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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發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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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學問，卻一直沒有形成一門學科，所以數百年來除
了有少數幾位專治沿革地理的學者之外，大多只是歷史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內，皇朝的更迭、政權的興

學家、經學家、訓詁學家、文學家、金石家的副業，它

衰、疆域的盈縮、政區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斷發生；

的成果主要也是作為歷史學和其他學科的注釋檢索之

黃河下游的頻繁決溢改道又經常引起有關地區地貌及水

用；歷史地理學則有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和理論，是現

系的變遷，給社會生活帶來相當大的影響。中國古代發

代地理學的一部分，一般說來需要有專門的研究人員，

達的文化使這些變化大多得到了及時而詳盡的記載，但

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於解釋自然發展規律，也可用於解

由於在如此巨大的空間和時間中所發生的變化是如此複

釋人類活動與自然的關係，以及在特定自然條件下的人

雜，已不是一般學者所能隨意涉足，因而產生了一門專

類社會的發展規律。

門學問——輿地學，即沿革地理研究。

「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名稱在 1901-1904 年間隨日

毫無疑問，沿革地理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中

本近代學制而傳入中國， 2 0 、 3 0 年代在國內學術界

國的歷史地理研究發軔於《漢書．地理志》，並可以追

漸有介紹。 1 所以中國沿革地理向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是

溯更長的歷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於歷史地理學，兩者

30 年代以後才開始的， 1934 年初由顧頡剛首倡、譚其

不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質的區別。就研究內容而言，

驤協助成立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及其主辦的《禹貢半月

前者主要是政區和疆域、地名、水道的變遷，後者卻包

刊》還是以研究和發展沿革地理為宗旨的。直到 1949

括地理學的各個分支。就研究性質而言，前者一般只是

年，當時教育部列出的大學歷史系課程中仍只有「沿革

現象的描述和復原，很少涉及變化的原因，後者則不僅

地理」，而不是「歷史地理」
。對學科發展滿懷熱情的學

要復原各種以往的地理現象，而且要尋求它們變化發展

者及時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學侯仁

的原因，探索它們的規律。中國沿革地理雖然是一門專

之教授的意見最為有力。2 1953 年院系調整後，一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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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甬堅，〈
「歷史地理」學科名稱由日本傳入中國考〉，《中國科技史料》200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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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歷史系以歷史地理學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

的泉源。 4 黃盛璋則提出歷史地理學是介於歷史與地理

大學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歷史地理專業的研究生，中

兩門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盛敘功認為它屬於社會科學

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歷史地理研究室。此後，復

範疇，尹國蔚以為它是一門獨立的綜合性學科。5

旦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

歷史地理學界多數人贊成第一種意見，歷史地理的

所等單位也先後設立了專門的教研室、研究室，有的還

學科屬性是毫無疑義的；但我們也應該充分注意其他意

招收了專業本科生。到 2 0 世紀 6 0 年代中期，中國歷

見中的合理部分，歷史地理研究的物件雖然不是歷史，

史地理的研究機構和專業人員已經粗具規模，作為一門

但由於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主要依靠歷史文獻記載，

學科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儘管在 6 0 、 7 0 年代

使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為歷史學所利

出現了多年的停頓，集中反映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

用。地理學本身的研究範圍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和社會

國歷史地圖集》和《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還

等諸多方面，歷史地理學具有一部分社會科學或人文科

是在 70 年代末大致完成。

學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至於是否構成一門獨立的學

對歷史地理學科性質的討論，百家爭鳴，非常熱

科，這不僅取決於這門學科的性質，還取決於已經獲得

烈。侯仁之最早提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一個組成

的成果和地位。歷史地理研究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

部分，他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物件、任務、

與地理學或歷史學這些一級學科還無法相比，所以在相

方法和意義，說明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向後延伸

當長的時間內還只能是一門二級學科。

部分，其主要研究物件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景觀的變

對學科理論的探索已經不限於學科整體， 20 世紀

化，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景觀，而且還要探

90 年代已深入各個分支學科，如對歷史政治地理、 6 歷

求其發展演變的規律。 3 譚其驤認為它的研究物件與現

史城市地理、 7 歷史農業地理、 8 歷史民族地理、 9 歷

代地理學完全一致，僅僅是時間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時

史社會地理、 10 歷史醫學地理、 11 歷史文化地理、 12

又多次強調運用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性，

歷史科技地理、 13 綠洲學、 14 歷史地圖編製理論等

指出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不僅能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

都有論著問世，為各相關的分支的進展提供了有益的基

用成果，同時又能從歷史文獻中汲取豐富的、無法替代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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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 年後的 2 2 年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取得長足進

