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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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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9）

［提 要］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

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

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

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

“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

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

“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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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边疆（internal frontier）”是指处于一个

国家疆域内部，但却并未真正纳入王朝国家控制

体系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或者说是帝国

政治疆域之内社会、经济或文化体系的缝隙处，

它是不同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王朝政治疆域边境

地带的“外在边疆（external frontier）”的内在边

疆①。湖南湘西腊尔山区、贵州东南雷公山和古

州山区、广西东北地区等苗人聚居区域在明清时

期被称为“苗疆”②，这些区域在明代和清前期尚

未设置正式的政区，有些地区设有土司，有些地

区没有任何王朝政区建置，其地被为“生界”，其

民则被称为“生苗”③，属于王朝的“化外之地”和

“化外之民”④，处于王朝国家控制体系之外或控

制边缘，属于典型的“内在边疆”。

明代中期以来，为了加强对苗疆的经略和控

制，明廷在以镇溪（今吉首）、筸子坪（今凤凰）等

湘贵交界处设置土司，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

边墙，力图隔绝“生苗”和“熟苗”，明代学者和官

员因而编绘《麻阳图》《楚边图说》等苗疆地图。

① 关于中国内在边疆的解释和研究，参见柯娇燕（Pa‐
mela Kyle Crossley）、萧凤霞（Helen F. Siu）、苏栋堂（Donald S.
Sutton）等：《帝国在边缘：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裔性与边
陲》（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鲁西奇：《“帝国的边缘”与“边缘的帝国”——〈帝国在边缘：
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裔性与边陲〉读后》，姚大力、刘迎
胜：《清华元史》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55-
473页；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
《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第121-128页。

② 清雍正皇帝与西南督抚讨论苗民地区时，都将这一地
区称为“苗疆”，并将办理相关官员称为“办理苗疆事务大
臣”，“苗疆”一词在雍正朝之后的档案和实录中大量出现，参
见《清世宗实录》卷三一“雍正三年四月庚辰”条，《清实录》第
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3页。

③《明世宗实录》卷39“嘉靖三年五月丁丑条”载巡按贵
州御史陈克宅奏苗情边患事，将西南未设土司之处称为“化
外生苗”，梁鸿志影印嘉业堂抄本，1941年，第5页。

④《清世宗实录》卷63“雍正五年十一月戊辰”条载云贵
总督鄂尔泰奏称“黔省边界生苗，不纳粮赋，不受管辖，随其自
便，无所不为”，雍正帝称赞鄂尔泰经略苗疆，使“生苗等向化
输诚，咸愿纳赋，归附版籍”，《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
局，1985年，第968页。《清世宗实录》卷79“雍正七年三月戊
申”条载雍正帝说“古州等处生苗，自古未归王化，其人愚悍性
成，罔知法度”，都表现了清朝皇帝和官员的苗疆观和苗民观，
《清实录》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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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在苗疆地区继承明代中后期的地缘格

