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理」地之學

地理這門學問在人類知識體系中

起源甚早，其近代以來的變化也十分

之大。地上的山川格局依舊，而古今

地理學的論說體系卻各為一套，相差

懸殊，原因在於古人、今人的思想方

法各異，論說的內容也不盡為山川格

局，還要有人文一端，即所謂人文地

理。另外，無論是「自然」還是「人

文」，古今談地理者所要達到的認識目

標，更是不同。孔子說：「山川之靈，

足以紀綱天下者」，今人在考察山川

時，斷不會有孔子的想法，今天自然

地理學家要的是「自然規律」。中國古

代無「規律」一詞，但有道、有法、有

統，這些觀念在中國古代豐富的地理

思想中大都存在，既用於自然也用於

人文，表達的是一個共通一致的道

理，其實就是「道統」。所謂地理的道

統，就是一個和諧穩定、有等級秩序

的「普天之下」。

在「普天之下」，事物繁複眾多，

地理之學就是要將它們「理」出一個秩

序來。翻開今天的地理教科書，從氣

候帶開始，到地形單元、土壤水文、

植被分布、城鎮體系、人口密度、交

通網絡等等，對地上之物凡「重要者」

統統按照一定次序歷數一遍，其間還

要揭示「其所以然」的內在規律。這是

今天地理學的思想體系與主要內容，

其表述、論證的總目標是一個由「自然

科學規律」與「社會科學規律」所支配的

地球表面。

但翻開古代的地理書一看，雖然

大致也有山川、土壤、澤藪、郡縣、

人口等事項，但次序，即「理」地的方

式，卻另是一樣。比如講山澤水土，

「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

有八等，水有六品」。在屬性上「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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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

