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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地理插图中对于地理与空间的绘制，是在⼆维空间⾥努⼒营造现实与

地图的重合，这种对现实与地图重合的追求致使古⼈在绘画的表达⽅式上，对

现实进⾏⼤量约减，在约减的过程中产⽣了⼀种独特的观看地理的视⾓。⽽这

个过程则反应出古⼈的宇宙观、地理观和空间观。此外，古代地图在表达空间

位置信息的同时还存在着⼀种“写⽣式的描述”，这与西⽅传科学的“投影法”的

地图不同，它赋予地图⾃⾝以⽂化内涵和审美意识，因此我们可以将对古代地

图志版画和视觉艺术结合在⼀起研究。 

本篇论⽂将通过论述古⼈的宇宙观、天⼈合⼀的⾃然观对传统古代地图志

绘制的深层次影响，来说明我国古代地图志版画是在⼀种中国式的美学思想和

中国古典哲学指导下, 绘制出融技术和艺术于⼀体的中国式地图。同时还以《青

浦县志》为具体实例来阐释其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响下其艺术特点。论⽂的

另⼀⽬的还有通过对古⼈地理图志的研究，以期从中获得启发从⽽对将来的创

作提供理论⽀持。 

关键词：古代地图志版画   审美⽅式   《青浦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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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cient geography for drawing geography and space is 
a way of creating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ty and map within two-dimensional 
space.While people pursuing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ty and map, they always hold a 
unique view of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ecause of their “reality reduction” 
idea.However, this unique thinking proces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ncient people’s 
universal geographical and space concept.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 of ancient map also has a"sketch type description" 
when they showing spatial location. It was different with the Western "projection" 
map. The former one has given the map cultural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So we 
can combine the ancient maps with visual art together and doing some research. 
Through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people’s universal and harmony thoughts, 
the paper will explain the reason of how our ancient maps were created under Chinese 
special aesthetic ideology and philosophy concepts. And these concepts also inspired 
ancient people combined technique with artistry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will take <<the diary of Qingpu village>> as a specific example to explai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idea. Moreover, this dissertation’s 
another purpose is explor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useful inspiration by studying 
the ancients maps.

 【Key Words】The print of ancient maps 
The way of appreciating arts 
<<The diary of Qingpu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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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  还是在定型后的⽅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  它都是⽅志

⽂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正是由于地图在地⽅志中的重要作⽤，所以研究地

⽅志中的地图的过程，便是同时研究地图与地⽅志的过程。古⼈认为世间的客

观事物都处于⼀种变化的状态中，因此⼈们很难把握这种变化的世界，但是与

此同时，作为⼀种视觉艺术却必须将客观世界以图像的形式描述下来。因此对

于中国传统的古代艺术来说,“⾯临着视觉(空间)形式如何处理变化(时间)主题的

悖谬”  。正是基于这种传统的艺术观念，在古代地理图志中，作者同样⾯对空

间转化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过程中，制图者在对地理空间的构图与

描绘过程中将现实中的三维图景“约减”（或者说是⼀种语⾔的转换）⾄平⾯的

⼆维空间，从⽽产⽣了⼀种独特的观看地理的视⾓，其约减的过程则反应出古

⼈的宇宙观、地理观和空间观。本⽂将通过论述古⼈的宇宙观以及天⼈合⼀的

⾃然观对传统古代地图志的深层次影响，来阐明我国古代地图志版画在⼀种中

国式的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指导下, 绘制出了融技术和艺术于⼀体的中国式

地图。同时还以《青浦县志》为具体实例，来阐释其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响

下的特点。论⽂的另⼀⽬的还有通过对古⼈地理图志的研究，以期从中获得启

发从⽽对将来的创作提供理论⽀持。

1.2国内外研究现状、⽂献综述

⽬前我国关于古代地图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它的地理学史以及地图学史等历史地

理领域展开，⽽对地图的绘制艺术、美学体验等⽅⾯的探讨则很少，那么对地

图志版画绘制以及视觉艺术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对于

古代地图的研究发⽣⼀些变化，⼀些学者开始将研究⽅向转向地图学中的美学

和艺术问题。“1989年俞连笙开地图美学研究的先河，他认为地图不但有科学

美，还有艺术美。此后也有⼏位学者进⾏了此类问题的研究，解决了地图设计

制作中的⼀些美学问题” 。⽬前国内对于古代地图的研究成果上，从现在已经1

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余定邦所著的《中国地图学史》，他在书中的第四

《论地图制图的艺术属性》，凌善⾦金金，陆林林，⾦金金世胜，《装饰》，2003年年10期，第64⻚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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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将中国地图学回归⼈⽂学科，依次探究⽂学、绘画等艺术与地图的关系，

