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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Ξ
——论吴传钧院士的地理学思想与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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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钧院士是杰出的地理学家。在 6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 孜孜以求, 不断探索,

为地理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 同时推动了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为地理
学的国际多维交流, 做出了不懈努力。本文扼要地阐述了吴传钧院士的地理学思想, 概括了他
对中国地理学事业发展, 特别是农业地理学、土地利用研究、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定向、开拓
国土整治和可持续发展新领域, 全力倡导并组织实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 组织我国地理学界联
合与合作,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的重大贡献。还着力探讨了吴传钧地理学思想的精髓- 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产生背景、理论思想和内涵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等。吴传钧先生创
造性地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这一科学术语, 并认为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始终
贯彻地理学的各个阶段。主张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理论; 各子
系统相互作用强度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和风险分析; 人地系统相互作用和物质、能量传
递与转换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控; 地域人口承载力分析; 动态仿真模型建造; 地域分异和
地域类型分析; 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筛选等。他
对人才的培养则一贯面向全国地理事业, 进行多系统多层次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今吴老虽届矍
铄之年, 依然精力充沛地为中国地理学的跨世纪发展而谋划良策。
关键词

吴传钧院士

地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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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贡献

今年 4 月 2 日是我国杰出地理学家、 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和组织者、 中国地理学会理
事长、 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任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先生的 80 华诞。 从 1936 年进
入中央大学 ( 现南京大学) 地理系开始, 他从事地理工作已逾 60 年。半个多世纪以来, 他
怀着对发展中国地理学事业的高度热情和责任感, 踏遍了祖国大地, 远涉重洋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开拓了我国当代地理学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领域, 发展了全国地理学界的联合与协
作, 促进我国地理学在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并推动中国地理
学走向世界。

1

对我国地理学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
1918 年 4 月 2 日吴传钧出生在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吴曾善, 当过司法官, 后

在东吴大学教授法律, 兼营律师业务, 抗日战争前曾为爱国人士七君子辩护; 又是名书法
Ξ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胡序威、 李柱臣等先生的文章, 庞效民博士也在写作中给予了帮助, 特此一并致谢。
来稿日期: 1997212; 收到修改稿日期: 199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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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如今在著名的苏州虎丘景区还保留着吴老先生的题字。 吴传钧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
育, 从小热爱科学。 初中时听地理老师讲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使他产生了对国家美好
前景的憧憬, 激发他对地理科学的浓厚兴趣和追求。 他曾就读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
任校长的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1936 年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地理系。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
央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 他在艰苦条件下继续求学。1941 年毕业, 1943 年取得硕士学位后
任该校地理系讲师。1945 年考取全国地理专业唯一的公费出国名额。经著名的人文地理学
家 Roxby P M 的介绍, 进入以研究远东地理为中心的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进修。他利
用假期骑自行车遍游英伦三岛, 同时又担任留英学生会的副会长。出席 1946 年夏在布拉格
举行的首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1948 年他撰写的“R ice Econom y of Ch ina ”以优秀成绩通过
答辩并被授予博士学位。 是年秋天, 他抱着救国的矢志和热情, 毅然回到处在动乱年代的
祖国。 由前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 留学利物浦大学的前辈林超教授延聘到该所工作。 新中
国成立后, 该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他和周立三先生共同负责经济地理组, 从
此开始了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呕心沥血、 功勋卓著的长期征程。 他在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学
科建设、 学术组织、 人才培养、 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建树和重大贡献。
111 农业地理学和土地利用研究
农业地理学和土地利用研究是吴传钧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 也一直是他科研工作的重
点。 早年他的学士、 硕士和博士论文都属于这两个范畴。 建国前, 他就对西南地区进行了
土地利用的典型调查研究。 1950 年在他的主持下, 经过实地调查, 编制了我国第一幅大比
例尺彩色土地利用图——南京市土地利用图。 他认为: 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和自然环
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 农业有别于国民经济其他生产部门的显著特点在于, 它和
地理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我国经济落后, 人民生活困难时期, 地理学为农业服务, 既
可以发挥学科优势, 又能够在生产实践中促进学科发展。
“而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相关的核
心, 正是地理学着力研究的问题。”50 年代, 他参与组织了康藏、青甘、黄河中游、黑龙江
流域综合考察。 在从事区域综合研究的同时, 均把农业发展作为研究重点, 出版了多部专
著。70 年代初, 进行大兴安岭地区宜农荒地资源考察。1974 年开始组织全国农业地理调查
研究和丛书编写。他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为后来全国农业区划工作奠定了基础, 并
由美国有关方面译成英文。 80 年代初, 他主持国家重点课题《中国 1∶100 万土地利用图》
的研究和编制。 该图在土地利用分类和制图规格方面为世界各国编制国家土地利用图提供
了范例, 是我国土地利用研究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 成为国家和省区市研究和规划农业发
展和布局的重要依据。 他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专著, 从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系统论述
了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
112