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

折者有玉」1。如此一番講述，今天的

地理學家定斥其為胡言亂語，但古人

卻深以為是，所以代代翻刻，習誦者

甚多。從學科史的角度講，古人的這

一套地理，絕不是一堆胡亂的次序，

其背後依托的是一座古代意識形態的

構架，包含H古人頭腦中顛撲不破的

「天經地義」，古代的地理講述，無不

以此為準的。地理講述，反映人們的

天下觀、宇宙觀、社會觀、人生觀，

是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今大

多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對此尚未有足

夠的重視。

地理之學不是一門忠實記錄「客

觀」世界的學問。在思想家那f，它是

人們天下觀、宇宙觀、自然觀、社會

觀、宗教觀、人生觀的一份說明書，

以似乎十分客觀公允的例證，說明一

套可能並非公允的思想體系。在政治

家那f，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更

是治國平天下的戰略、手段、目標，

是主動出台的統治意志，是極盡道德

宣教與武力征伐之能事而務求實現的

社會空間秩序。在各時代的政治文本

中，均有地理一章，故社會地理、政

治地理向來是地理之學中極其重要的

部分。現今歐美大學中，將地理劃歸

社會科學門類，就是因為其十分強調

地理學在說明與治理社會方面的功

能。

在中國古代，人文發達，政治悠

久，大地域王朝接踵統治「天下」。以

其地域之大、區域種類之多、歷史之

長，在這樣一部社會歷史中，沒有發

達的社會地理之學是不可想像的。圍

繞王朝的建立、鞏固、發展，勢必形

成一套專門的地理學問體系，此可稱

為王朝地理學。只是在不少系統考察

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的著述中，不注意

從歷史出發，而僅僅以今天的地理學

框架，去格式古代地理學的內容，力

圖寫出一部令今人順耳稱心（而古人很

可能看不懂）的古代地理學史，這是削

古代地理學之足，適今日地理學之

履，寫出來的古代地理學已經面貌全

非了。比如今天重自然地理，於是就

把古代所有關於自然界的記錄匯在一

起，分門別類，稱之為古代的自然地

理學。對古人的這些零散的自然界知

識，稱為「知識」則可，稱其為「學」則

不可。學，要有專人、專書，師者講

授，學者研習，前後傳承之，一脈貫

通。古代並沒有多少如此研習自然地

理現象的傳統。的確，明朝出了一個

徐霞客，專門考察自然，撰有《徐霞客

遊記》，但僅屬個別，故令當時人驚

異，稱其為「奇人、奇書」，且後繼無

人。只有王朝地理是中國古代地理學

的主流大宗。

本文欲對中國古代形成並長期發

展的王朝地理之學作一扼要考察。不

過，此乃古代的一大套學問，博大精

深，本文僅為個人一孔之見，不可能

周全，況且與古人、古書對話，誤解

難免，謹待方家指正。

二　從「天人之際」到
「人人之際」

王朝意識形態以儒家為主要代

表，本文考察王朝地理，儒家思想是

一個重要依據。追溯王朝地理的形

成，我們從上古地理思想，或說被儒

家化之前的地理思想開始。那時的地

理思想是人神相混，世界觀不以人間

的德行為上，不強調人間的文德教

化，而以神的作用為主。甚至社會組

古代的地理講述，絕

不是一堆胡亂的次

序，其背後依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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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此尚未有足夠

的重視。古代並沒有

多少研習自然地理現

象的傳統，只有王朝

地理是中國古代地理

學的主流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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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人文天地 織也可以神為中心而建立。章太炎說

上古時代有一類神守之國，神守國不

設兵$，而名山大川卻所在多有，因

為它們不與諸侯之好聘，故滅亡時不

載於方策。神守之「國」，應該是極其

古老的社會組織，其以禮神為社會的

核心樞紐，而神又存乎天地之間，所

以在神守之國，首領主要是禮名山大

川，執行神職。因為名山大川都具有

神性，居之便可以為神，所謂「人神雜

糅」。這一時期的地理思想特點是，

地，不是獨立的，而與天相勾聯，神

靈貫穿於天地之間，地上的萬物都與

天、神有關。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雖

然人們的行為都是在地上，對地勢河

流也利用得當，但一敞開思想，就跑

到天上，純粹的「地」理幾乎不存在。

有許多這一時代的地理講述片段

保留下來，後世也總有一些好神鬼之

術的人樂談此道，講的多是天人之際

與山川的神性，例如，《禮記．祭

法》：「山林川穀丘陵能雲雨，為風

雨，見怪物，皆曰神。」《史記．五帝

本紀》張守節正義：「鬼神謂山川之神

也，能興雲致雨，潤養萬物。」在地上

萬物之中，據說最能通天的是崑崙之

丘，「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

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

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

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2。登山弄神，設立祭壇，已是

由來許久的做法，五千年前的牛河梁

紅山文化遺址便發現有祭祀遺址，位

於高山頂上，築有「女神廟」，其大小

建築成一線排開，似為一條中軸線，

這種空間布置，表現出很強的意識

形態特點。山川以其偉大的形體，令

人類景仰，即使到了現實主義意識形

態很濃的王朝時代，也多少還有祭祀

山川的事情保留下來，但僅僅是禮儀

形式，而遠離了日常地理事物的主

流。

傳說至顓頊時，「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3。甚麼是「絕地天通」？按

《國語．楚語下》所記觀射父的解釋

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

瀆，是謂絕地天通」。「絕地天通」預示

H天地分、人神分，是中國古代思想

史上很重要的一條材料，另外由此產

生的神轉巫，對社會組織也有深刻影

響。學者們對「絕地天通」的問題多有

討論，本文無力詳述。我們在這f所

關心的，只是由以反映出來的一條對

地上現實世界漸漸作獨立觀察，並日

益重視人類社會自身主題的思想走

向。關於這一走向，歷代史家有不同

表述，如「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史包

括神話，而《春秋》則重「人人之際」。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然而孔子並不是

先導，章太炎評述這件事時更推崇老

子，他說：「管仲兼雜陰陽一派，有許

多鬼話。老子出來，就大翻了，並不

相信天地鬼神和占驗的話。孔子也受

了老子的學說，所以不相信鬼。」4楊

向奎先生持有同樣看法，他說「到神守

的後人老子來否定這神守與上帝，而

提出『道在帝先』。孔子更提出『人人

之際』，來代替『天人之際』」5。到司

馬遷撰《史記．大宛列傳》時，對如何

描述西域，也採取了很現實主義的立

場，他自稱：「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記．

大宛列傳》關於西域的記載，是一篇沒

有「鬼話」、「神話」的地理文獻，在記

Ü異域的早期地理文本中，有別於《山

海經》、《穆天子傳》等，在中國地理思

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發展，隨H大型複雜王朝社

會的形成，「人人之際」日益成為現實

圍繞王朝的建立、鞏

固、發展，勢必形成

一套專門的地理學問

體系，此可稱為王朝

地理學。追溯王朝地

理形成的初期，地理

思想是人神相混，講

的多是天人之際與山

川的神性，據說最能

通天的是崑崙之丘。

登山弄神，設立祭

壇，已是由來許久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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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所層出的主題，從而也是王朝政