以“事实表⽰”和“价值表现”的审美⾓度来观察传统地图，在书中他关注古代地

图中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以视觉艺术的⾓度来探究古代的地图绘制等。作者

认为“⼀直到清代受到西⽅的影响，中国地图学才完全脱离视觉与⽂学学科的传

统，成为⼀门展⽰的学科” 。此书主要是从中国⽂化的⼤背景下来看待中国古2

代地图的发展，全书⼤量引⽤了新出⼟的材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扩⼤了

地图学史研究的视野，在论述地图发展的历史中找出与绘画、诗词、书法等多

⽅⾯的艺术⽂化因⼦，从宏观上把握地图的艺术因素。另外，还有⼀些具体研

究明代彩绘地图的硕⼠论⽂，苏州的⼤学硕⼠毕业⽣易⽥慧《明代彩绘地图艺

术研究》也为本⽂有很⼤启⽰。其他⼀些关于版画地图志的研究见诸零星的⽂

章中，不过也仅是寥寥数语，少见深层次研究的⽂献。 

1.3研究内容与研究⽅法

本⽂的研究⽅法是以史料结合案例进⾏，论⽂将通过论述古⼈的宇宙观、

天⼈合⼀的⾃然观对传统古代地图志的深层次影响，来说明我国古代地图志版

画在⼀种中国式的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指导下, 绘制出融技术和艺术于⼀体

的中国式地图，这种描绘⽅法在地图的空间中营造出⼀种可以重复游历的⼼理

审美活动，⽽这种图式的演变，也显⽰出古⼈“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游历传

统。同时还以《青浦县志》为实例来阐释其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响下艺术特

点。论⽂的另⼀⽬的还有通过对古⼈地理图志的研究，以期从中获得启发从⽽

对笔者的艺术创作提供理论⽀持。另外，地⽅志中⼤量存在的雕版刻本地图，

且存世数量⽐较多，对本论⽂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撑。

《中国地图学史》，余定国，北京⼤学出版社，2006年8⽉第⼀版，第72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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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中国古⽅志地图的⼈⽂背景 

2.1中国古代宇宙观

《周易系辞传》说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早在远古时

代，我国先⼈就已经开始了简单的天⽂观测活动。由此可见，古⼈在很早的时

候就开始对⼤⾃然进⾏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对天地的探索也在同步进

⾏，这是⼀个基本且漫长的研究课题。“天地之谜实际包含两个问题：天地是如

何产⽣的？它究竟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中前⼀问题是随着对后⼀问题认识的

深化⽽深化的。古⼈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及其认识，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宇宙

观” 。由此可见，中国古⼈在天地问题的探索过程中形成⾃⼰的宇宙观，⽽这3

种宇宙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同时这种宇宙观是以中国传统

⽂化为出发点和⼤前提的。 

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古⼈就对他们观测到的宇宙、天地等问题做出⾮常丰

富的猜想和推测，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系列关于宇宙天地的理论，与西⽅关于

宇宙的理论不同，这些理论⾮常具有中国特点，值得研究。我国古⼈很早就有

了“天圆地⽅”、“天⾼地卑”的盖天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古⼈对

宇宙的认识出现了⼀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包括：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断

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被不少论著称为“论天六家”。下⽂将对这⼏种宇宙学

说简单介绍以供读者理解。战国时期出现了第⼆盖天说，这种学说是在对“天圆

地⽅”的理论产⽣质疑从⽽产⽣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天使⼀个半球形，⽽地⾯

也是⼀个半球形，⽇⽉星⾠绕北极旋转不息。汉代，随着⼈们对宇宙的认识进

⼀步加深，出现浑天说和宣夜说。浑天说的代表作《张衡浑仪注》中说: “浑天

如鸡⼦。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故⽈浑天。”  浑天说认为天地的形

状浑圆如鸟卵，天包地外，就像壳裹卵黄⼀样。其南北两极固定在天的两端，

⽇⽉星⾠每天绕南北两极的极轴旋转，这是⽐较形象的说明了天体的运⾏。宣

 《中国古代宇宙观》，詹鄞鑫，中⽂⾃学指导，2009年01期，第29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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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说认为⽇⽉星⾠都有⼀个依靠，或附在天盖上，随天盖⼀起运动；或附缀在

鸡蛋壳式的天球上，跟着天球东升西落。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断天论、穹

天论和安天论这三家宇宙理论。断天论是由魏晋时期的姚信 所创。断天说认为4

天就像⼈的⾝体⼀样，⽽且南⽅⽐北⽅要⾼。冬天⼈们觉得冷是因为太阳离⼈

们很远，⽽夏天⼈们觉得热就是由于这时太阳离⼈们⽐较近。穹天论是东晋时

期的虞耸 提出，这个理论是在继承盖天说与浑天说的基础上发展的。安天论，5

“安天者，天不动也”则是由东晋时期虞喜 在宣夜说的基础上的发展。该理论认6

为认为天⾼没有边际，地深⽆法勘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的

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星⾠各⾃运⾏，有它们⾃⼰的规律。⾃

此以后，我国在关于宇宙理论上就没有超出这六家的理论，⽆⾮就是在这六家

理论的基础上再做些微变化，没有很⼤的突破和发展，只到西⽅现代天⽂学说

传⼊中国，我国的宇宙理论才发⽣巨⼤变化。

从上⽂中中国古代宇宙观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古⼈将宇宙理解为

⼀种变化的过程，这⼀点与西⽅从实体⾓度来理解宇宙⼤不相同。我国古⼈是

以⼀种变化和实体的⾓度来理解浩瀚的宇宙的，事实上以这种⾓度来理解宇宙，

也会产⽣不同的对宇宙的认识观，⽽且这种不同“深刻地关系到⼈如何理解事

物，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如何获得⽣命意义等⼀系列问题” 。正是由于古⼈这7

种独特的变化的宇宙观，中国古代艺术⽂化对于客观物象的描绘并没有像西⽅

那样将客观事物对象化、形式化。古⼈认为世间的客观事物都处于⼀种变化的

姚信，魏晋时期⼈物。⽣卒年不详，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三国志》、《晋书》未列其传。其4

⽣平事迹散见于史传和其它⽂献中。根据史志记载，姚信易学著作有《周易注》。《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志》、《经典释⽂·叙录》皆著录，并云“⼗卷”。此书宋志阙如，恐佚
之宋代。清儒有辑本。

虞耸，三国末期及晋朝政治⼈物，天⽂学家。字世龙，为吴国骑都尉虞翻第六⼦，会稽余姚⼈（今浙江5

余姚）。创⽴“穹天论”。认为“天形穹隆如鸡⼦，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之上。譬如覆奁以抑
⽔，⽽不没者，⽓充其中故也。⽇绕⾠极，没西⽽还东，不出⼊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也。天北下
于地三⼗度，极之倾在地卯⾣之北亦三⼗度，⼈在卯⾣之南⼗馀万⾥，故⽃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
⾣之位⽿。”（《晋书·天⽂志》上；《宋书·天⽂志》⼀；《隋书·天⽂志》上）

