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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黑龙江省禁烟毒问题研究
杨荣超

（哈尔滨市公安局，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内容摘要：鸦片烟毒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和破坏是众所周知的。其危害的多样性、持久性和广泛性远远超过烟

毒问题本身，还涉及政治安全、金融经济、文化艺术、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俨然成为社会严峻的问题之一。清末民初期间黑

龙江采取了一系列禁烟措施，这些禁毒政策的实施、禁烟活动发展，对清末期间黑龙江省禁烟毒的开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这

些政策在实施中也存在一定局限，分析其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以期对当今的禁毒工作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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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黑龙江省烟毒形势

18世纪，中国出口英国的主要产品是茶叶，茶

叶出口英国比重不断上升，而英国廉价工业品在

中国的销路很差，造成双方间存在着严重的贸易

逆差。于是，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来解决这一问

题，中国人吸食鸦片的灾难由此引发。伴随着鸦片

的持续输入，我国鸦片吸食者群体不断扩大，流向

社会各个阶级，人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制约

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我国社会发展中消费

水平低下，产业不景气，严重阻碍了我国合法进出

口贸易的发展。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我国割让土

地，赔付银两，被迫签署鸦片合法化的公约，致使

鸦片进口量不断增多，鸦片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国

家掠夺我国财政的重要手段，鸦片进口量越来越

多，大量百姓涌入吸食鸦片的人群中，导致鸦片供

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国产鸦片逐渐走红。②由于

一亩地种植罂粟利润较大，可以达到普通农作物

价值的数倍，政府和群众都能获得一定的利益，所

以到处种植。到了 1870年左右，国内本土种植的

鸦片逐渐将进口鸦片排挤开来，各省市种植罂粟

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

而听之”。③与沿海等地相比，黑龙江省作为清代的

“龙兴之地”，从康熙十九年（1680 年），开始实行

现行封闭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苏联在黑龙江

省北部富饶地区，偷偷种植罂粟，制成鸦片，然后

贩卖到黑龙江省各地。中东铁路的全线贯通，为走

私鸦片提供了交通工具。营口口岸的开通也为帝

国主义向黑龙江省大规模走私鸦片提供了入口。

鸦片需求量快速增长，致使黑龙江省种植罂粟的

面积不断扩展，而且黑龙江省土地肥沃，适合罂粟

成长条件，在罂粟成熟后，还可以在此种植其他早

熟作物，④因此种植之人甚多。除黑龙江地区自身

消耗外，土产鸦片还大量售往华北等地，成为黑龙

江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据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统计，黑龙江省当时的种烟地亩多达几

万垧，当时烟毒的危害可想而知。

二、清末黑龙江省禁烟毒政策

（一）颁布一系列禁烟章程

光绪年间（1906 年 9 月 20 日），清末实施的

《禁烟章程》是当时清朝政府严格禁烟的具体方

针。主要是利用设立各种禁烟公所的方法，由上到

下统筹协调各省市开展禁烟工作，形成相互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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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烟局面。章程前五条主要是政界禁烟，规定各

