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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艾冲《河套历史地理新探》评介 

 

孟洋洋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119） 

 

摘要：艾冲教授所著《河套历史地理新探》全书分为五编，共收录 32 篇学术论文，探讨内容涉及到

河套历史政区地理、河套历史军事地理、河套历史民族地理、河套历史人口地理、河套历史经济地理

和河套历史自然地理。该书研究逻辑清晰、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学风严谨、求真求实、结

论合理。其出版填补了河套地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诸多空白，对于河套地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发

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学界关注。 

关键词：《河套历史地理新探》；河套；历史地理；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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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艾冲教授所著《河套历史地理新探》已于 2015年 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项目批准号：

11&ZD0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收录了作者关于河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部分成果，共

计 32篇学术论文，分为五编，约 43万字。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河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若

干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谨将其特点分析简述于下。 

一、 研究思路清晰、内容丰富、视野开阔 

该书作者的研究思路清晰，研究专题多样、内容丰富，学术视野开阔，所得出的诸多结

论符合历史实际。 

（一）研究思路清晰 

研究历史地理问题，首先要明确相关的时空概念。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界定研究时间

较为容易，但对研究区域的界定有一定困难，往往难于明确。该书所谓“河套”并非今人普

遍认为的河套平原。作者以“河套”为研究区域，首先定义了“河套”的范围。 

作者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对河套区域范围的认识及称呼。如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北

朝隋唐时期的“河曲”和“河西”、明代的“河套”、晚近学界习惯所称“鄂尔多斯高原”

等等。这些区域名称既受黄河这一自然地理要素的影响，也受不同时期此区域的军政形势影

响。如秦汉的“河南地”因特定时期汉匈势力范围的划分，常以秦昭襄王长城一线界定其南

界。明代的“河套”也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而多指黄河“套内”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

“套内”的范围还受黄河河道变迁的影响。 

因此，作者认为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个高原名称各异，所指地理范围也不尽一致，

但都代表着时人的地理观念。这个高原地域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无疑应以自然环境特征命

名才是最为科学、客观的地理名称。在对诸多历史地名比较分析之后认为，“河套”之名是

最具客观性、科学性的反应其自然地理特征的区域名称。遂将黄河河道从西、北、东三面围

绕的高原地域，南以白于山、大罗山等分水岭为界的鄂尔多斯高原，称为“河套高原”。同

时，河套还有其外延区域范围，即从西、北、东三面围绕河套高原的黄河河道外侧支流流经

地区，包括贺兰山东侧的宁夏平原、阴山南侧的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吕梁山西侧的黄河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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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区域在内。因此，河套地域实际应包括其基本区域和外延区域。作者关于研究区域的划定

主要以自然地理形势为主，也考虑到历史时期的军政形势。研究区域界定清楚后，相关历史

地理问题的探讨方能展开。这就避免了探讨的问题与研究区域出现偏差，或者使学术问题碎

片化。 

（二）研究内容丰富 

该书的研究专题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的众多分支。第一编“河套地区历史政区研究”收录

十四篇论文，主要探讨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在河套区域的政区沿革、部分政区的空间分布范围

和相关治城的地理位置等问题；第二编“河套地区古城研究”收录五篇论文，主要探讨唐代

河曲内外驻防城的分布，夏州城、盐州城、灵州城、榆关和渝关故城的地理位置等问题；第

三编“河套地区古代民族与交通研究”收录四篇论文，一篇研究唐代河曲地区的民族分布，

一篇研究唐代后期沙陀突厥的东迁问题，两篇研究唐代关内道的交通问题；第四编“河套地

区古代人地关系研究”收录五篇论文，分别探讨唐代河曲地区的民族分布与农牧演替，手工

业和商业的兴衰分布与商贸路线，河曲人地关系和唐代库布齐沙漠的范围；第五编“河套地

区古代长城研究”收录四篇论文，对明代河套地区长城的建置沿革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进行

了研究。简言之，该书研究内容涉及到历史地理学分支中的历史政区地理、历史军事地理、

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等，研究专题丰富，体现出作

者渊博的知识储备。 

（三）学术视野开阔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作者的学术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既注重

历史大背景下相关问题的宏观论述，也注重相关重要问题的微观考证与个案研究。比如对战

国、秦汉、北朝和唐代河套政区地理的研究，既着眼其宏观演变，从宏观上论述相关政区的

建置沿革，注重其演变的时间节点，并分析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又从微观层面对相关政区的

治城和边界进行细致考证，探讨前人未曾触及的学术领域。第二，该书所探讨诸多问题的研

究区域并非局限于河套地域，为了专题研究的完整性，作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其他区域，避

