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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四大传统① 
 

William D. Pattison 著 
汤茂林 译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的成立表明，在美国，职业地理学者获得了社会的全面认可。

一年后即 1905年，W.M.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对众所周知的对于地理学的怀疑作出
反应。怀疑论者认为，地理学  是一门没有分化的“大杂烩”，是通过描述所看到的事物的一
种方法，给某些知识加上“地理特性”，解释他处这种特征出现的原因[1]。戴维斯是作为 AAG
的主席发表这一言论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该例子被 AAG 的多位主席仿效过。持续的官方兴
趣导致 AAG在 1939年和 1959年出版专题著作，主要集中在地理学的定义及其应用的严格检
验上[2]。 
自从 AAG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地理学的每一个众所周知的定义都有其成功的一面。每一个

定义都有依次取代另一个的倾向，但都说出了适合于地理学的某些方面[3]。但是，从有优越地

位的 1964 年起，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定义也都失败了：或多或少都采用了一元论的观点，
偏爱惟一，有把握地省略，如果不是有意疏远为数众多的的话。这些专家正在广阔的地理大家

庭中问心无愧地继续参与创造性的活动。 
本文的主题是美国地理学家的工作，尽管不再与任何一个定义隐含的限制条件相一致，但

已经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这种必要的一致性已经对几个明显的但却相关的传统作出了贡献。

这些传统在专业地理学工作者之间架起了桥梁，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每一个传统都具

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作为西方思想遗产的一部分渗入美国地理学。目前，其它国家的地理学者

也具有同样的观点。 
有四个传统，它们的确定可以替代莫衷一是的一元论定义，后者已经成为地理学家的负担。

通过全面协调地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及他们的坦率陈述，判断的多元论基础将有可能大大促进专

业地理与教育地理之间联盟的实现，同时也将促进地理学家与圈外人士的交流。本文接着的讨

论将按如下顺序论述地理学传统：（1）空间传统；（2）区域研究传统；（3）人地关系传统和（4）
地球科学传统。 

空间传统（spatial tradition） 

在西方思想中，重视空间分析的观念根深蒂固，重视从经历的事物，如距离、形式、方向

和位置中寻找规则。直到 17 世纪，哲学家们才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这些方面上，探求它们是不
是自在之物的特性。后来到 18世纪，当 I. 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著得到广泛传播后，空
间观念作为包括诸方面的哲学范畴，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很明显的是，早在取得这些认识之

前，特殊的空间问题是高度组织化、企图回答它们的尝试的主题。为确认这一点，我们只要回

忆一下古希腊有关事物位置的精心记录集。这种记录包括航行距离、海岸线和界标等，它们不

断积累，最终成为公元 2世纪 C.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巨著的原始材料。 
对有正式组织以来的美国专业地理学的回顾表明，空间传统思想从一开始就已深入人心。

 
① 汤茂林译自：Journal of Geography, 1990, 89(5): 202~206.  原载：Journal of Geography, 1964, 53: 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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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维斯、H. 冈勒特（Henry Gannett）和 AAG最初的其他 44人中的大部分人而言，通过绘
制地图来测定和表现现实的空间特性，具有勿容置疑的重要性，不论当代的地理学定义是否承

认这上事实。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深刻了解制图艺术，发现当时地理学家行为中的对空间传统

的纯粹形式——几何学和运动——的积极兴趣。向前追溯，我们可以从 E. R. 约翰逊（当时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交通运输教授）世纪之交的著作、过去 20 年间 E.L.乌尔曼有重要理论影响
和价值的理论著作，乃至 AAG会刊（Annals AAG）1963年 9月号一位年轻地理学者关于美国
和加拿大铁路货流的文章[4]中发现把运动作为研究主题的倾向。 
向前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地理学与几何学或位置的布局有密切的联系。从 20世纪早期美

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Annals AAG）有关边界和人口密度的论文，直到 1953年 J. 谢弗尔（Joseph 
Schaefer）有争议的论断（他认为，正规地理学只能研究空间格局[5]），乃至最近美国地理学家

协会会刊上有关宾州稻田形式的电子扫描[6]。 
也许有人要问，对空间传统的讨论在作了上述评论之后，能否使地理学家更进一步相互了

解。其一，对空间传统的正确评价将使人们看到中学地理教师和当代地理学家间的联系。前者

致力于制图等方面的最基本的教育，后者致力于探讨中心地理论。许多地理教师不能只通过对

空间传统的讲解说明，看到他们自己教育的潜力，但我们也要给地理学中一味讲究计量化的人

敲敲警钟，因为他们常常被认为在其领域内偏离正道貌岸然太远而迷失方向。看看地理学以个

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因为许多人乐于把地理学一词与地图联系在一起而获益。隐藏在这种乐意