虞喜（公元281--356年），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东晋天⽂学家。宣夜说的继6

承和发展者。

《变化的宇宙观：中国艺术精神再阐释》，刘泰然，华东师范⼤学，2009届研究⽣博⼠学位论⽂，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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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中，因此⼈们很难把握这种变化的世界，但是与此同时，作为⼀种视觉艺

术却必须将客观世界以图像的形式描述下来。因此于中国古代艺术来说 , “⾯临

着视觉(空间)形式如何处理变化(时间)主题的悖谬” 。也正是由于这种⽭盾存在8

于我国的⽂化之中，因此可以看到古⼈将更多的注意⼒放在那些⽆法具体描绘

出的东西上。⽐如⽔的流动、风的吹动、⽓体的运转等这些难以具体描绘的“不

定形”的客观事物上。回⾸我国古代艺术，我们可以发现，上⽂中所受的⽔、⽓

体、风等这些主题在我国传统艺术中有着⼴泛的存在，战国时期的艺术中，云

⽓充满作品中，例如出⼟于长沙楚墓中的《⼈物龙凤帛画》、《⼈物御龙帛

画》，都可以看到云⽓充盈画⾯间。汉代艺术同样如此。⽽到了唐代以后，随

着⼭⽔画的独⽴发展，⽔与云⽓同样成为⼭⽔画中的表现内容，这是中国艺术

中⾮常独特的主题。因此，“中国古⼈的空间观念也是建⽴在这样⼀些物象之

上，以这些物象为基础,还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艺术中的“虚”的观念。”  中国古代9

独特的宇宙观对中国美学观念产⽣了重要影响，中国诗画中中经常提到以及表

现出的⼀种“散点透视”、“虚灵”、“天地⼀⽓”等审美意义正是由这种宇宙⼼灵

所决定的。

在史前时代，⼈们就开始知道⽤⼀些特殊的记号来记录或者有意识的告诉

他⼈⾃⼰所⾛过的路线或者⽣活的环境。众所周知，地图是⼈类对客观世界的

真实再现，按⼀定的⽐例运⽤符号、颜⾊、⽂字注记等描绘显⽰地球表⾯的⾃

然地理、⾏政区域、社会经济状况的图形。然⽽中国古代地图与西⽅地图以及

现代先进的制图技术制造的地图相⽐，能够表现的地理环境有限，但是中国古

代地图制作“在⼀种中国式的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指导下，以中国绘画的独

特技法,  绘制出融技术和艺术于⼀体的中国式地图” 。中国传统的地图制作有10

着其独特的⽂化蕴涵，古⼈在其变化与联系的宇宙观影响下的中国美学观念使

得中国古代地图的有着⾮常鲜明的中国特⾊，尤其在明清以前，在明末利玛窦

 同上。8

 同上第2页。9

 《明代彩绘地图艺术研究》，易⽥慧，苏州⼤学，2009届硕⼠学位论⽂，第1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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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之前的中国古代地图于西⽅国家截然不同，不仅是地图上有着中⽂解释，

“描述”这种独特的中国绘制地图原则在中国地图中起到⾮常重要的作⽤，“即对

⾃然及⼈⽂景观以⼀种写⽣式的阐释” 。这种独特的写⽣式的地图是古⼈受区11

别于西⽅的宇宙观的影响。

2.2中国古代的“⾃然”之美

“⾃然”范畴在中国古代⽂化思想中有着⾮常重要的地位，其基本含义就是

“⾃⼰如此”、“⾃然⽽然”以及“⾃然界”之意。“⾃然”是道家提倡的⼀种⾮⾮⼈⼯

的“⾃然”的理想美。⽽对“⾃然界”之意，中国古⼈将“天⼈合⼀”思想看作为⼈

与⾃然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独特见解。“天⼈合⼀”思想是

“作为连接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性论的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

学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的特征。” 因此，“⾃然”概念的提出是古⼈对“天⼈合12

⼀”理想状态的追求。这更多的是从哲学⾓度分析。“⾃⼰如此”、“⾃然⽽然”之

意则更多的是从⽂艺活动的⾓度来分析。由此，“⾃然”的内涵是不断丰富的过

程，⾃然”概念不仅局限于哲学领域⽽且也是中国古代⼀个重要的⽂艺范畴。 

⽼⼦在《道德经》中说过“⼈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然”。由此可

以看出“道家所推崇的是天地万物的⼀种⾃然⽽然的⽣成之意，它的依据便是顺

应万物的⾃然成长。” 庄⼦说：“有⼈，天也；有天，亦天也”。他将⾃然引申13

到⼈与⾃然的关系上，并且认为天⼈本是合⼀的，⼈与天地⾃然是相互对应，

相通相融的。这种思想是以师法⾃然、天⼈同源为核⼼，并且坚持⼈应该遵循

道的⾃然法则，达到“物与我为⼀”的精神境界，⽽不是与⾃然相对⽴，变得与

⾃然不协调。与此同时，庄⼦还提出⼀个对后世产⽣影响的美学命题，即“天地

有⼤美⽽不⾔”，在庄⼦看来，世间万物存在“⼤美”的这⼀美学命题。“正是通

 同上第3页。11

《从“天⼈合⼀”思想看中国传统⽂化中的⾃然观》，郑⽴博，淮海⼯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2

2014年第2期，第21页。

《美术概论》，王宏建，袁宝林 主编，⾼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版，第399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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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然’这⼀终极美学价值，道家美学把审美对象的领域扩展为存在的⼀切，

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种超出⽇常审美的超越标准” 。由此，中国艺术得到了14

巨⼤的解放。 

中国⼭⽔画以⼭川⾃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通过对⼭川⾃然景观的描写，

将古⼈传统的⽂化内涵与审美意识注⼊到⼭⽔画之中。在我国古代，地图与⼭

⽔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图与⼭⽔画的起源相同，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有交叉

