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7

年
第2

期

舆图版本考订方法探析

———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项目整理工作的分析

□杨芬∗

　　摘要　在中国传统古文献典藏中,除了写刻印本外,还有珍贵的舆图文献.有关舆图的版本

考订,既具有与古书版本鉴定相同的特点,也具有其独特性.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
项目,以李孝聪教授指导鉴定的诸多舆图为例,从四个方面总结舆图版本考订的方法,包括避讳

线索、地名沿革线索、关联背景及相关历史档案考察.这些舆图版本考订的宝贵经验的梳理,有

益于舆图整理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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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９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中华书局签署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出版项目,开启馆藏

舆图整理的新阶段.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舆图是富有

特色的一项专藏,与馆藏古籍善本的来源相同,舆图

亦继承北京大学旧藏与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燕

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的收藏.北京大学旧藏

注重收入中国人自行编制出版的舆图,燕京大学则

侧重以外国人所制舆图为入藏重点.由此,两部分

各具特色的藏品构成了北京大学现有的舆图收藏规

模,种类齐全,中外皆备,总数达千余种.２００８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曾参与“国家清史编纂项目”,对馆

藏珍贵的清代彩绘舆图进行了一次集中整理,出版

了«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１].
这一次“舆图汇编”则是更大规模的出版项目.其收

录标准为馆藏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文古旧地图,包含历

史地理、河流水利、海防边防、道路里程、名胜古迹及

各地行政区域图等,选入六百多种,蔚为壮观.
在舆图整理过程中,我们对馆藏舆图进行了清

点核对,补充了舆图尺寸,完善编目著录信息,集中

整理了一些未编舆图,对残破舆图也作了修复.项

目特别聘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李孝聪教

授作顾问.李教授针对馆藏舆图原编记录中版本年

代较宽泛的品种,进行了专业化的考订.正如李教

授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一文中所言:“古代中国

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

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
无论造送官府,还是民间存读,大多数中国人编制的

地图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单纯专为私人收藏而

绘.[２]”“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上下对地图需求体现了

相当明确的务实性,使得中国人的地图往往没有编

制者、画师或刻工的名字,也不注记制作的年代[３].”
因此,传统舆图在版本考订上通常有较大难度,成为

舆图编目工作的难点.李先生以其丰厚的历史学、
地理学、版本学等多方面的学术素养,解决了馆藏舆

图版本考订中的一些疑难杂症,提出了很多专业的

考订意见,包括舆图版本鉴定及舆图编目工作所需

要的十分宝贵的方法.兹根据李教授鉴定馆藏舆图

的诸多实例,提炼总结舆图版本考订的要点与思路,
以期对舆图整理工作有所裨益.

１　通过避讳线索来考订

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常常会借助避讳字这一特

性,来协助鉴定那些版本信息缺乏的古籍.陈垣先

生在«史讳举例»中言:“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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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