之后的是，他们也想把地理学看作是地图所涉及到的那些内容，而这正是地图所表现出来的几

何学和运动。 

区域研究传统（area studies tradition） 

与空间传统一样，区域研究传统在古典时代一位实践者——斯特拉波——残存的著作中就
明显地表现出来。斯特拉波因《地理学》这一巨著而赢得声望。该蓍作是斯氏向奥古斯都·罗

马的政治家们的讲话记录，也是一部企图总结各地特征并使之系统化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就

象后来的托勒密的著作一样。它不不仅涉及各地区区位及相关的制图事实，而且记载了各地的

性质、特征和差异。斯特拉波向我们展示了区域研究传统中令人感兴趣的诸多属性，这些属性

无论你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因为这是一种由早先的文字描述向预测转变的显著趋向，一种博

览群书的欲望和一种与历史相伴的自我意识。 
现代美国地理学家行列中有理查德·哈特向是极幸运的。他对区域研究的意义已经深思熟

虑，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他在 1939 年已被引用的专题论文《地理学的性

质》中，尽管他的兴趣与其他人及大量的后来者（尤其是德国人）一样，但他仔细分析并找出

与斯特拉波有着的“令人感兴趣的属性”的言外之意。他从每一个角度考虑统一的主要文字问

题或漏洞，接受了 Cargantuan 对多方面信息的偏爱并使之合理化。他通过评价区域研究和历

史学两者所谓的独特内容，通过证实它们对他和苏尔所称的“朴素的特定的现实”的关联，来

区分两者之间的伙伴关系。 

早期的美国专业地理学也包括区域研究传统（或者称为地志传统）。目前，区域研究传统正

受到支持空间传统的人的围攻，他们想使人们相信组织知识的区域研究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讲仅

是空间主义的一个部门。作为一种描述方法，区域研究仍有继续存在和繁荣的权利。我们可以

看到，目前任何一期《地理评论》（Geographical Review）就能证实这一点，就象早期读者转

向世纪之交的《地理评论》的先驱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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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这个传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它有助于恢复许多教师的热情，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区

域研究风格人事教学，开始怀疑这样做是否真的使他们与专业地理学保持联系。（他们的怀疑

绝大部分来源于对专业地理学家有用的技术性词汇的费解。专业地理学家有意地对保护这一传

统进行讽刺、挖苦。）在课堂之外的那些人中，地理学家一定因简洁明了而受益匪浅。在当今

美国社会，“区域研究”标题本身就被人理解的信息，美国社会有一种与专业团体所使用的相

联系的倾向。只要是描述近邻或州某地的特征，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此外，对地理学非专业化

权利的承认也许正是普遍大众所期望的，只要这种权利的应用能明确地按区域研究传统的是非

曲直说的话。 

人地关系传统（man-land tradition） 

只要浏览一下地理成果，就可以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地理学家地人地

关系问题作了大量探讨。O. H. K. Spate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观察已经证明：今日地理学地最重
要的古代先驱者既不是托勒密，也不是斯特拉波，也不是他们两位在其地理著作中所给出的代

表学者，而是公元前 5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希氏给后人留下了一本
内容广泛的论文集《论空气、水和地方》（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8]。这一著作由几部分组

成：其一，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外部性质的看法；其二，是围绕环境性质对人体健康的假定影

响的有关问题；其三，主要涉及风、饮水和季节变化对人类的影响问题。尽管这种单向关注对

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希波革拉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其吸引力是可以辩护的（因为从那时起的许

多世纪以后，研究人类状况的学者仍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只能对人地传统的这种狭义看法

感到遗憾，人们很容易把它与 19 世纪后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联系起来，实际上它给了美国第
一代专业地理学家以强大的动力[9]。这种看法的逻辑前提从三个方面统治发美国地理学家的研

究成果，即解释国家的崛起和衰落，战争的战略及公共进步的建设。这一特殊偏向（所谓的环

境决定论）最终逐渐使决定论和人地关系在许多人的思想中混淆了。现在回顾一下环境决定论

鼎盛的那些年，我们会发现：尽管空间传统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区域研究传统也使自

己感觉到，可能美国专业地理学家传记中最有意义的章节是由学会中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会

员所写的，却故意保留在广泛的人地传统内。最近 30 年间，文化历史学者的增加已经表明，
土地与人类之间的文化屏幕（所有影响必须由此通过）已经降落。文化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的