的部分。”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地图的制作，应该受到中国传统⼭⽔画的影15

响，⽽中国⼭⽔画也受到中国传统“⾃然”美学价值的影响，追求客观事物的⾃

然存在与状态，讲求“⾃然平淡”、“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作画不求形似，追

求意境、情感的表达。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清代以前的地图，有些图明明是地图，

却画着相当精美的⼭⽔画。因此古⼈在绘制地图时不仅注重地图的实⽤性，⽽

且讲究地图的艺术性。 

2.3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溯源

传说中的中国古地图起源较早，在4000年以前就已经在使⽤了。有关专家

也认为地图⼤致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存在。王庸先⽣认为：“地图起源很早，

可能在⼈类发明象形⽂字以前就有地图” 。⽂献中最早记载有关于地图起源的16

是夏禹铸九⿍的传说，这被认为是地图志的雏形。据考古发现与⽂献记载，周

代的地图在军事、⽣产等⽅⾯的应⽤较⼴，陕西临潼零⼜乡出⼟的武王征商簋，

铭⽂记载了武王伐商的重⼤历史事件，这些⽂献记载说明了早在西周时期我国

已有多种地图，并得到⼴泛的应⽤。只可以⽬前我们只能通过⽂献⽽⽆法得到

实物证实。迄今为⽌，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三幅绘制在帛上

的地图是确切的地图实物证明，这三幅地图分别是地形图、驻军图、城⾢图，

这三幅实物地图的出现，为我国地图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由此可见秦汉

同上。14

 《明代彩绘地图艺术研究》，易⽥慧，苏州⼤学，2009届硕⼠学位论⽂，第2页。15

 《中国地图史纲》，王庸，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版，第3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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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地图，“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泛应⽤和在内容选取的基础上又进⼀步发

展。秦汉时期不仅出现了⼤量的军⽤地图, 还出现有地形图、路线图、城防图等

图种” 并且，这个时期的地图与现代地图作⽐较，图中主要⼭脉、河流与现今17

⼗分相似，可见当时的绘图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的⽔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 创⽴了“制图六体”。裴秀是最早提出地图18

制图理论的⼈，他总结了我国历代测绘地图的理论以及⾃⼰的切⾝体验，提出

了“制图六体”这⼀制图中遵循的原则。⽽且他将这⼀理论应⽤到实践创作上，

在其《禹贡地域图》这⼀地图作品上可以看到其“制图六体”绘制原则的体现，

正是这⼀地图的绘制奠定了我国地图学的基础，开创了地图理论的先河，并且

他所倡导的“计⾥画⽅”的绘图⽅法，为后代编制地图所遵循。 

唐宋两代迅速发展了裴秀制图理论，并且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出现了⼀系列

优秀的地图作品。唐代的贾耽所创的《海内华夷图》是这个时期⾮常优秀的地

图作品，可惜现已不存。但是我们可以从其所著的《献图表》知道，他在绘制

《海内华夷图》时坚持裴秀的绘图⽅法与原则。现存南宋时期的⽯刻地图《华

夷图》是根据《海内华夷图》所刻制，地图中所绘事物位置准确，以此可以作

证裴秀绘图原则的科学性。 

地图科学的积累⽇益丰富这个现象的出现于16世纪地图集的出现，并且这

段时间中国印刷术技术发展也⾮常迅速，这为地图集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持。

东⽅地图集的⿐祖是明代的罗洪先 。他继承和发展了朱思本 的地图，提出19 20

《试论中国地图的起源与发展》，黄桂蓉，南⽅⽂物，1997年第4期，第94页。17

裴秀（224年—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西省闻喜县）⼈。魏晋时期⼤⾂，著名地图学家。裴18

秀作《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与古希腊著名
地图学家托勒密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安府吉⽔黄橙溪（今吉⽔县⾕村）⼈，明代学者，杰19

出的地理制图学家。⼀⽣奋发于地理学等科学的研究，“考图观史“，以计⾥画⽅之法，创⽴地图符号图
例，绘成《⼴舆图》。创编成地图集形式，不仅继承了朱思本制图法，还加以发展，使地图更为科学实⽤。

朱思本(1273年－14世纪)，字本初，号贞⼀，中国江西临川（今抚州）⼈，元朝道⼠、诗⼈、地理学20

家。。元武宗⾄⼤四年（1311年），朱奉命代表元朝皇帝祭祀中国各地名⼭⼤川，在其后的⼗年间，他⾛
遍中国，参考⽔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元⼀统志等书籍，以“计⾥画⽅”的绘图⽅法绘
出了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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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图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易以编简”，他在继承和发展朱思本地

图的基础上，采取画⽅分幅，地⽅图志开始出现地图集。罗洪先绘制了《⼴舆

图》。是在朱思本《舆地图》的基础上增补修编⽽成，既保留了朱思本的地图，

同时又将⼤幅的地图改编成地图集的形式，这样便于⼈们保存和使⽤。并在《⼴

舆图》中附列24中地图符号，“易以省⽂⼆⼗有四”，这些都是地图集设计上的

进步。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裴秀制定了“制图六体”的制图原则以后，历代历朝

的地图绘制者们⼀直遵循着“计⾥画⽅”的绘图原则。直到明末利玛窦来来华，

他将西⽅科学的经纬度制图⽅法带⼊中国。这种制图⽅法并没有⽴即引起当时

中国地图绘制的变⾰，直到康熙年间最早采⽤了经纬度制度⽅法绘制了《皇舆

全览图》，正是《皇舆全览图》“开辟了我国实测经纬度地图的先河，极⼤的影

响了我国各省区地图集的编制，把中国传统的计⾥画⽅⽅法与西⽅的经纬度制

图法混⽤，是传统⽅法向现代⽅法的转变” 。 21

地图是在社会发展到⼀定⽔平时才出现的，这⾥同样包含着科技与艺术的发

展的影响，正是由于科技与艺术的发展，地图又不断发⽣蜕变和发展。同时，

由于中国⽂⼈⼭⽔画的兴盛，地图中的图⽰符号⼤量出现⼭川、河流、城池等

独特符号，这个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史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