省市设立禁烟机关，所有官员要向机关如实报备。

章程后五条主要是在社会上禁烟，以禁止种植、派

发戒烟药等方法落实禁烟运动。黑龙江省所实施

的禁烟规定主要以《禁烟章程》为基础，结合本省

实际情况制定的，因地制宜对章程进行了调整，如

缩短禁烟期限、取消吸烟牌照等，有效推动了黑龙

江省禁烟运动取得良好效果。①

（二）消除鸦片源头

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限制种植的政策在全

国范围内广泛使用，就是说，先理清全国各地种植

罂粟的亩数，再登记备案，然后规定每年每户递减

种植九分之一，替代种植其他农作物，九年内根绝

种植罂粟。黑龙江则采取了“减少不如减多，减缓

不如快减，逐减不如禁止”②得更加积极主动的对

策。因为黑龙江地广人稀，人员分布不密集，许多

地方都是第一次开垦，调查罂粟种植情况并不容

易。因此，黑龙江省自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开始，一

律禁止种植罂粟，全部改种粮食作物，并督促地方

官严厉推行，如发现违禁种烟者，坚决予以严惩不

贷。

（三）收缴烟土烟具，关闭烟馆，持证购烟

黑龙江省位于北方边界，为避免外省鸦片涌

入，便责令各关卡严格检查，严行查缉异地入境人

员和物品，并责令全省各地巡逻警察分区包管、分

段分片逐一侦查。下令封闭烟管，坚决杜绝出售烟

具情况。在省会城市设置烟膏总销售机构，所属各

地下设分销售机构，统一价格回收各地土烟，并由

机构定期定量销售给吸烟者，从烟量递减到完全

根绝。③为防止新烟民的产生, 所有吸烟者必须向

所在地区政府上报姓名、年岁、住址、职业及每日

吸食量，然后领取吸烟凭证，作为定期、定量购买

土烟的票据。至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日截止,“此后

禁止吸烟，将烟膏总销售机构改为戒烟药局，制作

各种禁烟药丸，烟瘾难戒者仍由戒烟局凭证给烟，

每旬减药一成加药一丸,予限三月净尽”。④

（四）官吏限期戒烟

清政府要求所有在京外文武官吏，60岁以上

吸烟者给予从宽处理，免于谈议。60岁以下吸烟

者，可自行申报，并规定限期戒除（一般为半年），

期限内暂时不予开除，到期后朝廷将选派专员进

行复查核实，如彻底戒除，仍然允许继续供职。如

果隐瞒不报，一旦发现，立刻开除讯问。黑龙江还

在省会开设了禁烟机关，选派倪嗣冲为机关首领，

并选派下属辅助处理各项公务，禁烟机关要检查

黑龙江各级文武官员吸烟情况，设定戒除期限，若

超期未戒或有意隐瞒，将严惩不贷，禁烟机关所下

发的章程要求各地一律按规定处理。黑龙江禁烟

办的规定以实施的《禁烟查验章程》为依据，要求

其所属成员按照规定进行查禁。从政府禁烟开始，

要求各级官吏如实填写吸烟情况，患烟瘾者全部

进入规定场所戒烟。同时，清政府认为虽比较注重

核查官员是否戒除，但社会上的绅商士民也应全

部戒除，并责令官员对社会民众吸烟情况也要随

时查办。

在清政府的严密监管和严厉敦促下，在全国

一致实行禁烟的有利条件下,黑龙江省成为全国

禁烟成绩斐然的五省之一(五省分别为奉天、吉

林、黑龙江、山西和四川),一时呈现出既无“洋药”

“土药”输入,又无罂粟种植的可喜局面。⑤

三、清末黑龙江省禁烟政策实施的作用

（一）一定程度上整顿了社会风气

烟馆是吸食鸦片的主要场所，也极大地促进

了烟瘾传播。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十一月初一

日，财政局下令关闭一切烟馆，要求全部烟馆六个

月内进行转业，违反规定者烟馆一律封闭。为有效

开展禁烟馆行动，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三月

二十二日，巡警总局下令“所有烟馆营业到四月十

五日限满后禁止营业，均应一律发止以除痼疾而

清内政”。各地官员担心会有未及时掌握消息者会

突然失业而无法谋生，因此，多次出告示让民众得

以消息，严格执行禁烟令，对违反规定者，严肃查

处重罚。

（二）为禁烟毒行动发挥了带头作用

为更加有效地实现政府人员戒烟，《禁烟章

程》要求，六十岁以下曾吸食烟毒的官员，可以主

动说明情况并限期戒烟，超期不戒或故意隐瞒不

①刘燕 .清末新政时期东三省禁烟政策研究［D］. 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9（06）.
②周树模 .周中丞（少朴）抚疆奏稿 [M].文海出版社第65页 .
③隋丽娟，邓天红 .清末民初黑龙江禁毒成败论略［J］.史学月刊，2009（8）.
④徐世昌 .《东三省政略》卷 6, [M].第 1079 页 .
⑤隋丽娟，邓天红 .清末民初黑龙江禁毒成败论略［J］.史学月刊，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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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人员一律从严查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十二月，“饬蒙古协领衙门转饬十四司，若发现官