治需要投入主要精力去處理的課題。

「人人之際」一切在空間上的表現，都

是地理內容，一般說就是一地之人與

另一地之人的關係或曰人文區域之間

的關係等等。一地之人與另一地之人

的關係可以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

的、信仰的等等。在大地域內建立穩

定的王朝，必需解決好各地人群之間

的協調關係，建立某種鞏固的王朝地

理秩序，保證地雖偏遠仍能聽命於朝

廷。關於這一套作為，在《周禮》中叫

「體國經野」（詳見後文）。在一代代「體

國經野」的理論與實踐中，逐漸積累形

成了王朝時代經緯大地的典章制度和

記錄考訂地理名物的學科，古代稱輿

地之學。「方輿之書所記者，惟疆域、

建置沿革、山川、古蹟、城池、形勢

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此皆

人事」6。當然，古代地有神性的思想

不可能完全絕(，其以各種形式仍一

浪一浪泛出。但從總體上說，中國古

代地理學的主幹大宗，或說被儒家化

的地理學，主要是圍繞鞏固王朝與建

立政治大一統的王朝地理，強調人神

分、等級秩序、教化天下、中央一

統、和諧無疆等等。

三　「九州」與「五服」

《尚書》是古代極重要的一部經

典，記錄了距今二三千年前王室的誥

命、誓言和其他大事，先秦士大夫著

書立說多加以援引，自漢代立為官學

以後，成為歷代帝王將相的政治課本，

作為治理國家的理論工具。《尚書》

中的《禹貢》篇，儘管只有1,193字，

《禹貢》五服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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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雖偏遠仍能聽命於

朝廷。在《周禮》中把

這一套稱作「體國經

野」。中國古代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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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古今地理志之祖」，其中所談的重