地图的发展是⼀种技术与艺术美同时进⾏的过程，⼈们可以在地图中既可以如

实的反映客观现实，又可以融艺术美感于⼀体。 

第三章：以青浦县志为例看中国古代地图志版画的特点

“据画⽅，易以编简”是由明代学者罗洪先提出的理论，原句是“朱图长⼴七

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易以编简”，他在继承和发展朱思本地图的基础上，

采取画⽅分幅，地⽅图志开始出现地图集。这种地图集不同于传统⽂⼈画卷轴

阅读，即⼀种随时间展开的阅读⽅式，也不同于西⽅地图中关注⼤地域的全图

《中国古代地图及其演变》，杜霞，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第69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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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是以⼀种拼合或图解式的审美⽅式，以书籍阅读观看⽅式存在，向内

关注内⼼体验明代万历年间刊刻的《青浦县志》也是以⼩地图集的⽅式编⼊地

⽅志。 

3.1.不同版本的《青浦县志》插图

青浦县位处上海市西郊，为上海市郊县之⼀。总⾯积677.8平⽅公⾥，东与上海

县为邻，南与松江县、⾦⼭县、浙江省嘉善县接壤，西与江苏省吴江县、昆⼭

县毗连，北沿吴淞江与嘉定县相望，占上海市总⾯积约 1 / 1 0（以上皆⽤旧

称）。地处长江三⾓洲太湖平原东侧，以县境东北有青龙镇（今青浦镇），东

部有五浦（赵屯、⼤盈、顾会、盘龙、崧⼦）汇于吴淞江，故名青浦。“明嘉靖

⼆⼗⼀年（1542年）青浦建县并取⼆江之名定为‘青浦’。嘉靖三⼗⼆年（1553

年）废，万历元年（1573年）复置。明清两代青浦县皆属松江府。”  22

《青浦县志》现存5个版本：

“青浦的第⼀部县志，修成于明代万历⼆⼗五年(1597年)。主纂王圻，校者

有李官、徐梦徵等12⼈。全志共8卷32⽬，其中卷⼀设图考、沿⾰等，卷⼆设乡

保区图、坊巷等，卷三设⽥赋、役法等，卷四设官师表、科⽬表等，卷五设⼈

物传等，卷六设⽔利等，卷七和卷⼋设艺⽂。第⼆个版本是清康熙⼋年( 1 6 6 9

年)修成。主纂为青浦镇⼈诸嗣郢，纂修者有⽎丹⽣、魏球等。全志共1 0卷4 8

⽬，其中卷⼀设图形等，卷⼆设乡保区图等，卷三设⽥赋，卷四设徭役等，卷

五设⽔利，卷六设官师表等，卷七设⼈物，卷⼋设孝⼦等，卷九设荒政等，卷

⼗没艺⽂。第三个版本是修于乾隆四⼗六年(1781年)，历时7年完成。知县杨卓

延聘进⼠王昶总其事，孙凤鸣修，采订者有王希伊等，分纂者有廖景⽂等1 8

⼈。全志设图20幅，⼭⽔、⽥赋等，共40卷36⽬。第四个版本编纂于光绪同治

九年(1870年)，先由沈诚焘主修，后改由熊其英等续纂，⾄光绪三年(1877年)修

成。全志设有疆域、建置等共30卷76⽬。第五个版本民国⼆⼗三年(1934年)修

《国家图书馆万历<青浦县志>残本及胶⽚流传考证》，王荟，郝瑞平，图书馆学刊，2012年第8期，第22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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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刊印，为光绪版《青浦县志》续编。此志是接光绪志⽽作的断代体志书，先

后分别由钱崇威、沈彭年等担任总纂，参与修志者有戴克宽等28⼈，全志设有

疆域、建置等24卷，共计六册。”23

3.2《青浦县志》版画插图各版本艺术特点

⽅志是地⽅志的简称，它详细记载⼀地的地理、沿⾰、风俗、教育、物产、

⼈物、名胜、古迹以及诗⽂、著作等的史志。“中国⽅志源远流长，兴起于先

秦，繁盛于明清。以图⼊志，古已有之，图在志书中的作⽤⽆可替代。⽅志就

曾有过‘图经’等多种名称，可见⾃古⽅志与图就密不可分。” 明代中期之前，24

⼏乎没有专业的画家参与绘制⽅志版画，因此早期的地图版画插图的作品线条

粗壮，构图简略，没有很强的艺术感。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量的专业画家的

参与到绘制版画的队伍中去，⽅志版画的艺术风格有了较⼤发展。

�

明代万年⼆⼗五年 《青浦县志》

修成于明代万历⼆⼗五年（1597年）的《青浦县志》，还可以看出绘制图

该段客观资料来⾃上海市青浦区档案局官⽅⽹站23

http://archives.shqp.gov.cn/gb/content/2004-10/26/content_47805.htm 。

《明清徽州⽅志中的版画插图研究》，徐祈丰，南京艺术学院，硕⼠学位了论⽂，第2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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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时受到裴秀“计⾥画⽅”法则绘制的特性。《青浦县志》地图中的图符⼤都采