局，康熙中期加强对湘西地区苗疆经略，设置凤

凰营，湘贵交界处逐渐纳入王化，而贵州东南和

广西东北地区的苗疆仍在王化之外，甚至并未建

置土官。康熙晚期，康熙帝亲自主持、中外人员

联合测绘全国疆域，绘成《皇舆全览图》，其中在

贵州东南和广西东北地区绘有三块注记为“生

苗”的区域，这些区域内未设置任何土官或政区，

属于内在边疆中的化外之区，直观表现了康熙朝

西南苗疆状况。雍正年间，雍正帝将治国重心放

到制度改革和政区调整上，雍正四年（1726）云贵

总督鄂尔泰开始在西南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

政策，并将原来未设土官的生苗地区逐渐纳入王

化之下，设置政区，开辟“千里苗疆”。随着清廷

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的进行，清王朝

权力的真空地代——“生苗”空白区域逐渐减少

并被代之以正式的政区，作为“内在边疆”和“化

外之区”的苗疆最终消失。

在雍正朝清廷在全国推行政区调整、改土归

流、开拓苗疆的过程中，雍正帝先后命内务府官

员根据全国疆域政区的变化，适时绘制《雍正十

排皇舆全图》《十五省总图》等疆域政区图，以展

现其施政成果和历史功绩。这些地图生动表现

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权力的内在构建与

拓展。

另外，为了表现苗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

雍正朝的官员和学者大力搜集西南族群的风土

人情资料，编绘大量以“百苗图”为代表的西南民

族风俗图谱。疆域政区图和“百苗图”分别表现

苗疆土地和族群，成为清廷在西南地区进行国家

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疆域政区图既是一个王朝掌握疆土、施政

管理的有效工具，又是一个国家疆域版图、地域

法统的象征和表达。明清两朝的地图直观展现

了这一时期苗疆的变迁，反映了明清两朝朝廷

或是官员的苗疆观和苗民观。本文主要通过明

代中后期与清代前中期的地图来探讨明清两朝

苗疆地区的演变以及明清两朝的苗疆观和苗

民观。

一 明代《广舆图》与《楚边图说》所见苗疆

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

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苗人聚居区。宋朝以后，朝

廷逐渐将苗与峒、瑶区别开来。元明以后，苗人

主要居住在湖广湘西和川、黔、桂交界处，其中

湘黔交界地区是苗民聚居区，形成以湘黔交界

的腊尔山（今凤凰西北）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

旋湘境700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200余里的

“苗疆”。

明宣德、正德、嘉靖、万历年间，湖广、贵州、

四川三省交界地区的苗民曾多次起事，威胁明王

朝在当地的统治。明廷将湘黔川交界区域划为

“生苗”区，因其地苗人衣带尚红又称“红苗”。“红

苗”对朝廷反抗最为激烈，明朝屡次调集官兵剿

杀起义苗民，每次军事征讨后，往往选择要地，在

“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逐渐在苗疆地区构建

起日益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宣德年间，都督萧

授修筑湾溪等二十四堡，对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

腊尔山“生苗”聚居地区形成圈围之势。对此情

形，《明实录》记载：“巡按贵州监察御史陈斌奏：

贵州所属治古、答意及湖广所属筸子坪梗化生

苗，累律（经）劫掠铜仁、乌罗等府及五寨等长官

司。民被其害，不能安业。总兵官都督萧授，尝

设二十四堡，环其地以守之。”①嘉靖年间，总督张

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罢湾溪等堡，改设

十三哨，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

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②。万

历三十三年（1605）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

清平、八番等地苗民因明廷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

龙的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

“劫商”“抢官”，攻打当地的卫所屯堡，再次掀起

严重骚乱。万历四十三年（1615），湖广参政蔡复

一在萧授二十四堡和张岳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筑

建从铜仁滑石亭子关到湖南保靖喜鹊营的土墙

长城一道，长约380里，称为“苗疆边墙”或“楚边

长城”③，沿边设立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

关门、关厢，构筑起军事防御体系。明廷以边墙

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外的苗民

①《明宣宗实录》卷87“宣宗七年二月己未条”，梁鸿志

影印嘉业堂抄本，1941年，第12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547“万历四十四年七月乙酉”条，梁

鸿志影印嘉业堂抄本，1941年，第6页。

③ 乾隆《湖南通志》卷54《理苗二》，清乾隆二十二年刻

本，第16页。关于苗疆长城研究，参见伍新福；《明代湘黔边

“苗疆”“堡哨”“边墙”考》，《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

98-105页；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中山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7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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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生苗”，边墙之内的苗民称为“熟苗”，并强

