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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地图看中国古代的“西域” 

与“西域观" 

成一农 

摘 要 ： 宋代至清代 中期之前的全 国总图中很 少详细的表现 “西域”地 区，在 少量表 

j现 了“西域”地 区的全 国总图以及专门描绘“西域”的 区域 图中，主要绘制的是 曾经在 西 

域地 区发生的历史事件 ，而对 当时的现 实地理情 况只给予 了极 少的关注。清代 中期之 

后 ，全国总图中逐渐囊括 了对“西域”的描述 ，与此同时地 图中对“西域”的描绘也 由“历 ? 

史”转向了“现 实”，这种转变除 了清朝长期以来对西域的经略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 受到 

近代 “疆 域观 ”演 变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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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西域”至少从清代 中后期就成为史学研究所关注 的重要 内容 ，近代 以来 这一 领域的研究持 续兴 

盛，不过焦点主要集中在“西域”地区曾经发生的交通道路的演变、河道变迁以及民族兴衰等具体问题 

上，而针对古代关于“西域”的总体认识或者观念的研究 只是在近年来才逐渐兴起 ，基本观点也大致一 

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贾建飞的《清代中原士人西域观探微》，该文认为，清代之前传统的“西域 

观”将西域想像 为“异域”荒蛮之地 ；随着清代 中后期 对新疆 的经略 ，这一传统 的“西域观”逐渐受到挑 

战，被对西域现实情况的认识以及将其与“内地”等同看待 的新的“西域观”所取代 ，而这一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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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农 从古地 图看 中国古代的“西域”与“西域观” 

也对近代 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 的影 响。① 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基本赞 同，也撰写过角度不同但结 

论相近的论文。② 

但以往的研究在两个方面还存在值得继续探讨之处 ：一是，以往研究的时段主要集 中在清代，而对 

之前中国古人对“西域”的总体认识通常一笔带过。二是 ，诚如一些研究者所述 ，在古代 的各种文集 、笔 

汇中对于西域的记述除了一些写实的描述之外 ，还存在大量的想像。不过除了这些文字材料之外，中国 

古代 自宋代之后还留存下来大量古地图，与文字一样，这些地图并不是对地理情况的如实反应 ，被绘制 

在地图上的实际上是绘制者认为应当在地图上进行表达的内容。那么在这些古地图上 ，古人是如何对 

“西域”进行描绘的?古人认为在地图上 的“西域”地区应当表达的内容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⑧ 

下文即从现存的古地图人手 ，对宋代之后地图上所反映的古人对“西域”的总体认识进行分析。需要说 

明的是，中国古代描绘 了“西域”地区的地图主要为全 国总图和专门表现“西域”的区域 图，下文的分析 

也主要依据这两类地图。 

二 、中国古代地图中的“西域” 

包括历史地图在内，宋代保存下来的全国总图至少应当有一百幅，但其中对西域地区进行了描绘的 

大致只有《华夷图》和《历代地理指掌图》“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④，两者在“西域”主要描绘的是汉唐时 

期的地理状况 ，并用文字记录了汉唐对西域的开拓和设 置的行政建制 。 

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绝大部分地图没有描绘“西域”地区，只是“唐十道 

图”中在“两域”简要标注了唐代设置的少量地方行政机构。《帝王经世图谱》中的“周保章九州分星之 

谱⋯‘唐一行山河分野图”“周职方辨九州之图”等图中只是在西北地区简单的标注“西伊庭”三个唐代 

设置的政区的合称 。 

绘制于南宋后期的《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华夷一统图”，在“西域”地区简单的标注有“龟兹” 

以及“西至 l国万余里，此国为西极”。“ l国”出自《说文 ·水部》“ l”下引《尔雅》：“西至 L围。”同样 

是南宋末年绘制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混一诸道之图”中在西域地区也只是简单的标注“龟 

兹”。“龟兹”这一地名虽然至少在北宋时期依然存在 ，但从其在地图上与“ L国”并置来看 ，这里表现 的 

应当是宋人看来的历史上的“龟兹”。 

宋代保存下来的专门描绘“西域”地 区的专题地 图有两 幅，即南宋僧人志磐所 编、咸淳六年 (1270 

年)刻本的《佛祖统纪》中的《汉西域诸国图》和《西土五印之图》，就绘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描绘的是 