⽤⾮常类似客观物象的形象化的符号，⼈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类符号具体代表那

些客观事物，制图者就是⽤这种图符来表现⾃然地理要素如⼭川、河流、树⽊

等,  以及⼈⽂地理要素例如道路、城墙、城门、居民点、住房等。仔细观看地

图，图中的⼭峰多以象形的⼭表⽰，⽽⽔流则以起伏的线条和波浪表⽰，住房

区则以象形的⼩房⼦表⽰，画⾯线条充盈，辅之以⽂字说明客观物象，该⽅志

中的地图以写景法绘制,  既淳朴又厚重,  明显受到当时画家的影响。但同时也可

以从地图中看出，该图因为受到雕版尺⼨的约束以及古⼈⾃然⾃理观的影响, 还

有由于技术制作的原因，决定了这些图注只能具有相对位置⽽没有绝对位置，

与西⽅地图相⽐，地图中客观物象的⽅位仍然带有较⼤的相对性，准确性还是

有很⼤的不⾜。

�

清康熙⼋年《青浦县志》

清康熙⼋年 ( 1 6 6 9年 )修成的《青浦县志》，与万年年间修成的《青浦县

志》相⽐，那些表⽰地理环境以及⼈⽂环境要素图符继续沿⽤。城墙和城门均

⽤写景法绘制，河流以波浪线表⽰，可以看出此地⽅志插图版画中的图符明显

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地理要素图符中表现得尤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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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府衙、住房、城墙等客观物象在制图者的绘制过程中即写实又形象化，朴

素中带有简洁之美。《青浦县志》的版画插图中对客观实体忠实反映的同时，

还借助了艺术语⾔处理客观物象，使版画插图在真实中又体现了艺术感，从⽽

体现出客观物象的形式感。不同的是，清康熙年间修成的图志中，在图上绘制

的内容并载有说明各种图样符号意义的⽂字，并对各条河流进⾏⽂字说明。

�
乾隆四⼗六年《青浦县志》

�

光绪同治九年《青浦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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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成与乾隆四⼗六年、光绪同治九年《青浦县志》可以明显看出这个阶段

的县志图的描绘更加形象化，近乎采⽤鸟瞰图的⽅式和中国国画的绘法表现了

青浦县内地理环境和⼈⽂环境的形态,  图上所标识的客观景物的相关位置较正

确, ⽤写实⼿法将城墙、护城河、县学环境、河岸⼭峰、亭台建筑表现得恰到好

处，笔法流畅，画出了真⼭真⽔的神姿。尤其第⼆幅光绪年间修成的《青浦县

志》图志线条纤细⼊微，柔如绢丝，曲尽其妙。风格俊逸缜秀，⽓韵清雅，有

中国传统⼭⽔画的特点，画中湖光⼭⾊、树⽊成荫，优美静谧，与其说是地图

插画，倒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的⼭⽔画。因此可以看出“专业画家的参与，使得传

统国画中的布局⽅式和创作技法也被适宜地运⽤到⽅志版画创作中来。版画开

始出现同国画合流的倾向。”25

�
民国六年《青浦县志》

民国⼆⼗三年(1934年)修成的《青浦县志》可以明显看到此时地图的绘制

已受到西⽅经纬度绘图⽅法的影响。⽅志中的地图图符简化，画感减弱，出现

⽐例尺以及表⽰⽅向的符号，⽅位准确，该图趋向现代化的科学地图，据考证，

《明清徽州⽅志中的版画插图研究》，徐祈丰，南京艺术学院，硕⼠学位论⽂，第28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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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中绘制的青浦县地图与现代依据科学原则制作的青浦县地图⼤致相同，区

域位置与轮廓线与现实基本吻合，地图符号的设计与现代地图有类似之处，可

以看出，民国⼆⼗三年修成的《青浦县志》已是现代意义上的地⽅地图了。

第四章：现实图景（空间）到地图志版画插图的转译

4.1 中国古代地图志版画与欧洲近代城市地图⽐较

中国古代地⽅志中的版画地图对⽐西⽅⼤致处于同⼀时期（16世纪）的⼿

绘城市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者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欧洲城市地图与这⼀时期

的世界地图绘制⽅法完全不同，采⽤了⼀种实景描绘的⽅式，地图中的建筑、

园林、⽥地、河流、湖泊，都⽤具体的图像⽽⾮抽象符号表现出来，并施以⾊

彩。这种地图绘制的⽅式在16世纪影响了整个西欧，乃⾄西亚北⾮⼀些城市，

⼀直延续到17世纪。但其与中国地⽅志中城市地图的差异也是显⽽易见的。中

国地⽅志中的插图版画，虽然也充斥着具象景物，但是这种景象是经过了⼈为

选择和加⼯之后呈现出来的⾯貌，与真实状态下的城市图景差异甚⼤。⽽欧洲

的城市地图则采⽤了⼀种⾃然主义的视⾓，试图还原⼀种逼真的场景。通过观

看16世纪欧洲各⼤城市的地图图像，我们可以将其归纳成两种类型。⼀种是远

眺式，绘图者将视⾓⾄于城外⼀个制⾼点，然后眺望整个城市景象，画⾯下⽅

往往还会画出⼀⽚⾼地，并有两位或更多的观者站在⾼地上观望城市。画⾯⽤

基本采⽤焦点透视的⽅法绘制，在绘图者看来，这种视⾓更有助于还原城市的

真实⾯貌。但是因为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个既可以将城市的每个⾓落尽收

眼底的真实视⾓，所以在这⼀类型的地图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些透视上的变形。

也有⼀些绘图者为了追求更真实的视觉效果，将视⾓降低，⽤精准地透视法描

绘出远眺下的城市⾯貌，如1572年绘制的佛罗伦萨地图。但佛罗伦萨地图的观

赏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功能性。这类形式的地图到17世纪仍在流⾏，如17世纪

上半叶，⼀位没有到过中国的瑞⼠雕塑家凭借传闻和想象绘制的杭州地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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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取了这种视⾓。 

! !  

16世纪伊斯坦布尔地图                  16世纪罗马地图 

!  

佛罗伦萨 1572 

!  