调“川贵之苗不得东入，湖苗不得西过”①，通过隔

离湘西苗疆，实现对举事生苗的经济军事封锁和

分化瓦解。这一情势在明代中后期的地图中得

到了直观反映。

图 1 明嘉靖《广舆图》之《麻阳图》局部

《广舆图》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由罗洪

先以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基础，综合元明两

代其他地图绘制而成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②。《广

舆图》共有113幅地图，包括主图45幅，附图68

幅。主图分别是：舆地总图1幅，两直隶和十三布

政使司图16幅（其中陕西舆图2幅），九边图11

幅，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图5幅，黄河图3

幅，漕河图3幅，海运图2幅，朝鲜、朔漠（蒙古）、

安南（今越南）、西域图等“四极图”各1幅，《广舆

图》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堪称明代地图的集大成

之作。

《广舆图》中不但有《湖广舆图》《贵州舆图》

《广西舆图》等政区图表现苗疆情形，还有专门的

边镇图——《麻阳图》来描绘苗疆和苗民。在《麻

阳图》（见图1）中，罗洪先重点描绘了以湘西为中

心的苗疆地区的山水地势，突出表现了以洞、寨、

溪为主要形式的苗民居住格局和以营寨为主要

形式的防御形势，并在图的右下角用文字注记反

映了嘉靖年间起义苗民的分布情形，“镇溪叛苗

二十”“筸子平（坪）叛苗二十七”“贵州叛苗二十

七”，生动再现了嘉靖年间的苗民起义场景。值

得注意的是，图中所记不少苗民聚落地名如董

尕、噉勒等都非汉语地名，为研究明代苗民居住

格局、居住方式和语言都提供了一手材料。

除了《广舆图》之外，明代还有专门描绘苗疆

地图的军事图籍传世。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吴国仕编绘的《楚边图说》是一部描绘明代湖

广、贵州交界的苗疆地带军事防御情形的军事地

理著作，其中有《镇筸营哨图》《沅州营哨图》《平

溪卫营哨图》《清浪卫营哨图》《镇远卫营哨图》和

①《明神宗实录》卷547“万历四十四年七月乙酉”条，

第6页。

② 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8, Peip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946；﹝日﹞海野一隆：《広輿図の諸版本》，《大阪大学教養部

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66年第14卷，第147-164页；

﹝日﹞海野一隆：《広輿図の資料となった地図類》，《大阪大学

教养部研究集录（人文・社会科学）》1967年第15卷，第19-

47页；﹝日﹞海野一隆：《「広輿図」の反響——明・清の書籍に

見られる広輿図系の諸図》，《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录（人

文・社会科学）》1975年第23卷，第1-34页；任金城：《〈广舆

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文献》1991年第1期，第

118-133页；朱鉴秋：《〈广舆图〉图幅数及“副图”辨析》，《地

图》1992年第1期，第36-37页；任金城：《广舆图在中国地图

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

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18-133页；周建平、叶新建：《刍

论罗洪先〈广舆图〉对朱思本〈舆地图〉的继承与发展》，《南昌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75-79页；﹝日

﹞海野一隆：《地図文化史上の広輿図》，（东京）东洋文库，

2010年；成一农：《〈广舆图〉绘制方法与数据来源研究（一）》，

《明史研究论丛》2012年第10辑，第202-225页；成一农：《〈广

舆图〉绘制方法与数据来源研究（二）》，《明史研究论丛》2013

年第11辑，第211-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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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桥卫营哨图》六幅边防图，分别描绘万历年间