載

已完成編稿，正在精心製印之中。

步和發展的時期。由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

由於各個專題和各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已經取得

會主辦的大型叢刊《歷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自

顯著成果，也由於歷史地圖集有巨大的社會需求，各

1 9 8 0 年起出版）出版了 1 6 輯，以其學術水準引起了

種專題歷史地圖和區域性歷史地圖的編繪出版方興未

國內外廣泛重視。由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創

艾。如為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中國近代史稿》

辦的《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是本學科唯一定期的學術

配套的《中國史稿地圖》、《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

刊物（季刊），至 2 0 0 0 年底已出版了 5 7 期。在歷史

專題的《中國歷史地震地圖集》遠古至元時期、明時

地理專業委員會的協調下，已召開了十多次全國性和

期和清時期三冊都已出版，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太平

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復旦大學、陝西師大、北京大學

天國、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一批專題歷史地圖集也

等單位培養的數十位博士和更多的碩士已成為各研究

相繼問世。侯仁之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是我國

機構的中堅力量和分支學科的帶頭人，開拓了不少新

第一部地區性歷史地圖集，此後先後出版的已有司徒

的研究領域，他們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原有的研究人

尚紀主編的《廣東省歷史地圖集》、史念海主編的《西

員。

安市歷史地圖集》、周振鶴主編的《上海歷史地圖集》
以及劉和平、謝鴻喜主編的《山西省歷史地圖集》。

綜合性的學科成果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最突出的當然是以《中國歷史地圖集》為

歷史地圖編繪有三個發展趨勢和方向：專題、區

代表的歷史地圖研製，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取得最大

域、斷代。可以預見，上述各類專題的、區域性的歷

成就的一個方面。 1954 年冬，毛澤東批准吳

史地圖集的編繪將會有較快發展，運用範圍也會更加

重編改

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建議，由譚其驤主編，復

廣泛，但目前斷代的歷史地圖集尚付闕如。

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央民族學院以及中國科學院歷

歷史地圖最新的發展趨勢是數位化，進而發展為

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等單位百餘人參加編繪《中國

歷史地理資訊系統。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於

歷史地圖集》。幾經周折，於 1973 年基本完成， 1974

2 0 0 0 年末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澳大利亞格林菲斯

年起用中華地圖學社的名義陸續出版了內部試行本。

大學亞洲空間資訊中心等單位達成了合作研製「中國

1 9 8 0 年起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對內部本進行修

歷史地理資訊系統」（ C h i na’
s Historical Geography

訂，從 1 9 8 2 年至 1 9 88 年出全八冊，公開發行。這部

Information System , 縮寫為 C H G I S）的協定，成為 2 1

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末，包括 2 0 個圖組、 3 0 5 幅

世紀中國歷史地圖向數位化、資訊化發展的開端。

地圖和約 7 0,0 0 0 個地名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

其二，是歷史地名工具書的編撰。 30 年代臧勵龢

簡稱《圖集》），除了內容豐富、蒐羅宏博的特點外，

等編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曾經是檢索歷史地名

還在科學性、思想性和精確性方面大大超過了其他同

的最重要的工具書，流行數十年，但現在越來越適應

類地圖集。

不了實際的需要。譚其驤、章巽等主編的《辭海•歷

嚴格說來，《圖集》應稱為《中國歷史疆域政區

史地理分冊》、魏嵩山等編的《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分

地圖集》，或者是《中國歷史普通地圖集》，因為它的

別於 1 9 8 2 年、 1 9 8 8 年出版，並一再重印。譚其驤主

內容只包括歷史時期各個政權的疆域政區、重要地名

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卷》（1996 年出版）

和有地名意義的建築，具有政區性質的民族分布，以

在《辭海》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改進和增補。由於這

及作為地圖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脈。自

三種工具書中地名的定點都以《中國歷史地圖集》編

1 9 8 2 年起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

繪過程中積累的研究成果為主要根據，質量可靠，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譚其驤主編）彌補了該圖集的

目前主要的歷史地名工具書。分省的歷史地名工具書

不足，這部包含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如地貌、水文、

則有浙江、廣東、湖南三種。即將出版的史為樂主編

氣候、植被、災害、經濟、政治、文化、民族、人

《新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在收錄地名的數量和釋文

口、軍事、宗教等方面內容， 20 個圖組、千餘幅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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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歷史地理通論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

文地理學已開始在中國傳播，但在 50 年代後卻被列為

11 種。 16 作者中的史念海畢生從事歷史地理研究，成

資產階級的學說而被禁止，並完全仿照蘇聯在自然地理

果涉及各個領域，他的著作以總結自己的研究成果為

外只設經濟地理一門。當代人文地理受此厄運，歷史人

主；鄒逸麟、馬正林積數十年經驗，在重要的分支都有

文地理便只能胎死腹中，只有其中的經濟部分得以幸

建樹，書中不乏個人的創見。其他的書一般都是以編選

存。 1 9 4 9 年後 3 0 年間歷史經濟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

概述已有研究成果為主，質量良莠不一。以中國歷史地

在城市、交通、產業分布和地區開發等方面，其中以侯

理學涉及領域之廣、時間和空間跨度之大而言，即使個

仁之對北京城、史念海對關中及黃河流域的產業的研究

人窮畢生之力，也難以寫出一部在各方面都有創見、都

成就最為顯著。但在那時經濟地理本身受到政治經濟學

達到高質量的概論。譚其驤、史念海、陳橋驛主編的

和政治本身的過分干預，歷史經濟地理也難幸免。而且

《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和鄒逸麟主編的《中

就大多數研究歷史時期經濟狀況的論著而言，基本上還

國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由各個分支的專家分別

都是經濟史實本身的考證和復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撰寫，集眾人之長，是當時學術成果的總結，反映了國

70 年代末。

內的最高學術水準，更具權威性。區域性的綜合性研究

改革開放使人文地理在中國恢復了應有的地位，歷

成果至少已有 5 種專著問世，涉及黃淮海平原、河西走

史人文地理也得到蓬勃發展，在短期間內取得了豐碩成

廊、荊楚地區、東北地區、蘇北地區。

果。在 20 世紀末最後的二十來年間，開闢了一個個新

自稱「只開風氣不為師」的歷史學家顧頡剛

的分支如歷史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

（1893-1980）雖然不以歷史地理為其主要研究領域，卻

理、聚落地理、語言地理、社會地理、民族地理等，不

以其開創歷史地理研究之風的傑出貢獻而被公認為中國

斷有新的論著問世；歷史經濟地理的研究也擴大了範

歷史地理學的開山之祖。在他的教導和影響下，他的三

圍，加強了定量分析，運用了新的方法。 1990 年，當

位學生譚其驤（1911-1992）
、侯仁之（1911-）和史念海

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時，譚其驤就

（1912-2001）都成為這門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培養了大

指出：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需要並可能研究的方面與門類

批專業人才，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三個研究中心。

頗為廣泛，比外國要豐富得多，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中

譚其驤、侯仁之都在 1980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

國所特有的，因此他預言：「歷史人文地理將是歷史地

的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標誌著他們的傑出成就和

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為繁榮的分支之一，在中國實現

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獲得了中國自然科學界和社會

現代化進程中，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作出自己的貢

科學界的公認。

獻，這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
。 17
以下就各分支的具體成果，作一簡單概括：

