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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蒙古山水地图 》 探微
张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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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蒙古山水地图》 的发现意义非凡，林梅村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具有重要学
术价值的同名专著，但其有关地图绘制年代和依据的观点存疑，值得商榷。本文认为， 《蒙古山水地
图》 的绘制时间在弘治之后，嘉靖二十一年之前； 地图绘制应依据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是 《西域土
地人物略》 的来源。
关键词： 《蒙古山水地图》
中图分类号： B992. 6

绘制年代

文献标识码： A

《西域土地人物略》
文章编号： 1002—4743 （ 2016） 02—0107—04

DOI： 10. 16363 / j. cnki. xyyj. 2016. 02. 012

《蒙古山水地图》 是一幅山水画形式的中国古代地图，大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流散日本， 一
直秘藏京都著名私家博物馆———藤井有邻馆。2002 年， 北京一家国际拍卖公司出巨资从日本购
回。地图题款已失，原名无考，图背面有北京琉璃厂著名书肆尚友堂的题签 《蒙古山水地图 》，
因而得名。这幅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 ，幅宽 0. 59 米，长 30. 12 米，绘于缣帛之上。
图中记录了从嘉峪关到天方的 211 个地名，包括道路、城池、关隘、山川、寺庙、墩台等， 范围
涉及亚、非两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图上所描绘的路线正是明代丝绸之路的路线 ，这幅地
图也可称为 《明代丝绸之路地图》。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曾从艺术风格方面对地图作了初步鉴定 ，认为这幅图至
少是明中期以前的作品。2004 年 2 月， 林梅村先生受委托开始研究这幅地图， 其二十余万字的
同名学术著作 《蒙古山水地图》 于 2011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林先生认为，地图绘于明嘉
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 （ 1524 ～ 1539 年 ） ， 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 另外四分之一则被人裁剪，
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原图应长 40 米。地图来源于明内府，有一件明代绘本和两个明代刻本，
彩绘本是 《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嘉靖抄绘本 《甘肃镇战守图略 》， 刻本之一是 《西域土地人
物图》，收入嘉靖刻本 《陕西通志 》， 刻本之二是 《西域图略 》， 收入隆庆刻本 《陕西四镇图
说》。林先生的研究深入、全面而论据独到，使 《蒙古山水地图》 的价值进一步提升。 但通读其
专著之后，发现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一 、 地图绘制年代
林梅村先生认为 《蒙古山水地图》 绘于嘉靖三至十八年之间 （ 1524 ～ 1539 年 ） ， 其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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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有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 。图中没有嘉峪关以西嘉靖十八年建成的
“永兴后墩” （ 今称 “长城第一墩”） 等明长城烽火台，年代则早于嘉靖十八年。
若以图中自嘉峪关始，就断定绘图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 ，似有不妥。嘉峪
关自洪武五年 （ 1372） 始建，即被明朝视为华夷分界之地，所谓 “设在临边极冲中地”①，洪武、
永乐年间，在嘉峪关外设有七卫，俗称 “关西七卫”。《重修肃州新志》 载： “关西七卫：

