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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叶山 
 
更大的世界，更好的我。 
 
我是叶山，目前在美国从事有关地球科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的科研，在地理信息方面，擅长空间

分析和各种地图的设计和制作。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书是《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是一本

和地图有关的科普畅销读物，它以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结合世界历史的脉络，来回顾从古到

今地图制作的发展历程；它也由地图作为切入点，探索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区域文化特征是如何

影响人们对空间的思考方式，以及人们是如何通过地图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世界的。当我们走进

地理大数据时代，当我们手中的电子地图越来越精美、界面越来越个性化的时候，这本书让我

们稍稍驻足，回头看看，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图，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同时

也向前展望，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地图这种信息载体究竟将会何去何从。 
 
在这里我先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当年我读本科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修了一些地

图制图课的学分。后来我到了密歇根大学，可以申请让学校承认一些在之前学校的学分。结果

，我那些制图课的学分，最后在密歇根被算成了艺术课的学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同学，

大家都笑了，有的学艺术的同学表示，地图明明是工具，哪里是艺术。有的学工程类专业的同

学则表示，和他们的工程制图相比，地图的确只能算是艺术。这其实就是一个被很多人讨论过

的话题，地图到底是属于一种信息载体、一种交流工具呢，还是属于一种艺术品？万物皆有源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了解一下地图的发展史，以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起

过的作用，看看历史上人们最初为什么要画地图，都是怎样制作地图的，又拿地图干了些什么

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地图发展历史的根源上寻找线索，来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十

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地图及其发展历史的途径。 
 
通过书里详细讲解的十二幅地图，以及提到但没有详细介绍的几十幅其它的经典地图，我们能

了解到，地图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把山河路桥用线段和几何图案画在纸上。地图的制作能走到今

天这样高的水准，有无数的前人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有大量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等渊源

，塑造了我们现在制作地图的方式，有多少次偶然的灵光一现，让地图的制作方式有了飞跃。

一部画在地图上的世界史，也是一部人类探索、认识、感知和表达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发现史。

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了解，去回顾，去思考，因为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多元而又复杂

的时代，也许下一次地图制作技术或理念上的飞跃正在悄然靠近我们。因此，我想向大家推荐

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当然是地图本身的发展历史，以及地图是怎样体现人类

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的。而第二个要点，也是这本书我认为最重要的亮点，是讨论人类对

自然世界和周围空间的认知和表达是如何体现在地图上的。 
 
我先来谈一下第一个要点，也就是地图本身的发展历史，以及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 
 
地图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在这本书的引言部分，作者提到

了一幅在伊拉克两河流域出土、画在泥板上的公元前6世纪的古地图，上面用简单的几何图形

，勾勒出了当时亚述人对他们已知世界的认识。这幅目前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当

它在19世纪被发现之时，却一度被考古学家们忽略。这当中当然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地图上的

文字在当时还没有被破译，但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所用的圆形和三角形等几何图形太



过于简单和抽象，以至于考古学家一度没有意识到它竟然是一幅地图。而在这幅世界地图之前

，还有一些更早的局部区域的地图被发现，那它们就画得更为抽象了。由此可见，在人类文明

历史的早期，地图是非常简陋的。 
 
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回到那个年代，文明才刚刚起步，绘制地图，特别是像世界地图这种目

标区域的面积很大的地图，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而完成这样的地图，是一项很不容易的创举。

就像书中作者所说，由于比例尺的关系，世界地图从来就不是用来导航的。那么在资源匮乏的

遥远古代，人们能够想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绘制出一幅反映整个世界的地图，这本身就是一

件创举。我们想一想，在古代，人们绘制一幅世界地图，能依靠的究竟是什么？作者总结得很

好，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星空，通过当时同样在蓬勃发展的天文学，以天象和天体来确定方位

和距离。另外一个就是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人类，作为个体，生活在地球上，那是何等的渺小。在古代，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

