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中国
记“让西方了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
使者卫匡国学术研讨会”

柳若梅
柳若梅 ／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副主任

洲最优秀的汉学家之一，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

明末，千百年来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天下中心”
的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传教士叩响，年轻的教士争相前
往远东传播福音，中国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意大利
传教士卫匡国（Ｍａｒｔ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ｉ）便是这传教队伍中重要
的一员。“卫匡国神甫字济泰，意属提罗耳首府特兰托
城人。在罗马学校肄业，并从吉尔切尔（Ｋｉｃｈｅｒ）神甫特
别肄习数学……初至浙江之数年中，适当朝代更易之
时。因鞑靼内乱，不忘旧主者之举义兵，地方不靖，
未能久居一地。匡国在
《中国新地图》
题词中曾言其游历

的贡献。其
《中国先秦史》、《鞑靼战纪》
、
《中国新地图
志》，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欧洲了解中国最适当的钥
匙。在传教活动中，卫匡国在
“礼仪之争”问题上所发挥
的关键作用；其撰写的
《天主理证》、《灵魂理证》、《逑
友篇》、《中国文法》，都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
通，帮助西方全面地了解中国。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日，是这位最为著名的十七世纪欧洲
汉学家三百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日，为纪念卫匡国在中

若干省，北至京师，抵於长城。所经数省一一图而测
之，定其经纬”①。１６１５ 年，卫匡国因教事赴罗马，途
中抵荷兰阿姆斯特丹时，“即从事於《中国新地图志》
及
其他诸书之刊行”，後因教会敦促，继续赶赴罗马的旅
程。１ ６ ５ ５ 年，
《中国新地图志》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凡
图十七，附说明１ ７ １ 页：中国总图一，直隶、山西、陕
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江南、浙江、
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十五省，每省一

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早期汉学史的贡献，北京外国语
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意大利特兰托市卫匡国研究
中心、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共同在北京外国语大
学举办了“让西方了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卫
匡国学术研讨会”，并在意大利驻华使馆为其
《中国地图
志》一书的再版举行了发布会。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
乃芳教授、秘鲁驻华使馆大使、乌拉圭驻华使馆大
使、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出席开幕式，在京相关

图，附日本图一。诸图十五省之重要城市，皆绘有经
纬度数，经北京经纬线为主”②。该书出版後被译成多
种文字。卫匡国在中国活动的时间约十余年，以其在
中国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十七世纪欧

媒体对此次会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自中国、意大
利、俄罗斯、秘鲁的该领域重要学者近二十人出席了
研讨会，十二人在会上做了精采的发言。与会学者就
卫匡国的
《中国新地图志》
及其它重要著作、卫匡国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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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及其历史贡献、从地图上体现出来的十七世纪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米亚斯尼科夫（В

方地理大发现所获得的知识用地图的形式传入东方，
而西方真正认识东方、欧洲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地理大
势，也是通过中国传统舆图的西传而获得真知。浙江

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 院士，从十七
世纪欧洲、俄罗斯对中国所绘制的中国地图，追溯西
方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中国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徐
文堪先生详细地介绍了卫匡国的生平、在华活动及其
为西方认识中国所作出的贡献，深入研究了卫匡国著
作的价值以及当今整理出版五卷本
《卫匡国全集》的重要
意义。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马西尼（ Ｆ ｅ ｄ ｅ ｒ ｉ ｃ ｏ
Ｍａｓｉｎｉ）教授从卫匡国著作的缘起、《中国新地图志》
的

大学的龚缨晏教授从中国传统舆图中在表现浙江象山
时的错误，研究其在欧洲地图上的反映，认为中国明
代地图学成就——罗洪先的
《广舆图》
为罗明坚、卫匡国
的中国地图提供了依据，从中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
一个侧面。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吴莉苇博士把１ ５ ８ ４ 年
Ｌｏｄｏｖｉｃｏ绘制、１６５５年卫匡国绘制、１７３５年Ｄ’
Ａｎｖｉｌｌｅ附
在
《中华帝国全志》
中的的中国地图看成是近代欧洲早期
绘制中国地图的三个里 程碑，认为康熙朝绘制的中国

结构、纬度和经度问题、《中国新地图志》的史料、《中
国新地图志》的影响和价值几个方面，详细地研究论证
了卫匡国在西方认识中国、在制图学史、中西制图学
传统的融合中的成就和贡献、以及旁徵博引的《中国新
地图志》所体现的作者的史料功底，介绍了编辑出版之
中的五卷本
《卫匡国全集》
。马西尼教授认为，如果说利
玛窦和艾儒略让中国认识了欧洲，特别是欧洲的地
理，那么卫匡国则在马可·波罗带回那些根据不十分

地图为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提供了依据，同时认为卫
匡国地图确立了欧洲人对“中国”
这一地理单位的基本认
识，康熙地图则巩固了欧洲人关於“清帝国”与“中国”
的区别的印象，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中国地理轮廓虽已
为欧洲人认识，但欧洲人在地理方面的中国观念大体
停留在这个抽象的轮廓之上，尚没有了解中国地理的
现实条件和实际需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
员汪前进先生以
《西方地图投影在中国的传播》
为题在会

确凿的信息後，第一个将中国的自然面貌、经济和人
文地理的现状系统地介绍给欧洲，为欧洲在十九世纪
与中国进行文化和贸易交流开拓并铺平了道路。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黄盛璋研究员从
《中国新地图志》
的定名、性质、理解上的特点，探讨了研究
《中国新地
图志》的任务、方向，认为卫匡国不仅继承、体现了利
玛窦在地图、地志学方面的思想，不且在两方面都予
以完善，将之统一成为中国地理志，在学科史上获得