＜ 肃镇

旧志 ＞ 云： 凡自兰州渡河， 至肃州一千五百里， 又至嘉峪关七十里， 以为内地。 其在嘉峪关以
外，西至哈密，亦一千五百里， 建设七卫： 哈密、 赤金蒙古、 安定、 阿端、 曲先、 罕东、 罕东
左。”② 因此，地图内名称起自嘉峪关， 乃明人以嘉峪关外为西域的习惯做法， 并非一定在嘉靖
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才以嘉峪关为起始点。
至于此图最早于何时而作，从图中 “敞剌”、“阿丹城”、“西阿丹”、“义班 ” 等地名推定当
在弘治之后，正德至嘉靖初年。这四个地名在弘治年间任甘肃行太仆寺卿郭绅所著的 《哈密分
壤》 中均有记录，其中，“敞剌” 在 《甘肃镇战守图略》 版 《西域土地人物图 》 明彩绘本、《陕
西通志》 所收 《西域土地人物图 》 和 《西域土地人物略 》 嘉靖刻本、 《陕西四镇图说 》 版 《西
域图略》 隆庆刻本和 《边政考 》 之 《西域诸国 》 嘉靖刻本等图籍中均未发现； “义班 ” 在 《哈
密分壤》 中为 “察班”，嘉靖中期之后的史书和地图中记述为 “义班” “文班” “又班 ” 等名称，
均为刻板错误所致，实为 “叉班” “察班” 的同音异体字； “阿丹城” “西阿丹” 两地名在上述
图籍中都有记录，林梅村先生以两地名推断图应作于正德九年 （ 1514 年 ） 之后， 理由是此年安
定和阿端两卫的撒里畏兀儿人东迁肃州 ， 言之有理， 但也不能视为定论。 另据 《肃镇华夷志 》
记载： “按弘治前，里至与今少异，且多番族，今悉载之： …… 又一路从苦峪南面， 西八十里西
阿丹城。西一百一十里至瓜州城，七十里至西阿丹。”③ 说明弘治前 “阿丹城”、 “西阿丹 ” 两地
名已出现，但书中没有 “敞剌 ” 之名， 而 “敞剌 ” 却出现在 《哈密分壤 》 和 《蒙古山水地图 》
中。由此推断，这幅地图的绘制不会早于弘治年间 ，应在此之后。
而以图中没有嘉峪关以西嘉靖十八年建成的 “永兴后墩 ” （ 今称 “长城第一墩 ”） 等明长城
烽火台，断定其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值得商榷。 首先， “长城第一墩 ” 非 “永兴后墩 ”， 而是
嘉峪关南的 “讨赖河墩”，此墩修筑于数十米高的讨赖河北岸崖壁之上 ， 墩西侧接西长城南端起
点。《肃镇华夷志 》 记载：

“讨来河墩， 城 （ 肃州 ） 西七十五里， 乃边墙南近讨来河尽头之

墩。”④ 而嘉峪关长城出土的 “长城工牌” 及相关史书明确记载，“讨赖河墩” （ 长城第一墩 ） 修
筑于嘉靖十九年 （ 1540） ，非嘉靖十八年。因此，依据 “永兴后墩 ” 是 “长城第一墩 ”， 进而将
“长城第一墩” 的修筑年代嘉靖十八年断定为 《蒙古山水地图》 绘制年代的下限是不可取的。 其
次，“永兴后墩” 并非建于嘉靖十八年。“永兴后墩” 今称 “大草滩墩 ”， 又名 “五墩山墩 ”， 位
于今嘉峪关市西大草滩水库东侧湖岸上， 东距嘉峪关 5 千米， 与 《边政考 · 西域诸国 》 所载
“嘉峪关西二十里，为永兴后墩” 相符。 “永兴后墩 ” 位于 “大草滩墩 ” 西侧 17 米， 早于 “大
草滩墩”，现为一圆形沙砾堆，高 5 米， 直径 15 米， 周长 51 米。 据 《肃镇华夷志 》 记载： “永