为经济地理学发展定航向, 开拓了在国土整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新领域
1958 年冬,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由南京迁移北京, 吴传钧着手组建经济地理研究室。
从此, 他一直领导了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及其对经济地理学发展提出的要求使他深受鼓舞。1982 年
由他牵头联名上书国务院, 请求支持经济地理学有较大的发展。1983 年中国科学院根据中
央的批示, 决定在地理所成立经济地理研究部, 现在该部已发展为 6 个研究室和一个研究
中心。 长期以来他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工作。 通过学会组织讨论了全国的经济地理
研究方向, 使我国经济地理学形成了今天如此蓬勃发展、 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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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局面。
吴传钧先生根据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问题, 认为苏
联当时对经济地理学科性质的看法存在着片面性。他在 1960 年发表的“经济地理学——生
产布局的科学”一文中提出: 经济地理 “这门科学是与自然科学、 经济科学、 技术科学关
系非常密切, 具有自然2经济2技术综合特点的边缘科学, 是整个体系中不可缺少, 也是其他
任何一门科学所不能代替的”新见解。 30 多年来, 我国广大的经济地理工作者遵循这样的
学科性质定向, 一方面认真地加强自然资源、 自然条件等自然科学的知识, 同时也钻研区
域经济科学和部门经济科学的原理, 还努力掌握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 正是通过这样的综
合训练, 才使我国经济地理工作者能够承担并很好地完成了国家和地方大量的关于生产布
局、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国土整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综合性任务, 并培养了一支高素质
的队伍。 这样一个学科性质定向, 也保障了我国地理学的统一性和综合发展。 我们可以设
想, 如果没有对经济地理学作 “边缘学科”的性质定向, 而是屈从于国内某些断言经济地
理学属于经济科学的压力, 我国经济地理学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的健康发展和重要地位。
吴传钧一贯强调经济地理学要把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服务作为重点。 引导我国
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 密切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各阶段的需要, 提出具体的研究方向。 早
在 50 年代初, 他负责进行了铁道部包头2银川2兰州铁路经济选线工作; 为配合水利建设, 他
参加了黄河流域的初期规划。还承担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中的生产布局工作。组织了 60
年代初期的华南、 云南热带作物合理布局、 华北工业基地布局调查研究等。
80 年代我国经济地理学在国土开发与规划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与吴传钧倡导和大
量实践工作是分不开的。在 1981 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国土整治这一重大任务后不久, 他就
指出: “国土整治所涉及的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大规模改造自然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与
后效预测, 地区建设和生产力的总体布局, 各项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合理安排, 以及不
同地域范围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保护等问题, 归根结底是要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 使人口、资
源、 环境协调发展。 而这些正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目标。 国土整治和地理学两种研究都具
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从事国土整治工作可以促进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他利用
各种机会倡导地理学要为国土整治服务。 在全国学术界和各级计划部门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国土整治热潮, 并倡导《全国国土规划纲要》( 草案) 的制定, 为区域整体发展和重大项目
布局奠定了跨世纪性框架基础。 为此, 万里副总理特地邀请他和一批科学家到中南海听取
他关于国土整治的见解和建议。 大量实践表明吴传钧强调的 “国土整治是地理工作者的大
好用武之地”是非常正确的。
他一方面号召地理界的同行们要为国土开发整治服务, 同时也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到
这方面来了。 他与于光远等著名经济学家合作, 共同组建了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 他经
常在报告会和各类研讨班上作报告, 阐明我国及各地区自然环境的特点、 人地关系日益严
重的不协调以及开展国土整治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在 1982 年～ 1988 年间, 他在各种报刊
杂志上共发表有关国土整治与经济地理方面的论文、报告就有 20 余篇, 还主编了经济大辞
典《经济地理·国土经济卷》
。
113