兵吸烟毒，一律革职，限期不戒者，立即弃之，以示

严惩”。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三月，清政府钦派

禁烟大臣进行查验各级官员，“若发现未戒除洋烟

者，一律革职处理，刻已分饬各省一律派员严密稽

察云”。遂黑龙江省再次下令“严格按照上级指令

执行”，“凡是司道以下以及实缺候补各员，如平时

有烟瘾嗜好或主动上报戒除后再次复吸，一旦发

现立予撤回，无缺者即行停委”。政界戒烟的进展

和成果是确保禁烟运动顺利实施的关键。一方面，

通过官场戒烟毒，发挥了以上率下的作用，为民众

戒烟起到了宣传效果。另一方面，官员自身戒除烟

瘾才能站稳立场，更好地发挥履职担当的能力，保

证监督审查民众的公信力，为政策的顺利实施奠

定基础。

（三）筹划建设戒烟会，第一次发动民众力量

戒烟善会由各属督抚及地方官督率公正绅商

广为设立，以充分发挥其在劝导戒烟方面的主要

作用。为更好地营造全民禁毒风气，黑龙江省先后

成立官方戒烟协会，鼓励有烟瘾人员进入协会戒

烟。同时，伴随禁烟毒行动的开展，群众的禁烟毒

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一些睿智的商人和有志之

士自发成立戒烟会，帮助中下层群众戒除烟毒侵

害。发表咨文示谕民众“北洋一带立北振武社，而

各社总以尚武为宗旨以戒烟为首务，推广之神速

真令人有不可思议之奇者，设全国志士皆如曾丁

二君则将见此毒可汲，其我东三省之同志者，滴血

未凉寸心莫死怎安忍坐视同胞沉沦苦海”，“之后

东三省振武社由奉天省推广至吉林和黑龙江，各

州县之官绅多备禀来省俟，该社成立后预备为该

社之分社，足证东振武社之远大规模矣”。东振武

社开办以来在社会上戒烟成效显著，预约挂号领

药人员络绎不绝，呈现出戒烟形势大好局面，机构

内又开设演讲室，利用演说的手段宣传鸦片的危

害，现场人气高涨，经常座无虚席，该社开办不久

戒烟人员逐渐增多，发挥的成效不可估量。

四、清末黑龙江省禁烟政策实施的局限性

纵然黑龙江省当局颁布了诸多禁烟规定，依

旧无法改变禁烟毒运动失败的命运。黑龙江省复

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日本和俄国长期觊觎，制造

事端，扰乱了禁烟局面，加大了禁烟难度。此外，内

部的禁烟力量不足，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禁烟毒收效不大。

（一）俄国大量走私鸦片，扰乱烟禁政策

黑龙江位处我国最北部，与俄国接壤。俄国虽

然没有像日本一样，公开大规模贩运售卖鸦片，但

很早就觊觎黑龙江，大量的鸦片偷种走私，加之国

家内忧外患的大环境，导致禁烟毒政策无法有效

实施。1840 年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陆续签订多条不平等条约，黑龙江地区渐

渐成为帝国主义觊觎的地方，随后美国、日本、荷

兰、俄国等国家在营口建立领事馆，为一系列侵略

活动做好了准备，之后，英、美、德、法等 10 余国家

轮番入侵东北地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推行帝国

主义侵略政策，经济上实施了现行的掠夺和赚取

贩卖鸦片的利润，导致我国大量白银外流，除日本

和俄罗斯之外，其他国家也想在东北地区贩卖鸦

片，只是日本和俄国始终占据着东北大部分地区，

导致很难有空隙进入。

（二）政府禁烟思想不够成熟，影响禁烟成效

清政府对罂粟的种植时禁时弛，举棋不定，罂

粟种植总面积增量惊人，鸦片吸食者人员大幅度

增加，鸦片使用量急剧增加，烟馆遍布各地，吸食

者遍及社会各阶层。与此同时，甲午战争战败后，

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民族危机愈演愈烈，清政府

为了更好地改变不利的局面，拯救其颓势，再度严

控。但鸦片流入市场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危害已

深,铲除难度巨大。在清末新政中再次采取了禁绝

政策。但是清朝统治者在没有明确禁烟毒核心理

念下，迫于压力发布上谕，这必然影响下级官员对

于禁烟毒政策的理解和实施。在黑龙江地区,历届

执行禁烟政策的官员，仅有少数人能理解禁烟政

策的意义，树立禁烟毒的坚定信念，大部分人还是

被动执行上级指令，根本无法树立禁烟观念，导致

在金钱的诱惑下，贪污受贿，成为禁烟路上的绊脚

石。另一方面，清政府禁烟毒思想不够成熟，禁烟

政策经常朝令夕改，极大地影响了黑龙江禁烟毒

效果。①

（三）政府禁烟政策未成体系，官员执行不力

黑龙江省改制前，地方权力基本掌握在军领

手中，以军区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并没有对地方形

成专门的禁烟政策，大多数人员只是应付了事，因

①王香 .浅析清末东北地方政府的禁烟斗争［J］.世纪桥，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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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禁烟行动基本上是徒劳的。纵观清末新政，从