要地理觀念，為歷代言地理者尊奉，

而在《禹貢》中所明確表述出來的最核

心的地理觀念，當屬假大禹之口而頒

行天下的「九州」與「五服」。

「禹別九州」，依次是冀州、兗

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

州、梁州、雍州。這九個州，覆蓋了

華夏地域的所有部分，而每一個州都

有對京師依等級的貢賦之責。所謂「五

服」，指自京師向四面每五百里為一

「服」區，由近及遠分別是甸服、侯

服、綏服、要服、荒服。由於水土平

定和九州與五服的建立，於是「東漸於

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

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這是一個

有關中國人文世界在地理空間上塑造

成形的重要歷史傳說，禹的大功在於

從雜亂無章的洪荒世界f，確立了一

個文明的大秩序，正所謂「芒芒禹(，

畫為九州」7。這一文明地理大秩序的

重要之點是等級性與向心性，要害是

令「五千里內皆供王事」。這為後來一統

王朝的建立準備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雖然在《禹貢》成文的時候（先秦

時期），九州與五服在現實中均不存

在，但觀念先成的情況說明，當時中

國社會之內已經存在H能夠被思想家

與政治家察覺的一統動向，九州與五

服絕不是幾個智者的沒有社會現實依

據的突發奇想，而頗具當時社會思想

層面的真實性。關於華夏世界畫作九

州的說法不僅在《禹貢》中出現，在其

他先秦文獻如《周禮．職方》、《呂氏春

秋．有始覽》中也有九州之說，只不過

九州的名字不盡相同。這一眾口言九

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

於先秦社會。九州與五服逐漸成為理

解、規劃華夏世界的基本原則，是四

海之內任爾是「諸侯」「霸王」均不可公

然否認的至高無上的大秩序。「九州」

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H中國

的完整。

清代學者胡渭歸納《禹貢》十二項

地理要義：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

理之政、稅斂之法、九州之貢、四海

之貢、達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

修、土姓之錫、武$之奮、聲教之

訖8。這十二要義簡直包含了建立王

朝江山大業的全部政、教、兵、財工

作，所謂王朝地理的內容不過如此。

在一統王朝尚未建立的時代，能出現

這樣完備的關於大地域一統王朝的社

會地理觀，出現關於王朝空間規制的

如此具體的設想，是令人吃驚的。這

正說明，當時社會走向一統化的歷史

醞釀，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

唐朝的賈耽說：「中國以《禹貢》

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9，意思是

《禹貢》是講「中國」地理的首篇，而記

述「外夷」的地理書則要推《史記》與《漢

書》為先。其實，《禹貢》雖然沒有對外

夷作具體Ü述，但對之進行了明確的

定位，提出了人文地理上「華夷之限」

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

地理觀念。《禹貢》五服的概念表明，

以京師為天下文明的核心，離開京師

越遠，文明程度越低，五服中最遠的

兩服即要服與荒服「乃在九州外矣」，

就是說「要服」、「荒服」屬夷不屬夏。

關於夷夏之限，是先秦時期在許多諸

侯國已然流行的觀念，在《春秋》三傳

中多有反映。

關於華夏地域還有另一種表達，

即「禹(」，九州出現在禹(內，「芒芒

禹(，畫為九州」。禹(的觀念似乎很

早就出現了，在講求華夷之限的觀念

影響下，列國爭相宣言自己在「禹(」

之內的位置。據說商人、周人都尊奉

關於華夏世界畫作九

州的說法不僅在《禹

貢》中出現，在其他

先秦文獻如《周禮．

職方》、《呂氏春秋．

有始覽》中也有，這

反映了九州觀念在先

秦社會上的普遍流

行。九州與五服逐漸

成為理解、規劃華夏

世界的基本原則，是

四海之內任爾是「諸

侯」「霸王」均不可公

然否認的至高無上的

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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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之(」，《詩．商頌．長髮》：「天命

多闢，設都於禹之績（(）。」《詩．大

雅．文王有聲》頌作邑於豐時說：「豐

水東注，維禹之績。」後世所做的全國

地圖，也常名之為「禹貢圖」、「禹(

圖」、「華夷圖」。

無論是「禹(」還是「九州」，都是

王朝國家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國家

的統治者除了依據武力對組成新國家

的各部分進行控制外，還需要創造一

種關於國家制度的意識形態，樹立國

家法統觀念。「禹(」、「九州」正是國

家法統在地理觀念上的表述，具有神

聖性、法統性。謝維揚在《中國早期國

家》bk一書中清楚地指出了國家與法統

地域的特殊關係：在國家建立後，由

它控制的地域已逐漸成為標誌國家主

體的不可分割的內容。這在中國歷史

上造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即建

立一個真正的、被承認的國家，就必

須佔據特定的地域，並有相應的中央

權力。「九州」就是這樣的特定地域，

中國後來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概念的

顛撲不破，以至今天它仍然為中國人

所使用，表達國家領土的神聖性。

四　中央一統之國

中國古代很早便出現了大一統的

思想，關於這一點，一些外國學者很

難理解。然而大地域的一統感，畢竟

是中國社會知識和社會實踐的基本特

色。早在先秦時代，社會中便出現了

「九州」、「五服」、「五嶽」、「四海」等

宏大的天下觀念。傳說時代的上古帝

王是華夏文明開基的代表人物，他們

幾乎都有組建大地域社會的偉業。按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順序，「人倫

初祖」黃帝曾「撫萬民，度四方」，他的

活動範圍「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

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

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

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展示了一幅遼

闊畫面。後面的「帝」，一個接一個，

也是同樣。帝顓頊「北至於幽陵，南至

於交阯，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

帝嚳「溉執中而Ö天下，日月所照，風

雨所至，莫不服從」。帝堯「百姓昭

明，合和萬國」。舜則像是實行了大地

域一統政令措施的帝王，他巡狩天

下，「同律度量衡」，變四方，令「天下

咸服」。至禹，平水土，置九州，更是

華夏文明在大地域上確立的神聖象

徵。傳說雖不是信史，但其中表達的

大地域一統觀念，則不容忽視。

圖中為禹乘應龍。應

龍為傳說雙翼神龍以

尾畫地，禹依其痕平

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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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央一統的大地域王朝，它有兩個