全力倡导并组织实施我国人文地理的复兴
吴传钧分析我国地理学发展的全局, 认为学科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问题。 指出建国初
期按苏联模式发展地理学, 忽视了人文地理; 不同意将人文地理视为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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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伪科学”
、“人文地理即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地理学”等政治性批评。 1978 年以后, 国家
战略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他认为地理学的发展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畸形发展状况。 人
文地理的重要性必然日益为社会所认识。 他积极为发展人文地理学而忘我地工作。
1979 年底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是复兴人文地理的极重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吴传钧先生作了“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学术报告。对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 提出地理学研究的特殊领域 “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
。
之后, 通过教育部与中国地理学会合作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活动, 举办多期全国人文地理教
育培训班。 他和李旭旦先生一起, 为普及人文地理知识和理论建设, 作了大量的工作。 先
后组织各地专家,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人文地理卷”, 编写了“人文地理学论丛”
、
“人文地理学概说”等。在他的关怀下, 出版了《人文地理》杂志。10 多年来, 具有中国特
色的人文地理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 这和他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
114 组织我国地理学界的联合和合作
自 60 年代初, 吴传钧就长期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80
年起他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近 7 年来一直任理事长 。他还受聘担任一些大学地理
系、 地理所的兼职教授、 研究员、 顾问、 名誉所长。 他对发展我国地理学具有强烈的责任
感, 为推动和协调地理界有计划地进行全国性学术活动而努力。 他时时注意到不使自己的
工作局限于中科院地理所, 而要顾及全国地理界的大局。 他通过中国地理学会将全国经济
地理界的力量组织起来, 从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抓起, 开展《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编写和
中国土地利用图编制的大协作。 同时, 他将全国人文地理研究和教学力量组织起来, 推动
了人文地理的振兴。 他认为, 要使地理学为社会所确认, 最重要的当然是做好我们的科研
工作, 其次就要善于宣传。 为此, 办好专业刊物就非常重要。 早在建国初期, 他就和一些
同行们集资创办了《地理知识》
。80 年代, 经过他的努力, 先后创办了《经济地理》
、《人文
地理》
。 自 1984 年担任《地理学报》主编后, 就力图使该刊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地理学发展
的新成就, 1992 年该刊分别获得了中国新闻总署、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新闻出
版局的四个最高奖。 他还担任多个全国性地理刊物的编委、 顾问、 名誉主编, 为全面繁荣
我国的地理园地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115

促使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
吴传钧先生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
自 1978 年以来, 吴传钧先后访问过美国、 日本、 英国、 加拿大、 德国、 法国、 巴西、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 捷克、 苏联、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
国等国家和地区。 多次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和讲学, 并在中国组织和主持了多次国际
学术讨论会。他曾担任过联合国大学校长顾问委员。1984 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地理大会上,
他以外交家的风度周旋于各国代表团之间, 通过协商和斗争, 恢复了我国在国际地理联合
会中的席位。提高了我国地理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信心。他感慨地说: “为了中国地理学总
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1988 年他作为团长, 率领由 42 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悉尼召开
的 26 届国际地理大会。会上, 他当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 并连任两届, 为我国的地
理学界争取了荣誉。
他经常强调, 在当今世界上我国地理学不能说落后, 相反, 在某些领域还居于领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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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但要承认我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还比较薄弱, 在工作方法和手段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
为了对外宣传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成就, 他曾主编《Geog rap hy in Ch ina 》等英文书刊, 受聘
为美国、 德国和香港一些期刊的编委。
由于他在推动国际地理学术活动方面的重大功绩, 被中国科协授予 “周培源国际科技
交流”大奖。

