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专题
拉合曼 穆丝塔法耶夫
历史学博士

从沙皇帝国的一个省到议
会制共和国的转变
（1917年二月—1918年五月）
近年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历史成为国内外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广泛关注的
对象。
在这一层面，从科学和
政治的角度，我们应该注
意到已故总统盖达尔·阿利
耶夫在全面研究第一共和
国遗产事业中做出的重要
贡献。1998年1月30日总统
签署的《关于举行阿塞拜
疆民主共和国成立80周年
庆典活动》命令是抛开政
治任务和意识形态偏见真
正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国家
历史研究的重要一步。这
一命令的意义并不仅局限
于此，它还为学者开启了
先前并未公开的重要档案
文件，并且将其系统化。
这一文件还有重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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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第一共和国（1918
年—1920年），第二共和
国（1920-1991年）和第三
共和国（自1991年开始）
的初期研究主要研究其历
史联系和连续性，研究阿
塞拜疆国家进化道路上复
杂的、矛盾的、统一的各
个阶段。
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
阿利耶夫于2008年2月15日
签署的总统令“阿塞拜疆
民主共和国90周年庆”也
彰显了国家对阿塞拜疆民
主共和国的历史关注、尊
重的态度。
但是，如果对俄罗斯

帝国崩溃后南高加索地区
的历史进程不进行研究，
仅对第一共和国23个月的
历史进行分析，这是不
完整不全面的。二月革
命的胜利大大加快了该地
区民族运动和政治发展的
进程。1917年3月22日，
根据外高加索国家杜马成
员的倡导和临时政府的命
令，决定在第比利斯成立
外高加索特别委员会（《
尾崎》）。几乎在同一时
间，在巴库成立了巴库临
时执行委员会，主要由市
政府代表，工人代表委员
会的代表和职业联盟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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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第一政府

表组成。政治动乱席卷了
该地区的主要民族，其中
包括阿塞拜疆民众。4月9
日在发塔里-汉主持的巴库
穆斯林知识界会议上选举
出了巴库穆斯林组织联盟
国家临时委员会，九月初
变更为中央外高加索穆斯
林国家委员会。之后将该
地区穆斯林的主要政治力
量纳入自己的行列。4月15
日在甘吉召开了突厥联邦
党成立大会，之后于7月3
日与木沙瓦特党合并。联
邦党人的任务是在民主联
邦俄罗斯共和国的框架内
实现阿塞拜疆地区自治。
阿塞拜疆运动的领导人—
马灭达敏·拉苏尔扎杰，阿
里马尔丹-别克·托普其巴沙
夫，发塔里汉·霍斯基在本
地区内并且在全俄范围内
坚持该原则，尤其是5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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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穆
斯林大会上明确确定民主
共和国是保证穆斯林民族
最佳利益的俄罗斯国家组
织形式。
1917年夏秋季节，南高
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国家
政治力量统一进程结束，
穆萨瓦特党发挥了主要的
领导作用。在各区建立了
穆斯林国家委员会，其中
穆萨瓦特分子占主导地
位，几乎优于布尔什维克
党和社会革命党。该政党
在秋季的巴库工人和军
人代表委员会上赢得连
任。11月举行的穆萨瓦特
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申
了阿塞拜疆政治领导人对
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框
架内建立阿塞拜疆国家-地
区自治权的定位以，并且
表达了支持召开全俄制宪