基本要點：一是中央的絕對權威，二

是施行全國的統一政令，兩者相輔而

行。「中國」的觀念在周武王時已經出

現，指的是今嵩山洛水一帶，周公築

雒邑，就是實現周武王的設想，建立

一個「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居天下之中

的城邑，也可以說是「中國」。就起源

來說，「中國」的概念與都城的核心性

有密切關聯。「翼翼商邑，四方之

極」，說的是商都，「四方之極」就是四

方的中心，已經含有「中國」的意思。

由於要具備核心性，中國古代都城就

必須具有凌駕巨大空間範圍的權威力

量，這是中國都城的政治地理本質。

古代地理文獻上對於都城的描述，無

不宣揚它的「拱極」地位，即使在自然地

理位置上都城明明偏於一方，比如明清

北京，但在人文理解上也照樣寫道：

「蓋其神 形勝，天府膏腴，扼四塞以

居中，處上游而馭遠，鬱鐘王氣，龍盤

鳳舞之祥，俯視侯封，棋布星羅之

勢」，有「千百國朝宗之盛」bl。在都城

的形狀格局上，也要突出皇帝的唯我

獨尊，並構成象徵宇宙的形態，這些

手段顯示了都城在禮法等級社會中的

至高性、唯一性，是增強都城在遼闊

地域、眾多人口之中的權威性、崇高性

的有力措施。這一措施在明清北京城的

平面設計上幾乎達到了盡美的程度。

在古代地理書籍的Ü述體系中，

都城毫無疑問是Ü述的總出發點，居

於王朝地理知識體系的核心，由「中

國」而全國，而四夷，這也是「五服」的

次序。另外，都城不但是政治的核

心，也是社會道德的至高點，王朝道

德當然以忠君為本，而忠君在大地域

王朝，也有地理上的特殊表述，即我

們很熟悉的「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一類。建立大一統的王朝，在觀念道

德上求得一統，十分重要。在中國的

「元典」精神中，一開始便追求能夠跨

越遙遠物質空間的道德紐帶。聖者認

為在華夏世界，「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而傳命」bm，大地域的文明容許「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bn，但同時

也更需要強有力的將家庭、社會、國

家、天下整合為一的、行之有效的社

會倫理系統。在古代社會的上層，追

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主張

「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

在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推動下，形成獨

具特色的文治倫理，使每一社會成員

無論身居何處，均感覺皇權的存在，

而這並不需要皇帝親自出馬。

皇權無所不在，是一統王朝的政

治目標之一。全國的行政區劃制度，

是在整個王朝地域保證皇權有效存在

的極其重要的手段，這是王朝地理的

重要核心內容。《禹貢》十二義雖然提

出了方案，但仍不能說是實際的解

決。正是文武周公秦皇漢武所率領的

社會實踐者，具體地完成了建立有效

的大地域社會機制、由區域對抗到天

下一統的過渡、在多樣的文化區之上

成功地覆蓋統一政治體系等關鍵性歷

史課題。這一王朝組建過程，是中國

歷史上極其重要的歷史地理過程，在

這一方面，中國與其他一些只有歷

史、沒有甚麼地域的小國，存在深刻

的差異。自此以後，中國強調一統，

全國地圖多稱「一統圖」、「混一疆理

圖」，全國志書多稱「一統志」。

五　「體國經野」之道

在中國歷史上，西周與秦有一個

共同之處：他們都是以偏僻之國奪得

「中國」的觀念在周武

王時已經出現，指的

是今嵩山洛水一帶，

周公築雒邑，就是實

現周武王的設想，建

立一個「四方入貢道

里均」的居天下之中

的城邑，也可以說是

「中國」。就起源來

說，「中國」的概念與

都城的核心性有密切

關聯。由於要具備核

心性，中國古代都城

就必須具有凌駕巨大

空間範圍的權威力

量，這是中國都城的

政治地理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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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而面對統治遼闊疆域的歷史新