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

焉.[４]”舆图的版本考订,亦可利用这一方法.一方

面要熟悉历代帝讳,在图中辨识讳字;另一方面可以

熟记一些包含帝王名讳之字的地名,便可在一幅图

中,较快地锁定某个地理方位,查看其是否避讳.由

于现存的主要是明清以来的古地图,特别是清代舆

图,利用这一方法,可以迅捷地找到版本分析的入手

点,从而判断其大致年代.
馆藏SB/９８１．２０９/３４５６«沿革史图:[起禹贡讫

明]»,墨绘１摺册,描绘禹贡图、春秋列国图等,至明

省府州县卫全图,共３２幅.图面原题:“大明画院进

呈本”,如果仅据此论,很容易误读为明代绘本.李

孝聪教授在考订中,发现了其中的避讳信息.首先,
在“明省府州县卫全图”中有“靖卤”二字,“卤”字乃

避“虏”字而改.满清的避讳,涉及到“虏”、“胡”、
“戎”、“蛮”、“夷狄”等汉人称呼少数民族的蔑称,一
律在避讳之列.这个线索暗示了此本不可能绘制于

明季,而当在入清以后.进而,在各图中进一步发现

了帝讳线索:“玄宗十五道图”中,图题“玄”字缺末

笔;“北魏图”中“兔玄”小字,“春秋列国图”中“弦”小
字均缺末笔,为避康熙名讳;“南宋图”中“真”字不

改,可见其不避雍正帝讳.综合以上多个避讳线索,
鉴定此图为清康熙间(１６６２－１７２２)摹绘的明代画院

进呈沿革图.
馆藏SB/９８１．２/１１４７«天下地舆全图»,刻本,线

装８册,包含直隶、盛京、江南、江西、福建等１９省分

图数百幅.然而书中不见版刻信息,如何辨析版本

年.李教授首先紧扣“直隶舆图”,在第二幅图中,找
到了“清东陵”.图中遵化境内仅标绘清顺治帝之

“孝陵”与清康熙帝之“景陵”.这个线索暗示了此本

很可能刻于雍正时期.进而,通过查找雍正讳字来

佐证.在“直隶舆图”第一幅中,方框内标注有“正
定”———河北“正定”,清雍正以前为“真定”,雍正元

年因避讳世宗皇帝胤禛名讳,改为“正定”;另在“江
南舆图”中,多处标有“仪徵界”———“仪徵”本为江苏

“仪真”,亦为避胤禛之讳,改名“仪徵”.故此本应刊

刻于清雍正间(１７２３－１７３５).
馆藏SB/９８１．２/４６１１«大明天下一统图»,图中

左上角刻有“大明天下一统共计一百八十一府二百

五十八州一千三百三十六县”,我馆原编著录为明刻

本“大明天下一统图”.然而仔细辨识,全图中“宁”

字均缺末笔.如“西宁府”、“宁夏府”、“宁武府”、“江
宁府”、“宁海”、“永宁州”、“宁州”等.“宁”字缺末笔

避道光帝讳,预示了此图的版本年上限.另图左侧

有小字镌“傅恒万画店”.经李教授鉴定,综合整体

版印状况,修订为清道光元年至咸丰四年(１８２１－
１８５４)傅恒万画店镌版,并修订题名为“大清直省舆

图”.另见馆藏SB/９８１．２/３４７４«清朝舆地全图»,为
清道光间(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彩绘本.在２１幅手绘设色

图中,“宁”均改写为“甯”,如江苏图中“江甯府”、安
徽图中“甯国府”,江西图中“武甯”、“义甯”,福建图

中“建甯府”,河南图中“永甯”,山东图中“济甯”、“甯
阳”,四川图中“保甯府”、“甯远府”,甘肃图中“甯夏

府”等.这是“宁”字避讳的另一种常见现象.
可见,上述诸例利用避讳线索,找到了鉴定舆图

版本年代的依据.当然,利用讳字鉴定版本,还必须

对避讳字辩证对待,避免盲从.正如李致忠先生所

言:“古书版本鉴定,历来忌讳单凭孤证.即使是讳

字很准确,也还要从其他方面加以验证.非得几方

面证据俱合,才能最后肯定[５].”

２　通过地名沿革来考订

李致忠先生在其«古书版本学概论»中,专门用

一节论述“依据地理沿革鉴定版本”.他举出通过古

书中的题记、牌记中的地名变迁,以及正文中出现的

地名,乃至一些更小的地名,如宫殿名、门名的原委

等,来获得版本鉴定的信息[６].舆图作为反映历史

地理文化的产物,在其版本考订中,“地名”信息显然

是重要的分析点.通过考证地理沿革和地名变迁背

景,可以较准确地把握地图绘制的年代.由于中国

的历史源远流长,疆域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连绵,使
中国历史地理的沿革极为复杂.这方面的知识需不

断地学习积累,才可在版本鉴定上更好地运用.另

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工具书.如李孝聪教授在针

对清代舆图地名沿革的考证中,推荐使用牛平汉主

编的«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一书.此书反映有清一代

地方政区沿革,凡三级以上政权机构的建置、裁并、
徙治、异名、归属均予收录[７].