汉朝西域地区存在的主要国家 ，并且用文字注记简明扼要的记载了汉朝对西域地区的经略；而后者根据 

研究主要是依据《大唐西域记》绘制的，表现的基本是《大唐西域记》所描绘的地理状况⑨。 

总体来看 ，宋代绘制有“西域”地区的地图数量极少 ，而这些为数有限的地图在“西域”地 区主要描 

绘的是宋代之前 ，尤其是汉唐时期的历史 ，而不是 当时的地理情况 。 

① 贾建飞：《清代中原士人西域观探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3期，第 106页。 

② 成一农：《“实际”与“观念”——从古地图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古地图中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6年，第 114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席会东在《清代地图中的西域观——基于清准俄欧地图交流的考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6期，第 13页)中进行过讨论，不过其基本只是聚焦于清代，而且所选择的地图数量过少，且过 

于强调地图的写实性，因此未能对当时地图所放映的“西域观”进行总体性的叙述。 

④ 两者有着明确的渊源关系，参见成一农：《浅析(华夷网)与(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之间的 
芙系》，《文津学志》第六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 164页。 

⑤ 郑锡煌：《关于<佛祖统纪)中三幅地图刍议》，《中国古代地理图集(战国至元)》，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年版 ， 
第 84页。 

26 



成 ·农 从 I 地【划 『Il 占代 的“阿域 ” 域 观” 

元代留存 下来的地 数 很少，其 巾不少义是 对宋代地 的抄录 ，如《新编群 _{5类要事林J 》和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的地 。在日前大致 叮以认定是元代绘制的企 总 中对“两域”进行了 

捕绘的有《尚书通考》“禹贡儿州水土之罔”，其存两域地 标有“蒲昌⋯‘伊吾 ⋯‘高一’ ‘葱岭～‘r ”： 

}j』】代叶盛《水东 日记》中收录有一幅元人清溶绘制的“广轮疆里『冬1”，但这 地 罔两北 只绘制至河 走 

廊．．保存下来的两幅元代地 的序跋在某种程度 f 也 展现 r当【f1f 大夫对 J。‘两域 ”的认识 ，术思本 

《舆地图 自序》“⋯⋯博采群言，随地为 图，乃合而为一。 [J至大辛亥迄延袍 』炎I{J，而功始成 ．其 河 I【J 

绣错 ，城连径属 ，旁通正}{I'布置}̈1折 ，靡不精到 、至若涨海之东南 、沙漠之两北 ， 蔷异域 ，虽中)J责}i1f至 ， 

而辽绝罕稽 ，言 之者既不能详 ，咩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 阀如” 乌斯道《亥fJ舆地图序》“术例李 

汝霖《声教被化 》最晚 f11，自消 号订诸家，惟《广沦冈》近理l ．瞄 山不指 处，水小究源，玉门 、阳父之 

，婆娑 、鸭绿之东 ，传记之古迹 ．道途之险隘 ，漫 之载 ⋯ ∥ 。从这两段文7来看，这 两位『芋文的作行郜 

认为“西域”属于“诸蕃异域”，对 Ir当时的地理情况则是“言之者既不能 详，咩 义朱必可信”，『⋯听J 

解的只有“传记之占迹”，这可能也是清溶的“J 轮舶里图”不绘制 “ 域”的啄 

元代留存下米一幅专门捕绘 域地 的地图 ，即“元经世 大 ”(参冈 1)，根据研究 ，该 绘制 于 

天历二年至至J rfgi~．年间(公元 】329年至 l331年)，绘制者不详 ，l孛7J载于元代《经世大媳》中，又被收求于 

《水乐大典》[}】，后随书散佚 ，只是 魏源的《海 志》中保留 r一个副本 陔 表现范围包括 巾 、西 

业 、小亚细亚 ，还涉及北非与东欧。就绘制方法来看，该图 面 【：绘制有密集的方格网，在地 的叫『fj标 

有方位，即有下角为北 、左上角为南 、左下角为东、右 L角为两 ，ffl f这种绘制方法 与目前传nt的 他 

所有中同古代地 都不相同 ， 此有学者认 为这幅地图并不足『fI【叫人绘制的 一。 

总体米看，现存对“两域”进行 r描绘 的元代个国总 的数 吐微少 ，仅有的少艟绘制有 域地j>‘=的 

地图也只是绘制一j-历史上的内 ，而且从两幅保仔下来的地冈的序文来看 ，当lllf -些 士大夫似 许不掌 

握太多的关于两域地区的资料 。 

1 J 经世人典 

① 引rJ畅晓脊《(混 一疆 历代 郝之罔 相 问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lll心的幸JJ步研究》．《 久『I』J混 一 