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1. 歷代疆域、政區研究和地名考證
這些方面是傳統的沿革地理的主體，自乾嘉以來從

人文地理是研究人地關係的學科，在我國雖然一直

未間斷，最易得到史學界的重視和運用。 1949 年後，

沒有形成，直到近代才從西方引進，但對人地關係的論

隨著經濟發展和交通條件的改善，邊遠地區文化有了較

述和研究卻已經有了很悠久的歷史。 20 世紀以來，人

大進步，進行實地考察也不再有什麼大的障礙。 80 年

16 分別是：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冊，山西人民出版社 1 9 9 1 年、 1 9 9 2 年出版；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

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馬正林，《中國歷史地理簡論》，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王育民，《中國歷史地
理概論》上、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1990 年出版；施和金，《中國歷史地理》，南京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陳昌遠，
《中國歷史地理簡編》，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湖南大學出版社 1989 年出版；韓濱娜，
《中國歷史地理》，東北師大出版社 1995 年出版；李恩軍，《中國歷史地理學》，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張全明等，
《中國歷史地理論綱》，華中師大出版社 1995 年出版，陳代光，《中國歷史地理》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17 譚其驤，〈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 年第 1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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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陸續進行的全國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志的修纂對政區

況，經過反復琢磨，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是多民族共同締

沿革、山川變遷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為開展這

造的國家，因而中國與中原王朝是兩個不同概念：凡是

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

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員在歷史上建立的政權，都是

歷史政區研究方面， 70 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

中國歷史上的政權；它所管轄和活動的範圍，都是歷史

集中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和《辭海》歷史地理分冊

上中國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歷史上除

中。 1980 年出版的王仲犖《北周地理志》
，承乾嘉餘緒

了清朝以外，沒有一個政權曾經包括過所有中國的領

而補《周書》無地理志之不足。 1987 年出版的周振鶴

土。 20 這個觀點，現在成了邊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

《西漢政區地理》，解決了清代以來許多學者沒有解決的

論。在學術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規模效應的中國邊疆

問題，是歷史政區研究的一大突破。以後，相繼有研究

史地研究叢書，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學術專

東漢、明代政區的專著問世。牛平漢等編著了明、清兩

著。論地域，這些成果覆蓋了西北、內蒙古、東北、西

代政區沿革綜表，而以《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為名的書

藏、雲南、廣西、臺灣、海南、南海諸島、釣魚列島等

至少有兩部，分省歷史政區沿革的著作則有湖北、安

地，填補了不少空白；論民族，匈奴、鮮卑、烏孫、突

徽、山西、廣西、寧夏、內蒙古、北京等多部。在這一

厥、回鶻、吐蕃、渤海、南詔、契丹、西夏、大理、女

活躍領域 ，發表的大量論文涉及到郡縣制、僑州郡縣

真、蒙古、維吾爾、滿、高山等族或政權歷史時期的疆

制、路制、府制、行省制的許多方面和行政區劃劃分原

域政區、活動範圍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瞭

則、州縣等第變遷、當代政區改革等內容，其中有些是

解，有的已經能畫出比較精確的地圖；論時代，涉及了

熱點問題，有些具有突破性進展。例如關於秦郡的考

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

證，乾嘉以來無慮數十家。《漢書．地理志》原有秦三

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國邊界、

十六郡，但清人已發現內有後置者，王國維《秦郡考》

河曲十六州、唐代羈縻府州、明代遼東都司等這樣偏僻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個後置之郡不在三十六

但很有意義的專題，也有專門的論著問世。但也應該清

郡之內，遂據《史記》紀傳益以陶、河間、閩中、黔中

醒地認識到，這些成就遠非客觀條件所能提供的極限。

四郡；譚其驤《秦郡新考》則認為應補入陳、廣陽、閩

專業研究人員太少，其中受過良好的歷史地理訓練又通

中、黔中四郡，並指出秦郡不必拘泥於某一數目，因為

曉外語或少數民族語言的人更少，對少數民族文字資料

秦統一後對郡的建制有所增補。又如，周振鶴《縣制起

和國外研究成果的利用還很不充分，所以已有的成果還

源三階段說》18

必須不斷充實和修正。

將春秋戰國縣制起源劃分為縣鄙之縣、

縣邑之縣、郡縣之縣三個階段，「由縣鄙得縣之名，由

不過，即使是政區和地名的研究也可以並且應該向

縣邑得縣之形，由縣的長官不世襲而得縣之實，這或者

更高的層次發展。對疆域政區和地名的研究不應局限於

可以看成是縣制成立的三部曲」。再如，胡阿祥對東晉

它們的空間和時間概念，即復原它們存在的時間及所代

南朝僑州郡縣、六朝政區增置濫置、南朝內地的少數民

表的地理座標和範圍，還應探求它們變化的原因，找出

19

族政區等問題都做了窮盡式的研究，

從而使以前的同

類成果相形見絀。
關於中國疆域的概念， 50 年代還非常模糊，往往
將中國與中原王朝等量齊觀，因而關於疆域的定義並不

規律。並且，從學科的結構與分類來看，傳統的沿革地
理的主體部分——歷史疆域政區和地名考證——應該發
展成為「歷史政治地理」
。但到 20 世紀末，這一新的分
支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我們只能沿用傳統的分類。

十分確切。譚其驤深入細緻地剖析了各個時期不同情

18 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 年第 3 輯。

19 見胡阿祥著，《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
，西安地圖出版社， 2001 年 6 月。
20 〈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原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導報》1 9 8 8 年第 3 期，收入《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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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對河西走廊、 22 杜瑜對甘寧黃土高原、 23 司徒尚紀