清政府实施的《禁烟章程》十条，到黑龙江结合地

区实际出台的禁烟政策，主要是以官员戒烟为样

例，他们一方面是现行政策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一

方面肩负着对人民群众的启蒙教育。为此，清政府

在出台《禁烟章程》时，高度重视官员禁烟的必要

性，官员禁烟规定变得更加严格。然而，在整个禁

烟过程中，一些嗜烟成瘾或沉迷鸦片的官员拒绝

戒烟，他们不如实填表说明，谎报成瘾情况，这些

官员不是不清楚戒烟是国家发展大计，而是因为

嗜烟成瘾，推卸责任，不愿担当作为，甚至有官吏

作法自犯，串通一气，聚集一起偷吸鸦片。此外，巡

警是黑龙江禁烟政策最重要的执行者和监督者，

官员不履职尽责，导致烟贩借此机会大面积私下

销售，一些官员甚至为了满足私欲收贿受贿，不仅

使禁烟政策无法实施，也丧失了群众对政府的公

信力，极大阻碍了禁烟毒的进程。①

（四）财政收入紧缩，禁烟行动支出不足

清末时期，黑龙江省由于体制改革花销款项

较多，经济较为紧张，民政部门经费不足，禁烟机

关所需费用大部门来自牌照捐赠和禁烟罚款，依

靠财政拨款数额较小。黑龙江省将自身体制改革

和外交活动两手抓，各项事务所需费用数额较多，

还要巩固千里之外的边防，财政已捉襟见肘，然而

各项事务皆需财力支持，造成现行禁烟政策的财

政支出大打折扣。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总督

下令因军队急需财政拨款，禁烟所需款项支付困

难，为了更好地节省预算，将禁烟所并入警务局之

中。②禁烟机构的设立对于现行禁烟政策的顺利实

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在黑龙江省禁烟政策

的宣传和实施中举足轻重，政策呼吁嗜烟成瘾者

进入机构治疗，有效促进了戒烟行动。此外，政府

对未入机构治疗人员发放官方的戒烟药，也起到

了公益宣传的作用，但受限于财政支出紧张，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禁烟机关发挥作用。

（五）商人农民为获私利，涉险偷种土烟

尽管东三省督抚和黑龙江地方官一再下令禁

止种植罂粟，但在利益驱动下，农民不惜冒险偷种

土烟，特别是双城区一带，偷种鸦片者人员众多，

在黑土地的滋润下，罂粟生长茂盛，每垧地可获利

润是其他粮食的数倍，致使乡民播种罂粟人数不

断增加。哈尔滨地区亦是如此。禁止鸦片种植是黑

龙江省禁烟政策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从源头入

手才能尽快实现禁烟，但是一些农民只顾谋取眼

前利益，偷偷种植罂粟再私下售卖，这种行为败坏

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和阻碍了黑龙江省禁烟毒

政策的顺利实施。

（六）只限官员禁烟，民众力量没有充分发动

清末民初期间，禁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

依靠官绅阶层的努力，虽然百姓是大多数群体，但

领导和执行人员都是各级官员。清政府主要是在

严格要求官员方面下功夫，没有充分利用民间群

众力量，禁烟行动仅靠官员也是无法实现的。黑龙

江省的一些官员，以及关心禁烟运动的开明志士

们都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黑龙江省民间自发成立

戒烟会。虽然使民众树立了一定的禁烟意识，但禁

烟机构牵涉到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既

包括大量的吸烟者，还包括生产者和贩卖者等，戒

烟会没有充分发挥民众力量，禁烟运动的成果慢

慢就消失殆尽了。

五、清末黑龙江省禁烟毒政策的启示

（一）禁绝毒品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是深受毒品危害的国家，鸦片烟毒给近

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回顾历史，清末在财政

困难的情况下实施的禁烟政策，一定程度上整顿

了社会风气。清末民初黑龙江禁烟毒措施的实施，

责令所有烟馆在半年内进行转业，不服从命令者

一律关停，地方政府多次发布公告让群众知晓封

禁烟馆事宜，为民众转行打好提前量，有效防止大

量人员失业而无以谋生，所有政府官员能够严格

遵守和执行禁烟政策的规定，对违规人员严厉惩

处，这些禁烟毒措施在一定上扭转了社会颓风，减

少了毒品危害。

目前，世界一些国家部分毒品合法化，特别随

着2018年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美国大部分州大麻合

法化，世界一些国家毒品合法化呼声也不断出现。就

中国目前实际情况而言，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取得显

著成效，禁毒人民战争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毒品形

势依然严峻，回顾近代毒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

面对一些国家毒品合法化的做法，在中国毒品一定

要禁绝，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刘燕 .清末新政时期东三省禁烟政策研究［D］.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9-06 .
②禁烟公所归并巡警局[N].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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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当代禁毒举措提供了参考