馆藏SB/９８１．２/４３２７«大清皇舆全图»,１摺册含

２４幅,原编目著录为清刻本,具体年代不详.在李

教授的审定中,他分析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点:其一,
“直隸全图”中标有“望都县”,望都县属河北保定府,
考“乾隆十一年十月庚午(１７４７．１１．２０)改庆都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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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望都县[８].”故此图反映的当是乾隆十一年之后;
其二,“江西全图”中标有“宁都州”.此地“原为宁都

县,属赣州府.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三日(１７５４．６．
３)升为直隶州.领县二[９].”“至清末,宁都直隶州领

县二:瑞金、石城[１０].”这亦证明了是在乾隆年间升

州之后的状况;其三,“陕西全图”中右下角小字标有

“兴安州”,“四川全图”中右上角亦有“兴安州界”标
志.“清初承明制,称兴安直隶州,属陕西省.”“乾隆

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 (１７８２．１０．１７)升直隶州为

府[１１].”而此图中“兴安州”尚未升府,故其年代可截

至乾隆四十七年前.进一步,在“山西全图”中间靠

下方的位置,即山西省南部垣曲县、翼城县、阳城县、
沁水县交界处,发现有“歷山”二字标记.如陈垣先

生在«史讳举例»中所言:“高宗弘曆,以‘宏歷’字

代[１２].”“歷”字为乾隆朝讳字显示,且查图内“真”字
或改或不改,并不严谨.由此,通过地名与避讳线索

的相互印证,基本确定了该地图集为清乾隆时期

(１７４７－１７８１)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摹刻而成.
馆藏SB/９８２．２２/４２８６«朝鲜全图»,木刻墨印着

色本１卷轴,全幅纵７５、橫２０９厘米,为十分难得的

朝鲜刻本.然而图面无版刻年代标记,版本较难考

证.李教授指出了图中“长宁”与“宁古塔”两个信息

点.考长宁———“雍正四年十二月戊寅(１７２７．１．１２)
于白都讷地(今吉林扶馀)置长宁县[１３]”,“乾隆元年

七月初 五 日 (１７３６．８．１１)裁 长 宁 县[１４].”考 宁 古

塔———“顺治十年(１６５３)置宁古塔昂邦章京.康熙

元年(１６６２)改置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乾隆二十二

年八月 丁 卯 (１７５７．９．２０)改 名 镇 守 吉 林 等 处 将

军[１５].”据此,则图中“长宁”未裁,“宁古塔”仍标,故
定为清前期(１６４４－１７３５)刻本.

馆藏SB/９８１．２/１１７６«天下舆图»,木刻墨印着

色本１摺册,包含盛京、直隶、江南、江西、浙江等１８
幅图.李教授在考订中,首先关注其中的“四川省

图”,从中可见方框符标记出现“绥定府”.“绥定”本
为“达州”,“清初袭明制,称达州,属夔州府.嘉庆六

年十一月己亥(１８０１．１２．３１)升达州直隶州为府,改
名绥定.[１６]”这一地名变迁线索,暗示了版本年代的

印记.进而再查看各图中“宁”字皆不避.由此,此
图的版刻年代基本可限定在清嘉庆中后期,即嘉庆

六年后至道光前(１８０２－１８２０).
馆藏 X/９８１．２/３２６２«五十万分一冀辽热沿边

图»为测量处编制彩印本,包含锦州、承德、永平、宣

化、北京,共５幅图.但其确切印制年代并无显示.
李教授提出了考订线索,其一为直隶省朝阳府,“光
绪二十九年四月甲午(１９０３．５．６)升朝阳县为朝阳

府[１７]”,在此图中已见标注.其二,承德府隆化县,
“宣统元年十二月(１９１０．１．２８)于唐三营地置隆化县

来属[１８].”此图中未见.通过这两个地名沿革的时

间点便可推知其版本年代的上下限,将此本定为清

光绪末年(１９０３－１９０８)印制.

３　通过考察背景来考订

通过地名沿革和避讳线索,能够细致敏感地抓

住版本分析点,可谓由“点”深入的考订方法.另一

方面,若能由“点”及“面”,延涉到地图背后相关联的

背景考察,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地图绘制的目的及用

途等,也可判断其版本年.以下例举三个方面的背

景考察:一为舆图编纂历史相关背景考察,二为专题

地图关联背景考察,三为发散性关联背景考察.由

此可见舆图种类的复杂性及图内所含信息的丰富

性,使研究者在版本考订中,需要积累较丰富的知

识,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３．１　舆图编纂历史相关背景考察

清代三次编纂«一统志»,历康熙、雍正、乾隆、嘉
庆、道光五朝,前后１５０多年,撰成康熙«大清一统

志»、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

志»三部巨著[１９].康熙朝初修«大清一统志»,形成

定议后,程序是: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逐级谕令

修志,并颁布«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款式,依照纂

修;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
逐级汇纂,最终修成«大清一统志».[２０]”可见,一统

