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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njing University is a vital base and a forefront of the study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geography. Based on statistic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selected important Chinese geographical journal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scientifically.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study of economic geography began to blossom into a new period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What's more, this study also introduces main directions of economy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Accompan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a number of new research areas
are emerging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fields of economic geography. Overall, in the light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major geographic journals, the researches of economy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are related to nine major areas, including regional econom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ransport geography;
spati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enterprise geography
and regional growth; low-carbon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Finall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discipline of Nanjing University, three main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highlighted, including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stitutional turn/cultural turn, serving the country needs.
According to such three directions, this paper also points the specific contents for further study. All in all, the
author believ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will stand at a new height with
efforts of Nanjing University's scholars in th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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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南京大学是我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的经济活动、 技术进步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更是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

与 信 息 化 、 制 度 经 济 地 理 学 等9个 主 要 领 域 。 这9大 领

地理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统计， 对南京大学经济地理

域在国内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最后， 展望南京大学

学发展的历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南京大学经济地理

经济 地 理 学 学 科 发 展 ， 提 出 新 经 济 地 理 学 、 制 度 转 向 /

学发展主要分为快速发展期、 波动停滞期、 复苏繁荣

文化转向、 服务国家需求是未来研究的三大主要方向。

期、 蓬勃发展期等四个阶段。 在研究内容上， 主要涉
及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 交通地理学、 空间结构与空
间布局、 产业集群与新产业区、 企业与区域增长、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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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江师范学院 （南京大学前身） 创立以来，南京大学

经济地理专业，建立了经济地理教研室，开始了经济地理学

至今已有 110 年的历史。其诞生之始，也是我国的地理学研

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通过对在相关地理学杂志发表文章的统

究由古代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转变的开端。也正是在这一时

计，这一时期南京大学共发表经济地理学论文 18 篇，主要

期，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中重要的分支学科，登上了我

的理论视角集中在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产业空间结构等方

国地理科学研究的舞台。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我国经济地理

面。这些理论研究，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南京大学作为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

除了理论研究，南京大学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致力于服

要阵地，对其经济地理学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

务国家需求。1955 年，受农业部委托，南京大学的同仁参

文对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并对研究的

与编写了 《中国农业区划初步意见》，将全国划分为 6 个农

主要方向做出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南京大学的经济地理学发

业地带和 16 个农业区，指导了全国的农业布局。与此同时，

展进行展望。

南京大学院士任美锷先生于 1950 年出版了著作 《四川农作

1 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发展历程回顾
1919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大学前身） 设立史地

物生产力的地理分布》[1]，开创了经济地理研究农业的先河。
此外，还参与了铁道部组织的铁路选线工作。在教学方面，
南京大学配合大学与中学的地理教学编写了一批经济地理教

部，开始了对地理学的研究。总体来说，解放以前经济地理

材与参考资料，为经济地理学的后继发展奠定了基础。

的发展较为缓慢，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

1.2 波动停滞时期 （1958—1977）

业区划等方面，但在经济地理、工业地理、运输地理等方面

1958 年至 1977 年，是 “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时期。这

研究基础较为薄弱。解放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南京大

一时期，像其他兄弟院校一样，南京大学的经济地理学研究

学经济地理学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进入波动停滞期。在理论研究方面，在地理学杂志上发表文

根据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者的理论贡献，本研究收集了

章 12 篇，其中多集中于 1958 年到 1962 年；文革中鲜有研

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者自 1949 年至 2011 年在 《地理学报》、

究论文。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视角集中在空间结构与空间

《地理研究》、 《地理科学》、 《人文地理》、 《城市规划》、

布局、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以及交通运输地理。在教学培

《城市规划学刊》、 《经济地理》
、 《地理知识》 （《中国国家

养方面，南京大学的经济地理学专业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青年

地理》前身，在 1960 年曾更名 《地理》，此处统计至 1966

经济地理工作者，走上了经济地理的研究及实践的工作岗

年——
—其复刊后逐渐确定读者群为非专业人士） 这 8 本经济

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等机构提供了新鲜血液。

地理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的经济地理学论文进行统计 （见

在服务国家需求方面，南京大学在进行经济地理研究和

图 1）。由图 1 可见，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科发展大体经历

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到，有必要根据我国自

了四个阶段：快速发展期、波动停滞期、复苏繁荣期、蓬勃

身的生产布局需要来进行生产布局工作，并根据我国建设的

发展期等四个阶段。

实际情况来发展经济地理学，而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国外经

1.1 快速发展期 （1949—1957）

验。因此，在此期间，配合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南京大学广

1949—1957 年，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期。

泛的开展了地理综合考察和经济区划，以及农业区划的研究

配合大规模的工业和城镇建设，作为一门适于 “学以致用”，

工作。其中，在经济区划与区域规划方面，初期主要是与自

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学在此期间快速发展。为了

然地理相结合的以水利开发、河道整治为依托的流域规划与

适应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需要，在 1952 年

布局，后期则开展了许多合理部署工业和城镇居民点的工

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南京大学与一些兄弟院校率先增设

作，很好的服务了当时的经济建设。

图 1 南京大学历年发表经济地理学论文数量 （1949 — 2011 ）

Fig.1 Publications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1949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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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时期南京大学对经济地理学研究有一定的进

