第9页。

31) 〖日〗滿鐵調查局， 《滿洲稻作技術調查報告》，1943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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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知水平，也开始更加注重防堵洪水的堤坝建设和引水灌溉设施。在谁

出力，谁受益的原则下，水的利用程度或范围迅速扩大，水资源的开发对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推动力。当时虽无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设施，但水

利开发逐渐成为东北地区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进入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除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依据1909年中日《图们江

中韩界务条款》，拥有了居住权与土地所有权之外，散居在其它地区的朝

鲜移民绝大多数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人。他们为种水稻，一般散居在东北

各地水利便利之处，租佃形式始终是其主要耕作方式。奉天附近水田的租

佃，初期是按地主四、佃农六来分成，租佃期限一般1年或6～7年。32) 开

荒种水稻时，除大规模水利工程或堤坝与水渠所需的特殊材料之外，一般

性的挖渠引河自流灌田所需的堤坝、水渠修筑费及相关劳动，都由佃农负

担。于是水利权大体与耕作权结合在一起。当朝鲜佃农在转让水田时，作

为惯例一般收取一定金额的引水开田补偿金，地主对此也予以认可。以租

佃为主的朝鲜移民水田耕作形式，造成农田水利权大体与耕作权结合在一

起。

在雨量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河川水量不稳定的东北地区种植水稻，

水利灌溉设施是开种水稻所必备之事，灌溉水量决定着水田面积的大小。

起初水田主要集中在水源稳定的溪谷两岸，在米价较低的东北地区几乎不

利用地下水或水泵提水灌溉，且因春季渗透蒸发严重，也无溜池灌溉。

除关东州内能够得到便宜动力的一小部分日本人经营者及后期几年开拓地

的水利设施比较健全之外，广大地区普遍实施朝鲜北部地方流行的灌水直

播栽培方式，挖渠引河川之水自流灌田。进入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除延

边地区的朝鲜移民拥有了居住权与土地所有权之外，散居在其它地区的朝

鲜移民绝大多数在各地水利便利之处，以租佃形式种植水稻。朝鲜移民在

开荒种水稻时，除大规模水利工程或堤坝与水渠所需的特殊材料之外，一

般性的挖渠引河自流灌田所需的堤坝、水渠修筑费及相关劳动，都由直接

耕种水稻的朝鲜佃农负担，水利权与地权一般都分离，水利权与耕作权结

合在一起。朝鲜移民为进行耕种水稻所必须的农田水利设施，一般组成村

落共同体，协同劳动，形成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当时水利设施一般都很简

32) 〖日〗《奉天附近に於ける朝鮮人農家の小作慣習に就て》，1924年，油印
本，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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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几乎没有4尺以上的堤堰，修建的小规模拦河坝工程，也是以泥、石

