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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Nanjing University, summed up that the Nanjing University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nsists of
three levels of the base layer, application layer, and the joint application layer. Among them, the base layer is
mainly composed of basic laboratories, the application layer, including a series of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institutions, joint application layer is compoesed of coopera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which are established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local servic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iscipline of human geography of
Nanjing University has four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uman geography disciplines,
that is (1) the cradle and the heart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2) the backbon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human geography; (3) the leader of main branche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uman geography. Nanjing University is not only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of economic geography, population geography, agricultur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but also of advantage disciplines of urban geography and tourism geography, and of
cross-applied science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land u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the main body of
China's human geography of undertaking the major state projects. Professor Gu Chaolin of Nanjing university
is the first winn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who wi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Nanjing University's Human Geography also undertook Key Projec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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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梳理了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机构的

蓬勃发展与国际化阶段。 认为南京大学对中国人文地

发展历程， 总结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机构由基础层 、

理学科发展有四大贡献， 即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摇篮与

应用层、 联合应用层三个层级组成。 将南京大学九十

创新源地， 中国人文地理学思想理论发展的中坚， 中

年的人文地理学科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即

国人文地理学主要分支学科建设的引领者， 以及中国

1919 年 到 建 国 初 期 的 近 代 中 国 人 文 地 理 学 源 地 与 人 才

人文地理学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主体。

培 养 的 摇 篮 ， 建 国 初 期 到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80 年 代 初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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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全 国 性 科 学 研 究 和 生 产 任 务 的 先 行 者 ， 20 世 纪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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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发展，始终与国

人文地理

1928 年东南大学由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后，地学

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关注国际学术动

系也分成地理学系和地质学系，地理学系内部设地理、气象

态，不仅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摇篮，主要分支学科建设的引

两个专业。1949 年南京解放，改为南京大学地理系。1952

领者，而且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吸纳西方学科理论的先锋，是

年院系调整前后，金陵女子大学地理系、暨南大学史地系地

中国人文地理走进非洲的开拓者；不仅是中国人文地理学思

理学组、国立浙江大学地理系 （地质地理系）、四川大学地

想理论发展的中坚，而且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参与国家建设和

理系和部分师生并入南京大学地理系。

社会实践的先行者和主体。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始终保持理

地理学二分之下，1954 年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成立经

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自然和人文相互交叉，发扬中国特色与

济地理学专业。以应用为导向的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设

国际化相结合，呈现为 “大人文地理科学”的蓬勃发展。

置。1977 年，高校恢复招生后，根据国际地理学发展方向，
首先在经济地理学专业基础上设立城市与区域规划方向。

1 人文地理专业与机构发展回顾

1987 年，地理系易名为大地海洋科学系，设经济地理与城

南京大学的地理学科素有中国地理学摇篮的美誉。自

乡区域规划 （城市规划）专业，南京大学成为全国综合性高

1921 年竺可桢先生创立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前身） 地学系

校首个培养城市规划理科人才单位。1995 年，系名又易为

以来，南京大学地理学业已走过了 91 年发展历程；若追溯

城市与资源学系，设经济地理与城乡区域规划 （城市规划）、

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 年设立的文史地部，则已有 93 年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土地管理与房地产开发）、旅游

历史之久，是国内最早创办地理学系的高校之一。

规划与管理等专业。2006 年 5 月，成立地理与海洋科学学

1.1 历史过程

院，学院下设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南京大学统一地理学发展阶段的院系变迁。91 年前竺
可桢先生创建的地学系设地理气象和地质矿物两个专业。

2010 年 9 月，城市规划学科与建筑学科合并成立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图 1）。

图 1 南京大学地理系 （人文地理专业） 沿革

Fig.1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Department （Human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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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机构组成

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介绍 “新地学”，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机构形成了
基础层、应用层、联合应用层三层级结构 （如图 2）。其中，

韦伯区位论，讲授欧美的 “人地学原理”、 “人生地理”以
及区域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历史地理、边疆地理和

基础层主要由各基础实验室组成。应用层则是充分利用学校

建设地理等。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前组织了东北地理考

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整合资源所成立的一系列人文地理重要

察团，随后又开展了云南、两淮盐垦区考察以及内蒙、青藏

研究机构，主要有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 （1965 年成立南京

高原等地理考察，以及西北五省铁路旅游、京滇公路六省周

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1992 年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经

览等考察，开近代中国地理考察风气之先。野外考察和实践

教育部批准改名为非洲研究所）；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

不仅有助于验证新地理理论和技能训练，更使得人文地理学

究院 （1985 年成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1995 年获建设部

与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密切关联。1934 年在校老师竺可桢、

甲级城市规划设计资质证书并于同年建院）；南京大学区域

胡焕镛、张其昀、黄国璋等先生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

发展研究所 （1992 年）；南京大学房地产事务所 （1997 年）；

随后又创立了我国最重要的专业学术专刊 《地理学报》。由

跨学科的南京大学城市科学院 （2000 年）；南京大学旅游研

于学会自成立至 1950 年一直挂靠在南京大学地理系，南京

究所 （2002 年）；中法城市·区域·规划科学研究中心 （2007

大学成为全国的地学研究中心。

年）。同时，按照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的要求，与

这一时期的南京大学孕育了一批人文地理学科的先驱和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合作建立了南京大学—江苏省国土资源厅