方式，可以一窥地球的全貌。不单是古代人画地图要靠想象力，在中世纪，在近代，在人造卫

星升空以前，在遥感技术出现以前，人们画地图，或多或少都要依靠想象力。 
 
就比如那幅公元前6世纪的古地图，在靠近地图中心区域巴比伦的地方，画得是不厌其详，河

流、山脉、聚落、国土、省份都被一一画在了地图上。然而，当所绘区域逐渐远离巴比伦的时

候，地图的详细程度就开始持续下降，到最后就变成了寥寥几笔。等地图超出了美索不达米亚

的范围，到了图上最外围的区域，具体的河流、山脉、城镇都踪迹全无，只有被标注为所谓

“盐海”的辽阔海域，以及一些各种来自异域的动物的名称，这些标注表明。当时生活在巴比伦

一带的地图作者，对超出美索不达米亚以外的区域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模

棱两可的印象。于是，他便采取了利用“盐海”和珍奇异兽来标注外围世界的模糊处理的方式。 
 
在这本书正文中详细讨论的第一幅地图，《托勒密世界地图》上，这样的处理方式体现得更明

显。我们知道，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从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帝国

里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因此它继承了很多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西方人所获取的地理知识。后来

托勒密王朝被罗马吞并，罗马人也因此继承了这些地理知识。于是，当出生于埃及的罗马天文

学家劳迪乌斯·托勒密绘制这幅《托勒密世界地图》的时候，这些地理知识就全部被囊括在了

这幅地图里。比如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曾一度打到过印度河流域，因此印度也就出现在了托勒

密的世界地图上。但比印度更远的远东，地图的处理方式就开始云雾迷蒙、模糊不堪了。同样

的事情发生在当时人类未曾涉足的北亚，以及非洲南部。在这幅地图上，非洲南部被极度扭曲

，然后同印度以东的马来半岛连成了一片，让印度洋变成了一个巨大而诡异的内陆海。这些当

然都来自于托勒密的想象。 
 
其实这种现实和想象结合的方式，在古人学习或谈论地理的时候，是司空见惯的。比如熟知西

方历史的人应该听说过，在古代，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直布罗陀巨岩和北非休达山峰，被古希

腊、古罗马、腓尼基以及伊特鲁尼亚等民族称为海格力斯之柱。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这

几个民族生活在风平浪静的地中海沿岸，地中海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后花园，早就被他们探索

得了如指掌了。哪里有岛屿、哪里有半岛，他们都一清二楚。可是，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就进

入了大西洋。大西洋那可是浩瀚无垠，经常是巨浪滔天，这些古代的民族没有能力、没有精

力、也没有动机去探索那样辽阔的水域。所以，他们就把直布罗陀海峡入口处的南北两座高耸

的山峰和巨岩，称为海格力斯之柱，也就是神话传说中世界的尽头。对他们来说，已知世界到

直布罗陀海峡为止，海峡以西，便是未知的世界，就如同巴比伦世界地图上所标注的“盐海”一
样。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的古代，绘制世界地图也有类似的手段。中国古代有很多地图比较写意，和山水画类似

，看见什么画什么，但也有一些制作理念和方法比较先进的地图，最典型的，可数晋朝地理学

家裴秀编绘的《禹贡地域图》。这部《禹贡地域图》实际上是一本历史地图集，记录了从传说

中的大禹时代，到西晋初年，历朝历代的疆域及郡县的变迁，以及江河湖海的分布等内容。不

得不说的是，这部地图集的绘制方式在当时已经是无出其右了，裴秀提出了制图六体，也就是

绘制地图的六大要素，包括比例尺、方位、高程等等，到现在看来也是地图制作不可或缺的要

素。虽然很遗憾，《禹贡地域图》本身已经在历史中散佚了，我们无法一睹它的真容，但幸运

的是，后世有很多人根据裴秀的这部图集以及他提出的制图六体，作出了新的地图，通过它们

，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绘图的一些细节。从这些中国古代制作的地图上，我们仍然能

看到和巴比伦以及托勒密世界地图相似的处理方式，即对未知区域充满想象力的模糊处理。 
 
比如宋朝人编纂的《华夷图》就是中国古代地图里的上乘之作。这幅地图的核心区域，比如中

原、关中、四川和江南，各个城市州县的方位，河流湖泊的走向轮廓，都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地

图相差无几。可是在地图的外围地区，也就是宋朝的势力范围未曾达到的区域，比如青藏高

原、云南、朝鲜半岛、印度、西域、岭南的部分地区等，就有天壤之别了。这些区域，所标注

的城镇数量稀少不说，河流山川的走势也和现实情况不相吻合，很明显，宋朝人画图时，基于

前朝的记载，发挥了充分的想象。 
 
我们回到这本书。前面说到了托勒密的地图，那是古典时期的佳作。历史向前发展。罗马帝国

分裂、衰亡之后，欧洲进入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很多人之所以说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其