2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吴传钧在组织和领导我国地理学界完成一系列重大实践研究的同时, 对我国地理学的
基础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将人地关系的思想完整地引入到地理学中, 提出和论证
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 这个理论思想正在引导
我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在一系列学科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研究中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
211 人地关系思想的初期发展
西方近代地理学一开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地理环境演变、 分布规律和人地关系的内在
规律。吴传钧关于人地关系思想最早来源于法国人地学派代表人物 de la B lache V 和 B run 2
hes J。该派根据区域观念来研究人地关系, 他们提出的“或然论”认为人地关系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人类在利用资源方面有选择力, 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 并预见人类改变
自然愈甚则两者的关系愈密切, 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 吴传钧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 认
为人类社会通过生产有意识地改变着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 从而改变着周围的外在自然界。
在此过程中, 为他自己和新的自然环境之间带来了新的关系, 因此动态的人地关系可以理
解为一种具有社会和历史特性的辩证关系。
他早年的人地关系思想曾决定了他的科学研究方向, 即促使他选择土地利用和农业地
理作为他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他认为: 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及科学研究和自然环境
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 通过研究土地利用不仅可了解到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 而且
还可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 国土整治的总目标是理顺和协调人类生产和地理环境之间
的关系, 地理学以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核心, 它和国土整治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
的特点完全一致。“而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相关的核心, 是地理学着力研究的问题”
。
212 地理学理论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80 年代以来, 吴传钧反复强调, 地理学要“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
反馈作用”, “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
长期任务, 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
。1979 年底在广州召开的第四次地理学会代
表大会上, 吴传钧在所作 “地理学的昨天、 今天与明天”的学术报告中, 对地理环境、 人
地关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提出地理学研究的特殊领域“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
。也
就是说, 地理学家侧重在人地关系的空间方面。 吴传钧认为, 人地关系有着广阔的内涵和
意义, 地理学不能研究它所有方面和内容。“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 明确以地域为
基础”
。 从 1983 年起, 钱学森院士不断倡议要为中长期计划的需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综
合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组成的开放复杂的巨系统, 同时强调系统论及其在各门科学中的
应用。 他认为要以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研究人地关系的巨系统及其结构与功
能, 并强调这是地学重要的基础研究。 吴传钧非常赞同钱学森的观点。 他进一步将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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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入到地理学研究中。他提出, “人”和“地”这两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交
织在一起, 交错构成的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机制, 在空间上具有
一定的地域范围, 便构成了一个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也就是说,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
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
。这一论断, 使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具体落实
到地域。
这些年来, 我国地理工作者通过大量区域开发、 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在自然
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相互作用的机制及其对区域发展的作用研究方面, 取得了许多重要进
展。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上述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思想的指导。
213 如何研究人地关系?
吴传钧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人地关系, “地理环境是对应主体而言的, 主体是人类社会。
所谓地理环境有广狭两义, 狭义的地理环境即自然综合体, 广义的地理环境则指由岩石、土、
水、 大气和生物等无机和有机的自然要素和人类及其活动所派生的社会、 政治、 经济、 文
化、科技、艺术、风土习俗和道德观等物质或意识的人文要素, 按照一定规律相互交织, 紧
密结合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它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域差异, 在时间上不断发展变化”
。阐述了
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 对我国具有巨大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他认为, “人地关系在投
入产出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此可见投入产出是人地系统中最基本的双向作用过
程”
。他提出,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中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 从空间结构、时间过程、
组织序变、 整体效应、 协同互补等方面去认识和寻求全球的、 全国的或区域的人地关系系
统的整体优化、 综合平衡及有效调控的机理, 为有效地进行区域开发和区域管理提供理论
依据。 根据这个目标, 吴传钧提出地理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是: ①人地关系地域
系统的形成过程、 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的理论研究; ②人地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强
度分析、 潜力估算、 后效评价和风险分析; ③人与地两大系统间相互作用和物质、 能量传
递与转换的机理、 功能、 结构和整体调控的途径与对策; ④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 关键
是预测粮食的增产幅度; ⑤一定地域人地关系的动态仿真模型。 根据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
用结构和潜力, 预测特定地域系统的演变趋势; ⑥人地关系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
析; ⑦不同层次、 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 亦即区域
开发多目标、 多属性优化模型。
他根据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提出地理学家在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时的基
本方法是: 分类、 区划、 定量分析、 建立模型和评价等。 他特别强调要提高地理学理论研
究的水平, 走现代化的道路。
214 人地关系研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80 年代以来, 国家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自然环境