大会的想法，在该次会议
上提出了该地区人民生活
和组织应该解决的基本问
题。
十月武装政变后，该地
区的主要民族力量（孟什
维克，穆萨瓦特和大什纳
克扎坎）认为该地区存在
的主要威胁是分裂，不团
结，其代表于11月24日在
第比利斯进行了会晤，并
宣布拒绝承认列宁领导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人民委员
会，宣布建立一个独立的
区域政府。至此，在尾崎
成立牢固的国家委员会的
诉求消失了。11月28日该
机构变更为外高加索委员
会，该委员会为地区的最
高权利机构。由格鲁吉亚
社会民主党人-E · 戈奇果里
领导的外高加索委员会有
四名阿塞拜疆委员-霍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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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让法洛夫，哈斯马杰朵
夫和梅里克-阿斯蓝诺夫。
委员会，和以前的边区结
构一样，被认为是全俄制
宪大会召开前的一个临时
机构。选举于1917年11月
26-28日举行；共有15个外
高加索的党派参加，其中8
个为主要政党，选票按如
下分配：
1. 孟什维克党 - 661.934票
2. 穆萨瓦特党 - 645.816
3. 达什纳克党 - 558.400
4. 穆斯林社会团体
159.770
5. 社会革命党 - 117.522
6. 布尔什维克 - 95.581
7. 古穆灭特党 - 84.748
8. 伊蒂哈德党（团结党）66.504.
选举加强了3个主要政
党的领导地位，确定不接
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唯一
的例外是巴库，这里的布
尔什维克处于巴库委员会
的统治下，由沙屋姆阳领
导，获得了该地居民20%
的选票，巴库驻军70%以
上的选票。南高加索的制
宪大会选出了34名议员，
其中12名为穆斯林。然
而，会议在开幕当天就被
取消了。因此，该地区选
举出来的议员决定在召开
新的全俄制宪大会前成立
地方权力机构—外高加索
议会，该议会于1918年2月
14日成立，由制宪大会选
举出来的议员和其他地区
党派的代表组成（布尔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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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党拒绝参加议会）。
上述党派的代表依据制宪
大会十一月选举的投票结
果也加入了该议会。
最终，议会取代了外高
加索委员会，选举出125
名议员，其中32名议员来
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
穆萨瓦特和无党派民主
人士占30议席，达什纳克
党—27名议员。此外，议
会中包括7名穆斯林社会团
体人士议员，3名伊蒂哈德
党议员，4名社会民主党
古穆灭特议员。这些代表
形成了外高加索议会的穆
斯林派别，总计 44人。第
一届议会会议于1918年2月
23日在第比利斯举行。3月
16日第一届穆斯林党派会
议在在第比利斯举行，由
M.拉苏尔扎杰主持，44名
在册议员中的15名参加了
该次会议。
尽管议会是基于党派原
因形成的，但是议会的工
作政治对抗的性质，主要
是三个主要族群--阿塞拜
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
之间尖锐的政治对抗。由
于阿塞拜疆议员分为四个
党派，所以阿塞拜疆议员
在这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
亚议员则是团结的，以同
一立场发言。尽管政治纲
领存在差异，但是阿塞拜
疆政治团体在大多数问题
上可以共同捍卫其民族利
益。但上述情况并不适用

于巴库流血事件后的那段
时间，3月31日-4月上旬，
布尔什维克-古穆灭特党分
子组成的派系损害了巴库
委员会的名誉，不再参加
议会会议。
国家主要党派的政治
利益的冲突成为议会活动
难以克服的一个障碍，并
导致于3月和4月按照议会
决议成立的南高加索政府
无效。此外还由于一些其
他原因，1918年初议会仍
未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权机
构，成为类似于外高加索
民族代表大会的机构。
已经无法控制该地区的
形势，该地区实际上处于
永无止境的民族纷争、内
战和无政府、粮食危机状
态，并伴随着饥饿和流行
病。因此，由帝国时代、
无政府状态和内战向独立
的南高加索共和国的为期
两年的平稳的相对不流血
的过渡是议会急需解决的
最高任务，而事实证明，
议会的确可以解决并且成
功地解决了该问题。
促进该地区主要民族政治势力矛盾激化的最重
要的原因是苏俄与德国、
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
斯曼帝国3月3日在布列斯
特签署的和平协议。该协
议的第4条直接关系到南
高加索，根据该条款，俄
罗斯承诺迅速撤离安纳托
利亚东部省份，并且将
其归还给土耳其。阿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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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卡尔斯和巴图姆地区
的俄罗斯军队也必须立即
撤离。该条款还指出，俄
罗斯不再干预这些地区国
家权利和国际权利关系的
新建工作，并允许该地区
的居民与相邻国家建立新
的和谐的秩序，尤其是与
土耳其建立联系。换句话
说，1877-1878年在该地区
重新确定了俄罗斯-土耳其
国境线，同时，这为南高
加索脱离俄罗斯， 加强奥
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地区局
势确立了法律和军事政治
前提。
后者与该地区建立关系
是很不容易的。尽管1917
年12月初与外高加索委员
会签署了埃尔津詹停战协
定，土耳其军队的指挥部
决定利用高加索前线的崩
溃换回1914-1917年期间
丢失的领土。1918年二月
初，奥斯曼帝国第三军队
在威赫波巴什的领导下转
为三个战略战线（埃尔津
詹-埃尔祖鲁姆-阿哈尔茨
赫，埃尔祖鲁姆-卡尔斯-亚
历山大波里）和一个局部
战线的进攻。土耳其军队
的春季战役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目的—拯救被亚美尼
亚占领地区成千上万的穆
斯林。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土耳其问题专家，最受欢
迎的穆斯塔法传记作家柯
玛丽·阿塔久尔卡·安德柳曼
戈所说：“奥斯曼不得不
转移到东部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亚美尼亚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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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填补了俄罗斯军队撤出
后的真空，亚美尼亚民族
主义者曾试图阻止充满杀
戮的复仇政策和穆斯林种
族清洗。纳扎尔别克沙皇
制省长（亚美尼亚族人，
纳扎尔别克少将在俄罗斯土耳其战争期间领导了高
加索第二步师）， 成为亚
美尼亚届的指挥官，1914
年奥斯曼国家边境以西以
东的穆斯林的生活正处于
危险之中。
事实上，该时间前，部
分俄军已经被疏散（部分
被疏散），部分俄军仍坚
守在埃尔津詹-湾前线，而
1917年12月-1918年1月成立
的亚美尼亚军团共计约为
6000人（保卫巴统区的格
鲁吉亚军队约为3000-3500
人）。
1915年4-5月颁布了高
加索军队最高指挥官的命
令—4个亚美尼亚志愿者分
队支持高加索前线的俄军
军队，每个小分队由1000
名战士组成。亚美尼亚的
历史学家A.O.阿鲁久阳在
自己的专著《1914-1917年
的高加索前线》中写到：
至1915年10月成立了6支队
伍，人数众多，高达5000
人。这一数字也得到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高加索前
线的亲历者俄军少将科尔
坎阳的证实，在战争初期
亚美尼亚志愿者队伍的人
数为2500人，后来增加到
6000人。因而不得不回顾
一下俄罗斯-土耳其之间