)与(混一埘理 )研究—— 『{l r 时代后期尔 的寰 j jt}{=界地理父【j识》，南京：风凰}_J版 ，20lO年版．第 77【；_】= 作 

行埘这 一自序的 不州版本进 行 r校勘 

誊 同 L，第 79页 

奢 这 厅面的研究可 以参 见林 梅f、』《冗经 世大典_皋l号》(北京 火学 号 ‘义f=崞学 院编 ：《号 I 学研 究》(六 )．北 ：科学 

版社 ，2006年版 ．第 552贞)的综述 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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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农 从古地 图看 中国古代 的“西域 ”与“西域观” 

明代留存下来的全国总图数量众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的谱系，下面对这些地图谱系中 

描绘“西域”的情况进行介绍 ： 

《大明混一图》，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绘制，绘制者不详。绢本彩绘，图幅纵 386厘米，横456 

厘米。该图所绘制的西域范 围非常广泛 ，远至欧洲和非洲地区，且描绘得很详细。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该 

图包括西域在内的域外部分很可能是参考阿拉伯地图绘制的①。在该谱系后续的《杨子器跋舆地图》 

中，西北方向则只绘制到了河西走廊；同样属于这一谱系的王泮题识《舆地图》，在“阳关”以西只标注了 

极少量的地名 ，其中大部分地名如“姑墨”“玉门关”“交河”等属于历史地名。 

《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谱系中的大部分地图都没有绘制“西域”，只是《存古类函》“舆地总图”、 

《地图综要》“京省合宿分界图”在“西域”标绘有“哈密”“吐鲁番”；《遐览指掌》“明舆地总图”、《分野舆 

图》“全国总图”等只绘制有“哈密”。 

《广舆图》“舆地总图”谱系中的大部分地图在西域部分绘制有“哈密⋯‘吐鲁番”“火州”，如《重铺 

罗经顶门针简易图解》“补三干所节各省郡州及附近四夷图”、《广舆记》“广舆总图”、《地图综要》“天下 

舆地分里总图”等。基于《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历史地图《今古舆地图》也是如此，而另外一套基于 

《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历史地图《阅史约书》则没有绘制“西域”。 

《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之图”谱系中的地图通常在西域地区标有“哈密”和“西域”。 

上述三套谱系地图中的“哈密⋯‘火州”都是存在于明代 中期之前的地名，对于地图绘制的时期而言 

可 以被称为是历史地名。除了上述 四个谱 系之外 ，明代描绘西域的全国总图还有以下几种 ： 

《古今形胜之图》，原图为喻时绘制，已佚，现存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福建龙溪金沙书院重刻 

本。纸本木刻墨印着色，图幅纵 115厘米，横 100厘米，图幅四边的中间部分标明东、西、南、北。《古今 

形胜之图》依《明一统志》而作，图中除政区之外，还用大段文字说明了各地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 

因此带有历史地图或者读史地图的性质。与内地相比，其西域部分绘制的非常简略，标注了当时的一些 

地名，如“撒马尔罕”，但在这些地名附近用大段文字描述了相关的历史事件或其管辖范围，此外还有 

“大宛”“乌孙”等历史地名以及对其相关历史 的介绍。类似的还有《地图综要》“华夷古今形胜图”、《图 

书编》“古今天下形胜之图”，另外《皇明舆地之图》与《古今形胜之图》西域部分绘制的基本相同，只是 

缺少 了大段 的文字。 

《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该图主要参照了《古今形胜之图》，又参考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以 

及在南京翻刻的西方传教士地图，将这些地图中涉及到的地名，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标注在地图上，并用 