镇筸（今湖南凤凰）、沅州（治今湖南芷江）、黔东

平溪卫（今贵州玉屏）、清浪卫（今贵州清溪）、镇

远卫（今贵州镇远西）、偏桥卫（今贵州施秉东）等

州卫的卫所、营哨、炮楼、边墙以及府、州、县、巡

司等重要的行政和军事机构的位置和布局，表现

了明代中晚期明廷镇抚、经略形势和防守策略。

因为明代的湖广布政使司（今湖北、湖南）是古代

楚国所在，所以将湖广、贵州边界的苗疆地区称

为“楚边”。

《楚边图说》中的各边镇图均为纸本木刻墨

印，纵24.2厘米，横30.5厘米，方位大致为上北下

南，左西右东，注记翔实，图面清晰。图中的州城、

边墙用象形符号描绘，府、县、巡司和司的名称都

外括方框，而营、哨名称多用圆框括注。各图中对

苗人聚落、村寨有详细注记，“平溪卫营哨图”和

“清浪卫营哨图”中注记的苗寨名称尤其翔实①。

尤其重要的是，《镇筸营哨图》（见图2）中第

一次清晰地绘出了今湖南凤凰县至贵州铜仁市

的“苗疆边墙”，也即南方长城。图中的“苗疆长

城”东起镇溪所，西至铜仁府霭云营，城墙上绘有

敌楼，与城墙内外的营、所、塘、炮楼等军事设置

共同构成防守体系，起到隔绝“东苗”“西苗”的作

用，在城墙外的腊尔山地区注记“湖广、贵州、四

川三省诸苗负固于此”，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明廷

的苗疆边防形势、经守战略和兵力布署。

图 2 明万历《楚边图说》之《镇筸营哨图》

《楚边图说》是在明王朝镇抚经略苗疆的背

景下绘制的。该图的编绘者吴国仕是江苏新安

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万历四十三年

（1615）赴湖南辰、沅地区任职。为了镇抚苗疆，

他到任后即率同僚对楚边的地形、道路和苗民分

布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建立哨所10余处，

炮楼30余座，参与建筑苗疆边墙。为使这一地区

的布署“了然目中”，遂主持修撰《楚边图说》，于

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付梓。该书各图不但

① 曹婉如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京）文物

出版社，1995年，第18页，图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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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映了明末楚边设防和楚边苗族聚落的名