中一大原因就是当时的西欧，宗教的教权和世俗君权之间紧张对立，让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

宗教在各个方面掌控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特别是中世纪后期教廷的腐败统治，让欧洲一度陷

入了哀鸿遍野的境地。当然了，最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倾向于为中世纪翻案，这里我们且按

下不表，但是宗教对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而

这样的影响就体现在中世纪的地图制作里。 
 
这本书里提到的第三幅地图，就是一幅久负盛名的中世纪地图，即赫里福德于13世纪后期绘

制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它因身处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处的一

座偏僻小镇里，长时间远离尘嚣，从而得以保存完好，而且因为它是中世纪世界地图的集大成

者。从它身上，我们能一瞥两种中世纪经典世界地图的影子，即T-O地图和带状地图，其中

T-O地图对赫里福德地图的影响比较明显。 
 
无论是T-O地图也好，还是带状地图也好，它们都有非常明显的宗教元素。实际上，与其说

T-O地图是一幅世界地图，不如说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宗教符号。因为它就是完全为宗教服务

的。这种地图把世界完全地归纳为简单的几何图案：外围是圆环形状的海洋，中间为圆形的陆

地，而陆地又被T字形的水域分割为三块，分别对应当时已知的三大洲，以及《圣经》里诺亚

的三个儿子：欧洲是雅弗，亚洲是闪，非洲是含。这种极简风格的抽象世界地图，在其准确度

上，甚至远远不如之前的托勒密地图。然而，这种地图在中世纪却大行其道，出现在各种各样

的著作之中，这只是因为它符合《圣经》的内容，符合宗教的教义。这类地图，把中世纪教会

对知识的垄断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和T-O地图不同的是，带状地图更多地加入了科学、天文、自然地理、甚至哲学等元素。如

果说T-O地图是中世纪教会对世界地理简单粗暴的一个总结归纳，那么带状地图就是教会中掌

握知识和智慧的教父们，进行的神学和科学的思考和探索。比如这本书里举了一个小例子：当

时有一些带状地图里提到，在地球南部还有未知的种族。于是研究神学的教父们就陷入了困扰

，这些南方未知的种族，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圣经》里没有提到他们



呢？由此可见，带状地图常常反映出，当时神学界权威们的一些纠结和思考，在所谓黑暗的漫

长中世纪里，保留了思想上的一点星星之火。 
 
而赫里福德的这幅诞生于中世纪后期的《世界地图》，将T-O地图和带状地图合二为一，无疑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将基于《圣经》的传统基督教的世界观和现实中的自然地理进行了

融合，也让《圣经》中的地点和现实中的地点进行了对应。它包含的有趣细节不胜枚举，包括

各地的风土特产，飞禽走兽，包括当时已知的各地的科学测量数据，以及《圣经》中的重大事

件的地点，《圣经》对地理的各种解读，甚至对基督教审判日的预测，都一一标注在了地图

上。特别是，它还特别显眼地标出了基督教世界的几座圣城，让“朝圣”这种概念首次出现在了

一幅世界地图上。因此我们才说，这幅地图是中世纪世界地图的集大成者，它把世俗和宗教这

两套互相关联、但又相互对立的系统进行了求同存异的综合整理。通过理清它的各种细节，我

们能窥见中世纪时期的各种纠结、对立、传统、权威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接下来就到了文艺复兴、大航海以及宗教改革的时代，西方历史进入了近现代的门槛，世界历

史也逐渐归为一个整体。这本书的作者本来就是研究文艺复兴这段历史的学者，因此接下来他

用了好几章的篇幅来分析这一时期的地图制作。而这一时期的地图发展也有自己的特色。在这

之后进行的地理大发现，让人类对地理、测量、海洋、星空、方位等知识的掌握，达到了空前

的水平，而这也体现在了世界地图上。河流、湖泊、山脉、海岸线的轮廓变得更加精准，像欧

洲（特别是地中海）的轮廓，已经和我们今天的世界地图几乎一致了。而更大的变化则是和地

图的用途有关。如果说中世纪的地图是为宗教服务，那这一时期的地图就开始转向为政治服务

，而这一功能在此后的历史里，被持续地发扬光大，并持续至今。 
 
比如，书中提到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首次将美洲作为地名标注在了地图上，因此这幅图被誉