文字叙述了其历史、管辖范围等等，对“西域”地区的描绘也是如此。类似的还有《天下九边分野 人迹 

路程全图》《备志皇明一统形势 分野人物出处全览》。 

明代专门描绘“西域”的区域地图主要有以下几类 ： 

罗洪先《广舆图》“西域图”，描绘范围东起河州，西至里“大食界”，南至南印度，北至大漠古，但所 

绘内容大都是汉唐时期的历史地名 ，只是在少数地点标注有 当时的地名，如“撒马尔罕”。直接抄录或 

者改绘于这一地图的还有《八编类纂》《武备志》《地图综要》《三才图会》《图书编》《修攘通考》中的“西 

域图”。 

此外 ，《禹贡注节读》之《禹贡图说》“西域河源图”和《禹贡锥指》“西域河源图”绘制 的主要内容是 

“河源”，理应以绘制当前 的地理状况为主，但实际该图上的地名依然主要是历史时期的。 

明代最为详细的描绘“西域”地区的地图是嘉靖年问成图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 

人物略》，该图绘制范围从嘉峪关至鲁迷(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当前存世的清代之前绘制的最为详 

① 如李孝聪：《传世 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 

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74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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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农 从古地图看 中国古代的“西域”与“西域观” 

细的西域地图。根据研究该图籍至少有两个抄绘本传世 ，一是原藏于 Et本藤井友邻馆近年购 回中国的 

“蒙古山水地图”，二是台北故宫藏彩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所附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另有两个明代 

刻本传世，一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二是明万历 

四十四年(1616年)成书的《陕西四镇图说》中的“西域图略”。虽然该图对西域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描绘 

且绘 图技法可以确定为受到明代 中期吴门画派的影响①，但 目前有研究者认为该 图的作者不是 中原人 

士 ，如李之勤认为作者是非汉人或者穆斯林②，还有学者认为其资料并不来源于当时中原士大夫所掌握 

的材料 ，如赵永复认为该图是当时官员综合了各地 中外使者 、商人记述而成⑧等。 

总体来看，明代全国总图中对“西域”进行描绘的并不多，且描绘的大都非常简单，在内容上基本集 

中于历史时期 ；在为数不多的关于“西域”的区域图中，虽然绘制 的内容较全国总图丰富了很多，但描绘 

的重点依然在于“历史”。 

清朝康雍乾 时期 ，经 过一系列战争 ，收复 了台湾 ，确立了对 内外蒙古 、西藏和 “西 域”(新疆 )的 

统治 ，其 中在西域地 区设 立 了伊犁将军 。但 这一时期 官绘 本全 国总 图 中有一 些依 然没有 包括 “西 

域”，如雍正时期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 ·方舆汇编 ·职方典》中的“职方总部图”，除内地各省外， 

没有包括西域地区；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撰 、董诰等奉敕补的官修本《钦定授时通考》中的“舆地 

总图”与《古今图书集成》中“职方总部图”所绘几乎完全相同。但与明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有一 

些 官绘本全 国总 图详 细绘制 了西域地 区 ，如傅恒 、刘统勋 、于敏 中等奉 敕撰 ，成 书于乾 隆 四十七年 

(1782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的“皇舆全图”除内地各省之外 ，还详细地绘制了西域地区的山 

川地 貌 。乾隆二十九 年(1764年 )允祠等奉敕撰 的《钦 定大 清会 典》中的 “大 清 皇舆全 图 ”也 是如 

此。此外还有《皇舆全览图》系列，康熙《皇舆全览图》向西只绘制至哈密；《雍正十排皇舆全图》 

向西则绘制至黑海与地中海一带；而《乾隆内府舆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补 了新疆 ， 

西至波罗 的海 、地 中海 和红海 。不过上 述几 幅地 图中 ，除 了新 疆地 区是 在传教 士 的指 导下 实地测 

绘 的之外 ，往西的部分应 当来 源于西方 绘制 的地 图。上述是 比较 典型 的官绘 本全 国总 图 ，从 这些 

地 图来 看 ，虽然清廷这一 时期 已经在“西域 ”(新 疆 )建立 了较为稳 固的统治 ，但是在 官绘本 全 国总 

图中依然没有普遍囊括对 “西域 ”地 区现实地理情况 的描绘 。 

这一 时期私人绘制 的全 国总图对于 “西 域 ”的描 绘 与 明代 差 异不 大 。如刘 斯枢 辑 的《程 赋统 

会》“大清天下全图”，与明代地图相似 ，西北地区大致绘制到肃州。这一时期还有很多直接继承 

于明代的地图，如于光华《心简斋集录》“广舆总图”、赵振芳《易原》中的“山河两戒图”。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舆地总图”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基础 ，但去掉了朝鲜、河源 ，只表示明 

