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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对于农业生产、人与自然界相处方式的一种
考量,体现了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独特内涵,并且渗透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方观承的《御题
棉花图》深受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涉及到“天时”
、
“地利”
、
“人和”的“三才”理论。通
过探究《御题棉花图》中的“三才”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传统学思想对于古代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可以继
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优良传统,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建议。
[关键词] “三才”理论；御题棉花图；天时；地利；人和
中图分类号：S26 文献标识码：A

The theory of "three talents" in yuti cotton painting
Xiaoming Liu
Agronomy College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al though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ancient working people and a
consi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way people get along with nature,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al thought, and permeates into various fields of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ng Guancheng's Imperial Cotton Map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al thought,
especially the "Universe-Earth-Human" theory involving "right tim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uman harmony".
By exploring the theory of "Universe-Earth-Human" in Imperial Cotton Map, we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thought on anci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al thought and bring posi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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