2. 歷史產業地理研究
古代中國以農立國，因而有關歷史農業地理的史料

對廣東

24

等地的農業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區為單元的
25

極其豐富，在前人的論著中也多有涉及。但在 70 年代

探索；鄒逸麟對蠶桑業、

前的論著中，描述性的籠統敘述佔了絕大多數，近 2 0

業、 26 趙松喬對種植業、 27 李為對造紙業 28 等產業的

年來才有較快進展，史念海《河山集》
（1-5 集）內許多

歷史地理探討則屬部門地理研究；而華林甫對唐代粟麥

論文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80 年代，史念海提出「歷

稻、韓茂莉對宋代麥桑麻、曹樹基對清代玉米番薯等作

史農業地理」的概念，呼籲開展歷史農業地理的基礎研

物進行斷代的歷史地理研究、

究，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在他的指導下，至 2 0

籠統研究向前邁進了一步。

鈕仲勛與黃盛璋對礦冶

29

均較以往對農作物的

世紀末為止共有 1 4 位碩士、 1 6 位博士以歷史農業地

歷史農業地理的不足也是明顯的，客觀上有關史料

理為學位論文選題，對歷史上中國各省區農業地理綜合

存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巨大空白，就主觀而言如何科學

特徵進行研究，在各自研究的領域內均取得了一定的成

地界定史料中的記載，都是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歷

績，新作不斷問世，使歷史農業地理成為一門顯學。

史產業地理也不應限於農業，還應該有商業、手工業、

迄今為止已出版的斷代農業地理專著三部、分區域

服務業等，所以我們有理由期待真正完整的歷史產業地

歷史農業地理專著十部，作者都出於史念海門下，基本

理。

都是以博士論文為基礎的。其中具有開創意義的有韓茂

3. 歷史人口地理研究

莉著《宋代農業地理》、郭聲波著《四川歷史農業地

歷史時期的人口數量早已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並

理》、吳宏岐著《元代農業地理》等，此後又出版了王

有不少論著問世。但直到 70 年代，從地理角度加以研

社教、李心純、陳國生、龔勝生、周宏偉、耿占軍、蕭

究的論著極少，至多只是稍有涉及，因而還談不上是歷

正洪、馬雪芹、李令福分別關於明代蘇皖浙贛、山西河

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成果。

北、雲貴川、清代兩湖、兩廣、陝西、西部地區、河

歷史人口地理研究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直到 1 9 8 3

南、山東等省和地區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專著，覆蓋範

年胡煥庸和張善余編著《中國人口地理》時才有所改

圍超過了大半個中國。

觀，而 1986 年出版的葛劍雄著《西漢人口地理》是第

這一領域發表的論文有上百篇，有宏觀綜合的考

一部斷代歷史人口地理專著，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該

察、有斷代農業區域的綜合研究，有對單一作物地理分

書對西漢人口分布的密度、遷徙、增長率以及糧食生產

布及其變遷的研究，其中史念海對黃河流域、

21

趙永

關係等問題作了詳盡分析研究，為歷史人口地理研究方

21 史念海，〈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
，《歷史地理》創刊號、〈隋唐時期黃河上中游的農牧業地區〉，《唐史論

叢》第二輯，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 月，等文。
22 趙永複，〈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的農牧業變遷〉
，《歷史地理》第 4 輯。
23 杜瑜，〈甘肅、寧夏黃土高原歷史時期農牧業發展研究〉
，收入《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五集，

海洋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
24 司徒尚紀，〈歷史時期廣東農業區的形成、分布和變遷〉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87 年第 1 輯、〈歷史時期珠江三角洲水

利事業與經濟發展關係初析〉，《北大學報》歷史地理學專刊， 1992 年。
25 鄒逸麟，〈有關我國歷史上蠶桑業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
，收入《選堂文史論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26 鈕仲勛，〈魏晉南北朝礦業的分布與發展〉
，《歷史地理》第 4 輯；黃盛璋〈唐代礦冶分布與發展〉，《歷史地理》第 7 輯。
27 趙松喬，〈中國農業（種植業）的歷史發展和地理分布〉
，《地理研究》1991 年第 1 期。
28 李為，〈歷史時期中國造紙業的分布與變化〉
，《地理研究》1983 年第 4 期。
29 華林甫，〈唐代粟、麥生產的地域布局初探〉
，連載《中國農史》1990 年第 2 、 3 期、〈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

初探〉，《中國農史》1992 年第 2 期；韓茂莉，〈論宋代小麥種植範圍在江南地區的擴展〉，《自然科學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宋代桑麻業地理分布初探〉，《中國農史》1992 年第 2 期；曹樹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徵〉，《歷史地理
研究》第 2 輯，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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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開創了一條新路子，具有引導意義。此後，有關斷代
人口地理的專著僅唐代便出版了四部、

30

區域性歷史

載

安、南京、開封、洛陽、廣州、杭州、成都、武漢、瀋
陽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對江陵、南陽、紹興、安陽、

人口地理專著一部、 31 動態的歷史人口地理（移民史）

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

專著至少 4 部、 32 還有多種人口史研究專著涉及地理

鎮甚至斷代城市的大量研究， 38 涉及了城市起源、類

問題。發表的論文也很可觀，重要的如李儀俊對中國人

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間比較研究等方面，

口重心轉移的研究、 33 在國內尚屬獨創；司徒尚紀對

其中絕大多數為單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像傅崇蘭、

海南、 34

楊平林、王玲、李孝聰等城市群研究，

建、 36

曹樹基對明初長江流域、 35
37

吳松弟對宋代福

40

39

取得了一大

等地區的歷史人口地理

批成果，從而成為歷史地理學各分支學科中的翹楚。歷

分布與變遷的研究，也都很有分量。總之，這一領域近

史城市地理學的發展，在推動整個學科的前進腳步上起

十幾年來所取得的成果對現代人口地理學的價值是不容

了重要的作用，尤以侯仁之院士貢獻最著，

低估的。

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一書的出版（ 1 9 9 8

4. 歷史城市地理

年）
，標誌著這個分支的成熟。 42

唐亦功對金代京津唐

41

；而馬

歷史地理學界一般認為，作為人文地理學分支之一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歷史城市地理研究