头，柳条或稻草等为材料截流的柳条拦河坝。水渠入口也无闸门调节水

量，且无完善的排水系统，在春季播种期灌溉水不足时，长春以南地区则

还配以朝鲜平安南北道西部海岸实行的干田直播法。愈往后期随着农田水

利事业的进展，水田向河流下游的平原地区扩展，水田也不再选择地价低

而易受水害的低湿地，多半选择即便受水害，也会在2～3日内就可退水的

旱田改造成的水田。这一水利设施的简陋状况，与主要承担者朝鲜移民的

佃农身份不无关系。

（3）朝鲜移民为劳动力的稻田公司的广泛成立与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变

化

东北地区进入近代，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有一定

经济实力，敢于创新和创业的绅商，在政府大力倡导、扶持国人种稻的政

策环境中，纷纷以集股筹资方式，组建专门种水稻的稻田公司，投资具有

市场价值的种植水稻项目。1924年大米在东北交易所上市，水田经营变得

更为有利。这些稻田公司招募擅长种水稻，且能够在初春东北冰凉的水田

中长久赤足耕作的朝鲜移民为主要劳动力。

稻田公司在当时东北农业公司中最为活跃。九一八事变前奉天省境内设立

的稻田公司有辽中县试办稻田事务所、圃记稻田公司、辽中县兴业稻田公

司、洮安县兴业稻田公司、突泉县稻田公司、营田株式有限公司、铁法稻

田公司等。吉林省境内有兴榆稻田公司、吉林慰农水田公司、华丰水田株

式公司、兴利稻田公司、吉宁水田农社、靠山屯稻田公司、冲河稻田公司

等十多个。黑龙江省也出现广信公司、慰农稻田社等几家。33) 这些公司

重视农业调查，开垦的水田规模较大，他们有的将垦熟后的水田出售，有

的则统一雇工生产，或将土地分租承包工头组织生产，或将土地租给佃农

组织生产。佃农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由自己决定，而必须按公司规定进

行。这种经营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有利于生产的规模

化、专业化、商品化。朝鲜移民成为以种植水稻为主业的这些股份制稻田

33) 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稻的栽培与朝鲜移民》，韩国国学资料院出版
社，2004年，第9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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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雇佣的主要劳动力，推动了东北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这些稻田

公司在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地方政府对朝鲜移民开始实施严格限制、取缔措

施之后，因缺乏大量适宜的劳动力，不能盈利或盈利极少，纷纷撤资或走

向衰落。

V.日本利用朝鲜移民扩大侵略权益政策与水田农业的艰难发展

（1）朝鲜移民移居导致的国家安全隐患的产生与水田农业的艰难发展

近代水稻传入东北时期正是日本吞并朝鲜，不断加深侵略势力与实行殖民

统治的时期。水稻种植相关领域始终是日本势力渗透较为突出的领域，日

本依仗其国家强势，欲利用散居在东北各地主要从事水田农业生产的朝鲜

移民扩大其侵略权益。日本制造双重国籍问题，宣称朝鲜移民是日本帝

国的“臣民”，试图利用遍布东北各地种水稻的朝鲜移民不断渗透和扩张

侵略势力，衔生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隐患。这会对当地发展起不利影响

的。当朝鲜稻农与向不进行灌溉的中国农民之间发生引水挖渠的利益冲突

时，日本常以“保护”者身份出现“调停”，激化并扩大民族间摩擦，挑

起侵华事端。1931年7月在长春县万宝山地区中朝农民之间发生水路纷争

的“万宝山事件”，正是因日本的积极介入，最终酿成朝鲜杀害华侨的中

日间严重交涉事件。于是朝鲜移民的不断迁入，一方面给东北社会带来了

水稻栽培技术与劳动力，一方面也导致了主权与安全隐患，朝鲜移民的存

在成为中国内政、外交上头痛棘手的困扰问题。20年代中后期开始，面对

水稻种植与其发展而突显的主权与实际利益，危机与发展等复杂关系的权

衡问题，东北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安定、国家主权、地方权益自然会加强

对水稻种植的控制，虽然经济上急需擅长种植水稻的朝鲜移民，但随着日

本势力的不断扩张，把“控制”作为稳定社会的前提，贯彻着实业救国的

政策，采取了较为强硬的限制、取缔的措施。近代东北水田农业的发展过

程，自始至终充满着中日尖锐的矛盾和对立，贯穿着收回国家利权，实业

救国的意图。东北地方政府把“控制”作为稳定社会的前提，把民族利益

作为最高利益，虽然经济上急需擅长种植水稻的朝鲜移民，下达了严厉禁

止朝鲜移民获得土地所有权，限制其租佃权，甚至仅允许以耕种稻田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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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年为期的短期雇佣政策，制约了各地水田农业的进展。但在当时强大