①
②
③
④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3 页。
〔清〕 黄文炜： 《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 年，第 26 页。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第 60 页。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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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后墩，在关西，离 （ 肃州 ） 城 八 十 里， 参 将 刘 勋 添 设 以 备 西 夷 烽 火。 今 改 并 大 草 滩 墩。”①
“永兴后墩” 建于何时没有记载，但史书记载为肃州参将刘勋监筑。 刘勋任参将的时间未见明确
记载，依据 《肃镇华夷志》 和 《明实录》 的几处叙述可以大致勾勒出其任职时间，“嘉靖二十三
年 （ 1544） ，兵备天津张愚、参将刘勋重修筑。”② “夷厂，东关厢西北。嘉靖二十五年 （ 1546） ，
参将刘勋督建。”③ “三官庙，火神庙东。嘉靖二十六年 （ 1547） 参将刘勋建。”④ “关王庙， 城东
把总厅右，嘉靖二十七年 （ 1548） ，参将刘勋重修。有碑记。”⑤ “嘉靖二十九年 （ 1550） 参将刘
勋新建火神庙于儒学之东。”⑥ 另据 《明世宗实录 》 记载：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 “升守备洪水堡
指挥使刘勋为署都指挥佥事，充甘肃游击将军。”⑦ 嘉靖二十九年四月，“肃州分守右参将刘勋充
右副总兵，分守凉州。”⑧ 从以上叙述，可以推知刘勋任参将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 ，
而张雨 《边政考》 刻于嘉靖二十六年，那么，“永兴后墩” 建造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
年。因此，“永兴后墩” 建于嘉靖十八年的论断有误，以此年为绘图的下限不可取。
《蒙古山 水 地 图 》 绘 制 的 最 晚 时 间 不 会 晚 于 《陕 西 通 志 》 的 刻 印 时 间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 1542） 。 《陕西通志 》 卷十 《土地 · 河套西域 》 中有 《西域土地人物图 》， 林梅村先生认为，
“《西域土地人物图》 源于 《蒙古山水地图》，证据有二： 第一、《蒙古山水地图》 中的某些城镇
只书图像而无名称， 《西域土地人物图 》 补充了这些名称， 所书城镇亦多于 《蒙古山水地图 》，
而多出部分显然是刊入刻本时增补的 。第二、《蒙古山水地图》 无人物和动物， 而 《西域土地人
物图》 却补刻了人物和动物。”⑨ 其在专著中做了深入详细的论述， 其论据和论理可靠而可信，
由此，笔者认为 《蒙古山水地图》 绘制的最晚时间在嘉靖二十一年。

二 、 地图绘制依据
林梅村先生认为 《蒙古山水地图 》 主要取材于以下四种材料： 元代吴门画师李泽民所绘
《声教广被图》； 洪武年间绘 《大明混一图 》； 明初 《陈诚西域使程记图 》； 明初傅安的西域见闻
录。其论述言之有理，但并非定论。 因 《蒙古山水地图 》 是内府用图， 绘制时参阅 《声教广被
图》、《大明混一图》 和 《陈诚西域使程记图 》 等图是非常必要的， 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 从图
中地名、山川、庙宇及城池数量、形状、开门方向、方位等标注和绘制的详细情况来看 ，仅参阅
上述图籍并不能完成 《蒙古山水地图》，此图的绘制有可能依据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在绘图之前
已编纂完成。又因 《西域土地人物图》 源于 《蒙古山水地图》， 《西域土地人物图 》 附有 《西域
土地人物略》，《西域土地人物略》 中多数地名、 山脉、 河湖在 《西域土地人物图 》 上都一一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第 191 页。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第 181 页。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第 133 页。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第 145 页。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第 144 页。
高启安，邰惠莉： 《肃镇华夷志校注》，第 145 页。
《明世宗实录》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乙酉条。
《明世宗实录》 嘉靖二十九年四月戊戌条。
林梅村： 《蒙古山水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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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 《蒙古山水地图 》 中多数地名和方位也相对应， 故推定， 《西域土地人物略 》 源于绘制
《蒙古山水地图》 之前编写的文本。
由于这一文本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 只能从 《西域土地人物略 》 推测其内容。 文本的编写
当是政府行为，编写人员由政府组织抽调，这些人员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文本的取材应来源于
宫廷档案，这些档案既包括元代档案，也有明代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等边地提供的地方志 、军
政图籍、明政府使者见闻录和行记、中国穆斯林的麦加朝觐行记、以及西方使者和商人提供的资
料，所以出现 “巡检司” “饭店儿”、“陕西斤城”、“汉儿人” 等一些汉胡兼有的地名。① 从 《西
域土地人物略》 记述的行程、物产等情况也可以看出其取材的广泛性。 其一、 从嘉峪关至哈密
段里程、地名记述详细，里程为汉里，但无物产和居民记录，似取自边地资料； 其二、从哈密至
锁力旦城段里程为汉里，有物产和居民记录，可能主要取自明政府西使者行记和中国穆斯林的麦
加朝觐行记； 其三、 从锁力旦城至迷癿力 城 段 里 程 为 月、 汉 里、 程， 有 物 产 和 居 民 记 录， 有
“饭店儿”、“陕西斤城” 等地名，可能主要取自中国穆斯林的麦加朝觐行记 ； 其四、 从迷癿力城
至鲁迷城段无里程记载，有物产和居民记录，有 “汉儿人” “巡检司” 等词，可能主要取自元代
档案和西方使者和商人提供的资料 。当然，上述并非完全确定，每段的编写虽有侧重来源，但应
该是参阅了各种资料。
《西域土地人物略》 中一些地名的拼写与 《蒙古山水地图》 上的记注相比已有所变化， 可能
在编写 《西域土地人物略》 时， 虽依据文本， 但地名的翻译依当时的读音而作。 也可能是抄写
时的疏忽，把黑楼城放在撒马儿罕城之前， 以至于 《蒙古山水地图 》 把黑楼城绘在撒马儿罕城
之西，而 《西域土地人物图》 把黑楼城绘在撒马儿罕城之东。
由此，笔者推测 《蒙古山水地图 》 依据某文本绘制， 《西域土地人物略 》 也源于此文本，
《西域土地人物图》 以 《西域土地人物略》 为依据并参阅 《蒙古山水地图》 绘制而成。
不容置疑，林先生耗时八年研究 《蒙古山水地图 》， 从大陆、 台湾、 日本等地多方查阅资
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最终成果 《蒙古山水地图 》 意义非凡。 因为这部专著， 我们才第一
次看到了同名地图的全貌，真正了解地图的内涵和重要价值， 也第一次知道和了解了 《甘肃镇
战守图略》 版 《西域土地人物图》 明彩绘本和 《陕西四镇图说 》 版 《西域图略 》 隆庆刻本等图
籍，由此，我们获得了更多研究明代边镇的珍贵史料 。
（ 作者单位： 甘肃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责任编辑： 李文博
责任校对： 王文洲