的歷史城市地理學直到 70 年代末期才開始有所發展。

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2 0 年代學術界將西安、洛

到了 80 年代初，這方面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論著數

陽、北京、南京、開封並列為五大古都， 30 年代加入

量可觀、質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對北京、上海、西

杭州後成「六大古都」
，譚其驤 1982 年提出的「七大古

30 它們是：費省著，《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翁俊雄著，《唐初政區與人口》，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唐朝鼎盛時期政區與人口》，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唐後期政區與人口》，首都師大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
31 韓光輝著，《北京歷史人口地理》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32 它們是：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合著，《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合

著，六卷本《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張國雄著，《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
版；安介生著《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33 李儀俊，〈我國的人口重心及其移動軌 翩]1912 年-1978 年）
〉，載《人口研究》1983 年第 1 期、〈1953-1982 年我國人口重

心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1983 年第 6 期。
34 司徒尚紀，〈海南島歷代民族遷移和人口分布初探〉
，《歷史地理》第 7 輯。
35 曹樹基，〈明代初年長江流域的人口遷轉〉
，《中華文史論叢》第 47 輯。
36 吳松弟，〈宋代福建人口研究〉
，《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37 唐亦功，〈京津唐地區金代人口變遷研究〉
，《陝西師大學報》1995 年第 1 期。
38 韓宗文著，〈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樊樹志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出版；韓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39 趙玉馨，〈試論中國古代城市的興起與發展〉，《城市問題叢刊》1983 第 2 輯；杜瑜，〈中國古代城市的起源與發展〉，《中

國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林立平，〈試論唐宋之際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學報》1989 年第 2 期；張南等，〈安徽
漢代城市功能初探〉，《安徽史學》 1991 年第 4 期；侯仁之，〈北京舊城平面的設計改造〉，載《文物》1973 年第 7 期；侯
仁之，〈從北京到華盛頓——城市設計主題思想試探〉
（《城市問題》1987 年第 3 期；劉敦願，〈春秋時期齊國故城的復原與
城市布局〉，《歷史地理》創刊號；鄭弘毅等，〈我國沿海城市布局演變過程及其規律〉，《經濟地理》1988 年第 4 期。
40 傅崇蘭，〈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楊平林，〈歷史時期河西地區城市地理初探〉，《歷史地

理》第 8 輯；王玲《北京與周圍城市關係史》，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8 年出版；李孝聰，〈論唐代華北三個區域中心城市的形
成〉，《北京大學學報》1992 年第 2 期。
41 其成果集中在《歷史地理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出版、《歷史地理學四論》，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4 年

出版、《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等著作中。
42 說見陳橋驛，〈中國城市歷史地理•序》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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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都」
（增加鄴暨安陽）說法目前廣為流行。 1983 年成立

與研究，均是比較有分量的。最新成果有兩份，分別是

了古都學會，不定期出版論文集《中國古都研究》，也

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叢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

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但對古都的研究大多還停留在

與地理文獻研究》，可視為目前歷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代

城市史，而沒有發展到歷史城市地理。

表作。

5. 歷史軍事與交通地理研究

6. 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

歷史軍事地理範圍很廣，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

這個領域是新興的熱點，雖然起步較晚，成果也不

《讀史方輿紀要》自清末以來即被視為軍事地理巨著，

算最多，但來勢很猛，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其學術

但研究其歷史軍事地理價值的論文僅有施和金〈中國古

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某種社會文化要素分

代戰爭的地理分布〉一文。

43

該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

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鶴與游汝杰合著《方言與中

6,192 次戰爭的地理分布及其特點，後胡阿祥補充了清

國文化》、盧雲著《漢晉文化地理》和周振鶴關於秦漢

代戰爭地理分布的論述。

44

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

宗教地理、風俗地理、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等

圖集》有相當圖幅是歷代戰爭地圖，而在張海鵬編著

一系列研究， 51 胡阿祥關於中古郡望郡姓、 52 張桂林

《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中，戰爭地圖佔到了百分之七

關於媽祖信仰起源與傳播、 53 張偉然關於南北朝佛教

八十。

地理、 54 王清廉等關於佛寺分布、 55 吳成國關於東晉

歷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絲綢之路、海上絲路、大

南朝婚姻禮制地域差異、 56 王日根關於地域性會館等

運河等問題上，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論著。在現有成果

專題的研究。 57 二是某一時期某種人才地理分布的綜

中，章巽對海上交通、 45 黃盛璋對川陝交通、 46 李之

合研究，如史念海對兩《唐書》人物籍貫地理分布、 58

勤對秦蜀交通、 47 劉希為對隋代交通、 48 王頲等對元

李泉對兩漢中高級官吏籍貫分布、

雲南行省站道、 49 楊正泰對明代驛站 50 等問題的考證

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點、

59

王尚義對漢唐宋
60

蕭華忠對

43 施和金，〈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分布〉
，《歷史地理》第 12 輯。

44 胡阿祥主編，《兵家必爭之地——中國歷史軍事地理要覽》
，河海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45 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新知識出版社 1956 年初版、商務印書館 1986 年修訂再版、〈元〈海運〉航路考〉，載《地

理學報》1957 年 1 期、《古航海圖考釋》，海洋出版社出版 1980 年出版。
46 黃盛璋，〈川陝交通的歷史發展〉
，《地理學報》1957 年第 4 期。
47 李之勤等，《蜀道話古》
，西北大學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元代陝西省的驛道和驛站〉，《西北史地》1987 年第 1 期。
48 劉希為，〈隋朝交通路線考述〉
，《江海學刊》1991 年第 1 期。
49 王頲，〈元雲南行省站道考略〉
，《歷史地理研究》第 2 輯。
50 楊正泰，〈明代國內交通路線初探〉
，《歷史地理》第 7 輯；楊正泰著，《明代驛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
51 周振鶴，〈秦漢宗教地理略論〉，《中國文化》第 3 輯、〈秦漢風俗地理區劃淺議〉，《歷史地理》第 13 輯、〈現代漢語方