的日本为实现其侵略东北目的利用朝鲜移民的背景下，其阻挡移民的作用

是有限的。东北地方政府大力倡导中国人种稻，限制朝鲜移民种稻，甚至

不允许租佃给朝鲜移民土地，只允许以耕种稻田为条件的仅限为期一年的

雇佣。有些地主则以政府的限制政策为借口，或提高房租、地租、借贷营

农费的利息，或没收朝鲜佃农辛苦开垦的水田，或把应由地主负担的部分

转嫁给朝鲜佃农。1925年奉天地区租佃分成率由原来的地主四，佃农六，

变成地主六、佃农四。34) 地方政府限制朝鲜移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挫

败了日本利用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朝鲜移民扩大其侵略权益的图谋，但也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地水田农业的进展，也给日方挑拨中朝民族关系，提

供了可乘之机。当时没有足够实力与日本直接抗衡的地方政府对日态度上

往往表现出软弱性、有限性与不一贯性，政府支持中国人栽培水稻的政策

措施，客观上为朝鲜移民种植水稻提供了空间，再加上种植水稻的利益远

胜于种植旱田作物收益的现实利益的诱惑，政府的限制措施无法得到基层

政权力量的拥护和贯彻，政府抵制绩效被大打折扣，当时不断下达的训令

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限制措施收效甚微的实情。在鼓励东北当地官民

种植水稻新风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朝鲜移民的混居杂处如故，始终禁而

不绝。以九一八事变前夕1931年7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万宝山事件”来

看，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竟敢在未取得长春县政府许可，就把该地12

名地主约500垧土地，以10年之限，长期租与朝鲜移民李升薰等9人，并在

吉林省的中心地带长春县北一下子募集朝鲜稻农118名前来种稻，完全违

背了1927年12月吉林省政府公布的《朝鲜人土地租借规定》、1929年7月

颁布的《吉林省政府建设厅管理稻田水利暂行章程》等吉林省政府下达的

严格限制和取缔朝鲜移民之训令。

因日本利用朝鲜移民来扩大其侵略权益，朝鲜移民为主导的水稻的种植，

衔生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隐患问题，使水田农业发展在曲折和阻碍中进

行。东北各地方政府限制朝鲜移民政策的不同，甚至影响了水田分布格

局。从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在无霜期短的北部寒地能够栽培的“小

田代”、“北海”（札幌赤毛）稻种的试种成功与普及，朝鲜移民开始向

34) 〖日〗《奉天附近に於ける朝鮮人農家の小作慣習に就て》，1924年，油印
本，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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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势力相对弱一些，官府限制较为宽松，且待垦荒地多的吉林省、黑

龙江省北部地区移动。受这一耕种水稻的主要劳动力转迁趋势的影响，

水田农业迅速向北部地区扩展，南部奉天省水田面积的增长势头则随之

受挫。1928年沈阳县、新民县的水田面积合计53,131.6亩，较1923年的

127,067亩减少了58%。35) 1926年奉天省水田面积19，399公顷，仅是1924

年的42.4%，减少了一半以上，而与此相反，吉林省则达到23,287公顷，

较1924年增加了32.4%。黑龙江省1924年水田面积还不足1公顷，而1926

年所属两个县的水田面积就达到了358公顷，20年代末则达到了7,000多

垧。36) 