志的编修直接推动各地方志的编写,方志中自然包

含舆图.馆藏 NC/３０７８．５/４４４７«云南临安府全图»
彩绘本,１摺册,包含十景图及诸夷图等.前有“临
安府图说”,其末处可见“康熙二十二年重修城隍”之
语,李孝聪老师据此推知“该图册为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开馆编修«大清一统志»,命各省将阨塞山川、
城池道路、风土人物画成地图时,由云南临安府李桧

绘制.”故其版本年定为清康熙年间(１６８５－１６８７).
同样另一部彩绘本«肇庆府属州县图说»,典藏号

NC/３０７８．２/３００７,图中墨书:“本朝順治柒年於貳門

各建城樓,康熙四年修築城垣”等,各图均仅绘

制图形而无文字注记,李孝聪老师案:“因图内尚存

空白,推测该图册为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开馆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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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一统志»谕各省呈送舆图时期,广东省肇庆府

绘制的府属州县图稿.”
«钦定大清会典»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

籍,它分典、例、图三部分,其中«清会典图»是对坛

庙、銮舆、仪仗、武备、天文、舆地的形象说明.光绪

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 ),清政府第五次纂修«会典»,十五

年令各省重新测绘舆图,限期呈交会典馆.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

等中就有大量的相关史料[２１].见于«扎北藩司等筹

议开办舆图局附单»(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六日)载:
“本馆现办会典舆图.今将图式、附图说式刊刻

颁发,行文贵省,遵照奏定限期于一年内,测绘省图、
府、直隶厅州图、厅、州、县图各一分,附以图说,解送

到馆.图内开方,省图,每方百里.府、直隶厅、州
图,每方五十里.厅、州、县图,每方十里.疆界袤广

不齐,方数不必拘定格式.大小必须遵照颁出图式,
以期画一[２２]”馆藏SB/９８１．２５/０８４６«库普苏固

勒淖尔乌梁海图»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为

墨绘设色１幅,旁有粘纸附说,其中墨书“库普苏勒

淖尔乌梁海总管奇什克济尔噶勒为谨将所属南北四

佐领游牧形势绘具舆图,事案奉颁发‘钦定各省图

式’,各以百里开方,其各省疆域袤延不同,勿论方数

多寡,图幅大小,均准此式”李孝聪老师案:“该
图系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会典馆画图处主持各地测绘

会典舆图时,奇什克济尔噶勒总管按钦定各省图式

以百里开方,将其所属南北四佐领游牧形势绘图.”
由此可见,这类地图的版本鉴定关联于清代历

史文献编纂的大背景.因此,在舆图整理工作中,需
掌握一定的史学知识,了解中国古代地图的编纂历

史,以及地图纂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此,才
可能敏感地辨识出各类地图为某特定历史时期的产

物,理解其绘制目的、绘制方法等,更准确地判断其

版本年代及版本价值.

３．２　专题地图关联背景考察

除了直接关联古代舆图编纂历史的文献背景

外,古地图中还有各类专题地图,每个专题牵涉到相

关的专题背景,如地质、水利、邮电、交通等,在整理

这类地图时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其专题背景.
如馆藏X/９８１．３４８/２５０４«畿辅六大河图»,为木

刻墨印１幅,图之右下方及正下方附图说,评述各河

源流发展状况,六大河分別为:子牙河、永定河、南运

河、北运河、清河、滦河.关于此图的制印年代鉴定,

需要关联到“黄河改道”的大背景来分析.“清道光

朝以后,黄河河患日益严重.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

断淤高,导致黄河从江苏淮安黄运交汇处的清口以

下不断决口、泛滥、改道.进而使得黄河下游沿岸地

区的地势整体淤高.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由于长

期淤积,黄河自开封兰阳县铜瓦厢决口北流,漫经

豫、鲁两省各州县,至山东张秋镇穿运,夺大清河至

利津县入渤海,从而改变了几百年来黄河南流夺淮

入海的局面[２３]”与此黄河改道背景相对应,馆藏此

图反映的正是其后的状况.李教授案:“自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北流后,冲毁运道,迁改水

