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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发展
　 ———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例

刘晓春

摘要： 鄂伦春族是中国 ２８ 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据 ２０１０ 年统

计有 ８６５９ 人。 鄂伦春自治旗成立于 １９５１ 年， 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

少数民族自治旗。 鄂伦春族人口不足 １ 万人， 但是， 他们在发展中

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典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 改革开放

４０ 年， 历经定居、 转产、 禁猎、 务农的转变，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

和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民族文化传承需要完备的物质基础和

完善的制度基础， 建立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 保护传统文化， 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 无论从宏观的人类社

会， 还是微观的某一具体国家， 都是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

内容。
关键词： 鄂伦春族　 狩猎文化　 可持续发展　 人口较少民族

作者简介： 刘晓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

究员。

一　 鄂伦春自治旗现状与问题

（一） 鄂伦春自治旗行政区划与人口分布特点

　 　 鄂伦春自治旗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东北部， 成立于 １９５１ 年， 是我国

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 全旗总面积 ５９８８０ 平方公里， 是呼伦贝尔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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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最大的旗市。 鄂伦春自治旗下辖 ８ 镇 ２ 乡， ８２ 个行政村， 其中 ５ 个猎区

乡镇， ７ 个鄂伦春族猎民村。 境内驻有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所

属的 ６ 个林业局、 大兴安岭农场局及所属 ４ 个国有农场和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农工商联合公司； 设有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 行署、 林管局及所辖的加格

达奇、 松岭两区， 加松两区面积为 １８９１０ 平方公里。 ２０１６ 年， 自治旗总人

口 ２８ 万人 （不含黑龙江省加松两区人口 １８ 万人）， 现有鄂伦春、 汉、 蒙

古、 达斡尔、 鄂温克等 ２３ 个民族， 其中鄂伦春族 ２５３７ 人、 鄂伦春族猎民

１０７２ 人。
自治旗已被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优质粮生产基地、 绿色农业示范

区及自治区粮食安全生产先进旗县、 杂豆生产基地、 旅游重点旗县。 被评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旗” “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二） 鄂伦春族整体概况

据人口普查统计， １９９０ 年全国有鄂伦春族 ６９６５ 人， ２０００ 年为 ８１９６ 人，
２０１０ 年为 ８６５９ 人。 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

治旗、 扎兰屯市、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黑龙江省的黑河市、 逊克县、
呼玛县、 嘉荫县等地。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整个鄂伦春族仍生

活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 以狩猎为生。 自 １９５１ 年起， 政府在鄂伦春族

聚居地区建立自治旗和猎民乡镇， 逐步推行定居—转产—禁猎政策， 直至目

前的以农为主和多种经营。 １９９６ 年， 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做出了禁猎决定，
鄂伦春人从此告别了狩猎业。 到 ２０ 世纪末， 整个民族全部 “禁猎转产”
（黑龙江省个别民族村除外）。 在这 ６７ 年的时间里， 鄂伦春族地区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日见变迁。 定居、 转产、 禁猎、 务

农使鄂伦春族游猎生活的基础不复存在， 其游猎文化的自然演进进程也在此

戛然而止。 鄂伦春族定居的 ６７ 年， 是发展的 ６７ 年， 辉煌的 ６７ 年， 同时也

是充满挑战的 ６７ 年。 如果不了解中国鄂伦春族的整体状况， 对鄂伦春自治

旗的认识就不可能系统全面。

（三） 研究鄂伦春族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有着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 社会价值、 文化价

值、 伦理道德价值、 审美价值、 宗教价值、 文学价值、 生态价值和经济价

值， 它是人类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界文化

７８１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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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 是中国认识和了解北极

文化的重要窗口。 中国的鄂伦春族人口不足 １ 万， 但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发展模式、 民族诉求均具有世界性的典型意义， 尤其是他们的生态理念具有

借鉴价值。 其次， 作为中俄跨界民族， 鄂伦春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 －通古

斯语支， 没有文字， 一般通用汉语。 １９４９ 年以前， 部分鄂伦春族人还学过

满文、 日文和俄文。 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以及汉语的普及， 现在很多鄂伦春

族青少年已经不会讲本民族语言。 如果不采取措施， 鄂伦春语将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消失。 因此， 研究和传承东北亚满 －通古斯诸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 满 －通古斯语族诸语言， 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民族语言， 这些语言