20世纪上半期大量迁入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在开渠种稻的共同作业及异乡

生活中守望相助之需下，自发地形成了许多朝鲜移民聚落及与当地中国人

杂居的村落。近代水稻的种植的兴盛过程也是对各级政府、各层民众与朝

鲜移民群体之间围绕水稻的生产、水利建设等劳动实践及生活中的交往

中，展开的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权力控制关系、多重真实复杂的交往互动关

系的形成过程。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不同阶层、朝鲜移民群体等多元利益

主体间围绕水稻的种植，在对立中互补，有的层次且互相渗透与互相转

化，优势互补，共存又能共同发展。

（2）伪满洲国时期日本的朝鲜移民政策与水稻生产的畸形增长

因东北地区雨量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河川水量不稳定，水田面积的

扩大很有限。在日本确立绝对优势地位的伪满洲国时期，在其殖民政策实

施上,日本根据”帝国”内自身稻米的需求，控制着水稻生产的规模和速

度，统制着生产稻米的朝鲜移民的数量及其分布,自始至终采取着限制中

国人种植水稻的政策。伪满洲国前期1932年至1939年底，日本唯恐过多的

大米销往日本，冲击日本本土的主要农产品大米的价格，始终警戒东北地

区大米产量的过度增长，调控其停留在满足增长需求的范围之内。于是主

要赋予日本移民为增产稻米的主力，而对当时水田耕作的主要担当者朝鲜

移民并未实施特殊的鼓励移入政策，从控制大米过度增产的意味上，还实

35) 沈阳县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 《沈阳朝鲜族志》，1989年，第56页。

36) 〖日〗金正柱， 《朝鲜统治史料》，第8卷，1971年，第898-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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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一些统制措施。实际上日本开拓团的水田，大体上采用雇佣或租佃给

朝鲜移民耕种的方式，朝鲜移民仍是这一时期种植水稻的主力。1939年朝

鲜农民耕作的水田面积为244,003町，占水田总面积的85%以上。37) 可以

说水田面积、稻米产量在1939年分别实现了较7年前1932年增加4倍、6倍

的迅猛增长之势，38) 这是这个时期朝鲜移民人数每年实现10万以上持续

增长的结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赋予伪满洲国作为“大东亚共荣圈”

内食粮供给基地的职责，至此，伪满洲国的控制大米增产政策，开始向强

制增产政策转变。在日本移民不能如期入植之后，则实施有计划的朝鲜移

民紧急开拓政策，不断加大对其的劳动强度，以实现在短期内增产的目

的。1941年6月专门负责朝鲜移民工作的满鲜拓植会社合并到满洲拓植公

社之中，部分朝鲜移民转变为开拓移民。1944年朝鲜开拓民达15万名，其

中朝鲜南部稻作地带全罗南北道、庆尚南北道出身的农民占70.57%，足见

日本把朝鲜人集团开拓移民的重点放在大米的增产上。39) 在日本侵略战

争战局顿告紧急，日本除了对直接增强战斗力的产业之外，其它不十分重

要产业均在中辍之列的1944年冬时，日本也未对开拓团的水田拓展有过松

懈。1944年“紧急农地造成事业”的水田实际造成面积为40,204公顷，

完成了原计划的83.8%，40) 日伪政府在最后几年推行以开拓团为中心的

增产措施，以致日本人开拓团、朝鲜人开拓团等政策移民集中分布的伪松

江省、伪合江省的水田面积与产量，呈现出惊人的增长，赶上了从前的主

要稻区辽宁省、吉林省、安东省。1945年日本败降时水稻已成为东北第六

大作物，拥有1,000町（1町为0.9917公顷）以上水田面积的县增加为63

个。41) 沦陷期日本根据自身需求不断调控水稻生产的规模与速度，实现

了水田面积和产量的畸形增长，但这是大幅缩小和牺牲大豆、小麦、陆稻

37) 〖日〗滿洲帝國協和會 中央本部調查部， 《國內に於けゐ鮮系國民實態》
，1940年，第42-43页。

38)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 《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东北物资
调节委员会印行，1948年，第94-95页。

39) 〖日〗開拓總局招墾處，《朝鮮開拓入植統計》，第2页。

40)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 《东北经济小丛书•农田水利》，东北物资调节
委员会刊行，1947年，第120页。

41)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 《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东北物
资调节委员会刊行，1948年，第9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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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它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与产量的畸形的“增长”，是不伴随稻农生活

水平改善，与日本自身利益相一致限度内的殖民地掠夺性的畸形“增长”