为“美洲的出生证明”。这之所以是一个创举，不仅是因为它打破了自古典时代以来，世界地图

上绘制亚非欧三大洲的传统，更是因为它牵扯到了地理大发现中，新发现土地的命名权问题，

而命名权的背后，则是当时世界各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竞争和对决。同时，

随着活字印刷及其它新型印刷技术在欧洲的普及，地图可以被大规模地翻印，因此地图也成为

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宣传工具，从而带有了宣传国家主张、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等新功能。因此

，通过这些近代以来不同年代的世界地图，我们能够看出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群雄逐鹿，实

力此消彼长的过程。 
 
例如，绘制于1529年的第奥古·里贝罗的《世界地图》，就反应了当时新兴帝国之间的纷争。

早在1494年，当时的两大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之中，对世界进

行了瓜分。这个条约中，两国商议出了一条线，也就是佛得角群岛以西三百七十里格的一条南

北走向的直线，把世界一分为二。线的东边属于葡萄牙，线的西边属于西班牙。可是随着新发

现的土地越来越多，这条线的争议也越来越大，因为它划过了许多原来人们以为是大海，但实

际上却是陆地的区域。同时，这条线只划定了两国在大西洋一侧的分界，而在地球的另一面，

两国的势力范围该如何划分，也并无定论。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地图制作者，就开始各

显神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设计新地图，使得自己国家在地图上获得尽量多的利益。比如

，他们通过地图投影来做文章，利用把三维的地球表面转换到二位的纸面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

扭曲和误差，来寻找改变国境线的理由，以扩大自己国家的面积。这也许就是最初的地图开

疆。 
 
而第奥古·里贝罗的这幅世界地图，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通过地图来开辟疆域的一个缩

影。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于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的控制权有争议，两国决定在西班牙的萨拉

戈萨举行会谈，签订条约来解决这个争端。此时，西班牙人里贝罗得到了登台表演的机会。里



贝罗擅长绘制地图，他通过他高超的绘图技术、渊博的地理知识以及对此前条约中条款咬文嚼

字的能力，利用地球的曲率将摩鹿加群岛完全画进了西班牙所掌控的西半球范围内。最终，葡

萄牙不得不在《萨拉戈萨条约》里放弃了摩鹿加群岛。到后来人们才发现，里贝罗利用地球曲

率，在画图的时候压缩了太平洋的宽度，这才强行让原本应该属于葡萄牙的摩鹿加群岛，进入

了西班牙的囊中。后来有很多人都为里贝罗高超的忽悠技术所叹服，这也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

次成功的地图开疆。 
 
说到地图的历史，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那就是麦卡托。这本书里用了单独的一章来讲麦卡托

的传奇故事，包括他是如何遭受宗教迫害入狱、差点被处决，而后因祸得福，成为了伟大的制

图专家的故事。这一章写得非常有意思，包括还提到了那种“没有严酷的北、没有沉没的西”的
很浪漫的爱心形投影地图，等等。麦卡托发明的麦卡托正交等角圆柱投影法，让我们可以把三

维的地图画到任何一片二维的长方形上。这不得不说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颠覆了自托勒密时

代以来形成的制图传统。麦卡托投影的地图，其声誉在历史上可谓是一波三折。期初，它不被

认可，被视为鸡肋，但后来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麦卡托的投影都十分流行，尤其是在绘

制画有各种国境线的政治地图的时候。然而到了最近二十年，对麦卡托投影的诟病却越来越

多。这其实也牵扯到世界总体形势的变化。 
 
麦卡托投影的特点是，保留了大陆轮廓的形状，但却扭曲了每块陆地的面积。在纬度较高的地

区，地图上的比例尺被严重改变，使得同样面积的区域，显得更大。在这种地图上，格陵兰岛

和非洲看起来一样大，而实际上，格陵兰岛的面积不足非洲面积的十分之一。在最初的时候，

人们并不认可这种地图，导致在麦卡托去世之前，他的地图销量都很低。这是因为，在麦卡托

所处的16世纪，人们绘制世界地图的一大主要目的是用来航海。麦卡托的地图在高纬度地区

扭曲过大，不适于在海上航行里用于导航，因此它一度门庭冷落。 
 
不过到了后来，麦卡托投影却变得炙手可热。它的登峰造极发生在冷战前期。由于高纬度地区

的面积会被放大，苏联的版图在麦卡托投影的地图中变得无比巨大。正因为如此，冷战期间的

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很喜欢用麦卡托投影来制作地图。苏联人当然是为了国家的自豪感，而美国