上发表了演讲。地图投影是地图学的重要内容，地图
投影的发达是西方近代地图学的重要特徵，也是中国
传统地图学的重大缺陷之所在。地图投影与地球观、
与几何学发展有直接的关係，三者之间的关係是研究地
图投影史与其传播史的基础。文章回顾了中国发明的
投影和宋元时期由阿拉伯传入的投影，总结了明清以
前中国业已存在的地图投影，进而全面地论述了明清
时期传入的中国的投影以及西方投影知识传入的特

了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同时书中所体现的测量学、地
名学的精准、涉及史料的精确，都说明该书是一部开
创性的著作。意大利特兰托市卫匡国研究中心主任斯
卡尔德兹尼（Ｒｉｃｃａｒｄｏ Ｓｃａｒｔｅｚｚｉｎｉ）教授研究了地理发现
与卫匡国
《中国新地图志》
的关係，认为卫匡国绘制的地
图完美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
“描绘的艺术”，
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新地图志》
中详细的
文字说明和丰富的图片，使之不仅成为十七世纪最有

点，论证了中国人对待西方投影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张铠研究员以
《利安当与卫
匡国围绕
“礼仪之争”
的一场辩论》
为题对卫匡国１６５９年４月
在杭州与利安当的一场辩论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这次
辩论是是
“礼仪之争”
中，观点相互对立的两派的代表性人
物的一次面对面的交锋，而在当前有关
“礼仪之争”
的研究
中，存在着一种十分明显的偏颇现象，即对
“礼仪之争”
感
兴趣的学者往往把其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对利玛窦等信奉

意义的地理和制图学著作之一，而且还为欧洲更好地
了解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意
大利特兰托教区主教（Ａｎｇｅｌｏ Ｓ． Ｌａｚｚａｒｏｔｔｏ）从卫匡国
对於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和深远影响的角度，研究了
卫匡国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提出的意义深远的课题。北
京大学历史系的李孝聪教授通过对现存古地图中对“马
湖现象”的描述，研究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在东西地
图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该书反映了中国传统舆图—

“适应”
策略一派的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上，而对於在
“礼
仪之争”
中持相反观点的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等的研
究较为薄弱。这将势必制约
“礼仪之争”
问题的进一步探
讨。因此作者希望有更多的同仁能投身於那些与利玛窦等
立场相反的西方传教士的研究，以便使我们对
“礼仪之争”
的发生、发展的历程以及
“礼仪之争”
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
徵能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的沈定平研究员以适应性策略的传承与卫匡国的历

—元代朱思本的
《舆地图》
对卫匡国的影响，体现了卫匡
国对於中国文化极强的领悟力和他试图向西方读者传
达深邃的中国地名意蕴。李孝聪教授认为，西方入华
传教士为中国人带来了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把西

史贡献为核心，围绕与卫匡国有关的时代、环境和群体，
清晰地勾勒出卫匡国的思想、情怀和活动的轨迹，提示了
不同形态文明之间寻求交流与互补的内在必然性。北京外
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分析了明清之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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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传教士关於友道论述的代表性著作——利玛窦的《交
友论》、《二十五言》
和卫匡国的
《逑友篇》
中的西方伦理
思想，并从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的变迁研究其思想和文

一天紧张而充实的讨论使与会学者普遍感到收获
丰厚，特别是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学者为会议带来的精
美地图，使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到卫匡国地图的原

化意义，认为利玛窦和卫匡国都可以被称为是人文主
义者，其著作中所体现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十分明
显，他们运用自然神学的方法论证宗教思想，对作为異
教的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宽容。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侯明女士向大会提供了《逑友篇》的点校本。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伯娅女士通过自己对《鞑
靼战纪》的研究，分析该书对於研究清初历史的参考价
值以及在史实方面存在的疏误之处。

图，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关於卫匡国地图的宝贵信息。
而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曹金
刚教授为首的会议翻译小组以其精湛的会议翻译更使
此次会议锦上添花。在会议的闭幕式上，意大利特兰
托市卫匡国研究中心向与会学者赠送了卫匡国地图。
最後，大家相约几年後在《卫匡国全集》
中译本出版时再
一次聚会。

注

释

①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２６０－２６１页。
② 同上， ２６４页。

附：“让西方了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卫匡国学术研讨会”论文目录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正名、“新”的正解与其二重性研究任务的方向、道路初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 黄盛璋
西方地图投影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 汪前进
马湖考——对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在东西地图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的再认识
北京大学 李孝聪 覃影
卫匡国及其《中国地图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徐文堪
浙江象山：中国地图上的一处错误及其在欧洲地图上的反映
浙江大学 龚缨晏
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绘制的中国地图浅析
北京大学 吴莉苇
卫匡国全集第三卷——《中国新地图集》
意大利罗马大学 马西尼（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Ｍａｓｉｎｉ）
地理发现与新制图法
意大利特兰托市卫匡国研究中心ＲｉｃｃａｒｄｏＳｃａｒｔｅｚｚｉｎｉ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ｏ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ｆｏｒ ａ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意大利特兰托教区主教（Ａｎｇｅｌｏ Ｓ． Ｌａｚｚａｒｏｔｔｏ）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В．С． Мя
с
н
и
к
о
в）
利玛窦和卫匡国“友论”初探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西平
《逑友篇》点校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侯明
适应性策略的传承与卫匡国的历史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沈定平
利安当与卫匡国围绕“礼仪之争”的一场辩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张铠
卫匡国笔下的明清易代——《鞑靼战纪》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吴伯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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