，是产量增幅远不及水田面积涨幅的畸形“增长”。1940～1944年5年间

水田面积的增长率平均达到35%，而水稻产量的增长率仅为6%42)的殖民地

农业的有限“增长”。

在伪满洲国时期水稻作为日本在东北重点投资经营的农作物，日伪政府驱

赶国人为其从事艰苦的水利工地劳动，可一旦水田造成后，就移入日本开

拓民、朝鲜人开拓民耕种水稻。沦陷期日本限制中国人从事水稻耕作的作

法，加大了民族间劳动分工趋向，造成水稻传入70年后的1945年，中国人

仍缺乏耕种水稻的经验与技术的严重后果。

VI.结语

劳动是生产力发展的主动力，在近代没有实现机械化，肥沃的土地数量很

多时，劳动的生产力一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近代东北大开发时期，

拥有水稻种植技能的朝鲜移民劳动力的跨国迁移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

种植水稻逐渐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生产领域。他们能动地、策略性地影

响着各地水稻的开发时间、开发方式、开发规模、开发程度，将近代东北

地区优越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并实现了东北地区农业生

产力结构更为广度的开发和调整。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占有东北地

区的近代社会里，无论是来自日本的干涉和破坏，还是社会环境的剧烈变

化，都不能完全扼杀这一新的生产力水田农业发展的生机，而只是对它产

生了冲击，造成了压力而已。代表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动

力。事实上如果朝鲜移民为其生存其发展，不积极从事当地关内移民所不

熟悉的水稻的种植和利用水资源，如果东北地区水稻的开发速度不快或进

程受阻滞，就不可能形成近代朝鲜移民那么大规模，不间断的成功移居。

中国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42) 东北财政委员会调查统计处， 《旧满洲经济统计资料》，栢书房，1991年，
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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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문초록>

近代朝鲜移民对中国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1875-1945)

金 颖

金颖所著《近代朝鲜移民对中国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一

文，阐述了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水田农业是在东北地区持续长达200多年封

禁之后，在关内移民为主的旱田农业开发基础之上，拥有先进寒地稻作技

术与经验的朝鲜移民在跨国移居东北过程中传入，朝鲜移民始终是开发东

北水田农业资源的主要劳动力和直接的担当者。近代东北地区水稻种植起

步虽晚，但因具有先进稻作技术的朝鲜移民应用朝鲜境内稻作法种植水稻

的实践中，能动性地创造并推广了适宜东北各地的耐寒单季粳稻栽培技术

和经验，使水稻的种植在短短的70年间（1875～1945年）已成为东北第六

大作物，水田遍布除东北最北部一部分地区之外的全境，水资源开发开始

成为东北地区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占

有东北地区的近代社会里，因日本利用朝鲜移民来扩大其侵略权益，朝鲜

移民为主导的水稻的种植，衔生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隐患问题，使水田

农业在曲折和阻碍中发展，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强化了主要由日本人、朝鲜

人从事水田农业的劳动分工，以致1945年日本败降时当地中国人仍缺乏耕

种水稻的经验和技术。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层揭示我国东北地区农业

近代化的特色，将我国朝鲜族形成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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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근대 중국 동북 지역 벼농사 발달에 대한 조선인 이주민의 영향 연구

(1875-1945)