均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严重濒危状态。 研究东北亚地区满 －通古斯语族诸语言

及文化， 有助于弥补中国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领域一直以来存在的某些不

足。 加强国际满 －通古斯语族诸语言文化研究， 对我国满 －通古斯诸民族语

言文化安全， 强化我国在此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均有积极作用。
（２） 加强满 －通古斯语族与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以及东北亚诸民族语

言的比较研究， 对我国满 －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体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３） 我国大小兴安岭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传承森林文化的主要

母体。 森林文化与森林地带构成共生共存的关系， 森林是产生森林文化的母

体， 森林文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民族文化产业的物质

母体， 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基石， 是满 －通古斯森林民族深刻的历史

记忆， 是森林民族知识和智慧的结晶。
（４） 满 －通古斯人信奉萨满教， 萨满教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存在价值。 萨满文化的价值在理论上不断被认可， 但在

现实中， 其文化功能依然停留在社会的边缘， 萨满教的社会功能尚未得到很

好发挥。①

（四） 鄂伦春自治旗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当鄂伦春人走出森林、 放下猎枪、 住进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时， 其生存环

８８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刘晓春： 《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政策建议》，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 期， 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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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鄂伦春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党和人民政府对

鄂伦春族进行了大力的帮扶， 但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一部分鄂

伦春人难以适应， 其中一部分猎民靠政府的补贴生活。
近年来，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国家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出台了一系

列的保护政策， 曾经以林业产品为支柱的国有森工企业和鄂伦春地方经济面

临挑战。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林业工人的大量转岗， 使得这一地区剩余劳动

力激增。 国有林业、 农业和地方部门合并以后， 机构庞大臃肿， 办公效率不

高， 同时也引发人才大量外流。 另外， 由于地理、 气候和封闭保守等方面的

原因，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经济发展滞后， 财政支出压力较大。 ２０１４ 年公共

财政支出 （一般预算支出） 高达 ２２ ３７ 亿元， 主要用于民生保障、 生态保

护、 政府运转等必要的经费支出， 而地方财政总收入仅为 ４ ４４ 亿元， 其中

公共财政收入仅为 １ ６６ 亿元， 财政转移支付 ２０ ７１ 亿元， 公共财政支出自

给率仅为 ７ ４％ 。 自治旗长期作为国家级贫困县， 依靠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维持运转。
鄂伦春自治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欠发达， 贫困问题依然是发

展中亟须补齐的最大短板。 由于历史、 地理等方面的原因， 自治旗发展相对

滞后， 经济总量小、 人均水平低、 贫困人口多； 基础设施落后， 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较差， 生态脆弱， 教育、 文化、 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上学难、
看病难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财力薄弱， 发展投入不足， 受农畜产品价格波动

影响， 农猎民增收困难。 具体来说， 以下几大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自治旗支柱产业尚待培育。 自治旗的发展优势在于拥有独特的自然

资源和社会资源， 以及由这些资源带来的独特产业。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加

快资源的开发利用， 是自治旗跨越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

要途径。 目前， 自治旗亟须加大对地方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在重大项目

上， 应优先考虑自治旗文化旅游产业、 多金属矿产开发、 农副产品深加工等

产业， 重点建设布苏里军事文化旅游区、 兴阿铜钼矿、 八岔沟西铅锌银矿等

项目， 通过培育支柱性产业发展， 增强自治旗自我造血能力。
二是民族传统文化濒危。 作为狩猎民族， 鄂伦春族被誉为 “北半球渔

猎民族的活化石”， 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形成了独具森林特色的民族文化。
１９９６ 年全面禁猎转产以来，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 为数不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年事已高， 许多年轻人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淡漠，
许多口耳相传的鄂伦春民族文化濒临消亡， 民族传统技艺亟待挖掘抢救。

９８１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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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文化旅游融合载体建设资金不足。 自治旗正在大力实施 “文化旅

游兴旗” 战略， 努力打造 “全域旅游” “四季旅游”， 但文化旅游融合载体

还需继续打造。 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二期工程作为自治区落实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的十大工程之一， 目前正在建设， 规划投资 １ ７８ 亿元， 目前仅到

位资金 ５９８７ 万元； 鄂伦春族乌力楞项目作为自治旗下一步重点打造的民族

部落， 用于发展民俗旅游， 目前缺乏项目资金； 鄂伦春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已

获得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 亟须立项建设。
四是医疗卫生和健康问题。 鄂伦春族村民在 ４０ ～ ４９ 岁年龄段死亡人数

