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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公室来到另一间屋子，原本
聊得兴致勃勃的朱良，突然变得轻声
细语。不仅如此，这位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副教授，还
放轻了脚步。

这间屋子里并没有人。
但是这间屋子里，又有朱良最亲

密的“人”。
他拉开外表已显陈旧的书柜柜门

——依然是轻轻的，小心翼翼地用双
手把里面的物品捧出来。

那就是他最亲密的“人”。
那是一份份、一本本地图。最早

的一本，出版于 1884 年，今年已经
132岁。

他双手抚过100多年前工匠雕版
印刷的封面、内页，一直重复着几个
字：“你看，太美了，太美了。”

朱良，学习地理 36 年，痴迷地图
35 年，讲授地图 26 年。方寸之间，是
他的世界，他的人生。

图画比石头更有温度

1980 年，朱良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

和如今很多学生报考专业的情形
一样，朱良对这个专业其实一窍不
通。上了一年学，面对一堆石头，朱良
的内心是崩溃的。

那时老师经常拉着学生们去野外
实地考察。经过一年学习，对地质构
造那些东西，朱良还是搞不太懂。有
老师指点着，他还能分清哪些石头是
什么地质年代的，老师一转身，立马两
眼一抹黑。

“地质构造上，需要积累的东西太
多了。”尽管现在已经是中国著名高等
学府的副教授，对当时的窘迫，朱良依
然记忆犹新。

转机在大二到来。那一年，专业
开设了地图课，朱良很快被地图上花
花绿绿的颜色、密密麻麻的符号吸引。

山川、河流、平原、城市，朱良的想
象力随着地图的展开而延展。对朱良
来说，图画比石头更具温度，更能为他
的想象力提供现实的基础。他第一次
对地理产生了兴趣。

随着对地图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朱良开始发现，地图的背后，是一个无
限广阔的世界。

现代交通技术越来越发达，脚步
到得了的地方越来越多，眼睛看得到
的地方越来越多，但地图，总能告诉人
们更多。

在那间连开门都会下意识小心翼
翼的屋子里，朱良从一件有一米长的
牛皮纸封套里抽出一套地图，打开。

这是著名的《世界海图集》。地图
上，海洋水文数据密密麻麻，遍布世界
上每一块海域。各类动线、矢符和深
浅不一的色彩，勾勒出我们这个星球
上海洋的海底地形、深度等基本面貌。

地图的扉页上，印着一行字：苏联
海军总参谋部编制。

这不仅是一份地图，也是一部沉
默的历史。

“能在世界上每一块海域进行测
量，考察，这需要何其强大的国力？你
可以试着想一下苏联船只载着苏联科
学家航行在全世界的画面。”朱良注视
着地图。

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曾说：
“在世界海洋地图上，难以找到苏联舰
只航行不到的地区。”一个已经消失在

历史中的超级大国，渐渐在这份编制超
过60年的地图上，浮现出红色的余晖。

不仅是历史。
通过各种各样的地图，人们不仅能

够了解地球表面各类资源的分布状况，
还能够了解社会上各个事物的发展变
化。

“就我们对事物范围了解的广度、内
容的深度及其综合性来说，地图集时间、
空间、定性、定量于一身，是一个非常高
效、综合的科学作品。”每逢给新生上课，
朱良总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讲授，“通过把
各类信息编制成图，我们就能获得与人
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
等方面的空间状态和内容细节。”

一个上过朱良地图课的学生说：“借
助地图，我们就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或
者是多了一双能够放眼世界的千里眼。
地图的确是了解超出我们活动范围之外
空间区域的一个最佳工具。”

欣赏地图是一种享受

朱良的第一套藏品，是著名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这部地图集
是中国大地图集的扛鼎之作，1965年由
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出版。时至今
日，依然代表着中国地图编纂的最高水
平。

大地图集往往代表一个国家或出版
机构地图编制的整体实力，因此，朱良对
各类大地图集情有独钟。

1884 年，德国安德烈家族编制了
《安德烈普通参考地图集》。1895年，英
国泰晤士图书公司又出版了这套地图集
的英文版，改名为《泰晤士世界地图
集》。此后，该地图集多次修订再版，到
2015 年已发行了 14 版。在地图爱好者
心目中，《泰晤士世界地图集》是久负盛
名的权威性极高的地图作品。