김 영

김영의 <근대 중국 동북 지역 벼농사 발달에 대한 조선인 이주민의 영향 

연구> 이란 논문은 근대 중국 동북지역의 벼농사는 장장 200여 년간 

계속된 봉쇄령이 점차 폐지되는 와중에, 관내 이민의 밭농사 중심의 

농업 개발의 기반 위에서, 선진적인 냉지 벼농사 기술과 경험을 가진 

조선인 이주민들이 중국 동북 지역으로 이주하는 과정에서 개시되고 

파급되었으며, 그들은 줄곧 이 지역 수전농업자원 개발의 주요 노동력과 

직접 담당자들이기도 하였다. 근대 동북지역 벼농사는 뒤늦게 19세기에 

들어와서 본격적으로 시작되었지만 벼농사 개발 과정에서 수준 높은 

벼농사 기술과 경험을 가진 조선인 이주민에 의해 추진되었고 이들 

조선인 이주민은 조선에서의 도작법을 도입하고 활용하면서 거듭되는 

실패를 겪으며 중국 동북지역 각지 실정에 알맞는 냉지 도작법을 

찾아냈고 줄곧 담당해 왔기 때문에 이 곳의 벼농사는 기나긴 발전단계를 

거치지 않고 단 70년(1875~1945) 의 짧은 기간에 급격한 발전을 

이루었다. 1945년 일제통치로부터 해방될 때 벼는 이미 동북 지역 6

대 작물 중의 하나로 급성장 하였으며 수전은 동북 지역의 최북단 일부 

지역을 제외한 동북 전역에 분포되었고  동북지역 수자원 개발이 조선인 

이주민들의 벼 재배와 함께 개시되고 발전되기 시작하였다. 그 후로 수리 

시설 개발은 점차 농업 발전에 없어서는 안 될 기본 조건으로 부상되어 

갔다. 중국동북지역 벼농사가 발달하던 시기는 일제의 조선 식민지화, 

일제의 중국 동북지역에 대한 침략세력의 침투와 점령, 전면적인 

대륙침략전쟁시기와 겹치고 있었다. 일제는 대륙침략에 줄곧 벼농사에 

종사하는 조선인 이주민을 이용하는 정책을 펴왔기 때문에 주로 조선인 

이주민이 담당하고 있었던 벼농사는 중국 국가 안전을 위험하는 우려도 

사기도 하여 벼농사는 복잡한 모순과 시련을 겪으며 발전해 갈 수 밖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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없었다. 위만주국시기 일제는 중국인을 주로 밭농사에 종사시키고, 

일본인과 조선인 이주민이 벼농사에 종사하도록 하는 노동의 민족적 분담 

현상을 강화하는 정책을 시행하였기 때문에1945년 일본이 투항했을 때 

현지 중국인들은 여전히 벼 재배에 대한 경험과 기술이 부족하였다. 중국 

동북지역 벼농사가 전체 농업에서 차지하는 비중이 그다지 크지 않아 이 

지역 농업발전 전반에 대한 영향력이 일정한 한계가 있겠지만, 이 문제에 

대한 연구는 중국동북지역 농업 근대화의 독특한 특징 및 중국 조선족 

형성에 관한 문제연구를 한층 깊이 하도록 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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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on Influence of Korean immigrants in Modern Times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Paddy Fields in China 

Northeast Area (1875-1945)

Jin Ying

Study on Influence of Korean immigrants in Modern Times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Paddy Fields in China Northeast Area 

written by Jin Ying demonstrates that modern paddy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 area, after 200-year long seclusion from outside world, 

was brought in by Korean immigrants with the advanced cold-area 

rice farming techniques and expertis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

border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area and developed on basis of 

inland migrants’ dry land farming techniques. Korean immigrants 

had always been the main labor force and direct play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ddy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China Northeast area. 

In spite of the late start of modern paddy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 

area, rice had become the sixth most important crop during a short 

period of 70 years (1875-1945), thanks to the Korean immigrants 

with the advanced techniques who utilized rice cultivation method 

brought from Korea in the practice of rice farming, and innovatively 

created and spread the techniques and expertise of hardy single 

cropping Japonica rice cultivation that are applicable everywhere in 

Northeast area. Paddy fields can be seen in any part of the Northeast 

except the northernmost. Irrigation development had become the 

essential basi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ast area. 

However, paddy agriculture also experienced obstructions and 

interruptions because of threatening issues to the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during Japan’s imperialist invasion to and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ast when Japan expanded its interests in the Northeast 

with the immigration of Koreans and with rice planting by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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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puppet state of Manchuria, Japanese 

authority forcibly demanded that paddy agriculture should only 

be practiced by Japanese and Koreans. This led to the fact that 

local Chinese lacked the expertise and techniques of rice farming 

of paddy fields even after Japan’s surrender in 1945. The study 

on this issue will be of assistance to profoundly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ortheast 

area, and will help to lead the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Korean 

nationality in China to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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