課題。兩者在沒有多少前朝實踐經驗

的情況下，在設定國土管理制度這一

關鍵課題上，各自都做出了重大發

明。我們所說的王朝地理的實踐也正

是由此開始。所謂王朝地理的實踐，

就是在現實社會中建立具體的空間上

的權力層次，有效地管理國土、有效

的實現王（皇）權。關於這一套作為，

《周禮》稱作「體國經野」，屬國家管理

的總綱大計之一。《周禮》原話是「惟王

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以為民極」。

管理大地域的辦法，西周採用的

是封建制，秦國創立的是郡縣制，這

是人所共知的兩大基本形態。秦二世

而亡，漢興，仍為大地域一統王朝，

「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漢極盛矣」bo。漢承秦

制，使郡縣制走入成熟。正是由於秦漢

郡縣制的成功實踐，使先秦時代便已

醞釀的大一統思想得以鞏固和宏揚。

如果說《禹貢》樹立起王朝地理的

思想理論形態，那麼《漢書．地理志》

則記錄了王朝地理走入實踐的真實情

景。翻開《漢志》，可以看到一個現實

一統王朝以郡縣為綱的國土構成，或

者說是王朝的社會空間結構。它包括

全國土地依郡縣級別的分割方式、各

行政區域的人口數目、何處何地設有

工商衙署、重要地方的歷史沿革、名

山大川祠所位置等等。《漢志》是王朝

地理學的又一部經典之作，樹立了記

錄王朝地理的文本範例，它與《禹貢》

相互結合（《漢志》中錄有《禹貢》全

文），開闢了古代地理學術主流的先

河。後世研究王朝地理的學者都要祖

述《禹貢》，上接《漢志》，許多地理文

本的編纂也多因襲《漢志》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分割州、府、

郡、縣政區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更不是一勞便可以永逸的事情。它要

根據「天時」、「人和」的變動而隨時調

整地理，這正是人文地理的能動性、

操作性、規劃性的所在，說明地理學

絕不是一門僅僅被動記錄地上事物的

「認識世界」的學問，也是「改造世界」

的利器。在古代王朝策略中，也包含

H地理策略，如「推恩」法、「犬牙交

錯」等都屬地理手段，用以消翦諸侯勢

力、防範地方割據。所以不只是學問

家重地理，政治家、策略家也重地理

之術，講求熟練的地理上的權力運

籌。周振鶴先生曾精辟地歸納了中國

古代「體國經野」，也就是地理上權力

運籌的幾個重大問題：分封制與郡縣

制、二級政區與三級政區、行政區劃

幅員的伸縮、犬牙交錯還是山川形

便、行政區劃的等第變化、軍管型特

殊政區的設立等bp。不難看出，上列

問題都是朝廷大事，解決好此類問

題，遠不是一般人物所能做到的。唐

朝宰相李吉甫曾親自出馬主持編纂《元

和郡縣圖志》，這是一部中古時期重要

的王朝地理著作，李吉甫說得明白，

從事地理就是為佐「明王」「收地保勢勝

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用以「紐」天

下的綱紀，「制」世上的群生。

關於王朝地理實際操作的成功例

子，可以舉西漢諸侯王國封域的變

遷。漢初諸侯鼎盛時期，「內地北距山

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

數十」bq。但是到了漢末，通過削藩、

推恩等一系列割裂、削奪王國領域的

政策的實施，諸侯式微，大國不過十

餘城，小國只有三四縣。王侯衰微，

漢王朝得以鞏固。漢代對大地域政治

結構的改革，是漢代社會歷史的重要

內容，它的社會波及面亦十分廣泛，

乃是不少問題的淵源。此外，在中國

需要指出的是，分割

州、府、郡、縣政區

要根據「天時」、「人

和」的變動而隨時調

整，這說明地理學絕

不是一門僅僅被動記

錄地上事物的「認識

世界」的學問，也是

「改造世界」的利器。

在古代王朝策略中，

也包含¥地理策略，

用以消翦諸侯勢力、

防範地方割據。所以

不只是學問家重地

理，政治家、策略家

也重地理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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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需要，在疆域的重要部位，還