系,疲病畿辅,故编制此图以重新描绘畿辅河流水

系,考其源尾.”故定此图刻印年代为清后期,即咸丰

五年后(１８５６至１９０９年).
馆藏NC/３０７８/３４３１«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安徽五

省南北两岸长江全图»,墨绘设色本１摺册,图中自

江苏通州起,由东向西上溯,至湖北荆州止,将江苏、
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五省范围内长江流经地域详

细描绘.此图的版本审定需放置于清代长江水师的

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直至咸丰年间,清政府并没有

在长江上组建建制统一、指挥体系贯通的军事单位,
长江江面上的巡逻、缉私等任务依然由沿江各省绿

营分割,各自为政,事权不一.太平天国革命爆发

后,长江流域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鏖战的战区.
同治元年(１８６１)二月,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

上折奏请组建长江水师[２４].”并最终得到清政府的

批准.同治三年至四年,曾国藩会同当时沿江省份

的督抚大员,商讨制定了长江水师各项事宜和有关

营制.此图中绘有“安庆副将营”、“金陵参将营”、
“巴河游击营”等字样,皆是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十二月

曾国藩议定之长江水师营制.故此图的绘制即在此

后的同治年间(１８６５－１８７４).

３．３　发散性关联背景考察

上述两个方面,相对而言,是针对舆图表现内容

本身的分析,属于直接关联的背景考察.此外,在一

幅图中,它所包含的各类信息点也可能展开“发散

性”的关联背景,并可能通过一个侧面的线索,找到

对此图版本年代的推证.如馆藏 X/９８１．２７３４９/

１３３８«北运河全图»,墨绘本一纸,稍有残破,图中墨

笔描绘北运河全程从顺义起,经通县、香河,直至天

津,沿途标绘各个集镇和村庄.图中粘贴两个白纸

浮签,记录水涨信息.而此图的特点,还在于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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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标识.李教授在审定版本中,正是利用了铁

路建设的时间点来推断.在图中“通县”旁,墨绘有

铁路标识.考“通县支线原名通州支线,位于北京

东.自京山线东便门站的２．２１４公里处分岔后,向
东出城过护城河,沿通惠河南行,经双桥,过宝通寺

而至京畿门户、漕运重镇通州城外东南角的运河西

岸,全长２１．９４５公里.该线于１９０１年开工,当
年建成通车[２５].”这个微小之处的铁路信息非常有

价值,为此图的版本审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李教

授案曰:“京师至通州的铁路于１９０１年通车,图中已

经标出.此本大致绘写于光绪末至宣统年间(１９０２
－１９１０).”

同样,如馆藏 X/９８１．２/４３０６«大清帝国暗射地

图»,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彩印本,然而图中缺少出版

年份信息.“暗射地图”为教学地图,以符号标记,不
注文字.图例中除府县州、疆界及河流等各类符号

说明外,还区分了“铁道未成”与“铁道已成”两种不

同记号.后二者正可以为此图的印制年代考订提供

依据.从图中分析,位于河北、河南、湖北三省中部

的“京汉铁路”标为“已成铁道”,从石家庄到太原的

“正太铁路”标为“未成铁道”.考京汉铁路,至１８９８
年底,从南北两端同时开工,“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
黄河铁路大桥落成.翌年４月１日,全线工程竣工,
正式通车.[２６]”正太铁路就是现在的石太铁路,以原

起点河北正定而得名.１９０４年动工兴建,“１９０７年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正太铁路建成通车[２７]”.由

此,将这两条铁路竣工通车的时间点进行分析核算,
正好可以推出此图的制印年代即是在清光绪三十二

年(１９０６年).
如上所示,一为描写河流城镇之图、一为中国地

理总图,都利用了铁道标记信息点,展开铁路工程建

设背景的考察.通过查证铁路修建时间,旁敲侧击,
完成了舆图版本年代的考订.可见,舆图的版本考

订,需要有全方位的视角,发现图中有价值的信息,
延伸发散性关联背景推证,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

收获.