看可以将南京大学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分为区域经济与区域

展，但基本处于停滞波动期。这一时期，像全国其它地理机

发展、交通地理学、空间结构与空间布局、产业集群与新产

构一样经济地理学几乎被全盘否定，学术活动被禁止，图书

业区、企业与区域增长、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化的

资料大批失散，人才梯队遭到破坏。直到 1978 年的改革开

经济活动、技术进步与信息化、制度经济地理学等 9 个主要

放，才迎来了经济地理学的又一个春天。

领域 （图 2）。

1.3 复苏繁荣期 （1978—1995）

2.1 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

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研究

关于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的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

又重新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迎来了复苏繁荣的春天。这

究方向。在中国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的方向、状况、影响因

一时期，南京大学在地理学期刊上共发表经济地理学文章

素、发展战略等各种方面，南京大学的经济地理学者都发表

51 篇。主要的研究焦点集中于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空间

了大量的论著。改革开放前，南京大学对区域经济与区域发

结构与空间布局、交通运输地理、企业与区域增长、产业集

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不是很关注，研究成果较少，主要的代

群及新产业区等。其中关于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视角的文章

表性著作是宋家泰的 《飞跃建设中的华北区》和吴友仁的

占发表成果的一半，结束了之前几个时期中，空间结构与空

《关于我国砂地林牧农合理配置一些问题的初步探讨——
—以

间发展视角一直占据研究主导地位的局面。宋家泰、张同

青海省噶尔穆地区林牧农合理配置为例》等。此时，区域经

铸、曾尊固、吴友仁、崔功豪等先生出版了大量经济地理学

济与区域发展领域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及重点研究方向。

著作[2-5]，并在 《地理学报》等地理类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大量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区域理

文章，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的发展壮大，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成为南京大学经济地理

在服务国家需求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

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在经济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南京大

地理学的主要核心期刊中，关于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的论文

学的经济地理工作者更加深入的参与到经济建设之中。对各

占据较大比重，共 146 篇，占发表经济地理学论文总数的

个区域的经济地理调查，对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形成规律

39%。这一时期，主要研究方向是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

的研究，对各个经济区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的研究，对沿海

分析、区域与城市发展、区域资源开发利用、区域产业发

开放城市生产结构与布局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展、区域发展战略、开发区研究等。例如，宋家泰的 《城

很好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

市—区域与城市区域调查研究一—城市发展的区域经济基础

1.4 蓬勃发展期 （1996—）

调查研究》、苗长虹的 《区域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战略——
—

1996 年以来，南京大学的经济地理学发展也进入了一

以河南为例》、曹荣林发表的 《南京市江溧高地区的社会经

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南京大学在

济发展与城镇体系研究》、 《江苏省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地理学相关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总计 324

分区研究》[9]，以及王兴平关于开发区的系列研究等。这些

篇。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与空

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

间布局、企业与区域增长、产业集群与新产业区、全球化的

论指导。

经济活动、技术进步与信息化、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交

2.2 交通运输地理

通运输地理、区域管治等方面。虽然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视

交通运输地理是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传统的重要研究方

角仍然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但在低碳经济、区域

向之一。改革开放之前，作为最早进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大

管治、信息经济、高新区等新领域也有所开拓。例如，在低

学之一，南京大学早在 1953 年就由丘宝剑在 《地理知识》

碳经济方面，黄贤金、陈逸等开展了探索性的研究[6]。在区

上发表了 《西南的交通建设》。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

域管治研究方面，张京祥和罗小龙等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是对大区域范围内的交通运输做大尺度的研究与描述。

从制度视角探索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的机制，相关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交通仍然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