人则是有小算盘：让巨大无比的苏联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样在国会里讨论军费预算的时候，

军火商更容易获利。然而，在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同时，低纬度的国家就相应地显得比较小，

而那些区域的国家，一般是实力不强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

，在美国平权运动等历史事件的推动下，欧美各国的左翼变成了主流。他们倡导的主题是平

等。因此，麦卡托地图成为了人们攻击的对象之一，因为麦卡托地图不仅放大了俄国和加拿大

，也放大了处于中纬度的欧美各国，他们认为这对低纬度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公平。因此从那以

后，麦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逐渐被罗宾逊投影，以及书中提到的象征平等的彼得斯投影法等其

它常用投影所取代，在出版物上越来越少见。这样的一个在投影选择上的变迁，也体现出了人

类历史进程和地图发展之间，互为表里、唇齿相依的关系。 
 
由此可见，地图的制作以及地图的功能，都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进行着改变。不同时期的地

图有着符合它历史背景的特点。反过来，人类的历史进程，有时候竟然也会被一幅小小的地图

所左右。这便是这本书的内容里，第一个有趣之处。在这里我只是很粗略地回顾了一下这本书

里，关于地图和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部分内容，并补充了一些作者没有提到的相关小知识。

如果通读这本书，我相信你会对整个地图制图哲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

程，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上就是为你讲解的这本书的第一个要点。 
 
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有第二个要点，也是一个在很多其它有关地图的科普读物中很少见的亮点

，那就是关于人类通过地图，对周围世界和空间进行的认知和表达。或者，我帮作者总结一下



，就是：从前的人通过画地图来认识和表达世界，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画的地图，来理解他们

眼里的世界。 
 
在这里，我先说一个流传在美国某些大学的一个冷笑话。大文豪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世界上

有三种谎言，它们是：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学”。统计系的同学们经常用这句话来自我调

侃。可是后来，一位地理系的同学们听说了这句话，于是就不干了。他说：“世界上的谎言哪

里只有三种啊？别的不说，我现在就可以加上一种。”大家问他是哪种，他指了指自己的课本

说：“每幅地图都是一个谎言。” 
 
当然了，这只是个冷笑话，当真不得。不过，这个笑话实际上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最早编出

这个笑话的人，其实是有自己的依据的，因为地图这种大家司空见惯的东西，有一些独有的特

点。人们一般认为，地图就是现实世界通过图像来进行的一种表达，但同时，人们却会问，究

竟什么样的地图才是好的地图？是图上的信息越多，地图就越好吗？再有就是，地图究竟能不

能准确地反映出它应该，或者说想要反映出的真实世界？如果出现了偏差，多大的偏差可以容

忍，而多大的偏差就变成了错误？ 
 
稍微有点相关知识的人们都能理解，大多数地图是不能真实反映我们的世界的。别的不说，世

界地图的投影就有上百种，每一种投影都只能在方位、形状、面积等几个要素上保留一两个，

而改变其余的。比如经典的麦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真实地反应了各个大洲的形状，然而却把

格陵兰岛画得跟非洲一样大。仅仅如此，地图就已经撒谎了，虽然这不是它们故意的，而是因

为3D转2D手段本身的局限性。除此之外，我们在设计和制作地图的时候，还有成百上千种在

所谓“合理范围”内故意让地图撒谎的手段。哪怕是简简单单地改变地图上某一种颜色的饱和度

，就能在视觉上起到非常大的冲击效果，从而把地图的读者朝着我们设计好的方向上引导。比

如书中的一个小例子，二战前夕，纳粹德国为了去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竟然利用

一幅标注方式别有用心的地图来宣传，说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威胁德国，这简直是滑稽。就如书