朝的两京十三省。这类地图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受到《广舆图》影响的黄宗羲《大清全图》系列。黄 

宗羲绘制于康熙十二年(1 673年)的《大清全图》基本上接受了《广舆图》的风格 ，地图所反映的地 

理范围与《广舆图》“舆地总图”基本一致。继黄宗羲《大清全图》之后最早出现的同一类型的地图 

是康熙五十三年 (1714年)阎咏、杨禹江编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该图绘制范围与黄宗羲 

《大清全图》相差无几。此后，这一地图广泛传播，如黄证孙在《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基础上增补而 

成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这一系统的地 图直至嘉庆时期依然能见到不同的摹本，如美国 

国会 图书馆藏嘉庆十六 年 (1 811年 )的《大清万年 一统地 理全 图》，该 图西北方 向虽然 绘制 到 了伊 

犁 ，甚 至远至荷兰 ，但只是在乌鲁 木齐以东 、以南地 区才绘 制 的详 细 ，而且 所绘 内容基 本局 限于历 

① 林梅村：《明代中叶(蒙古山水地图)初探》，《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 

考古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2004年，第 135页。 

② 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的版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 1期，第 125页。 

⑧ 赵永复：《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亚、西亚地名考释》，《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6年版 ，第 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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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钦 定 大清 会典 ·西域 全 图》 

史时期 。 

这一时期的历史地图也是如此。如李锴《尚史》中以“上古地图”为代表的历史地图所表现的 

疆域 ，西北至“三危”，西至河源、江源。马骑的《绎史》、朱约淳《阅史津逮》中的历史地图都是 

如此 。 

这 一时期关于“西域 ”的 区域地 图的绘 制发生 了较大 的变化 ，除 了少量依然表 现历史内容 的地 

图之外 ，出现了大量专门描绘西域地区现实地理情况的区域地图，如乾隆《钦定大清会典》“西域 

全 图”中详 细绘制 了当时西 至“萨马尔罕”的 自然地 理 以及 政 区设 置 、城 市 等人 文地 理要 素 (参 图 

2)。类似还有《钦定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全图”。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钦定皇舆西域图 

志》中收录的大量与 “西域 ”有关 的地 图 ，其 中的地 图大致 可 以分为 三类 ：一 是表 现 当时清 廷在新 

疆 设立 的行政 区划 和各部 族的分布 ；二是西域地 区的历史地 图 ；三是表现 西域地区 的山脉 、河流 的 

专题 图。不过 ，需要注意 的是 ，就绘 制者而 言 ，这些地 图大都 是官 方绘 制 的 ，当然这 一时期 也有 私 

人绘制的西域地图，如清乾隆年间明福所绘《西域图册》，其 中共有地图 ll幅，第一幅是西域总 

冈 ，后 面为分图 ，主要描绘 了西域 各地如乌鲁木齐 、吐鲁 番等地的 山川形势①。 

自 1 9世 纪 20、3O年代之后官方绘 制的全 国总 图大都囊 括了对西域地 区的描绘 ，如《嘉庆重 修 

一 统 志》的“皇舆全 图”对西域地 区进 行 了与 内地 等 同的详 细描 绘 。私 人绘 制 的全 国总图 也发 生 

了相似的转变 ，如李兆洛(1 832年首次刊行)《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皇朝舆地总图”，其绘制范围 

包括了新疆。杜塄撰《石画龛论述》“东半球图”中绘制 了“大清国”的边界 ，虽然较为粗糙，但图 

中绘制的“大清国”的领土 ，西至噶木儿，西北越过了大漠包括了今天新疆地区。李兆洛《历代地 

理志韵编今释》中的“地球上面图”中绘制了各国的疆界，其中中国部分包括了新疆。 

随着时间 的流逝 ，越来越 多的地 图 ，尤其 是世界 地 图 ，清 朝 (有 时标 为 “中国 ”)的疆 域 被绘 制 

为包括新疆。如何秋涛撰，黄宗汉等辑补的，最初成书于咸丰年间的《朔方备乘》“地球东半图”中 

标识 了各 国的疆 界和中国境 内各省 的界线 ，中 国除包括 内地各 省外 ，还包括黑龙江 、外蒙古 、回部 、 

后藏 、前 藏 、青海 以及 台湾 ，书中作 为中国全 图的“皇舆全 图”所 绘范 围也是 如此 ，只是对 国界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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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绘更为详细。成书于光绪年间的王之春《国朝柔远记》“东半球图”、初刊于 1 843年魏源《海国 