签署的布列斯特条约补充
协议的第1条第5款规定，
苏俄承诺解散俄罗斯境内
的和土耳其周边省份的由
土耳其和俄罗斯公民组成
的亚美尼亚游击队，并最
终解散上面提到的4个分
队。然而，布尔什维克的
领导并未急于解散亚美尼
亚军队。依据1918年3月
16日斯大林在察里津发布
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人民委
员会法令，所有革命委员
会，司令部和苏维埃机构
奉行：亚美尼亚革命组织
有权自由成立亚美尼亚军
队，为此也有权向资产阶
级收税。苏维埃机构不得
妨碍亚美尼亚军队向亚美
尼亚方向的推进，该军队
保卫祖国免受德国-土耳其
侵略者的压迫，无论是沙
皇俄国，还是苏维埃俄国
对穆斯林武装的态度与穆
斯林对待他们的态度都是
截然相反的—不希望在任
何普通的或者高级指挥岗
位看到穆斯林（少数高级
阿塞拜疆官员除外）。正
如A.O.阿鲁久阳所述：第
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对德
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土
耳其作战的俄罗斯军队中
约三十万亚美尼亚人。高
加索前线中亚美尼亚入伍
者的比重更高。1917年1月
1日，通过第比利斯地方军
队的动员304164名兵役适
龄人员入伍。其中亚美尼
亚人为121921人，得到亚
美尼亚历史学家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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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人—121113人，
俄罗斯人—42712人，鞑靼
人—1314人，犹太人—3221
人，德国人—2413人，其
他民族的人—11470人。正
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高加
索前线的大部分入伍士兵
和军人为亚美尼亚人和格
鲁吉亚人—入伍士兵的比
例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
亚人：阿塞拜疆人为100:1.
高动员潜力极大地简化了
1917年年底高加索地区亚
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国家机
构的建立。在这种形式
下，外高加索穆斯林领导
人充分理解并认识到这次
军事失利的危险后果，在
穆斯林领导人的压力下决
定成立穆斯林军团。1917
年12月19日，签署了相应
的命令。著名的俄罗斯陆
军炮兵将军阿里阿卡.什赫
林斯基被认命为高加索战
线的主要指挥官和军团的
指挥官。对于新的阿塞拜
疆民主共和国建立，只有
在阿塞拜疆。的土耳其人
对当局成立武装力量提供
了帮助。然而，与亚美尼
亚和格鲁吉亚不同，穆斯
林军团实际上并不存在。
正如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
杰里斌所说，1918年初该
军团仅存在于纸上，人员
和编队都很少，几乎只有
军官，武器、弹药和装备
严重不足。杰里斌补充
到：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
阿塞拜疆独立，亚美尼亚
军队虽然装备精良经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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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但无法有力抵抗奥斯曼
军队。经过短期较量，2月
13日埃尔津詹被土耳其人
占领，3月12日埃尔祖鲁姆
被占领。战事的快速推进
迫使议会同意与土耳其在
特拉布宗在3月14日进行和
平谈判。谈判第一天奥斯
曼代表团要求议会代表团
承认布列斯特的条约并且
宣布从俄罗斯独立。后面
这条对土耳其方面有特殊
意义—从俄罗斯独立出来
的独立自主的外高加索成
为土耳其最便利的邻居，
因为作为新成立的国家其
对领土的需求比布列斯特
条约的规定更加广阔。然
而特拉比松会议并未取得
任何效果就结束了—议会
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议
员无法接受协议中规定的
领土让步。尤其是格鲁吉
亚的政治家认为巴图姆的
让步无异于国家和党派的
自杀行为。而阿塞拜疆议
员持另一种观点。发塔里汉.霍斯基在议会第九次会
议2月22日的发言中声明在
正式公布外高加索独立时
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
该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保
留与俄罗斯中央的联系。
但是，现在发言人称：“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与
土耳其签订和平协议”。
霍斯基指出：“议会应该
意识到宣布外高加索主权
的必要性，以现今这种条
件继续存在是不可能的。
尽管霍斯基做出了利于格