最多， ２９ ～ ３０ 岁死亡人数其次， 其他年龄段死亡人数较少。 中青年是死亡

高发人群。 心脑血管疾病和肺病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 从平均死亡年龄来

看， 据 ２００８ 年统计，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 讷尔克气、 多布库尔 ３ 个村，
鄂伦春族猎民平均死亡年龄为 ３９ ７ 岁； ２０１１ 年统计， 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

乡鄂伦春族村民平均死亡年龄为 ４３ １５ 岁； ２０１１ 年统计， 黑龙江省塔河县

十八站鄂伦春族乡和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族乡村民平均死亡年龄为 ５１ １９
岁。 根据 ２００８ 年的相关材料统计：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辖区居民平均死亡年

龄为 ６４ ３９ 岁， 汉族平均死亡年龄为 ６５ ０８ 岁， 蒙古族平均死亡年龄为

５９ ６２ 岁， 达斡尔族平均死亡年龄为 ５４ ７２ 岁， 鄂温克族平均死亡年龄

５２ １２ 岁， 鄂伦春族平均死亡年龄 ５０ ４７ 岁。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０６ 年， 呼伦

贝尔市鄂伦春族人口的平均寿命为 ４８ ３ 岁， 男性平均寿命为 ４４ ５ 岁， 女性

平均寿命为 ５８ ４ 岁。①

（五） 民族村 “空心村” 问题

相对过去而言， 鄂伦春族乡村开始衰败， “空心村” 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 乡村中的优秀分子， 纷纷通过调转工作和高考永久地离开了家乡。 虽然

生活富裕了， 但鄂伦春族乡村也开始衰败。 乡长、 书记都由上级选派， 鄂伦

春族乡村猎村基本成为 “空心村”。 建设新农村， 必须有高素质的农民， 但

这恰好是鄂伦春族乡村猎村的 “软肋”。 现在， 能人纷纷离村， 新农村建设

明显缺乏 “动力”。 村民的生计主要依靠本地资源和国家扶持。 外出打工的

越来越多， 年轻人结束学习后回乡生活的比例很低。 特别是乡村小学撤销以

后， 很多家长搬到镇上陪读， 村里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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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生态环境危机

进入现代工业化时代， 狩猎业与林业、 农业、 工业相比弱到了可以忽略

不计的程度。 伴随着林业、 农业、 工业的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需要加

以关注。
由于国家开发大兴安岭， 鄂伦春自治旗里下设的八个县级林业局几乎

同时开始林木采伐， 成为国家重要木材生产基地， 野生动物显著减少， 一

度出现明显生态危机。 为缓解生态危机， 目前已采取全面禁伐措施。 由于

森林破坏严重野生动物明显减少， 加上偷猎盗猎猖狂， 鄂伦春人传统狩猎

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滥砍滥伐达到高潮， 偷猎盗猎

成灾， 到了几乎无猎物可打的地步， 社会文化环境亦出现了危机。 １９９６ 年

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出台了禁猎措施， 禁止狩猎， 鼓励猎民开荒种地， 开展

多种经营。 １９９８ 年启动天保工程， ２１ 世纪开始封山育林， 居民扶贫建房

木材都是旗外或区外采购， 猎民种植木耳缺乏木料， 桦树皮工艺传承亦缺

乏桦树皮。
政府建房并发放低保， 鼓励开荒种地， 但鄂伦春猎民们并没有成功转化

为农民。 山边土地不仅破坏了森林生态， 干冷缺水难以灌溉； 河边土地易涝

容易被冲毁， 猎民们收入很不稳定。 尽管政府为猎民建了安居房， 但多数猎

民无事可干， 只能靠低保或救济生存。

二　 鄂伦春自治旗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 建立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和相关法律规范框架的现实功用都取决于实施的过程。 在具体实施

“可持续的森林资源管理” 时， 鄂伦春自治旗各林业局或森工企业， 应建立

和完善正当具体的法律程序， 确认作为世居民族的鄂伦春人是森林资源管理

不可或缺的利益方、 权利方和贡献方， 保证他们有权参与影响到其利益的立

法、 决策和项目实施过程， 提高他们维护其正当利益、 协商利用森林资源发

展地方经济的能力， 同时贡献他们的传统知识， 并分享可持续的森林管理

成果。
第二， 建议授予鄂伦春自治旗为国家级森林知识和防灾减灾教育示范基

地。 由于生态的失衡， 森林抗灾能力降低， 火灾成为威胁森林安全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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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大兴安岭森林平均每年发生大小火灾 ５０ 次左右。 通过建立基地， 可以