对这样的地图集，朱良自然不会放
过。通过网络，他把 1884 年版的《安德
烈普通参考地图集》和 1895 年版的《泰
晤士世界地图集》全部拿下，其中代价自
然不菲。好在太太和儿子都理解他的爱
好。儿子从澳大利亚回来，还特意带回
一件澳大利亚地图题材的工艺品，让朱
良很是开心。

朱良酷爱收藏地图及其制品的习
惯，在学院也早已不是新闻，同事们、同
学们出国访问或者外出旅游，经常会给
他带回各种地图制品做礼物，或不远万
里寄来一张别致的地图明信片。

其中一件印有精美古地图的领带来
路颇为有趣。那天，朱良正在办公室，地
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院长杨胜天突然打
来电话，要他马上到院会议室参加外事
接待。原来，杨胜天发现来访的美国俄
克拉荷马大学大气与地理学院副院长佩
戴的正好是印有古地图的领带。他立刻
想起了朱良，赶紧让他来和美国学者见
面。

恰好朱良抽屉里有一盒富有中国特
色的礼品领带，他抓起领带就走。在会
议室，西装革履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地理
学院副院长见到了兴冲冲赶来的朱良，
当他听完这位爱好地图的中国学者希望
和他交换领带的心愿后，欣然同意，当即
从脖子上解下领带送给了朱良。

旧货摊也是朱良搜集地图的重要来
源。赶上好日子，他常常跑到潘家园，不
看别的，就看地图。

他从旧货摊上收了一套冷战时期绘
制的军事地图。地图上，世界主要国家
的海陆空军事基地、核基地、工业基地、
战争潜力等图例和数据，一目了然。

“这哪是小打小闹的地图啊，这就是
奔着全世界打核战争搞出来的地图啊。”
至今看到这套地图，朱良都感到后背发
凉。

30 多年来，他的地图藏品已接近千
余件。朱良说，自己从地图上收获颇多。

“我欣赏地图，热爱地图，并逐渐地
收集地图。在这上面我能发现很多地图
的故事，还能看到很多奇妙的东西，所以
我认为这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非常愉悦
的心灵感受。”朱良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朱良的追求，
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地理教师。

有一年的国培课堂，朱良应邀给来
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讲授《地图科学的
创新发展》，他对地图学的发展情况，包
括一张地图的编制、印刷都做了描述。
个别学员不喜欢听，希望他讲些“实用”
的，甚至有人故意问道“什么时候结束”。

来自河南的学员王云青当时就为朱
良感到尴尬。然而朱良没有生气。在王
云青的记忆里，朱良很平静地回答，组织
方让他做这个讲座的目的，就是要开拓
大家的眼界，地图学是每位从事地理教
学的老师都应该有所了解的一门科学。
说完，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且
讲得眉飞色舞。

王云青对此大为感概：“从他身上，
我真切感受到了那种职业的神圣感。在
别人对他的专业公然提出不喜欢的时
候，仍然坚信自己的东西是神圣的，是对
别人有帮助的，而且仍然会一丝不苟地
做下去。”

“学地理，没点人文情怀怎么行呢”

随着藏品越来越多，朱良开始办展
览了。

展览设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随着新
生的报到，每个学年初，朱良都会把部分
藏品搬出来。将近 100 平方米的空间
里，墙上布满了挂图，靠墙一周的条形案
上、中心宽大的台案上，依次摆放着大大
小小的地图册、地图集。

朱良还会特意挑出大量地图题材的
文化工艺品。玲珑的杯盘，熨帖的丝绸
挂件，鼠标垫、笔筒、眼镜盒、钥匙扣⋯⋯
各类地图和工艺品种类之丰富、内涵之
多样，常令前来参观的师生发出阵阵感

叹。展览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最开始只
办一天，来看的是本院的学生，现在则变
成了三天，参观者遍及全校。

从千件藏品中挑出几百件进行展
览，并非易事。每次办展览，朱良前前后
后都要忙好几天，光把东西搬出去收回
来就要两天时间。

他不嫌麻烦，“这个专业不热门。好
多学生都是调剂过来的，我得把他们的
兴趣调出来”。

学生张筠还记得第一次参观展览的
情形。有人找张桌子坐下，看看写写，写
写拍拍；有人和好友对着某张地图指点
江山，说到兴起却又怕打扰了其他人而
安静下来。让张筠印象深刻的是，“几乎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飞扬的神采”。