称和分布格局，更直接印证了苗疆长城的存在及

其形态结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①。

通过《广舆图》和《楚边图说》及相关文献可

知，明代中期以来湘贵川交界的湘西凤凰地区成

为苗民聚居起事的中心，明廷在该地区设立卫

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

而这些措施无疑在王朝话语体系中强化了内在

边疆——“苗疆”和“化外之民”——“生苗”的

存在。

二 清康雍时期《皇舆全览图》中的苗疆

清代以来，随着清廷统治的深化和湘西地区

的发展，明代中后期以来的苗疆地缘结构发生了

变化。康熙年间，清廷开始加强对西南地区控

制，改革明代的卫所体制，增设政区，加强控驭。

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廷裁撤贵州安笼所，改

置安笼厅。康熙四十二年（1703），辰州红苗作

乱，清朝派吏部尚书席尔达督荆州驻防官兵及广

西、贵州、湖南三省汉、土兵丁平叛，之后划定苗

疆边界：“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

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

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

十里，周千二百里。隔越汉境，不得与靖州相接

壤。”②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政府又在湘西地区

裁撤明朝卫所，改设乾州厅（明镇溪所）、凤凰厅

（凤凰营），分别以乾州同知和凤凰通判来管理民

事，一切经管事宜悉与知县无异。在苗民聚居地

带、裁撤明代卫所的基础上设置管理民政的厅级

政区，明显是为了加强对苗疆地区的直接控制，厅

的建置成为清代在西南地区增设政区的范例。

雍正四年到九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等人到

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增设政区，完成了

清朝对西南地区和族群的深化统一。雍正二年

（1724）至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高其卓以贵

州定番、广顺仲苗“作乱”，奏请雍正发兵平叛，揭

开了清代开辟苗疆的序幕。雍正四年（1726），鄂

尔泰又招降镇宁、长寨后路生苗；从雍正六年至

雍正末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又对位于黔、粤、湘交

界的黔东南“千里苗疆”连年用兵，降叛纳服。在

武力征服苗疆的基础上，清政府筑城设官，编制

户口征收赋税，先后在黔西南设长寨厅、归化厅、

郎岱厅，黔川交界处设仁怀厅、黔湘交界处设松

桃厅，黔东南“千里苗疆”设立八寨厅、丹江厅、古

州厅、都江厅、清江厅、抬拱厅等六厅（并称“新设

六厅”或“新疆六厅”）。同时，清廷在云南先后设

置威远厅、维西厅、中甸厅、思茅厅、大关厅、鲁甸

厅、他郎厅等政区。此外，雍正年间清廷还在湘

西与贵州交界地带设立永绥厅、永顺厅、保靖

厅③。通过这些厅的设置，清廷逐渐加强了西南

苗疆的控制。这些变化都在康雍两朝的疆域政

区图中得到了直观反映。

《皇舆全览图》是由清代康熙皇帝主持、中欧

测绘人员合作，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

（1708—1718）间测量绘制完成的第一幅大型实

测中国疆域政区全图，是18世纪世界最为重要的

地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和中外地图交流史上都

具有重要地位。

该图的测绘是在10年间陆续完成的，疆域测

绘先从京师附近的长城开始，然后是满族发源地

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其后对内外蒙古、西

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及新疆、西藏等地分别

实地测绘。对西南地区的测绘开始于康熙五十

一年（1712），欧洲耶稣会士汤尚贤（Pierre Vin‐

cent de Tarte）、麦大成（Jean Francisco Cardoso）等

人赴江西、广东、广西测绘，费隐（Xavier Ehren‐

bert Fridelli）、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等

赴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测绘。康熙五十三

年（1714）12月，山遥瞻病死云南，费隐患病，西南

测绘陷入停顿。康熙五十四年（1715）雷孝思抵

达云南，继续费隐和山遥瞻未能完成的云南测

① 席会东：《明万历〈楚边图说〉所见明代西南苗疆边防

体系》，《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年，第298-299页。

② 乾隆《湖南通志》卷54《理苗二》，清乾隆二十二年刻

本，第2页。

③《清世宗实录》、乾隆《黔南识略》、鄂尔泰纂修乾隆《贵

州通志》等文献中，都有大量有关鄂尔泰经略苗疆的记载。

相关研究主要参见杨胜勇：《清朝经营贵州苗疆研究》，中央

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马国君：《论雍正朝开辟黔东南

苗疆政策的演变》，《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7-23页；席

会东：《清代厅制初探》，《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011年第

43期，第85-111页；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

“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张中奎：《清代苗疆“国家化”范式研

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第22-29页；杨志强：《“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

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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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其后雷孝思又与康复的费隐一起于康熙五十

五年（1716）完成贵州、湖广（湖南、湖北）的测

绘①。每省舆图测绘完成后，即由各省督抚直接

派人护送进京，供康熙帝审阅。康熙五十六年

（1717）各分图测绘完成后，杜德美（Petrus Jar‐

toux）在京将28幅分图合为木刻版总图，康熙五十

八年（1719）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

将全图雕刻为44块铜版②，正式定名为《皇舆全

览图》。

《皇舆全览图》测绘过程漫长而复杂，版本众

多，至少有9种刻本和3种绘本传世③。其中，康

熙五十六年（1717）28幅分幅木刻本和分幅彩绘

本中都有《湖广全图》《广西全图》《贵州全图》等

反映苗疆的地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各个传

本中，明代苗疆和苗民中心湘西已经设立凤凰营

和麻阳县等政区建置，纳入清廷直接管辖之下，

不再是化外之地。而在广西东北、贵州东南（见

图3）存在未绘制任何内容的3块空白区域，为未

纳入王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生动表明了清朝

康熙朝的化外之地——苗疆的存在。

图 3 康熙《皇舆全览图》之《贵州全图》生苗部分

《雍正十排皇舆全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

图》基础上，结合雍正年间新辟苗疆、“改土归流”

等疆域政区变化及传教士带来的海外舆图资料

补充修订而成的大型疆域政区总图，该图有多个

范围和尺幅不同的绘本和刻本传世，是清代官方

实测“皇舆全图”由全国总图向“天下图”转变的

重要一环，也是清宫大型实测系列舆图的重要组

成部分。

该图的绘制与雍正朝的疆域政区变化关系

密切。一方面，雍正时期，沙俄帝国加快了在远

东地区的侵略步伐，与清朝、准噶尔汗国产生领

土纷争，清朝通过谈判与俄国订立了西北界约，

并通过西方传教士接触到了更多的欧洲地图。

另一方面，清廷在西北地区进一步平定准噶尔

部，裁撤卫所；在西南地区开拓“千里苗疆”，推行

“改土归流”，即改西南民族地区的世袭土司为中

央委派的流官，并通过政区改革，使全国的省、

府、厅、州、县行政建置整齐划一。为了反映疆域

政区的最新变化，雍正命人在康熙《皇舆全览图》

的基础上，重新编制皇舆全图，全面反映雍正皇

①﹝法﹞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著，葛剑雄译：《测

绘中国地图纪事》，《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4年，第206-209页。

② 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印制——

兼论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布与影响》，《东吴历史学报》

1998年第4期，第139-154页。

③ 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北京）中国地图出

版社，2013年，第9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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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功绩。在雍正初年，雍正帝曾多次命造办处