①

参阅李之勤： 《 〈西域土地人物略〉 的最早、最好版本》，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1 期。赵永复：
《明代 〈西域土地人物略〉 部分中亚、西亚地名考释》， 《历史地理》21 辑，第 354 ～ 365 页。沈玉萍：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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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s name as 腆藏帖林护迪 （ Tntsang trim quti） . The name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Antsang family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Chinese Buddhist influences. Judging from this and the Buddhist literatures they
read，the connection between Uighur and Chinese Buddhism was kept down to the Mongol-Yuan period.
Keywords： Antsang family； Uighur Buddism； Han culture； Jayad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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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ngol Landscape Map of the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Mongol Landscape Map has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Professor Lin Meicun has made deep research on it and published a book of the same title which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But his viewpoint about the drawing time of the map and evidence he relied on are questionable and
worth discussing.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Mongol Landscape Map was drawn after the emperor
Hongzhi's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before the 21 st year of the emperor Jiajing's reign. The map
should be drawn on the basis of a text and this text is the source of the book Xi Yu Tu Di Ｒen Wu Lue.
Keywords： Mongol Landscape Map； drawing time； Xi Yu Tu Di Ｒen Wu Lue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Author of Urumqi Fu （ Ode to Urumqi）

Li Yongquan （ 111）

Abstract： In San Zhou Ji Lue compiled by He Ying in the Qing Dynasty，there is an Urumqi Fu
（ Ode to Urumqi） signed Ji Yun，and Xu Song of the Qing Dynasty also said that Urumqi Fu was written
by Ji Yun. From then on，the view that Ji Yun is the author of Urumqi Fu has never been questioned. But
viewing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Urumqi Fu was not written by Ji Yun but by Luo Xuedan.
Keywords： Ji Yun； Urumqi Fu （ Ode to Urumqi） ； Luo Xuedan； San Zhou Ji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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