为国内外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发表 [7]。在信息经济研究方面，

向，较为著名的专著有 《中国交通运输地理》等。与此同

甄峰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

时，在主要核心期刊方面，也有许多关于交通地理的论文发

果[8]。在服务国家需求方面，参与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

表，共发表论文 33 篇，占发表文章总数的 9%。主要研究方

划、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一系列工作。

向有港口运输、物流网络、公共交通、航空网络等多个方

历经风雨飘摇的半个世纪，可以看到，南京大学的经济

面。港口运输方面有曹有挥的 《现代芜湖港功能变化分析》、

地理学研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无论是解放初期研究条件

《江苏省长江沿岸集装箱港口群体基本特征与战略方向》等

的艰辛，还是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都不能遏制南京大

系列文章 [10]，在我国交通运输地理研究上产生了深远的影

学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脚步。经济地理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

响。此外，还有刘贤腾的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

2 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公共交通的发展——
—以南京市为例》[11]等研究。在航空网络
研究上，有罗小龙和沈建法的 《香港与深圳机场合作研

纵观 1949 年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除了传

究——
—基于使用者的分析》、薛俊菲的 《基于航空网络的中

统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通

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等。另外，在交通运输的

过对南京大学在相关学术期刊发表成果的归类分析，总的来

物流网络建设、城市交通组织形式、区域交通的可达性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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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1949 — 2011 ）

Fig.2 Main Research Areas in Nanjing University's Economic Geography (1949 — 2011)
织规律等方面研究也均有涉猎。因交通地理的发展势头迅

研究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经济地理学对传统的产业集聚

猛，不同的分支学科不断成长。

现象与产业集群研究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了解。另一方

2.3 空间结构与空间布局

面，在传统的产业集聚研究的基础上，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研

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对空间的研究起步非常早，因此空

究领域，例如 “新产业区”的产生与发展等。作为一个正处

间结构与空间布局也属于经济地理学传统的研究方向之一。

于高速发展期的发展中国家，产业集聚在中国的经济地理中

改革开放之前，南京大学在相关核心期刊上共发表这一领域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南京大学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成果较

的文章 15 篇，占发表的所有经济地理学论文的一半。这一

多，主要有王仲智的 《增长极理论的困境与产业集群战略的

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空间布局，代表性成果有杨纫章的

重新审视》等研究；产业结构研究主要有周劲松的 《绿洲系

《新中国的农业》、宋家泰的 《新中国的畜牧业》等研究。

—以高台绿洲为例》
统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后，南京大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有所减

等研究；新产业区的研究主要有顾朝林的 《中国高技术产业

少。在经济地理学的复苏繁荣期，关于空间结构与空间布局

与园区》等[12]。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添砖加

的论文仅为 6 篇，较之之前下降许多。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产

瓦，对发展动力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业空间结构、空间效应分析、空间布局等，例如杜国庆的

2.5 企业与区域增长

《南京市工业主导行业的定量研究及其空间效应分析》、张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多元化发展，出现了外资企

玲的 《简论地域流通体系的空间结构——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

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并且企业数

例》等研究。直到 1990 年代末，南京大学对这一领域的研

量不断增加，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这些企业从经济地理学的

究又迎来了一个复兴的时期，到 2011 年为止，共发表论文

角度来看，通过集聚与扩散，推动了区域的发展。在全球化

27 篇，占总数的 8%。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有空间结构、空间

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尺度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经

开发、空间分布等。其中，空间结构这一方向的研究成果最

济地理学的研究也慢慢倾向于对企业与区域增长的综合分析

多，主要有吴启焰的 《从集聚经济看城市空间结构》、王磊

研究，并且试图找出两者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

的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以武汉市为

南京大学顺应这种研究趋势，为满足我国对企业与区域

例》等研究成果。空间发展规划成为政策的热点，空间问题

增长的研究需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例如，面对蓬勃发展

也因此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对于这一方面

的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的重点发展区域江苏省江阴市进行

的研究也将持续下去。

研究，王兴平发表了 《乡镇企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空间研

2.4 产业集群与新产业区

究——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等。这些研究成果在帮助中国

改革开放前，受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产
业集聚与产业集群并不是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
域。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产
业集群和新产业区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南京大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分散，
并没有形成具体的研究方向。到 1990 年代末，这一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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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与区域增长的浪潮中找到方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6 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也面
临着西方发达国家曾经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资源枯竭、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这些问题也为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
了新的切入点。目前，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南京大学

罗小龙，
陈烨婷：
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发展历程与展望

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发表文章数为 40 篇，占经济

殷洁等开始对经济地理学的 “制度转向”进行研究，并取得

地理学论文数的约 3%。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方面，分别是

一些成绩，共发表文章 37 篇，成为我国关于城市区域管治

产业可持续发展、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以及可持

研究的主要文献。主要研究方向有城市与区域管治、行政区

续发展规划。

划、政府企业化等。主要有张京祥的 《管治及城市与区域管

产业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如何在生态环境良好的情况下

—一种新制度性规划理念》、罗小龙和殷洁等的 《不完
治——

实现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例如徐梦洁的 《南通市农业可

全的再领域化与大都市区行政区划重组——
—以南京市江宁撤

持续发展》、罗守贵的 《苏南地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模

县设区为例》、于涛的 《转型期我国城市营销的企业化倾向

式探索》等研究。资源利用是掣肘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及其影响》等、殷洁等发表的 《基于制度转型的中国城市空