清末以来的禁烟毒运动不仅普遍提升了群众

的思想认识，创作出诸多具有价值的理论文献。在

清末民初期间，许多文人学者的著作，也为我们了

解清代禁烟毒历程，以及对当今禁烟毒立法和政

策工作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王香的

《清末民初东北地方政府禁烟运动初探》，高瑛、刘

丹阳等《清末民初吉林禁烟》，张旗著《清末黑龙江

省禁烟运动研究》，这些历史著作，为我们深刻总

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结合新时代禁毒立法特点，为

禁毒立法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清末黑龙江禁毒举措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其

对于毒品蔓延的作用和局限，让当代禁毒工作少走

弯路，规避不当举措带来的各种影响，并充分吸收

和借鉴历史上的禁毒举措，以史明镜，科学部署当

代禁毒工作举措，有效提升当代禁毒工作水平。

（三）对历史禁毒运动的思考

鸦片泛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黑龙江作

为清政府的龙兴之地，影响独特，禁烟形势更加复

杂。在清朝廷颁布的《禁烟章程》的基础上，黑龙江

结合地区实际制定禁烟规定并严格贯彻落实，在

禁种、禁运、禁售、禁吸上全面禁烟。纵观黑龙江省

禁烟运动本身，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意

味着成功。黑龙江的禁烟规定主要是按照清朝廷

的《禁烟章程》制定的，而清朝廷的《禁烟章程》并

未结合各地具体状况，导致政策无法有效落实，成

效大大降低，这也体现出清末朝廷各项政策的不

够完善。回顾整个清末民初时期黑龙江省的禁烟

运动，其中包含的黑龙江省官民的禁烟努力，以及

禁烟运动在各种因素交织下所发挥的作用和存在

的局限，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四）对当今禁毒工作的认识

清末时期烟毒对于国家的危害，至今历历在

目。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让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雪上加霜，成为当

时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研究清末的禁烟毒

问题，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透视近代中国社会

真实发展进程，清晰看到清末期间禁毒政策的变

化，国家发展形势的变化，扩大社会历史研究视

野，让专家学者可以汲取历史经验，对当今发展禁

毒事业提出更有意义的建议。

（五）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清末禁烟毒行动能够取得成效，依托群众力

量是一项有效举措。随着禁烟毒运动不断推进，群

众树立正确禁烟意识，一些开明商贾和有志之士

主动成立民间戒烟会，帮助中下层群众戒除烟瘾，

群众的觉醒是禁烟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从长远

看，清末时期国内禁烟毒大浪地掀起，除了禁烟毒

运动本身取得一定实效外，还有效地启动了群众

的戒烟毒决心。清末时期的禁烟运动，昭示着人民

群众在禁毒事业中更加紧密团结，再不能容忍毒

品对于国家民族存亡的侵蚀，禁烟毒行动已成为

全国各民族的一致共识。

改革开放后，毒品卷土重来。面对毒品危害，

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与禁毒人民战争，充

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展禁毒斗争，禁毒人民

战争取得辉煌成就，面对严峻的毒品形势，我们必

须坚定不移地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形成禁毒合力，

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向纵深发展。

（六）构建禁毒人类命运共同体

清末禁烟运动成果之一是 1909年在上海召

开了万国禁烟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开启了国际间

禁毒合作的大门，是国际禁毒合作的开端。清末期

间，中国政府禁毒运动在自上而下的禁毒政策引

领下，不断需求国内外支持，在国际上赢得了极大

声誉。自禁烟毒运动启动以来，就受到了各阶层的

大力支持，各项禁烟毒措施得到了有效落实。因

此，在1911年，禁烟毒目标已基本达到预期，大规

模种植已经灭绝，战果颇丰，让外国人对我国禁烟

毒的政策落实较为震惊。①①而禁烟也促进了近代

史上实业的发展，如在“清末新政”推动下，黑龙江

地区用小麦、玉米、大麦、豆类等农作物代替了鸦

片种植，农作物产量大幅度增加，促进了农业经济

的良性发展，也缓解了长期缺粮的社会矛盾，得到

了国内外舆论的肯定性好评。

目前，毒品问题成为世界性问题，并引发日益

严重的治安问题和广泛的社会问题，毒品危害只

靠一个国家是不能消除的，必须加强国际间的禁

毒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战胜人类共同

的敌人毒品，达到互利共赢。

（责任编辑 蒋凌燕）

① 黄志红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D］.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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