中说所，地图是一种图像表达，帮助人们以空间方式理解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状况、过

程或事件。它不仅仅是在复制世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在创造世界。因此，才会有人在

笑话里说，“每幅地图都是一个谎言”。 
 
其实想想，这句话说得也挺有道理的。前面提到的，从葡萄牙手里骗走了摩鹿加群岛的地图，

不就是在撒谎吗？再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通过测井和地球化学数据来

寻找石油油藏的比赛。我们通过数据做出了目标区域的地层等深线图，然后迅速锁定了几个可

能存在油藏的区域。可是根据这几个区域在地图上的地质构造，它们能储存的石油实在是太少

了，不符合预期呀。怎么办呢？那没办法，我们就往图上添加断层吧，有了断层，就能产生相

应的地质构造，能把我们的油藏扩大好几倍。 
 
你们不要笑，这其实是石油勘探中很常见的做法。美国的石油勘探界有句被奉为经典的话，叫

做If in doubt, fault it out，意思是遇到问题了，就往地图上添加断层吧。虽然根据现有的数据

库，没有这条断层，但也许只是这条断层没被发现呢？谁知道呢？如果添加断层能解决一些地

质图上不合理之处，或者能解决油藏不符合预期等情况，那就加上呀，比赛中的评委，现实中

的老板，要的是符合预期的油藏报告呀，至于断层具体有没有，那就等以后有人去现场勘查了

再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利用地图撒谎的例子。 
 
因此，人们在绘制地图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某种需要，对地图上的世界

进行了再创作。而历史上，这样的需要，有很多种来源，比如各地不同的文化、哲学、信仰、



政治、以及各式各样的宣传。总结一下就是，地图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或复制现实世界，却能

有效地表达现实世界。反映或复制是机械的，是严格的，然而表达确实因人而异以人为本的。 
 
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在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地图的中心摆在哪里。在古代，各大古

文明基本是在互相隔绝的环境中独立发展，因此很容易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而这就是他们

想在地图中表达的。就像我们中国之所以叫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是天圆地方

，而黄河流域所处的中原地区，就是世界的中心，四周是蛮夷戎狄，再往外就是未知的瀚海流

沙。毕竟根据Tobler的地理学第一定律，空间中距离越近，相关程度就越高。对于古代人来说

，距离越近的地方，所能获得的地理细节也就越多，细节多的区域，当然是放在地图中间比较

合适了。而到了远方，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想象的成分就逐渐上升。在西方其实也一样。比如

前面提到的那副两河流域最早的巴比伦世界地图，就以今天巴格达一带为中心，因为那里是美

索不达米亚的精华所在，是当地文明的枢纽；而充满宗教色彩的T-O地图，就以耶路撒冷为中

心，因为那里是基督教的圣城。 
 
这样的地图中心之争其实到现在也还存在。我们国内出版的世界地图，一般是把西太平洋放在

地图的正中间位置，因为这样，中国的位置就离地图的中心位置比较近。欧洲人出版的地图，

一般是把本初子午线放在中间，这样，欧洲就占据了地图的中部。而美国人的地图，一般是把

美国所在的某条经线放在中间，并且不惜把欧亚大陆劈成两半，放到地图的两边。这样把自己

放在中间的传统，实际上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一种表达方式。 
 
其实，作者在这本书里讲解每一幅地图背后的故事的时候，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在提及，

用地图克隆世界，和用地图来表达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再比如，古代人绘制地图的时候

，可不一定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哪一面朝上，那是有讲究的。基督教的地图，在古代以东

为上，而伊斯兰文明的地图，还有以南为上的。像方向、方位角这种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世界

里你也看不见、摸不着，那当然没法直接复制到地图上去。但是在绘制地图的时候，古人们可

以把这些抽象概念表达出来。具体哪一个方向朝上，那就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定吧。我们现

在以北为上的地图，也是后来在航海过程中，为了应对北极星的位置而形成的传统，后来约定

俗成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再比如，书中提到的那张朝鲜人在明朝的时候绘制的《疆理图》，

把朝鲜半岛和明朝画得无比硕大，而欧洲、非洲和西亚都被缩小，其实不也是一种突出朝鲜自

己、突出宗主国明朝的崇高地位的表达方式吗。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的是我们所熟知的谷歌地球及谷歌地图。谷歌地球作为数字化地球以及