舆图房根据政区变化，绘制体例和范围不同的多

种《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并将这些舆图赐给朝中

大臣和各地的总督、巡抚，除了实用之外，还有政

治意图，一则是彰显雍正帝的文治武功，再者也

勉励臣工为清朝开疆拓土。

《雍正十排皇舆全图》有多个不同的版本①，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雍正三年

（1725）木刻拼幅本。该图绘制时西南地区的苗

疆开拓和改土归流尚未完成，所以图中与康熙

《皇舆全览图》相似，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绘

有3块标注为“生苗”的空白区域。

在此后的几年间，随着西南苗疆的开辟和改

土归流的进行，原来的内在边疆苗疆被分管设置，

改立厅县，逐渐纳入清中央的直辖之下。为了及

时表现全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边疆政区变动，雍

正帝屡次命内务府造办处官员绘制疆域图，以彰

显雍正帝的治国理政功绩。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初年内

务府造办处官员先后绘制有多种尺幅大小不一、

内容不断变化的疆域总图，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与《雍正十排皇舆全图》类似、囊括直省和边疆

各地的皇舆全图，该类图往往采用满汉对照形式，

尺幅宏大，在清朝内务府档案中雍正帝称之为“大

图”，绘制殊为不易；另一类是重在反映直省政区

变化的十五省图，该类图尺幅较小，被雍正帝称为

“小图”，简洁明了，易于绘制。

图 4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五年《雍正十五省总图》西南诸省部分

雍正五年到七年期间内务府应雍正帝之命先

后绘制过6次15省总图，其中年代最早的雍正五年

（1721）四月十五日郎中海望所画之图②。雍正五年

十月二日，雍正帝又命内务府绘图将十月一日所呈

图上没有反映的政区变化，也就是将原属四川省的

东川府、乌蒙土府、镇雄土府改隶云南省的事实改

绘在新图上。对此情形，内务府档案记载：

雍正五年十月初二日，太监刘希文交来

单十五省图一小张。传旨：四川省内有东川

府、乌蒙土府、镇雄土府，此三府已经有旨，

着分入云南省内。今可细细查明，画图时将

此三府入在云南省内。……于十一月十一

① 於福顺：《清雍正十排“皇舆图”的初步研究》，《文物》

1983年第12期，第71-75页；冯宝琳：《记几种不同版本的雍

正皇舆十排全图》，《故宫博物院刊》1986年第4期，第73-78

页；汪前进：《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全国总图的绘制》（代序），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第3-4

页；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北京）中国地图出版

社，2013年，第102-107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

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744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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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遵旨画得单十五省图一分，郎中海望呈

进讫。①

据此可知，清代政区变化在舆图中的反映需

要一段时间，雍正五年三月份发生的政区改革，

在雍正帝的亲自关照下，经过了六个月才在舆图

上反映出来，而雍正帝也极为重视疆域图的即时

性和准确性。

雍正年间所绘制的“皇舆全图”也即“大图”，

流传至今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七

年（1729）木刻本和雍正七年（1729）彩绘本以及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雍正帝御用木刻本，这几幅图