著作已经表现出希氏著作中自然对人类的影响这一方向的反面人类作为一独立的因素，而土地

是人类行为的受害者。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反映出的这一趋势，在题为“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

的作用”（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的论文集中达到了一个新高。最后，各
种论著已经提醒我们，它们已向所有任务中最困难的——对等地描绘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相互相
互作用——提出挑战。上面提到的书的部分章节就是探讨这一点的。实际上，只在困难重重的
那些地方可以辨认出这一方法的分裂。然而，作为一种高于环境决定论的一般研究的思想，拒

绝放弃人地关系传统，其意义不容误解。 
全国地理教育理事会（BCGE）似乎从其成立的那一刻起到目前，一直把它自身更多地与人

地传统（而不是其它任一传统）联系在一起，尽管所有四个传统在其官方杂志——地理杂志（The 
Journal of Geography）和年会论文汇编中有充分的探讨。全国地理教育理事会成员用人地关系．．．．．

来定义地理学．．．．．．的这一偏好，是分散阐述的人地观点对主要任务是教学的那些人具有吸引力的突

出证据。同时，也必须指出，该倾向证明，以资源利用和保护为中心进行学习的大众对这一传

统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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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传统（earth science tradition） 

包括对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地球上的水体、地球周围的大气、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联系等在

内进行研究的地球科学传统面临两难问题。一方面，专业地理学家使我们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

间他们对这一传统的参与已经急剧减少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全国大学的地理系要证明其在

普通教育中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直接源于这一传统的课程。我们可以从能共同解释这一状况

的所有原因中只选择两个，以进一步加深对该传统的理解。第一，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许多

决定性方面从地质学中成长起来的美国大学的地理学曾过分赞成地球科学（传统），因而当出

现更加平衡时，这一领域容易出现非同寻常的失落感。（这种不平衡曾在许多年内与人地关系

作狭隘的环境论解释的相互支持。）第二，妆一个人主人地理传统时，单在地球科学内传统内

就会遇到“地球科学”一词普遍意义上的主题问题。空间传统提取现实的某些侧面，区域研究

（传统）是以观战来区分的，人地关系传统则详细讨论种种关系，但地球科学传统则通过有形

的物体来认定。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等趋向于不仅接受而且要求得到地理学在这方面的帮助。

他们很乐意把地球科学看作在实体上与他们的研究主题相关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没有这

种自理能力。这种认同为课表中把地理作为地球科学带来了动力。 
只有通过从资助地球科学传统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我们才能弄清楚“地理学是科学之母”

这一经常出现的附属语的真正含义。这是古希腊出现的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表现得最

为明显。他在其著作中对地表和近地表的自然过程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研究。这是 17 世纪瓦伦
纽斯（Varonius）在“通论地理学”中所恢复的传统，这是随着科学已发展到当前易于导致分
化的传统，产生了矿物学、古生物学、冰川学、气象学等专业研究领域。 
对美国高级中学熟悉的读者可能对此提出挑战，因为他们知道当前地球科学的复活是由地

质领域的这些学校发起的。地理学对这种复活的支持来得较迟[10]。从这种联系及其它方面来看，

也许可以这样说，美国专业地理学家可能已经对地球科学传统开始动摇了，但并没有放弃地理

科学传统。 
在描述地理学中，可能会出现由孤立的、最后这一传统带来的某些优势。分离增进了地理

学家向教育家成功地解释地理学在适应社会研究计划时所遇到的极大困难的可能。学术兴趣的

分离再一次使我们能理解与美国公众成员的联系，后者把四周的自然理解为地理环境。最后，

对地理学家的地球科学传统的特别引用将给打开开放的基础，即整个地理遗产中几乎毫无异议

的最重要的概念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是人类能自下而上的惟一大众环境”。 

结论（an overview） 

尽管从逻辑上看，地理学的四个传统是有区别的，但它们是共同起作用的。我们可以说，

地理学同时人事人武部四个传统的研究。用四个传统的不同组合，地理学家就可以解释地理学

领域的传统划分。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是由前三个传统应用于人类社会所组成的；很明显，自

然地理学是受到第一、第二个传统制约的，第四个传统所人事的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揭示“系

统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工业地理学”等的含义。 
人们也许希望通过广泛地自愿地用这些传统来思考和研究地理学，将更有能力保证地理学

内部的统一和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对外界的易理解性，因而，将进一步加强对美国教育和一般福

利事业所做的贡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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