言地理的歷史背景〉，《歷史地理》第 9 輯。
52 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論〉
，《歷史地理》第 11 輯。
53 張桂林，〈試論媽祖信仰的起源、傳播及其特點〉
，《史學月刊》1991 年第 4 期。
54 張偉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 年第 4 期。
55 王清廉等，〈中國佛寺地域分布與選址相地說〉
，《河北師大學報》1993 年第 3 期。
56 吳成國，〈論東晉南朝婚姻禮制的地域差異〉
，《湖北大學學報》1996 年第 3 期。
57 王日根，〈地域性會館與會館的地域差異〉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 年第 1 輯。
58 史念海，〈兩唐書列傳人物籍貫地理分布〉
，《顧頡剛紀念學術論文集》。
59 李泉，〈試論西漢高中級官吏籍貫分布〉，《中國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東漢官吏籍貫分布之研究〉
，《秦漢史論叢》第

五輯》。
60 王尚義，〈漢唐時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之特點〉
，《山西大學學報》 1986 年第 4 期；王尚義、徐宏平，〈宋元明

清時期山西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文化發展特點〉，《山西大學學報》198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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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才地域分布、 61 葉忠海對南宋以來江浙成為文
人源地原因

62

載

（含地名學地質學地貌學）、文學、文獻學、金石學價值

等專題的研究。三是歷史區域社會文化

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兩門顯學——酈學和徐學。世紀

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紀對廣東、張偉然對湖南與湖

初著名的集大成酈學家有楊守敬、熊會貞等，而世紀末

北、藍勇對西南諸省的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專著，

63

是

的酈學家則首推陳橋驛。譚其驤曾說：徐學研究 1 9 4 9

這一領域第一批具有開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對秦漢區域

年之前是丁文江帶出來的，此後是侯仁之帶出來的。褚

文化、程民生對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

64

也均各

紹唐、吳應壽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記》是徐學史上一

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是一部歷

項劃時代的突出貢獻，後來又有朱惠榮校注本問世。學

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 1997 年出版的周振

者們對《尚書•禹貢》、《山海經》、《括地志》、《元

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彙集了語言、宗

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
、《輿地紀勝》與《方輿勝

教、風俗三種文化區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區、區域文

覽》
、《資治通鑒》胡注、《元一統志》、《讀史方輿紀

化地理六項專題的研究成果，頗具學術深度，為歷史文

要》等歷史地理典籍的研究，均有一批專題論著發表。

化地理研究作出了示範。

關於正史地理志，也有許多精深的成果問世，胡阿祥對

7. 古代地理學家、地理文獻與學術史研究

《南齊書．州郡志》，施和金、徐規對《宋史．地理

這一領域成果豐碩，集中體現在關於地理學史、酈

志》，馮永謙、張修桂對《遼史．地理志》的證校補

道元《水經注》、徐霞客《游記》
、歷代地理總志與正史

糾，都極有貢獻；鄒逸麟對《漢書．溝洫志》、周振鶴

地理志、古地圖等專題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編《中國古

對《漢書．王子侯表》的箋證也均係力作。金毓黻、趙

代地理名著選讀》是地理文獻研究中的精品，而譚其驤

萬里兩種《元一統志》輯本為嚴謹的輯佚之作，任乃強

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則都是由對傳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為作者的精心之作。相比之下，

主研究有素的專家撰寫的。 50 年代以來出版的通論性
地理學史著作有六種，

65

賀次君所輯《括地志輯校》存在的問題較多。

69

古地

論文則不勝枚舉。出版中國

圖研究很熱門，三巨冊《中國古代地圖集》代表了這方

地質學史也已有專著面世，但

面最高的學術水平，關於考古發現的放馬灘地圖、馬王

地貌學史、人文地理學史、歷史地理學學術史之類的著

堆地圖和傳世的禹 蝴洁B華夷圖、平江圖、靜江府城

作迄今未見。 2 0 世紀發表《水經注》研究專著 3 0 來

圖、西夏地形圖以及數量可觀的明清地圖，均有大量研

地名學史專著兩部，

部、論文約 270

66

篇、 67

有關徐霞客游記的論著約 200

究論文發表， 70 已有多種古地圖選集問世，通論性地

篇（種）， 68 涉及酈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學

61 蕭華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規律〉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 年第 3 輯。

62 葉忠海等，〈南宋以來蘇浙兩省成為中國文人學者最大源地的綜合研究〉
，《華東師大學報》1994 年第 1 期。
63 司徒尚紀著，《廣東文化地理》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張偉然著，《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張偉然著《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1 月出版；藍勇著，《西南歷史文化地理》，西南師
大出版社， 1997 年。
64 王子今著，《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出版。
65 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
，科學出版社 1962 年出版；于希賢著《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略》，河北科技出版社 1990

年出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 1984 年出版；鞠繼武著，《中國
地理學發展史》，江蘇教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司徒尚紀著，《簡明中國地理學史》，廣東省地圖出版社 1993 年 7 月出版；
王成組、趙榮等著，《中國地理學史》上冊，商務印書館 1982 年出版、 1988 年修訂版，清代卷係商務印書館 1999 年出版。
66 孫冬虎等著，
《中國地名學史》，中國環境出版社 1997 年出版；華林甫著，《中國地名學源流》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出版。
67 郗志群，〈最近十年來〈水經注〉研究概述〉
，《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 年第 5 期。
68 鞠繼武等，〈建國以來徐霞客及徐學研究綜述〉
，收入《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69 詳見華林甫，〈
《括地志》輯本校讀〉、陳偉，〈《括地志輯校》的幾點商榷〉兩文。
70 詳見曹婉如，〈近四十年來中國地圖學史研究的回顧〉
，《自然科學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24