４　通过查阅档案来考订

李孝聪老师在«黄淮运的河工舆图及其科学价

值»一文中曾谈到:“既要把古代绘制的舆图当作史

料的一种,与文字史料对照来利用;又要将古地图

所表达的内容看作某一历史阶段的制度、人物及事

件产生的结果在空间上的反映.[２８]”因此,在舆图研

究中,同时应“注意与文字史料的结合并重,一定要

能够结合清代档案来阅读研究,单凭阅览舆图本身

来研究是不够的.[２９]”在舆图整理工作中,虽然未必

对舆图内容进行专业化研究,但若能调阅相关的重

要档案,亦能在版本审定上起到关键作用.
馆藏SB/９８１．２４３/６４５６«喀姓接界玛延河东形

势图»,为彩绘本１幅,此图绘玛延河(俗称蚂蚁河)
以东至呼尔哈河(今牡丹江)之间及松花江北岸地

形.图左下角为三姓城(清康熙三年设,即今依兰).
原编目据此将版本年著录为清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
至１９１１年之间.李教授在审定过程中,通过翻检清

代历史档案,考订了更确切的绘制时间.查«清德宗

景皇帝实录»卷九十七,光绪五年己卯六月下载:“吉
林将军铭安等奏.会查阿勒楚喀所属玛延河两岸荒

地.鳑头泡一带接连贡山.未便开垦.从之.戊

辰[３０].”参证此段史料所载,进一步与图中所绘内容

相核,可见出彼此的关联.由此,此图年代可考为清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又如针对馆藏 SB/９８１．２４１/７７３７«凤凰边门边

栅里数图»的版本考订,李教授亦查找出另一份重要

的历史档案.据«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五六,道
光二十八年戊申六月载:“壬戌.谕内阁.奕兴等

奏.遵照部议会同覆勘凤凰城边栅界址绘图呈览.
并拟办情形一折.盛京凤凰城边界.节经查办.因

册载里数不符.致有牵混.现经该将军等再行亲

勘.查明四山形势.并垦荒甸地实数.拟于光土山

西坡下.左右斜向取直为边.设立封堆.定为界

址.著即照议办理[３１].”此段档案,关于凤凰边门边

栅里数图的绘制目的、绘制用途,及向朝廷呈送的背

景,都记录明晰.故将此图定为清道光二十八年

(１８４８)彩绘本.
由此可见,古代舆图很可能关联于各个历史时

期的政令,是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政令下绘制、呈送

的.舆图整理工作者若具备较广博的文献学视野,
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相关历史文献,精
准地找到关联的档案资料,将会更清晰地了解舆图

产生的背景,一些疑难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５　结语

前文通过大量舆图鉴定实例,从四个角度总结

了舆图版本考订的方法.当然,在实际整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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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综合利用各方面的线索,对舆图版本进行全

方位的分析与研究.诚如前人总结的八个字———
“眼别真赝,心识古今”,表明版本考订既要有丰富的

识别经验,又要有渊博的古今学识.针对古书版本

考订,历来版本学家已经给出了较多建设性的方法

总结.而舆图的版本考订,既具有与古书版本鉴定

相同的特点,也具有其独特性.这类工作需要在大

量接触实物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同时也需

要不断学习,以增长综合知识.特别是各类专题地

图涉及各种学科,要求整理、研究者具备更加广泛的

学科知识.
李孝聪教授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中曾言:

“地图作为一种图形与符号语言,深刻地反映着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水平

与人类的生活空间,同时也表现着经过人类塑造的

社会人文景观.作为文化思维的产物:用图形和符

号编绘的地图,不像只以文字记述的书,不仅表达作

者的思想意图,而且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空间的感知

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３２]”古地图具有文字史料

所不可替代的价值,特别进入２１世纪“读图时代”,
图像和影像逐渐成为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对
古地图的研究愈来愈得到重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与现实意义.因此,作为古地图收藏机构的图书

馆也应当更好地完善舆图整理,对馆藏舆图进行全

面揭示,以利各类研究的推进.此次北京大学馆藏

舆图项目承蒙李孝聪教授悉心指导,大量舆图的版

本得到了重新鉴定,修正了过去的讹误,完善了舆图

编目著录.我们将学习李先生所传授的考订方法与

研究精神,继续推进馆藏舆图及各类古文献的整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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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清实录»第５３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二)»[M]．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４５１．

３１　«清实录»第３９册«宣宗成皇帝实录(七)»[M]．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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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

(转第２５页)

４１１

舆图版本考订方法探析/杨芬
AnExplorationontheVersionVerifyingoftheChineseAncientMaps/YangF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