形成了行政區域劃分的反自然主義即

「犬牙交錯」的辦法。顧炎武說河南河

北必不以河為界，湖南湖北必不以湖

為界，「這種行政區域劃分力反自然地

理的山水格局界線，加緊山兩側，水

兩岸之間的居民聯為一體的行政措施

行之有年，的確給動盪時期企圖據險

而守裂土自治的軍政集團增添了意想

不到的麻煩」。而「原屬同一政區的居

民共同生活的經歷養成了山水兩側非

要一體不可的習慣。此種民族聚合作

用不言自明」br。

六　「國破山河在」

在傳統地理學中，的確包括對山

水宏觀格局的系統認識，但在人文地

理佔據主導地位的王朝時代，自然山

水常常被納入表述王朝疆域的話語。

名山大川的宏觀格局被看作是華夏大

地的不易骨骼、基本框架，其最高意

義是為王朝大局規定永恆分野。比如

《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但分

畫出來的區域很快成為經典的人文區

域。唐代僧一行的天下河山「兩戒」說

也是一例，它Ü述的是天下河山的布

列，而表達出來的卻是傳統的「華夷之

限」的觀念。自然地理事物含義的人文

化，是王朝地理的又一重要特點。

在王朝疆域中，名山大川的選派

定位常有政治考慮，著名的例子有秦

始皇重序名山一事。先秦時期已形成

「五嶽」、「四瀆」的概念，對於中原國

家來說，「五嶽」、「四瀆」的方位分布

比較均衡，但對於後來定都於咸陽的

秦朝來說，則「五嶽四瀆皆並在東方」

了，這種局面有損於秦朝的正統性。

為了實現「地德」的完美，秦始皇令祠

官重序名山大川的名單，增加名山的

數目，使咸陽東西各有名山數座bs，

從而達到方位的均衡。不難看出，這

f所謂均衡，只是相對於帝都咸陽而

言，是秦朝人所感到的均衡。這是人

文理解，而不是自然現象。

名山的均衡分布，標誌H王朝地

域在「普天之下」的和諧性，是天下一

統形勢的又一表述方式。在這一方面

的用心，尤以五嶽觀念的建立為最。

五嶽本是先秦時期形成的一套名山系

統，它們之間，彼此呼應，五方相

配，形成體系，構成一個超越了本身

自然屬性的禮法地理大坐標。它們在

維中國、表華夏的崇高性、穩定性

上，超越了王朝建立的任何其他區位

概念。例如《詩》云紂在位，文王受

命，政不及泰山，表示不是完美之

事。西漢武帝時，濟北王獻泰山，常

（恆）山王罪遷，「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

郡」，說明皇權鞏固。五嶽概念的形

成，是中國古代地理思想史的一件大

事，而五嶽本身則是王朝文化地理與

政治地理的重要內容bt。天子祭名山

大川，為定制。運用禮儀制度與道德

規範對政治進行有力的輔助和補充，

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大特點。兩周以

至秦漢時代，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

形成期，在王朝地理方面，完成了充

分的封建制的實踐以及由封建制向郡

縣制的深刻轉變，從而解決了對廣闊

國土進行一統性政治建設的艱巨的歷

史課題。五嶽從概念到事實的確立，

是這一政治地理過程的重要側面，它

一方面以禮儀道德的形式支持H對遼

闊國土的一統性的建設，另一方面則

向自然景觀灌注了濃厚的禮法政治含

義，使其成為獨特的描述華夏文明的

王朝地理語言。

中國的名山大川，幾

乎等於王朝的代名，

「坐江山」，就是治中

國。不過需要指出的

是，江山作為政治符

號的時候，是有特別

秩序的，所以名山大

川的確定，屬於朝

政，而並非約定俗

成。參觀一下北京地

壇的名山祀位展覽，

可知清代朝廷所序列

的「岳山」與「鎮山」都

有哪些，滿人崛起於

東北，東北的名山自

然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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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破山河在」，王朝亂了，山河

依舊，以山河為口號，向來可以振奮

華夏子弟的復興決心。中國的名山

大川，幾乎等於王朝的代名，「坐江

山」就是治中國。不過需要指出的

是，江山作為政治符號的時候，是有

特別秩序的，這些秩序在王朝地理的

文獻中有許多規定和討論。「五嶽」、

「四瀆」、「四區」、「五藏」、「九鎮」、

「山河兩戒」、「四列」、「五色土」等

等，都是古代討論過的山河土地秩

序，在王朝意識形態中，它們都曾有

受人尊崇的地位。如果亂了山河秩

序，就等於亂了天下，亂了朝綱，所

以名山大川的確定，屬於朝政，而並

非約定俗成。參觀一下北京地壇的名

山祀位展覽，可知清代朝廷所序列的

「岳山」與「鎮山」都有哪些，滿人崛起

於東北，東北的名山自然不會缺席。

清人建都北京，地處傳統中原大地

的東北部，於是有人將天下山水的

總方向朝京師靠攏，以歌頌帝都的

崇高偉大：「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

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乎建都，是為

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

也。」ck

歸納本文，「地」的問題是理解中

國古代文明的重要角度之一。自《春

秋》作，便重視地的問題，所謂「《春

秋》重地也」cl。《史記》所開闢的王朝

歷史之學，從一開始，視野便緊隨文

明的空間步伐，西至空桐之山，北過

涿鹿之野，南浮江淮，東漸於海，上

會稽，探禹穴，涉大漠，登龍堆，在

大空間之內，觀社會發展，察人文現

象。常言道：「史地不分家」。《四庫》

分類，將「地理」放在「史」部。的確，

探索中國王朝社會的問題，不可脫離

對王朝地理的研究。王朝地理，是歷

史過程，也是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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