漢學研究通訊

21 :4（總 84 期）民國 91 年 11 月

特

載

圖學史專著已出版四部， 71 有的學者還專門研究流散

此後對歷史資料的搜集更為廣泛、深入，孢粉分析成果

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圖。 72

得到普遍運用，地區性的、階段性的氣候研究成果陸續
發表，對洪澇、乾旱、雹、風、蝗蟲等災害的研究也引

三、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起了各方面的重視，張家誠、龔高法、張丕遠、滿志敏
等人的研究均取得重要進展。不過，儘管有了孢粉分

作為歷史地理學一個分支的歷史自然地理學是從

析、考古發現等作為補充或實證，歷史文獻仍將是歷史

5 0 年代發展起來的，自然地理方面大規模的綜合考察

氣候變遷研究最主要的來源，所以史料鑒別考訂是結論

和研究取得的成果為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創造了有利條

正確與否的前提。而現有成果中或多或少存在對史料的

件。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如航測及衛星遙感技術、碳 1 4

誤解或曲解，甚至不加分析地大量照抄舊方志的錯誤記

測定、孢粉分析、地理資訊系統、 GPS 定位等不僅增

載，結果當然不會正確。另外，歷史記載存在時間和空

加了野外考察的可行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文獻

間上大量空白、缺少準確數量概念這兩大難題在可以預

資料的空白。經濟建設對歷史自然地理提出了很多迫切

見的將來還難以解決。

的課題，因為這方面的研究所受政治運動的衝擊相對較
少，即使在動亂年代還能做些研究。

大量研究證明，中國大多數地區都曾有過良好的天
然植被，森林覆蓋率較高，很多今天已瀕於絕 蔗峇w經

譚其驤等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是

滅絕的動物曾有廣泛分布，平原地區的湖泊沼澤比目前

至 70 年代末中國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綜合成果，侯仁

多得多，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遠不如現在那樣嚴重，沙

之主編《環境變遷研究》在學術界也頗有影響，在歷史

漠範圍也不如現在大。幾千年來的變化有氣候原因，也

氣候、植被、沙漠、動物、河湖、海岸等方面均有進展

有人類不合理的開發以及自覺不自覺破壞的因素。譚其

和新成果問世。

驤對黃河下游河道變遷與中游農牧業更替關係、

中國歷史氣候研究的成果最令世界矚目。徐近之自
1955 年起整理和研究了 20 多個省份的歷史氣候資料，

仁之對西北毛烏素沙地與烏蘭布和沙漠變遷、
海先生對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
77

76

75

74

侯

史念

陳橋驛對紹興天然

文煥然 1 9 5 9 年出版了研究秦漢黃河中下游氣候的專

植被的考察與研究，

著。 73

著開創作用，不少學者如于希賢、朱士光、趙永複、陳

竺可楨 1972 年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

都是有針對性的，在學術上起
78

遷的初步研究》是一篇傑出的經典論文，儘管近年來已

育寧、景愛、王尚義、鄧輝等繼踵其後，

有學者指出了該文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存在的某些

度、深度上均有所進展。以文煥然、何業 為主的一批

失誤，但對作者確立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毫無疑義。

學者在歷史時期野生動物地理的研究方面發表了一系列

在研究廣

71 它們是：王庸，《中國地圖史綱》，三聯書店 1958 年出版；陳正祥著，《中國地圖學史》，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1979 年出

版；金應春等，《中國地圖史話》，科學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盧良志，《中國地圖學史》，測繪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72 李孝聰著，《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
73 文煥然，《秦漢時代黃河中下游氣候研究》
，商務印書館 1959 年出版。
74 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
，載《學術月刊》1962 年第 2 期。
75 參見侯仁之著，《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二版。
76 參見史念海等著，《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77 陳橋驛，〈古代紹興地區天然森林的破壞及其對農業的影響》
，載《地理學報》1965 年第 2 期。
78 于希賢，〈近四千年來中國地理環境幾次突發變異及其後果的初步研究〉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5 年第 2 輯；朱士光，

〈歷史時期江漢平原農業區的形成與農業環境的變遷〉，《農業考古》1991 年第 3 期；趙永複，〈歷史上毛烏素沙地的變遷問
題〉，《歷史地理》創刊號；陳育寧，〈鄂爾多斯沙漠化形成和發展述論〉，《中國社會科學》1986 年第 2 期；景愛，〈平地
松林的變遷與西拉木倫河上游的沙漠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88 年第 4 輯；王尚義，〈歷史時期鄂爾多斯高原農牧業
的交替及其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歷史地理》第 5 輯；鄧輝，〈燕北地區兩種對立青銅文化的自然環境透視〉，《北京大學
學報》1996 年第 2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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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和專著， 79 論述了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