图志》中的“地球正背面全图”和“亚细亚洲全图”、成书于 1 849年的徐继畲《瀛寰志略》“皇清一 

统舆地全图⋯‘亚细亚图”和“地球图”、19世纪 中期成书的姚莹《康 鞘纪行》“今订 中外 四海 总 

图”、19世纪中期成书的张汝璧《天官图》“全球 图”(东)“大清全图”和“皇清一统全图”也都是 

如此。 

总体 来看 ，虽然这一时期 的全 国总 图基本将 “西域 ”(新疆 )地 区作 为 了中国疆域 的一部分 ，而 

且在大部分地图中将西域地 区与内地进行了相 同详细程度的描绘，而且绘制 的内容是属于“现 

实”的，但《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这样将现实的内地与历史的西域结合表现的地图依然存在 ， 

虽然数量 日渐减少。而且还需要强调的是，同一时期的“府州厅县全图”或“直省图”中依然没有 

纳入“西域”，如光绪十五年《皇朝直省府厅州县全 图》中不包括新疆。可见 ，当时人心 目中“西 

域”与内地各省还存在某些差异 。光绪 中后期 随着新疆 、台湾 以及东北 的建省 ，这 些边地与 内地各 

省在行 政管理上有 了平等 的地位 ，由此也 就抹 除了在 地 图绘 制上 的最后 一点 障碍 ，不 过这一 过程 

较 为漫长 ，如美 国国会 图书馆 藏 1896年 的《皇朝直 省舆地 全 图》中依 然没有 绘制新疆 。这种 转变 

可能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甚至 民国初年才最终完成 ，如宣统元年 (1 909年 )的《大清帝 国全 

图》。 

还存在特殊情况，即历史地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这一图集以刊行于 

1 863年的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将春秋战国至明代凡见于《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 

及正史地 理志 的可考地名基 本纳 入 图中 ，这一 图集 初刊 于 1 879年 。1906年 ，杨守 敬与 熊会贞 重 

新校订图集 ，最终于 191 1年出版完毕。这一图集虽 以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为底 图，但并未包 