都反映了雍正七年西南改土归土和开拓苗疆的

情形。图上西南黔桂交界处的三处生苗区域都

已经消失。

除了大型分幅刻印本外，雍正年间内务府造

办处舆图房还奉雍正帝之命缩绘过多幅小型内

地各省总图或直省及蒙古图，称为“小图”，重在

反映了雍正年间清廷在西南贵州、云南、四川、广

西等省开拓“千里苗疆”和“改土归流”的历史进

程，这些舆图现多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

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档案中，相继反映了雍正朝的

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进程。

雍正五年（1727）彩绘本《雍正十五省总图》

（见图4），主要描绘长城以内的十五省，关内用汉

文注记，关外边疆用满文注记。其中，贵州东南

苗区绘注两块“生苗”区域，广西东北绘注一块

“生苗”区域，反映雍正朝在西南开辟苗疆前的政

区建置。此图极有可能就是前文内务府档案中

所载海望于雍正五年十月十一日所绘之图。

雍正六年（1729）彩绘本《雍正十五省总图》

（见图5），纵68.5厘米，横64.4厘米，形式、内容与

上图相似，主要区别是图中用橙色方框绘注各省

省会并注省名；增绘黄河源、江源地区的山岭，关

外山脉；上图中贵州东南地区的两处“生苗”只剩

一处，广西东北的“生苗”已消失，四川、云南交界

地区的部分土司已经改设府县，直观反映了雍正

五年至六年（1727—1728）间清廷经略西南，开辟

“千里苗疆”、推行“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

图 5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六年《雍正十五省总图》西南诸省部分

雍正九年（1731）彩绘本《雍正十五省与蒙古

总图》，除与上两图内容相似的十五省外，此图还

重点表现了长城以北蒙古地区，用黄色满文贴签

绘注蒙古地区的驿站和归化城等地名。此图采

用直角交叉的经纬网，上图中贵州地区仅存的一

处“生苗”空白区域也已经完全消失，云贵川桂等

省的土府、土州已经全部改为正府、正州，反映西

南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基本完成。

康熙、雍正两朝的疆域政区图直观描绘了清

代在西南开辟苗疆和“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反

映了康雍时期苗疆地缘结构的演变，与雍正朝大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

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册，第744-745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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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绘制的百苗图分别反映了清王朝的苗疆观和

苗民观。

三 结 语

作为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和化外之地，明清

时期湘、贵、川、桂等省交界的“生苗”聚居区被称

为“苗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为

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

隔绝“生苗”和“熟苗”，一方面反映了明王朝镇抚

苗疆，试图在此推行国家秩序构建，另一方面也

用地图在事实上确认并强化了内在边疆“苗疆”

和化外之民“生苗”的存在。

清代苗疆内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

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区，康熙、雍正朝的

疆域图中的“生苗”的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

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

“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

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

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

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而

作为“化外之民”的“生苗”也成为编户齐民，清王

朝在苗疆完成了国家构建。

作为疆域主权和国家权力的载体，明清两

朝的疆域图生动表现了两朝经略苗疆，在西南

内在边疆进行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直观反映

了明清王朝的苗疆观和苗民观。为了表现苗疆

变迁和苗民习俗，清代康雍两朝的官员和学者

编绘苗疆地图和苗民图册，以疆域政区图和“百

苗图”来分别表现苗疆土地和族群，成为清廷在

西南地区进行国家疆域构建和臣民构建的重要

载体和工具。

Miao’’s Territory and Uncultured Miao in Map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i Huidong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border areas of Hunan, Guizhou and Guangxi prov-

inces had not been included in direct jurisdi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were called“Miao’s Terri-

tory”due to settling by the“Uncultured Miao”and were defined as the“internal frontier”. Since middle

Ming Dynasty, central government of Ming Dynasty had set up garrisons and military camps in the Miao’s

areas centered the La’er Mountain in west of Hunan, and built the great wall in Miao’s areas to isolate the

“cultured Miao”and“uncultured Miao”for strengthening control of the inner frontier. The "Mayang Tu"

(Map of Mayang) of Jiajing’s Reign and the "Chu Bian Tu Shu" (Map and Explanation of Frontier of Chu)

of Wanli’s Reign demonstra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existence of "Miao’s Territor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inner geologic structure of Miao’s Territory changed, and southeastern Guizhou and northeast Guangxi

replaced west Hunan as the center of“uncultured Miao”. In the territory map of Kangxi’s and Yongzheng’s

Reign of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three blank areas of“uncultured Miao”, which marked the ungoverned

areas and internal frontier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reflected the "territory view" and

"ethnic view"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expansion and administration reforms in southwest China of

Yongzheng’s Reign, the blank areas of state power of the Qing Dynasty —— the areas of "uncultured Miao"

had gradually reduced and replaced by the official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areas, and the internal frontier of

“Miao’s Territory”eventually disappeared in the map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territory map vividly

shows deepening national reunification and internal expansion of the Qing Dynasty.

KeyKey wordswords：：Internal frontier；Miao’s territory；Uncultured Miao；Territory map；Territory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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