张筠学朱良的《地图学》这门课程
时，地图阅读的作业选用了一幅她生长
的城市的市区图。这张地图的出版时间
比张筠的出生还要早两三年。

“二十余年时光里，城市在不断扩
大，一切都日新月异，以令人难以想象的
速度在朝前走着。而停下来看看地图，
则会感慨，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经离最初
远了那么多，繁华了那么多。”这份作业
做完，听着外面的雨声，张筠写下自己的
感悟。

学生李圣哲去英国留学，在街头报
亭看见伦敦市区图，立刻买下给朱良寄
来，并附上便笺：“这份地图也许代表着
当地的某种文化。谢谢您带给我关于地
图的热爱和地理的热情。”

这种人文情怀正是朱良想要的效
果。他被拉去给师范生做讲座，起的名
字就是《地理教师的文化与情怀》。讲座
里，他不光讲地图，还给学生看著名摄影
家安塞尔·亚当斯的美国国家公园摄影
作品，给他们介绍纪录片《迁徙的鸟》。

在设在学院的个人主页上，他这样
介绍自己的爱好：“地图是我毕生的事业
与追求，集邮是我最持久的爱好，音乐是
最令我沉醉的世界，摄影曾是我最投入
的艺术，乒球是我最热衷的运动。”配图
是一张熊熊燃烧的火焰。

“学地理，没点人文情怀怎么行呢？”
他说。他拿出一本出版于 19 世纪末的
法兰西地图集，手指抚过页面，感受着雕
版印刷造成的凹凸感，微微眯起眼睛：

“这种感觉，好像在和100多年前的工匠
对话。”

婚礼上的九段线

2013年版的竖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图》，是朱良最常向学生展示的地图之一。

该版地图的意义在于，其不仅清楚
标注着钓鱼岛、我国南海疆域范围以及

130 多个主要岛礁，还首次将南海诸岛与
大陆同比例展示表达，为维护我国海疆权
益提供了更直观有力的证据。

2016年1月1日，新《地图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国家
版图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国家版图意
识。国家版图意识教育应当纳入中小学
教学内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使
用正确表示国家版图的地图。”

这让朱良感到振奋：“地图是国家版
图最常用、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公民国家
版图意识的形成与深化，要通过长期系统
的教育才能实现，地图正是这一教育工程
的核心载体。”

朱良的千余件藏品中，一本 1937 年
出版、封面泛黄的《中华建设新图》，是他
收藏中的珍品。怕别人不小心搞坏，朱良
用塑料封皮把它严严实实包了起来。

《中华建设新图》的定位是中学地图
集，编者是白眉初——民国时期北师大原
史地系系主任。这本地图集由当时的国民
政府正式审查通过，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把我国在南海的疆界线用一个完整的连
续线——即现在的“九段线”，正式标注在
地图上。

因此，《中华建设新图》也成为学校最
常来借的藏品。每逢有重要人物来访，学
校便会联系朱良，把这本地图借去。

史地系是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
前身，白眉初又是近代地理教育的开拓
者，这让朱良很自豪：“这应该算是我们学
校、我们系为国家疆域划定所做的贡献
吧。”

国家版图意识，也因此成为朱良在教
学中向学生们一再灌输的理念。说起这
个，朱良有些激动：“有的媒体、包括现在
流行的新媒体，在地图使用上，没有一点
规范意识，甚至把国外的地图拿来用。我
对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干这个的。如果你
们自己都打马虎眼，还怎么向大众普及？”

他忽然想起什么，弯腰，拉开文件柜
下方的抽屉，一件一件的翻着里面的藏
品。很快，他拿出一个红色布袋。

那是学生张卓栋和妻子结婚时，为宾
客们准备的礼品袋。布袋上印着一幅中
国地图，张卓栋夫妇的老家湖南、四川，各
自标上一颗红心。“年轻人点子多啊，我跟
他们讲过地图创意产业，他们就记住了，
用到婚礼上了！”朱良挺得意。

然而他最欣慰的，是这幅中国地图旁
边印着的南海疆域图。

在这对年轻人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他们没有忘记南海九段线。

朱良凝视着这个小方框：“这让我挺
幸福的，我这个老师，没白教。”