电子地图的代表，是一个可以用来展望未来地图发展方向的窗口。谈到谷歌地图，人们的第一

反应通常是用来导航。这当然是谷歌地图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实际上，谷歌地图所代表的还

有迅速发展的地理信息科学，而地理信息科学恰恰就是人类认知世界、认知空间、以及表达空

间的又一次飞跃。在此之前，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地面上实实在在存在的事物，比如山川、湖

泊、岛屿、国家、城市等等，而在地理信息系统发展起来以后，地图的制作便进入了地理大数

据时代。不仅很多抽象的数据和概念，比如商业数据、交通数据、气象数据等，被引入了各种

不同类型的地图里，甚至就连时间和地图用户本身也成为了地图的要素，从而有了动态地图和

交互式电子地图等产品。 
 
除了传统的地图以外，地理信息技术还带来了全新的表达世界的方式，包括各种各样的地理数

据可视化工程。另外，对空间认知学本身的研究热度也在不断升温，而这就是对人类如何认知

世界、如何通过地图表达世界的刨根问底。比如，现在有很多大学的地理系，都开展了空间认

知相关的科研，来了解人类是如何理解、对待空间、方向、位置等抽象概念，并把它们通过地

图或别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甚至还和心理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



的交叉合作。而由此分离出来的地理本体，也就是geographic ontology的研究，也逐渐开始运

用到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个方向，来理解人类在认识空间、表达空间、以及绘制地图

的时候，是如何将不同的地点和事件联系到一起，有怎么把诸如时间和空间等抽象概念联系成

为一个整体的。这种能力的高低，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 
 
总之，历史在变化，社会在变化，科技在变化，对表达世界的需求也在变化。这本书带我们回

顾了历史上的制图专家们是如何设计地图来表达他们想让人看到的世界的，也带我们展望了地

图在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性。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二个要点。它不仅是关于地图和历史，还是关

于人，关于我们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这整本书。作者不仅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地图的发展，还从人们对周围空间的

认知和表达，以及从文化和政治需求等角度，深入地讨论了十二幅在地图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的地图，及其背后的制图技术发展、制图理念的变化。这些地图包括了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的

早期世界地图，中世纪宗教至上的代表作赫里福德地图，代表了古代东方地图的明代朝鲜疆理

图，伟大而又饱受诟病的麦卡托世界地图，象征了平等的彼得斯投影地图，以及代表了地理信

息新时代的谷歌地球，等等。在人类试图用地图来克隆世界和表达世界的奋斗中，这十二幅地

图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它们有的帮助人类开拓了探索世界的视野，有的浓缩了宗教和世

俗之间的恩怨纠葛，有的展现了古代帝国的无上骄傲和勃勃野心，也有的体现出了设计者包容

万象有容乃大的情怀。不管是哪一种，它们都是在表达着制图者心目中的世界。通过这些地图

，也许我们并不能完全获得当时世界的真实信息，但我们却能从中体会到，制图者到底想向我

们表达什么，想向我们展现什么。 
 
因此，读完这本书以后，现在我可以回答我在开头的时候抛下的一个问题了。地图究竟是属于

一种信息载体、一种交流工具呢，还是属于一种艺术品？我的回答是，都是。地图上的线段、

图形，记录了真实世界中的地理元素，当然是一种信息载体；我们从前人绘制的地图中，能感

知他们眼中的世界，那地图当然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从古至今的各式各样的地图，包括现在各

种炫酷的地理信息可视化工程，它们的内容都基于真是世界，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真实世界，就

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像小说、戏剧和绘画是一个道理，紧贴现实却也充满创意和想象力；更不

用说那些精美的地图设计方法，也是单独的一门学问，那么地图当然可以算作是一种艺术品。 
 
好了，对《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本书的介绍和讲解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大致总结一下今

天的分享：这本书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地图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程是相辅相成的，地图永远

为历史服务，而历史也有可能因地图而改变；第二是地图并不能完美地复制真实世界，却能帮

助人们表达出他们想要或需要表达的世界。我对这本书的推荐就到这里了。以上内容是基于后

浪出版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6月1日出版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

史》中文版，并部分参考了英文原版。希望我的推荐能帮您读懂这本书。愿好书陪伴你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