免为研究河套区域的历史地理问题而割裂历史演变过程和前因后果。比如《唐代安北都护府

迁徙考论》一文并不只是关注河套区域，论述唐代中后期其在河套区域的迁徙，而是从其建

立后的多次迁徙开始论述，将视野延伸到漠北、额济纳河与河西走廊，使得专题论述追本溯

源、脉络清晰。 

二、研究方法多样、学风严谨、求真求实 

该书作者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运用多重证据法，研究方法多样。同时，在探讨

学术问题上求真求实、学风严谨，使得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 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作者采用文献资料判读、自然地理学、文物考古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方法。运用多重证据以探讨不同的历史地理专题。然而，野外实地考察真正实行起来有一定

难度。特别是作者的研究区域“河套”，地域辽阔、地貌复杂、交通不便，且距离作者工作

地较远。但是，作者为获取真实的野外实地考察资料，仍频繁地深入河套区域进行野外考察。

河套区域的绝大多数乡、镇、苏木都留下了作者的足迹和汗水。比如，专题研究涉及的汉代

大城县、唐代六胡州治城、夏州城、盐州城、宥州城、灵州城等故城，以及与河套地域相关

的山脉、水系、沙漠、地貌等，作者都多次考察过。这也使得该书提出的学术观点、结论接

近于历史实际，获得学界同行的认同。 

作者在具体问题论证上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和多重证据法。在该书中，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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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对历史文献的准确判读开始，同时吸收考古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符合

逻辑的推理和论述，得出有理有据的结论。同时，借助图表形式进行论证或呈现研究结论，

使读者一目了然。 

（二） 学风严谨，求真求实 

该书收录的文章行文规范，语言流畅，逻辑严密，论述清晰。这些文章是针对成文之前

学界未涉及、或有所探讨但仍待继续深入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自己的独到结论。在选题、

材料运用和结论上，都有一定的创新。比如《唐代夏州城通向丰州道路的考述》一文，对史

书记载的“塞外通大同云中道”进行细致的考述，明确了其路线途径今天哪些地方，十分清

晰。对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这部分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裨益学界。再如在第一

编“河套地区历史政区研究”中对战国、秦、汉、北朝和唐代此地域的政区地理进行系统的

探讨，结论令人信服。这些是此前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作者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

诸多空白和不足，推动专题研究的前进。 

学术研究贵在求真求实，学者必须有严谨的学风。这在该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在

《唐前期“六胡州”古城位置有待继续探索》和《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两篇

学术商榷文章中，作者针对学术观点的分歧，本着学术交流、促进学术进步的原则和初衷，

特意针对疑问之处提出大量证据，逐步进行细致剖析，直面问题，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商榷。

这既是对相关学者的尊重，也是对学术问题的严肃对待。这种严谨周详的学术态度、求真求

实的学术素养，充分显示出学术大家的人格风范和稳健求真的治学特征。 

三、尚可完善之处 

如上所述，《河套历史地理新探》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但是，该书也存在可待完善

之处。 

第一，该书前四编主要是汉唐河套历史地理的研究，第五编的四篇论文是河套地区明长

城的研究，其他时期的研究未涉及。这与作者侧重汉唐和明代的研究领域有关。每个学者在

科学研究领域都有所侧重，不可能面面俱到。希望学界同志在作者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关注河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继续丰富该区域的研究成果。 

第二，该书多处已经利用图表进行展示，但仍可再增加图表。比如《唐代“关内道”地

域交通道路的空间分布》和《唐代夏州城通向丰州道路的考述》的研究成果，也可在地图上

呈现，使研究结论更为直观，收效更佳。 

第三，该书个别篇章的脚注格式与全书其它部分存在微观差异。首先，个别文章的脚注

未具体到页码。如“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一文的脚注，有的未标记页码，

有些则标注页码，最好能全文统一。其次，对于二十四史的引用，作者并没有逐一标明各书

的朝代和作者，但在个别脚注中又标明朝代和作者，最好能够做到全书统一。 

当然，一部学术专著存在些许尚需完善之处，是不可避免的。这三点尚可完善之处与该书广

阔的学术视野、科学多样的研究方法、严谨稳健的学风、深厚的史学造诣和极其重要的学术

价值等优点相比，自然是瑕不掩瑜！简言之，这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对于河套地域历史地理

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学界关注。 

 

A masterpiec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in Hetao area 

Review the New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Hetao Area 

was written by Ai Chong 

Meng Ya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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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Professor Ai Chong's the New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Hetao Area is 

divided into five series, including 32 academic papers, covering the contents of the Hetao historical 

geography, Hetao history military geography, Hetao history national geography, Hetao historical 

population geography, Hetao historic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tao history natural geography. The 

book has clear logic, wide academic vision,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The book is rigorous in study 

style, realistic and reasonable in conclusion.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fills many gap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etao reg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Hetao region. This book deserves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the New Probe in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Hetao Area; Hetao Area; Historical 

geography;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