朱良：地图人生
本报记者 高毅哲

王 国 维 国 学 大 师 的 光 环 过 于 耀
眼，这多少掩盖了他在教育上的贡
献。事实上，和同时期教育家相比，
王国维尽管看似好像在办学上未有什
么涉猎，但他在教育理论和境界上的
建树，却一点也不差。有这样的情
况，盖因他实在是个天才，胸中学问
如江河湖海般浩瀚无涯，世间罕有其
匹，所以哪怕他在教育上稍微分出精
力，便可自成一派。

其实王国维踏足教育相当早。早
在 1901 年在武昌农务学堂任教期间，
24 岁的王国维就已经是中国最早的教
育刊物 《教育世界》 的主笔。这本杂
志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刊载了近百
篇关于日本学制的文章，内容涉及大
学、中学、小学、师范教育、职业教
育、女子教育等各个门类。作为主
笔，王国维功不可没，他也通过教育

译著的方式，在教育上小试牛刀。
真正令王国维在教育界声名鹊起

的，是他著名的 《论教育之宗旨》 一
文。文章提出，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
力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
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
达且调和是也。”“发达其身体而萎缩
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
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教育之事
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 （即意育）、
美育 （即情育） 是也。”他也因此成为
我 国 教 育 历 史 上 明 确 提 出 德 、 智 、
体、美四育主张第一人。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主张无甚稀
奇。但在当时，王国维却收获了“独
上高楼”“失行孤雁”的评价。何以至
此？

王国维身处一个混乱时代，救亡
图存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人们追求科

学的原因无他，只因其能使国强盛、
“有用”。培养科技人才，几乎成为新
式教育的唯一追求，人的工具性被提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氛围
下，人格塑造之类的“软教育”，无不
让位。

但王国维是谁？他是一位始终把
辫子留在脑后的人。冯玉祥发动“北
京政变”，把溥仪驱逐出宫时，王国维
还引为奇耻大辱，约了一帮前清遗老
要投金水河，只是被家人拦了下来。
他有此行为，未必就是效忠满清，他
效忠的其实是中国数千年的价值体
系。因此，中国传统极为强调的个人
修养，所谓修身齐家云云，是他重要
的思想来源。

但 王 国 维 又 是 谁 ？ 他 是 被 梁 启
超、郭沫若齐声颂扬，“在几千年的旧
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

辉”“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
有之学人”。显然，这不是光凭旧学就
能达到的高度——他可是 24 岁就把日
本教育制度研究透彻了的人。所以，
他能把压根不入中国传统教育法眼的
体育放进“完全之人物”的塑造范
围，开时代之先，绝非偶然。

只是令后人感叹的是，王国维忧
郁的性格、古怪的行为，成了他的思
想被世人理解的最大障碍。他的受业
弟子徐中舒讲过王国维如何指导学
生，“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
默坐相对，热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
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
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
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当然徐中舒
是其弟子，说话还算客气，还不忘修
饰一句“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
饰”，但在外人看来，师徒相对默默无

语，拿根烟闷头猛抽，岂不怪哉？再
加上他思想超前，除了“完全之人
物”，还试图把“最高之理想，存乎美
丽之心”这样的审美思想纳入教育轨
道，以审美为社会弊病 （吸鸦片） 开
出药方，如此“逆潮流而动”，最后他
悲天悯人的教育观念不仅没有得到社
会公认，反而在当时不容于世，也不
足为怪了。

所以他孤独。王国维在当代最大
腕的知音叶嘉莹说过，“王国维的孤独
寂寞是这个人对整个人生的悲悯”。从
这个角度理解，他的孤独就是大师的孤
独、天才的孤独。当世间之事喧嚣尘上
之时，他心如止水地整理国故、探究学
问，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大厦，为世人点
起一盏灯。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风流
人物风流故事被人遗忘，但作为燃灯者
的王国维，依旧不朽。

王国维：孤独的燃灯者
高毅哲

回望教育家

痴迷地图35年，讲授地图26年，在地图世界里，他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每学年初，朱良都会举办地图藏品展。
朱良供图

学生结婚的礼品袋上印着九
段线，朱良很高兴。

朱良收藏的 1937 年版 《中
华建设新图》。高毅哲 摄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副教授朱良的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副教授朱良的
办公室办公室，，就是一个地图世界就是一个地图世界。。 高毅哲高毅哲 摄摄

高毅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