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方的提
案，但是1914年与土耳其
就国境问题进行的和平谈
判，呼吁地区独立并未得
到支持。
区域不稳定的最重要因
素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的冲突日益严重，这也是
议会工作危机的结果。在
此期间，卡尔斯州的各个
地区—艾里万斯基省，巴
库和耶里萨维波里斯基县
亚美尼亚军方和武装土匪
已经开始压迫穆斯林，在
个别地区甚至进行了大屠
杀。尤其是在艾里万斯基
省和4个县区于2月爆发了
非常严重的冲突事件，近
200个阿塞拜疆村庄被破
坏，受伤害人口总数高达
135000人。这次冲突导致
近80000名穆斯林沦为难
民。在4月10日的会议上议
会议员谢依朵夫做出了公
正的结论：“亚美尼亚平
民和亚美尼亚军方对穆斯
林的屠杀带有一个特定的
任务—为亚美尼亚难民清
理领土并建立一个独立的
自治的亚美尼亚”。在该
问题的讨论过程中，5月13
日议员指出：该地区内部
的无政府状态肆意增长，
周边国家的不信任以及土
耳其方延缓援助导致了该
国濒临崩溃，这种状况迫
使必须要采取根本的真正
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向
巴图姆派遣代表团，以强
化土耳其方的援助，任命
有全权代表权的阿塞拜疆
www.irs-az.com

专员，加强南高加索3个主
要民族领土界线划分。
三月末四月初在巴库
和巴库县村庄发生的亚美
尼亚武装军队发起的血腥
种族清洗造成数万平民丧
生，这给议会的团结带来
了更严重的打击。这些事
件引起了议会中阿塞拜疆
议员和亚美尼亚议员间不
可调和的政治对抗，另一
方面在穆萨瓦特和布尔什
维克之间引发了穆斯林派
别的分裂。正是巴库地区
爆发的对和平穆斯林居民
的三月屠杀事件成为促使
阿塞拜疆代表团解决地区
独立和东部问题的推动
力。穆斯林议员对议会、

外高加索政府对该事件（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外
高加索政府的真正政权处
于戈戈奇科里军事部长、
代表，拉米什威力内务部
部长和卡尔奇科亚娜财政
部部长三政客的手中）漠
不关心的消极态度极为不
满，威胁退出政府。在4月
7日召开的穆斯林派别联合
会议上议会成员霍斯基建
议：应该让国内所有党派
都关注穆斯林团体要求宣
布外高加索独立的坚定不
移的信念，甚至宣称，如
果在这一问题上其他党派
表示反对，我们将被迫开
始讨论东高加索宣布独立
的可能性。这是阿塞拜疆

政治家第一次提到阿塞拜
疆宣布独立的可能性。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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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卡拉巴赫没有阿塞拜疆
被亚美尼亚侵略的
阿塞拜疆领土的地名及侵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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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格尔安 – 1991

阿格德尔 – 07.07.1993

哈德尔图特 – 1991

阿格达阿穆 – 23.07.1993

霍扎瓦恩 – 1991

克尔巴扎尔 – 02.04.1993

汉克恩德 – 1991

福组里 – 23.08.1993

霍扎里 – 26.02.1992

扎巴尔伊勒 – 23.08.1993

舒沙 – 08.05.1992

库巴德勒 – 31.08.1993

拉兹恩 – 18.05.1992

扎尼格兰 – 29.1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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