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他认为, 人地关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未来地理学肯定还有很多
新问题将要研究, 同时, 地理学本身还会进一步分化。 但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 仍将是地
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也是联系所有分支学科的纽带”
。 他提出: “地理学的理论研究首先
对人地关系要有全面的认识”
, “人地关系是否协调抑或矛盾, 不决定于地而决定于人”
。因
此 “要主动地认识, 并自觉地按照地的规律去利用和改变地, 以达到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
目的, 这就是人和地的客观关系”
。
近年来, 地理学界有愈来愈多的人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转到对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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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相应地, 地理学家在国内关于我国资源环境的现状、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以
及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方面起的作用也愈来愈大。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地理学界长期以来对
人地关系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中国 21 世纪议程》公布后, 吴传钧很快就强调地理学要结
合 21 世纪议程的实施, 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 他在庆祝中国地理学会成立 85 周年
大会上向全国地理界建议: 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应是我国地理学今后一个相当长阶段的主
攻方向; 协调人地关系, 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可持续发展;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可作为区
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他的这些论断, 明确了地理学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目标和
研究对象, 将会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我国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 吴传钧提出, 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制定具有特别的重要
意义。 他认为, 分析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单纯的定性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和定量分析
相结合。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是否协调, 人类对其施行调控的可能幅度等, 都应该使其
数量化。 这样, 也可使地域系统研究具体化了, 也使人文地理学这门软科学在方法上 “硬
化”起来。

3

追求科学真理, 热心培养青年人才

吴传钧在近 60 年的科研活动和国内外学术交流中, 始终表现出追求真理、 坚持真理、
勇于冒风险的科学精神以及广泛地团结同行、 尊老爱幼、 关心青年人才成长、 对发展地理
学始终抱有充分的信心和全局观点。
在 50 年代～ 60 年代国内关于经济地理学性质和范畴问题的争论中, 在当时苏联经济
地理学主流派的政治倾向压力下, 他大胆地提出并坚持经济地理学是边缘科学的性质, 同
时认为经济地理学不单要研究生产力, 还要研究生产关系。 这些论点在当时确实受到了一
部分人的非议。 但 “文革”之后, 他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大多数同行所接受。
在 “左”的思潮盛行时期, 人文地理学在我国是受到政治性批判的一个学科, 发展受
到压抑。“文革”一结束, 他与李旭旦先生一起倡导和实施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1979 年
底广州会议后, 人文地理复兴又受到某些 “左”的人士的非难, 再度发表批判文章。 1981
年在上海审《中国大百科》人文地理卷时, 吴传钧鼓励李旭旦先生: “难道您还怕戴第二次
帽子? 时代不同了, 不必理那一套! ”由于李旭旦先生的积极提倡和吴传钧先生的配合, 国
家 “六·五”计划中提出: 人文地理学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由于发展比较薄
弱, 今后应当予以重点加强。 把人文地理学发展列入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这在
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和两位前辈的特殊贡献是分不开的。 今天, 人文地理
学的科学地位在学术界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了。
吴传钧先生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地理学家, 但他始终谦虚谨慎, 从不居功自傲。总
是认为自己所抱的发展祖国地理事业的期望远没有如愿实现, 仍要始终不渝地追求下去。他
到了晚年常说有两件事不能放手, 一是要不断开拓中国地理学的新局面, 二是要培养青出
于蓝的接班人。
几十年来, 吴传钧先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才。从 1960 年起他就培养硕士研究
生, 还在很多大学兼任教授。 如今, 尽管他的门徒辈都已升任教授和研究员, 但仍不辞辛
苦, 继续培养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 这种为事业育人的高尚情操令人敬佩! 他时常教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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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 要热爱地理学事业, 扎扎实实做学问。 他对新招入研究生的第一次谈话, 总先谈一
个立志问题。他常说, “人不可无志, 而且要立大志。有了理想才能一步一步向着这个目标
奋斗, 以求卒抵于成”
。 他强调, “地理研究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 不仅要读万卷书, 系
统吸取国内外前人的宝贵经验, 而更重要的还要“走万里路”
, 多做野外考察, 多做社会调
查”
。先生从年青时就是这样做的。他要求青年人, 在进行一项科学研究之后, 要提出三方
面的成果才算完成任务, 那就是: 一根据任务的要求提出调查研究报告; 二是系统汇总调
查地区的素材, 写成区域地理成果; 三是总结工作的经验和体会, 写出有关理论与方法论
的论文。 他这样要求青年同志, 目的是使青年人能严格要求自己, 尽快地成长, 同时也是
力图通过任务的完成来带动学科的发展。如最近他主持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
点项目, 把一位青年业务骨干推向第一线答辩, 而自己却心甘情愿地充当“助手”配合, 这
种甘为 “人梯”的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他始终对地理学发展抱着充分的信心, 满怀热
情迎接美好的未来, 并以此来鼓舞年青的同志。 他认为, 将来 “提交地理工作者的新任务
将层出不穷。 地理学是一门天地广阔大有作为的伟大学问, 展望未来的地理研究是非常激
动人心的”
。
在吴传钧先生八十大寿之际, 他还在积极筹备 1998 年 8 月在香港召开的港、 澳、 台、
大陆和国际华人地理学大会, 共商 21 世纪地理学发展大计。这将是激动人心的一次空前盛
会! 同时又积极组织全国地理学界编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 20 卷) 争取作为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大庆的献礼工程, 亦将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里程碑!