大师。杰出代表有胡焕庸、张其昀、任美锷、吴传钧、李旭

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2007 年）、无锡南大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旦、黄国璋等先生。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在保持自身发展兴

（2010 年）、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技术工程中心 （2010 年）

旺的同时，向全国输送大量优秀人文地理学者，带动了中国

等，构成联合应用层。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2.2 建国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承担全国性科学

2 人文地理学科发展历程

研究和生产任务的先行者

90 多年的历史见证了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辉

从建国初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 30 年左

煌成就，彰显了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对于中国当代人文地

右时间里，和其他高校相关院系一样，南京大学地理系在曲

理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大致经历了三

折中时而顺利、时而艰难地前进。
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刻，南京大学地理系强调教学联系

个发展阶段，即三个 30 年。
2.1 1919 年到建国初期院系调整：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源

实际，注重为生产发展服务，积极承担起全国性的科学研究
和生产任务，广泛参加建国以来的铁路选线、综合考察、水

地与人才培养摇篮
从 1919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文史地部开始，到建

利建设、流域规划、农业区划、工业布局和城乡规划等大规

国初期院系调整为止的 30 多年时间里，南京大学积极引进

模社会主义建设。正如时任南京大学教授的宋家泰先生所

国外人文地理学前沿理论，在国内开始了初步实践，引领中

言，包括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在内的整个地理学，应该

图 2 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机构层级构成

Fig.2 The Structure of Human Geography Institutes in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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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 “一门极富于建设性，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为经

名师——
—李满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获得者——
—顾

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应用性科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

朝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获得者——
—黄贤金，全国

的发展一定要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
—李满春、濮励杰、张京祥、甄

起来”。在此定位下，南京大学地理系通过为经济社会生产

峰、罗小龙，教育部 “新世纪 （跨世纪） 优秀人才培养计

服务，不仅为地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而且使人文

划”基金获得者——
—顾朝林、李满春、濮励杰、黄贤金、张

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进入一个广阔的天地，得到发展壮大。

京祥、甄峰。

然而，由于全盘学习苏联，将地理学简单划分为自然地
理和经济地理两部分，过分强调基于生产关系和经济统计的

3 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贡献

经济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文地理学科发展造成了消极

3.1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摇篮

影响。此外，受左倾路线的干扰，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南京

南京大学地理系不仅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地理系，而且从

大学人文地理学受到很大挫折，有关课程被迫停开。即便如

建立起就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南京大学人

此，富有教学和科研传统的南京大学，仍然为中国近现代人

文地理学不仅引进国外人文地理学前沿理论，而且在国内积

文地理学培养出宋家泰、张同铸以及曾尊固、包浩生、崔功

极开展人文地理学科学考察和实践。阐明近代科学地理学的

豪、佘之祥、沈道齐、郭来喜、郑弘毅、毛汉英、郭焕成、

新内容与新方向，构建了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培

林炳耀、彭补拙、虞孝感等一批时代精英。

育出大批优秀人文地理学人才。在 20 世纪早期，创办了中

2.3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今：优势领域凸显， “大人文地

国地理学最重要的学术刊物 《地理学报》，21 世纪，发起了

理科学”蓬勃发展与国际化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进入

中国人文地学最具活力的学术活动——
—人文地理学沙龙，构
成了中国人文地理学术活动的组织核心。因此，南京大学是

了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兴盛，地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学术源地与人才培养的摇篮。

理学在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获得了广阔的天地，应用

3.2 中国人文地理学思想理论发展的中坚

领域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学科的前进。经济地理学与 20 世纪

南京大学在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均引领中

90 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城市地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培育

国人文地理学的思想理论发展。这里诞生了中国人文地理学

起来的应用学科城市规划等，构成了新时期南京大学人文地

核心思想奠基者 （胡焕庸、任美锷、李旭旦、吴传钧），产

理学的优势领域。与此同时，在 21 世纪城市化迅速发展的

生了中国的区域学派 （宋家泰），是中国计量革命的先锋

背景下，人口 （包括城市）、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林炳耀），推动了中国人文地理的社会文化转向 （顾朝林）。

已成为地理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问题需要多学科联合

任美锷、李旭旦先生翻译出版了 《人地学原理》，不仅引入

攻关，以人地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方向得到重视。由任美锷

了以 “人地关系”为核心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而且建构

先生早年提出的 “大人文地理学”成为新时期南京大学人文

并实践着以人地关系为基础的综合统一的大人文地理学思

地理学学科发展的核心思想。

想[1]。吴传钧先生提出地理学中心任务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

目前，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业已形成了以地理学、城乡

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等[2]。宋

规划学为基础学科，与建筑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

家泰开拓了人文地理学区域学派理论，开展了城市与区域规

学科相交融的 “大人文地理科学”学科体系。

划等研究。林炳耀引入计量地理学理论和方法，推动了中国

新时期，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注重国际视野和国际影
响，积极走向世界。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作为全国设立的第