17世纪 杭州地图 

⼀种是垂直俯瞰式，与现代地图的视⾓⼀致，但是城市中的景物都⽤具体

的形象⽽⾮抽象符号表现出来，其代表是巴黎地图。除了视⾓不同之外，其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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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法与远眺型基本上是⼀致的，地图的下⽅也会程式化地描绘出观者的形象。

到了18世纪，欧洲的地图已经从这⼀地图模式中脱胎出来，⽤线条和块⾯来代

替红⾊的房顶和街道，具备了现代城市地图的基本模式。 

!  

16世纪⼿绘巴黎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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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巴黎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城市地图的发展是⼀个努⼒摆

脱⼈类主观意识和经验的局限，竭⼒追求科学化的描摹⽅式的过程，这⼀过程

从最初⾃然主义的实景还原开始，竭⼒平衡真实的视⾓与地图的全景性之间存

在的⽭盾，最终找到了⼀种更加合理的、精确的、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描摹⽅

式。16世纪到18世纪的300年间，是欧洲从古代向近现代过渡的阶段。16世纪正

是欧洲⽂艺复兴最⿍盛的时期，⼈⽂主义取代了宗教神学，解放了西⽅⼈的思

想。以“⼈”为本并⾮是⼀种主观主义的情绪，⽽是竭⼒探求⼈与外在⾃然的⼒

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种追求理性的态度。因⽽这⼀时期的天⽂学、地理学、

数学、物理学、哲学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明有了

本质上的区别，最终将整个⼈类社会引⼊了现代化。在地图的绘制上，他们竭

⼒地追求⼀种“真实”，这种“真实”是以眼睛看不到的“⾃然”为标准的，为了达

到这种“真实”，他们不得不在地图的实⽤功能上作出牺牲，想要在远眺式的地

图上寻找路线和地点是有些困难的，即便是在俯瞰式的地图中，密密⿇⿇的红

⾊房顶也必然会给观者造成⼀定的视觉困扰。⽽地图毕竟不同于风景画，因此

为了表现出城市的细节，地图在观赏性上也⼤打折扣。但是即便如此，绘图者

也不愿进⾏“约减”。但是随着相关领域研究的进步，合理的改进⽅式终于被探

寻出来，那就是牺牲具象元素的真实性，包括⾊彩、物象、⼈眼视⾓，换⽤另

⼀种形式的真实性——数理化的精确来表达。

由于西⽅⽂化对数理精确的追求和焦点透视的运⽤，对于⼩地域内地理的

描绘严格按照焦点透视与远近的精确描摹⽅法。⽽中国古代地图志的描绘，则

是⼀种“在⼀种中国式的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指导下，以中国绘画的独特技

法, 绘制出融技术和艺术于⼀体的中国式地图” 。26

上⽂中青浦县志中的版画插图为例，与西⽅的从具体到抽象相⽐，青浦县

志中的地图却是越来越具象的过程，但是这种⼀种“约减”后的具象，不追求物

象的写实和布局的精确，只根据绘图者的理解将⼀些关键场所绘制和标注出来，

 《明代彩绘地图艺术研究》，易⽥慧，苏州⼤学，2009届硕⼠学位论⽂，第1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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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整个画⾯显得⼗分简洁⽽明确，观者⼀⽬了然。这种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

的⾃然观相通，中国传统⽂⼈对游历⽂化的重视，使得地理图志中更注重⼀种

可进⼊的“重复的游历体验”，⽽⾮⼀种地理的精确。地图中借以真实世界中的

⼭⽔图式进⾏画⾯的布局和构图，不同于西⽅焦点式远近透视⽅法，将各物情

节在画⾯上平铺开来，努⼒完成地图功能外，营造⼀种可游历的⼼理体验，也

体现“天⼈合⼀”的宇宙观，与西⽅⼈⽤理性的⽅式探索⾃然、模仿⾃然不同，

中国古⼈更注重感性体验，展现出来的是⼀种经过主观经验加⼯过的地理图景。

⽽这之间需要⼀个从现实向版画图志转译的过程，我们可以将这种转译的⽅法

总结成为以下两种图式。 

4.2江河⼭川（⾃然地理要素）图式

!  

明世宗嘉靖⼗⼀年（1532年）《四海华夷总图》局部

!  22



�
万历版《青浦县志》局部 

!  

光绪版《青浦县志·神⼭图》局部 

地图是在⼆维空间上表达地理信息的产品。中国古代地理插图中对于地理

与空间的绘制，是在⼆维空间⾥努⼒营造现实与地图的重合，这种对现实与地

图重合的追求致使在绘画的表达⽅式上，对现实进⾏⼤量约减。如此减掉了⼤

量的真实距离，将两个相距甚远的树⽊，河流，建筑等等，置⼊这个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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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空间, 从⽽产⽣了⼀种独特的观看地理的视⾓。⽽在这种独特的地图中可以发

现与西⽅不同的地图图式，这种图式蕴含着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思想。 

从细节可以看到，古⼈在绘制地理插图中⼭川河流等⾃然地理要素的图式

叠合真实场景，采⽤象形化、通俗化的符号⽤以表现⾃然⼭川。⽽这种图式慢

慢发展为更为真实性的写⽣式描述，以《青浦县志》为例，明万历年间的插图

中⼭⽔虽然很形象，但是还是存在⼀些以抽象图式来表现的客观物象。河流是

以⼀排起伏的波浪线表⽰，⽽⼭川则以“∧”这个图式表⽰，完成于明代世宗嘉靖

⼗⼀年（1532年）《四海华夷总图》早于《青浦县志》，对于⼭川河流的表

现，图式有很⼤的相似性，显⽰了明万历年间地图版画插图仍然受早期地图图

式的影响。抽象化的图式发展到后期，越来越显⽰出⼀种“写⽣式”的图式。光

绪年间修成的《青浦县志·神⼭图》中对⼭川⾃然的刻画显然与中国传统意义上

的⼭⽔画相似。在地图中描述真实的空间与景⾊，这种描绘⽅法在地图的空间

中营造出⼀种可以重复游历的⼼理审美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审美⽅法导

致了古代地图中特殊的构图空间和图式。当然，《青浦县志·神⼭图》还是如实

的展现了青浦县神⼭的地理空间和地理信息，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图解式的地

理志构图，即以⼀种内⼼体验为基准，以达到图解和记录意义，因此这中地图

并不是考据严格的科学化记录，⼈们在图中依然可以看出图中的树⽊还有早期

地图中抽象化的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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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城市园林（⼈⽂地理要素）图式

!  