括新疆 。这 实际上也说 明了“西域 观”转变 的缓 慢 。 

这一 时期 由于对 中亚 、西 亚 和欧洲 各 国有 了充份 的 了解 ，因此专 门 的“西域 ”图 日渐 减少 ，只 

是按照大 的地 理单元 、国别绘制有 相应 的 区域 图，少 量 的 “西域 ”图基本是 历 史地 图 ，代表性 的有 

《海 国图志》中收录 的地 图。 

三 、“西域观”转变 的原 因 

根据上述对宋代 以来地 图的分析可 以看出 ，自宋代 至清 代 中期 ，“西域 ”并 不是 中国古 代全 国 

总 图必然绘制 的区域 。而在绘制 了西 域 的全 国总 图以及 以“西域 ”为 主要 描绘 对象 的 区域 图中 ， 

大部分重点绘 制的是 “历史 ”方面的 内容 。 

但是这种不绘制西域地区或者重点绘制历史内容，并不能用绘制者缺乏关于当时西域地区的 

地理状况 的资料来解 释 ，因为不仅宋元 明时期 中原与西方 的交往 并没有断绝 ，往来 的使 者 、传教 士 

都带来 了关 于西域的资料 ，而且 当时也 流传 有关于西域 当时情 况的地 图，最为典型 的就是《西域 土 

地人物图》，其在明代中后期有着多种版本流传 ，所以士大夫或多或少应当掌握有当时西域地区的 

地理状况 ，如果想绘制西域 的现实地理状况 的话 ，是 完全有资料可依 的 ，或者 至少可 以找 的到相应 

的材料 。那 么这种 在地图 中不重视对西域 地 区的描绘 可 以从 中 国古 代“重华 轻夷 ”的天下 观来解 

释。中 国古代不乏著名 的旅行家 ，如我们耳熟 能详的明代 的徐 霞客 、王士性 ，但 是他 们 的旅行 范 围 

只是局限在 内地 ，在他们 的著作 中根本看不 到对 西域等边缘地 区的兴趣 。当然在 中国古代 也存在 

一 些对西域地 区的探 险 ，但 这些探险绝大多数 不是基于地理 目的 ，如汉代 开通西域 的张骞 ，以及后 

来 的不断派往西域 的使 团 ，他们 的政 治 目的远 远大 于地 理兴 趣 ，一 旦政 治 目的消 失 了，这 些 “夷 ” 

地 就很 少有人涉足 ；唐代前 往印度的玄奘 ，其 目的为求法 ，而不在于地理探 险 ；明初 的郑 和 ，七 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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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洋 的政治 目的，也远远高于地理探察 。而且虽然 这些活 动很多都 带 回了大量地理 知识 ，甚 至有 

著作存世 ，但是这些著作并没有引起中国古代知识份子的太多兴趣。试想《水经注》、历代正史中 

《地理志》，为其注释者前后不绝 ，但是中国古代对《大唐西域记》这些有关西域的著作进行的研究 

有哪些 呢?(D由此 ，在清代 中期之前的地 图中缺乏 对西域 的描绘也 就在情 理之 中了。基于上 述认 

识 ，那 么也证实 了之 前 一些学 者提 出的 当时 西域 在 中原 士大夫 眼 中是 “异域 ”荒 蛮之 地 的观 点。 

将这 一点进一步 引申 ，那么可 以认为虽然汉唐时期 在“西域 ”建立 了长期的稳 固统治 ，但是 这一地 

区并 没有被 中原士 大夫接纳 为“华 ”的部分 ，前 文提及 的宋 明清时期 绘制 的历 史地 图在选择 底 图 

lt,j 基 本将西域排 除在外 ，在绘制汉 唐疆 域时也 基本 没有绘制 两域更 是强化 了这一 点。② 在少量 的 

描绘了“西域 ”的地 图中 ，主要强调历史 内容 ，可 以认为是读史或者增 长见 闻的需要 。 

中国古代地 图埘西域地 区描绘的转变 始于清 代 中期 ，也 就是在 清王朝 经略西 域 的过程 中 ，需 

要 了解西域地区当时的河流山川 、部族分布 ，因此 这一 时期详 细绘制西域 现实地 理 的大 都是官 绘 

本地网。清代晚期，这一趋势也由官绘本地图延伸到了私人绘制的地图中，由此中国古代地图对 

两域的绘制 ，也 由“历史 ”彻底转 为了“现实”。这种观念上的转变 ，以往的学者 大都 归结于清 王朝 

对两域 的经略 ，这一点虽然正确 ，但 似乎并未触及 到问题的本质。因为早在汉代 ，中原王朝就 开始 

_r对西域 的经略 ，其 中汉唐等王朝还在两 域建立 了长期稳 固的统 治 ，但 这并 没有对 中 国古代 地 图 

的绘制产生太 大的影 响 ，也未能让 中原士大夫将 “西域 ”纳入“华”的范围。因此 ，清代 中后期地 图 

中对 于“两域 ”地 区描绘 内容 的转变并不能完全用 王朝对这一地 区 的经 略来解 释。这种转 变应 当 

与清代后期在 面对外来侵 略时 ，在行政 区划上将新 疆与 内地等 同对待 ，以及 与此 时逐渐形 成 的近 

现代 的国家和疆域 的观念有关 ，由此在 民众观念 中新疆 与 内地 的差异 Et益缩 小 ，且在观 念 中也逐 

渐认 为新疆 是国家领 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而这种转 变的过程 和原因对于今 天维护 我国领土 的完 

整和统 一依然有 一定 的借 鉴意义 。 

(责任编辑 ：仲平) 

① 对此可以参见成一农：《“天下图”所反映的明代的“天下观”——兼谈(天下全舆总图)的真伪》，《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O11年版 ，第 395页。 

② 参见成一农：《“实际”与“观念”——从古地图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占地图中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Ol6年，第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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