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成果颇多，例如黄贤金的 《长江

间结构研究初探研究》。此外，一系列英文文章也在国际刊

三角洲地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分析》、

物上发表。这个方向正在成为南京大学城乡规划学科和人文

赵媛的 《能源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多目标决策——
—以

地理学科的突出特色。

江苏省为例》、严长清的 《江苏省沿江产业带土地资源可持

在文化转向研究方面，南京大学经济地理研究开始关注

续利用的综合评价》等研究。实现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

复合经济与文化现象的空间特征、过程与机制，经济空间的

展的重要手段，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黄贤金的 《循环

文化解读与文化机制，以及文化对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化的宏

经济学：学科特征与趋势展望》等研究。这些研究顺应发展

观影响等。张敏等人以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和文化休

趋势，引领了经济地理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闲空间这两类典型的经济与文化复合空间为对象，研究其分

2.7 全球化的经济活动

布特征、集群化程度、组织结构、形成与演化机制。对南京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加入 WTO

市文化休闲空间建构的社会文化因素、空间认同模式与机

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制、空间与文化关联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

也因此成为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南京大学对全球

有 《城市洋快餐门店的空间与文化过程》、 《城市网络实体

化的经济活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全球化对产

消费空间形成扩散中的文化机制》等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

业地理集聚和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例如甄峰开展了 《全球

我国经济地理学中文化转向的研究。

[13]

化、信息化对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的影响》的研究；第二，

除上述 9 大领域的研究外，一直以来，南京大学在经济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位与空间集聚的研究，如顾朝林的 《论深

地理学的基本理念、学科发展思辨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少的

圳新工业空间开拓——
—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重建与转移的

贡献。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入

结果》的研究；第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与空间影响研

了繁荣的春天。

究，例如黄朝永、甄峰的 《外资流动的动力学研究——
—以广
东省为例》和花俊的 《外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等。对全球化的研究将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2.8 技术进步与信息化
信息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近年来也成为经济

3 经济地理学发展展望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地理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又一次
高潮，出现了两大新的发展趋势。其一，是以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提出和不断发展壮大的 “新经济地理学”；

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一方面，信息化可促进一般企业间

其二，是与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范式相一致，出现的 “制度转

的信息技术交流；另一方面，可创造以及推动新兴信息产业

向”和 “文化转向”。此外，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经济地

的情况下，不断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以及经济本身的增长。

理学应当继续服务国家需求。因此，新时期南京大学的经济

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在信息化领域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发展，产生了一些
的重要研究成果。对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归纳，主要有以下两

地理学也将围绕新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 / 文化转向、服务
国家需求三个方面展开。
（1）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于

个方面。第一，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和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

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均衡理论、规模收益递增、外部经

例如甄峰发表的 《信息时代区域发展战略及其规划探讨》等

济、不完全竞争、空间集聚等。研究的主要方向有产业集

研究；第二，GIS 等先进技术的影响研究，如赵萍、冯学智

聚、国际贸易、城市研究等。南京大学可在新经济地理学研

发表的 《基于遥感与 GIS 技术的城镇体系空间特征的分形分

究中，从以下 3 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第一，继续深入探

析——
—以绍兴市为例》等研究；以及祁毅、徐建刚出版的专

索新经济地理学的内涵。尽管现有研究对 “新经济地理学”

著 《规划支持系统与城市公共交通》[14]。

已经进行了许多梳理与解释，但是对于这一新兴的研究趋

2.9 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研究

势，还有包括概念、逻辑、研究思路等在内的许多方面仍然

一些社会经济地理学者面对由于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系

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的思辨与讨论；第二，拓展新经济地

列社会、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逐渐认识到经济地

理学的理论研究。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研究方面较为薄弱。

理学本身的缺陷以及其他因素，例如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的

南京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可以凭借其综合优势，开展

重要作用。因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文化转

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交流活动，从而丰

向”和 “制度转向”成为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基础；第三，加强新经济地理学

2000 年以来，南京大学的顾朝林、张京祥、罗小龙、于涛、

的实证研究。应当在熟读和掌握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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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最佳契合点。用中国的案例丰富和发展

人文地理

学的经济地理学建设将会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

主流的理论。
（2） 制度和文化转向。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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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通过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同仁的不懈努力，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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