作为吴先生的学生和晚辈, 我们深深感谢他老人家的长期培养和教育。 决心不辜负前
辈的期望, 以他那样对地理学事业的高度热情和责任感, 按照他指出的理论和实践方向, 继
续探索地理学这门 “伟大学问”,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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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dem ician W u Chuan jun is an ou t standing geograp her of Ch ina, w ell2know n hom e and
ab road. In h is academ ic career of 602odd years, P rofesso r W u has m ade sign ifican t con t ribu t ion s
to the developm en t of geograp h ical study and nat ional con st ruct ion in Ch ina, and has been ta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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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 leading ro le in the p rocess of increasing in ternat ional recogn it ion of Ch inese geograp hy and
enhancing in ternat ional comm un icat ion of Ch ina’s geograp h ical circle w ith fo reign co lleagues
th rough h is con t inuou s hard effo rt s and seriou s comm itm en t. T h is p ap er elabo rates b riefly the
p rofound geograp h ical though t s of P rofesso r W u, and gives a concise in t roduct ion to h is rem ark 2
ab le con t ribu t ion s to the overall developm en t of geograp hy in Ch ina, w ith focu s on h is sign ifi2
can t ach ievem en t s in the asp ect s of st rengthen ing agricu ltu re geograp hy and land 2u se study,
defin ing the developm en t o rien tat ion s of Ch ina’s econom ic geograp hy, op en ing up new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territo rial p lann ing and su stainab le developm en t, in it iat ing and o rgan izing the re2
new al of Ch ina’s hum an geograp hy, o rgan izing the in ternal coop erat ion in Ch ina’s geograp h ical
society, p rom o t ing in ternat ional academ ic comm un icat ion, etc. . T h is p ap er also gives in sigh t
discu ssion s on the theo ry of m an- earth areal system , the essence of geograp h ical though t s of
P rofesso r W u, m ain ly referring to the background, concep t ion s and it s relat ion sh ip w ith su s2
tainab le developm en t of the theo ry. P rofesso r W u creat ively p u t fo rw ard the theo ret ical term of

“m an 2earth areal system ”
, and st resses that m an 2earth relat ion sh ip rem ain s as the co re of geo 2
grap h ical study in all developm en tal stages of the discip line. H e p ropo sed that the m ajo r con 2
ten t s of geograp h ical study shou ld include fo llow ing issues: general theo ries abou t the fo rm a2
t ion, funct ional st ructu re and developm en t of m an 2earth areal system ; study on the relat ion sh ip
am ong sub 2system s of m an 2earth areal system , such as in teract ion in ten sity analysis, po ten t ial
assessm en t, effect evaluat ion and risk analysis; study on the basic ru les concern ing the m aterial
and energy flow and convey in m an 2earth areal system and app roaches of overall system at ic con 2
t ro l; analysis of areal cap acity of pop u lat ion; study on the dynam ic m odels; analysis of areal dif2
ferences and areal catego rizing; study on the im p roved m on ito ring and m odeling of coo rdinated
m an 2earth relat ion sh ip of variou s typ es of region s of differen t sp at ial levels and scop es, and so
on. P rofesso r W u has long been p aying great effo rt s in t rain ing qualified p ersonnel fo r the long 2
term p ro sp erity of Ch ina’s geograp h ical career, w ith rem arkab le resu lt s concern ing variou s
fields and levels. W ith h is m o st resp ected age of eigh ty app roach ing, P rofesso r W u is st ill on h is
im po rtan t career m ission w ith fu ll energy and w isdom , p roviding st rategic suppo rt to the devel2
opm en t of Ch ina’s geograp h ical study tow ards the 21st cen tu 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