明万历年间《青浦县志》局部 

!  

乾隆年间《青浦县志》局部 

在古代地图版画插图中，地⽅志中的版画插图既要有作为地图指⽰的实⽤

性，同时也要利⽤艺术的⼿段使地图版画给观看者⼀种艺术的美感。因此，版

画在如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作品实现“真实性中艺术化”，从⽽更好地体

现出客观对象的美的形式感。正是由于这种⽬的，地图版画插图中的城市园林

的图式也具有了美的形式与美感。但是这种“真实性中的艺术化”不是⼀蹴⽽

就，相反也是受到中国传统⼭⽔画发展的影响。万历年间中的《青浦县志》中

对衙署、屋舍等城市建筑的描绘采⽤散点透视的准则，将三维空间平铺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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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是⼀种朴素的制图⽅式，图式的美感与形式感都不是很强。反观清乾

隆年间修成的《青浦县志》中对于城市园林图式的绘制则蕴含了丰富的形式感

和美感。屋舍与园林有中国传统的“透视感”，⽽不是完全的平铺在画⾯上。画

⾯采⽤俯瞰的⾓度，以⼀种近景的⼿法将客观物象绘制在画⾯上，在这⾥，城

市园林等⼈⽂地理要素的图式，虽然也是将现实空间与客观物象进⾏约减，但

是画⾯更具有真实感与形式感，将⼀种“⾏⾛中的审美⼼理”带⼊到对空间关系

的描绘中，对于观者来说有⼀种独特的空间视⾓，产⽣⼀种新的空间观察之道。

第五章：结语

  本⽂以《青浦县志》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古代地图志版画的审美⽅式。

《青浦县志》⾃明代开始先后编撰了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五个古籍

版本，除了万历年间的《青浦县志》版本已残缺不多，但是余下四个版本资料

较为完整的流传下来，对本⽂的研究提供了⼤量的⼀⼿资料。《青浦县志》中

的插图众多，刻⼯精美，在众多明清⽅志中独树⼀帜，⾮常难得。在体例上它

⼯整客观，又是⽅志体史书的优秀之作，既有普遍性，又具有典型性。 

    本⽂探究的是古代地图纸版画中体现古⼈的审美⽅式，结合我国古⼈的宇宙

观、天⼈合⼀的⾃然观以及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发展过程，分析古⼈的审美⽅式

形成的根源所在，可以看出古代地图版画插图受到我国古代⼭⽔画的影响，因

此使制图者习惯于使⽤⼭⽔图林图⽰来图解世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清代以前

的地图，有些图明明是地图，却画着相当精美的⼭⽔画。⽂中也对《青浦县志》

各个版本进⾏梳理和艺术风格分析。同时也探讨在地图志中版画插图中是如何

将现实图景（空间）转译到地图志版画插图的，这⾥以江河⼭川等⾃然地理要

素图式和城市园林等⼈⽂地理要素图式为分析⾓度，认为古⼈在绘制地图志插

图时，在地图中描述真实的空间与景⾊，是在⼆维空间⾥努⼒营造现实与地图

的重合，这种对现实与地图重合的追求致使在绘画的表达⽅式上，对现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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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约减。如此减掉了⼤量的真实距离，将两个相距甚远的树⽊，河流，建筑

等等，置⼊这个有限的⼆维空间，以达到⼀种独特的空间视⾓。⽽这种描绘⽅

法在地图的空间中营造出⼀种可以重复游历的⼼理审美活动，这种⼼理审美活

动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游历传统，这种游历传统其实是中国⼈看待⾃然的⽅

式，是⼀种⾯临⼭川美景随时随地可以进⼊澄怀覌道的卧游审美活动，正是由

于这种独特的审美⽅法导致了古代地图中特殊的构图空间和图式。 

致谢 

本⽂题⽬拟就之初，笔者内⼼还是忐忑不安的。对于⽬前我国古代地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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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是针对它的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以及地图学史等领域展开，⽽对地图

的绘制艺术、美学体验等的探讨很少，对地图志版画绘制以及视觉艺术的研究

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在写作时候需要⾯对很多的原始资料，从⽽整理出⾃

⼰的写作思路，虽然在写作的过程中思路有很⼤的调整，但是⽂章也仅是对古

代地图志版画插图如何体现古⼈审美⽅式的问题上仍然是浅层次的，⼀些观点

还未深⼊进⾏，仅仅起到抛砖引⽟的作⽤，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却对笔

者毕业创作有着启发作⽤。在写作的过程中笔者受到⾝边⽼师、同学、朋友们

的很多帮助。 

⾸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苏新平⽼师，在研究⽣学习过程中苏新平⽼师给予本

⼈很多关注与指导，对我的论⽂写作与毕业创作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同时，

在笔者⽇常⽣活与学习中，苏新平⽼师独特的思路和⼴阔的视⾓以及⼴博的知

识使我受益匪浅，三年的硕⼠研究⽣学习即将结束，在这⾥向苏新平⽼师致以

深深的谢意。同时也要感谢在这三年⾥与我互相勉励的各位同学，感谢我的同

门在我⽇常⽣活和学习中的各种帮助。 

虽然本篇论⽂现在已经完成，但仍属初级阶段的研究，⽂章还存在很多不

⾜，随着研究的深⼊，笔者只有在今后的研究中弥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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