宣传森林知识， 提高人们认识灾害、 预防灾害的能力， 教育人们爱护自然、
爱护环境。 作为森林民族， 鄂伦春人在生态环境和森林保护方面的作用无法

替代。 鄂伦春猎民具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 可以在护林防火方面发挥

其重要的作用。 森林资源管理机构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保护森林和各

种野生动物资源。
第三， 建议授予鄂伦春自治旗为国家级狩猎文化传习保护基地。 作为人

类学三大经济文化类型中 “采集游猎文化” 的典型代表， 鄂伦春族顽强地

保存了其文化传统， 这不仅是鄂伦春族的宝贵财富， 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

富。 鄂伦春族传统文化可以分为萨满文化、 狩猎文化、 兽皮文化、 桦皮文

化、 民俗文化、 饮食文化、 医药文化、 森林知识、 歌舞文化等九大体系， 通

过基地建设可以使人们体验到狩猎文化的精华。
第四， 关于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具体建议。
（１） 建立系统的保护机制、 传承机制和研究机制， 这是民族文化保护

的重要保障。 目前， 对鄂伦春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开发， 还局限于零碎挖掘，
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完整的挖掘、 整理规划， 更没有专门的保护机构。

（２） 建立民族文化发展项目和文化产业项目。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文化

事业的发展， 项目拉动是关键。 以项目促进文化保护和发展具有系统性强、
专业程度高、 投入保障多等优势。 比如， 把民族传统文化挖掘、 保护列入研

究机构的重点科研项目和政府投资的主要社会服务项目中， 建立专项基金，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同时要培育民族文化产业， 比如， 文化旅游业、 影视

业、 演出业、 艺术品经营业， 如果涉及网络游戏业， 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进行文化保护和传播。
（３） 建立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平台。 重视传承人的命名， 并建立制

度保障传承人的传承活动和传承人的健康问题。 同时， 在保护民族文化民

间人才的基础上， 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工作者素质， 培养高精人才支持

民族文化事业。 重视广场文化、 博物馆文化、 声音和动态表演的影像

文化。
（４） 建设文化数据库。 桦皮文化和兽皮文化是鄂伦春民族物质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文化、 传统艺术、 民间文学和民族语言是鄂伦春民族精

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搜集、 整理、 研究鄂伦春老人、 老艺人的各类原声

歌曲、 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作品、 手工艺制作技艺； 科学抢救、 挖掘鄂伦春

２９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民族的狩猎、 饮食起居文化及环保意识； 挖掘、 整理鄂伦春传统的民族体育

项目。 建立完整、 科学的民族文化数据库。①

第五， 关于鄂伦春族、 鄂伦春自治旗脱贫致富的具体建议。
（１） 鄂伦春自治旗被列入国家主体功能区， 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国

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当下由于国家限制及禁止开发， 地方在保护

生态与发展经济间面临两难选择，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建议中

央计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时， 考虑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贡献

度， 继续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２） 建议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类别及标准的政策支持。 鄂伦春自治

旗地处高寒高纬地区， 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常年气温较低， 冬季漫长。 建议

中央出台针对高寒高纬地区的高寒补贴政策， 并相应提高艰苦边远地区类

别， 加大对艰苦边远地区补助标准的支持力度。
（３） 精准扶贫。 过去的扶贫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步伐， 扶贫的

政策需要与时俱进， 需要了解老百姓的所想所急， 需要进行民族学与人类学

调研。 过去的扶贫规划大多是经济规划， 文化方面的规划和传承教育方面的

规划少， 今后应把整体规划纳入家庭教育规划之中。
（４） 建议各级政府， 通过顶层设计和优惠政策， 鼓励人才向少数民族

自治旗流动。 近年来， 少数民族干部数量虽然不断提升， 但熟悉经济管理、
金融、 资本运作、 城建规划、 生态环保等专业的干部仍很缺乏， 今后应加大

技术人才和稀缺人才的引进力度。
第六， 提高鄂伦春族平均寿命的建议。 建议当地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

运用社会学、 体质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详细调查分析鄂伦春族

平均寿命偏低的深层原因， 并长期跟踪调研。 根据实地调查数据， 提出相应

方案， 结合卫生保健宣传， 以逐步提高鄂伦春族的平均寿命。
总而言之， 鄂伦春自治旗建立狩猎文化传承保护区和国际狩猎生态旅游

区天时地利人和。 狩猎文化是鄂伦春民族之魂， 只有继承狩猎传统， 又融入

现代社会， 鄂伦春族地区才有希望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３９１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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