人文地理学的计量革命[3]。顾朝林较早在中国开展了城市社
会地理学研究[4]，引领中国人文地理学社会文化研究的兴起。

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目前已将非洲研究扩展到全球战略

进入 21 世纪之后，南京大学继续担当中国人文地理学

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成为我国世界地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基

的理论先锋。顾朝林系统引介西方人文地理学流派和战后

地。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如与法

美、英、法等国人文地理学的进展，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

国巴黎第十二大学建立了 “中法城市·区域·规划科学研究中

究在理论深度和涉猎的广度上进一步发展 [5]。与此同时，南

心”、与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建立了 “虚拟城市与区域开发

京大学的青年学者交叉运用新兴理论和视角，使得中国人文

实验室”、与美国南卡罗来那大学、英国 Bournemouth 大学

地理学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如新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地理的结

签订了旅游学研究合作备忘录等，使得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

合，信息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结合，新文化地理与城市地理的

科的教学和研究内容不断趋向前沿，与国际接轨。
这一时期，南京大学为国家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地理

结合，女性主义与城市地理研究的结合等。南京大学人文地
理学研究充分发挥人文与自然综合、文理交叉、多学科组合

学教育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如顾朝林 、石楠、陈雪明

的优势，在空间哲学研究和空间跨学科研究方面卓有成效，

（美）、陈田、张捷、丁金宏、杨保军、吴缚龙 （英）、杨桂

在传统领域和人地关系基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方面成绩突出。

山、陈雯、陆林、苗长虹、张小林等。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

如综合历史、环境考古与文化景观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综合

为全国人文地理学科研和教育机构输送了大量的中青年优秀

自然地理、土地经济、农业地理、遥感与 GIS 技术的土地资

人才。

源利用研究，综合海洋、地貌、遥感与 GIS 技术的南海疆域

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产生了中国人文地理学首位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顾朝林，国家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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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
3.3 中国人文地理学主要分支学科建设的引领者

张敏，黄贤金，
张捷，
姚磊：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发展系谱

南京大学不仅引领中国的经济地理、人口地理、农业地

领域一直引领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1956 年毕业于南京

理、政治地理、交通地理等人文地理学的传统学科发展，而

大学地理系的郭来喜是中国旅游地理学科倡导和实践的重要

且引领城市地理、旅游地理等人文地理学优势学科建设，和

代表学者。南京大学较早确立了旅游地理、土地利用研究方

信息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以及城

向，推进了中国旅游地理及土地利用学科的发展。

市与区域规划、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等人文地理学综合交
叉应用学科的发展。

近年来，一批青年学者在信息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
理等新兴领域研究渐成气候，探索新技术在历史地理等传统

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参与

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新兴分支学科发展和

了新中国建设需要的大量的基础调查和重大建设项目的选址

传统领域的更新。此外，南京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自然

布局研究，为国家发展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1921 年毕业

资源与国土整治、土地利用规划、可持续发展等人文地理与

于南京大学地学系，并于 1928—1942 在南京大学任教的胡

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应用学科蓬勃发展。

焕庸先生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

3.4 中国人文地理学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主体

是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1923 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

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是中国人文地理学重大研究项目的

学校并于 1927 年起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的张其昀

承担主体。南京大学顾朝林是中国人文地理学领域首个国家

先生，进行了系统的政治地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张同铸先生

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还

所开辟的非洲地理研究，以曾尊固为代表的农业地理研究与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应用，郑弘毅等人在交通地理方面的研究与应用等，对中国

目等标志性重大课题。2000 年以来，南京大学共获得人文

人文地理学学科建设都有很大贡献。

地理科学各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7 项，人文地理相关
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7 项。此外，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也是

表 1 2000 — 2011 年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领域

承担国家和地区重大发展战略的研究与规划项目的主体，如

获得国家级研究项目资助情况

Tab.1 National Funded Research Projects of Human
Geogra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year 2000 to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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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中央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一直任教于南京大
学的宋家泰先生是中国现代城市地理学的开创人，人文地理
学的综合应用——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科的先行者，提出
了著名的 “城市—区域”理论[6]。宋家泰、顾朝林总结的城
镇体系规划 “三结构一网络”理论在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理
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吴友仁先生开启了中国城
市化研究的序幕[8]。此后，崔功豪提出了中国自下而上的城
市化过程[9]，顾朝林等对中国城市化类型、过程与机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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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顾朝林,于涛方,李王鸣,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8.

了综合研究 [10]，郑弘毅等对农村城市化进行了系统研究 [11]。

[11]郑弘毅.农村城市化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顾朝林在梳理中国城镇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基础上归

[12]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
—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

纳了中国城镇体系结构特征[12]，为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城市

1992.

与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南京大学在城市
空间结构、城市化、城市群、城市管治、城市社会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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