水利史研究會編《黃河水利史論叢》雖是以水利史為

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得出了其變遷總趨勢是分布

主，但其中對黃河變遷的論述佔了很大篇幅，也是黃河

區域由小變大、分布範圍北界日趨南縮、有的種屬甚至

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他領域有關黃河歷史研究

瀕於滅絕的結論。總之，環境變遷研究是歷史自然地理

的專著和論文集也不下十餘種。

學的熱門，今後將長盛不衰，像藍勇關於明清皇木採辦
對西南地區環境的負面影響、

80

比黃河更源遠流長的長江，由於相對穩定，歷來遠

龔勝生關於兩千年來

不如黃河引人注目，前人的記載和研究要少得多。但在

這樣的研究，基礎扎實而立意新穎，

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歷史時期長江水系的變化也相當

顯示了這一領域良好的發展勢頭。這些成果不僅有利於

頻繁複雜。《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第四章第

人們認識自然規律，而且能為當前和今後的經濟建設和

三節是第一次全面論述這些變化的專著，其中關於雲夢

國土整治提供歷史經驗教訓。

澤、洞庭湖和鄱陽湖的形成和變化的論述澄清了前人的

瘴病分布變遷

81

黃河因其善決易徙和對中國歷史的重大影響而成為

種種誤解，提出了全新的觀點。此外，關於長江、海
83

歷史水文研究的首選。黃河決溢改道頻繁的根本原因是

河、淮河的歷史變遷均有多種專著問世，

中游植被破壞加劇了水土流失，這是譚其驤在 60 年代

張修桂、施雅風、陳吉餘關於鄱陽湖、洞庭湖、青海

初首先提出的，

82

黃河歷年泥沙來源的觀測資料就是

譚其驤、

湖、東部海岸歷史變遷的研究成果均堪稱範式，
85

86

84

譚

他的基本論據。有關黃河的論著極多，水利、地理、工

其驤對海河水系、

程、地方志等各界都出版了不少專著和論文。在歷史地

三角洲水系、 87 林汀水對遼河水系、 88 王守春對塔里

理學界，《黃河史論叢》所輯內容有一定代表性。水利

木河、 89 李并成對敦煌綠洲水系、 90 傅林祥對黃浦江

部黃河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史述要》和中國水利學會

91

鄒逸麟對黃河、

曾昭璇對珠江

等河流演變歷史的研究結論也均成一家之言；有關歷

79 文煥然等，〈歷史時期中國馬來 鴗壎洩瘍僁E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
，《華東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 1980 年第 3 期、〈試論

揚子 鴘漲a理變遷〉，《湘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1981 年第 1 期、〈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載《武漢師範學院學報》自
然科學版 1981 年第 1 期、〈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何業 等，〈試論金絲猴的地
理分布及其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 年第 4 輯、〈試論朱

地理分布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 年第 3

輯、〈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 10 輯、〈中國麝地理分布的變遷和麝香生產的消長〉，收入《史
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等。何業 先生已將其結集為《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一書， 1993 年 4 月由湖南科技出
版社出版。
80 藍勇，〈明清時期的皇木採辦〉
，載《歷史研究》1994 年第 6 期。
81 龔勝生，〈2000 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
，載《地理學報》1993 年第 4 期。
82 見〈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
，載《學術月刊》1962 年第 2 期。
83 《長江水利史略》，水利電力出版社 1979 年出版；《海河史簡編》，水利電力出版社 1977 年出版；韓昭慶，《黃淮關係及其

演變過程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5 月出版。
84 譚其驤、張修桂，〈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復旦學報》1982 年第 2 期；張修桂，〈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歷史地

理》創刊號；施雅風等，〈青海湖萎縮的原因分析與未來趨勢預測〉，《中國氣候與海平面變化研究進展（一）》，海洋出版社
1990 年出版；陳吉余，〈長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發育〉，《地理學報》1957 年第 3 期和〈錢塘江河口沙坎的形成及其歷史
演變〉，《地理學報》， 1964 年第 2 期等。
85 譚其驤，〈海河水系的形成和發展〉
，《歷史地理》4 輯。
86 鄒逸麟，〈黃河下游河道變遷及其影響概述〉
，載《復旦學報》1980 年增刊。
87 曾昭璇，〈珠江水系下游河道變遷〉
，《華南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1977 年第 1 期。
88 林汀水，〈遼河水系的變遷與特點〉
，《廈門大學學報》1992 年第 4 期。
89 王守春，〈歷史時期塔里木河下游河道的一次大變遷〉
，《乾旱地理》1996 年第 4 期
90 李并成，〈唐代敦煌綠洲水系考〉
，《中國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91 傅林祥，〈吳淞江下游演變新解〉
，《學術月刊》1998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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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語

史時期羅布泊、太湖、鑒湖、白洋澱、梁山泊、華北平
原湖沼與古河道、 92 長江三峽工程背景與長江水旱災
害、 93 上海與天津成陸過程 94 等專題的研究也取得了

與歷史學的其他分支相比，歷史地理學無疑是最年
輕的分支之一。正因為如此，歷史地理的發展方興未

一批重要成果。
對海岸變遷的研究，除了傳統的文獻考證之外，還

艾，在 21 世紀 有望取得更大的進步。

可以通過考古發掘、泥沙淤積觀測、碳 14 測定、侵蝕

由於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覆蓋自然科學、人文和

觀測、鑽孔分析等方法。由於各自的側重不同，在具體

社會科學的很多領域，對於從總體上認識人類社會的發

總是上的結論往往有所不同。陳吉餘對歷史時期的海岸

展規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同時也有很強的應用

變遷的論述綜合了各家、各種方法的長處，概述了對從

性，如對歷史邊界、中外關係、行政區劃、地區差異、

遼河海岸直至珠江三角洲間主要的低海岸的變化，對其

經濟開發、社會變遷、文化區域、人口與移民、民族分

原因作了合理的分析，對別人較少注意的基岩海岸的變

布與遷移、城市規劃、生態保護、減災防災、國土整治

遷作了簡要說明，是一份權威性的總結。

95

當然，隨

著各海岸帶在開發過程中資料不斷增加和研究的深入，
各段海岸的歷史變遷過程將會越來越具體化。

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決策諮詢。
在人類普遍關注未來，意識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重視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涉及時間、空間和人類活動

應該承認，歷史自然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績是開創

並跨越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歷史地理學將能夠發揮其他學

性的，也是突破性的，其中有的已經引起了地理學等自

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國的歷史地理學完全可能發展

然科學界的重視，有的已在國土整治和經濟建設中發揮

成為一門世界最先進、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為人類作出

了重要作用，但卻沒有在歷史學界得到應有的重視，相

獨特貢獻的學科。

當多的人甚至還很少瞭解，根本的原因在於地理條件沒
有在歷史研究中取得應有的地位。

92 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
，《歷史地理》第五輯；吳忱主編，《華北平原古河道研究》、《華北平原古

河道論文集》，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93 張修桂，〈長江宜昌至城陵磯河床歷史演變及其影響——三峽工程背景研究之一〉
，《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華林甫，〈清

代以來三峽地區水旱災害的初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9 年第 1 期。
94 關於上海成陸過程的研究成果，有譚其驤，〈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開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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