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的考古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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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元 3-10 世纪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
裂、融合和隋唐一统天下的盛世局面。这一时期，都城的规划、设计、布置有一定的相似和沿
承，形成所谓的“中世纪都城系统”
。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把中世纪的都城系统更具
体化为：
“邺（曹魏十六国）——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
长安（唐）
”
。在此系统中，长安城前后经历了十六国、西魏、北周，至隋大兴和唐长安等阶段，
是研究中世纪都城系统的重要范本。本文依托此时期的考古成果，上溯邺城、曹魏洛阳城、北
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下至隋大兴、唐长安城，从选址、规划设计、城制布局、结构
区划、城市建筑与园林艺术等方面，对中世纪都城系统的产生、动态过程进行科学的归纳，同
时重新审视“胡汉体制”与中世纪都城系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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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10 世纪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
长期分裂、融合和隋唐一统天下的盛世局面。公元 3 至 6 世纪的割据分裂时期,为
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南侵提供便利和机会。此时期,这些以游牧为生的胡族越过农
牧交错地带而入侵到农业地域，并在农业地域立国建都。关中平原正好邻接农牧交
错的边界地带，成为胡族竞相争夺的目标，关中平原中心的长安城，成为胡族建立
政权的首选。其中以汉长安城为基础建都的胡族政权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
魏、北周及隋初，前后长达百余年。隋开皇二年（582 年），文帝在西汉及北朝各
政权的旧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城大兴城，唐沿用隋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长安城
前后经历了十六国、西魏、北周，至隋大兴和唐长安等阶段，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中世纪都城系统的重要范本。
隋大兴城的建设，成为结束近三百年分裂局面后政权正统化的核心任务。其融
入传统思想的整体设计理念，确定宫城、皇城、郭城及中轴线等要素的建筑次序，
先筑宫城，再修皇城、宗庙和社稷及宫署，后建郭城和东、西市。“隋创新都，其
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然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
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1可见，隋大兴城的规划设计是立足北周之地，兼容并收历
史经验，加以整理而定。唐长安城承袭隋大兴城，“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
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潁、刘龙及高龙义即高义，或家世久居
山东，或本为北齐宗世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 2 陈寅恪认识到
邺城与隋大兴、唐长安的沿承关系,并从礼仪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学者将陈寅恪的
看法概括为“邺--大兴--长安”系统，并将其称为“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3。
中国中世纪的都城系统，从时间上来说，与中国古代史划分的中古时期相一致，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时期，都城从规划、设计、建筑布置都有一定的相似和
传承。

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经历了唐宋地理学---明清考据学---田野考古学等几个
阶段。西方考古学方法的传入和应用，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新局面，田野考
古成为古代都城研究必不可缺的新手段。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把中国古代都
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4。其中第三段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城市在选址、规划
理念、形制布局、空间结构、建筑形式等方面具有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及传承关系
形成了中国中世纪都城制系统，即单一宫城、宫城位于城北部中央，由宫城的中心
规划出南北中轴线，棋盘式街区，这些特征是逐渐发展，并形成一定系统，具体到
中国古代都城的演变为：“邺（曹魏十六国）——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
北齐）——大兴（隋）、长安（唐）”四个阶段。

邺城制度与中世纪都城系统
邺城是 3-6 世纪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之一，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建安九年
（204 年）曹操打败袁绍后，开始全面营建邺北城，建安十八年（213 年）曹操封
魏公，后擢封魏王，邺城遂作为曹魏政权的王都，邺城用度，皆以都城为准；十六
国时期后赵、冉魏、前燕等继续作为国都。邺南城，位于邺北城之南，是由高欢重
新规划、扩建而形成的东魏、北齐的都城。邺城的平面形制、布局，在中国古代都
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处于中国古代都城新形制的肇始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
作用，被称为“邺城制度”5。
邺城制度，最早由郭湖生提出，他从都城史的角度对邺城制度进行总结：“1、
宫前东西横街直通东西城门，划全城为二，宫城在北且与北城垣合，坊里、衙署、
市在南；2、礼仪性的大朝与日常政务的常朝在宫内并列；形成两组宫殿群，各有
出入口：大朝区为文昌殿阊阖门；常朝区为勤政殿司马门；3、大朝门前形成御街，
直抵南城门。在邺城，为南城垣中央的中阳门”6。从这些特点来看，邺城制度所
涉及的仅是邺北城的布局特征。曹魏邺北城的宫城居于城北中央，改变了秦汉以来
宫城的分散分布状态、宫城南的南北主干道作为都城轴线的建置布局，这些新的布
局因素，成为邺城制度的核心，对于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形成
了一种新模式，从而影响深远。
都城遗址的考古调查，为认识和深化邺城制度提供支撑。经考古勘测，曹魏邺
北城平面大致为横长方形，东西 2400 米，南北 1700 米，略小于文献 “东西七里，
南北五里”7的记载。发现东、北、南三面城墙残迹，均为夯筑，宽约 15～18 米。
文献记载四面有城门 7 座。考古勘探发现东墙、北墙门址各一座，门道宽 20～22
米。城内勘探发现 6 条大道，其中东西向大道 1 条，应是文献记载的建春门和金明
门之间的东西横街，将邺北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址北部勘探发现 2 条南北向大道，
宽 10～13 米，间隔 360 米。两条大道将城址北部划分为三部分，中间为宫殿区，
勘探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10 余处。西部为禁苑“铜爵园”，东部为贵族府邸的“戚里”。
宫城居于城北中央，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出现的新布局，也是中世纪都城系统的
萌芽。城址南部勘探发现 3 条南北向大道，等距平行排列，间隔 980 米。中间大道
宽 17 米，南北长 730 米，是邺北城内最宽的道路，应是南起中阳门、北对宫殿区
的南北主干道，形成由中阳门向北直抵宫城的全城轴线。这种有意识地轴线设计，
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雏形，创新了都城布局，为都城的规划设计注入活力。城
址南部由闾里、坊市区组成。
邺北城创造性地以道路形成为全城的功能区划。连接建春门和金明门的东西横
街，把曹魏邺城宏观地分为南北两区，北区空间以宫城为核心，突出政治功能。南

区分布着闾里、坊巷和市等，突出经济和生活功能。这种布局改变的两汉的“前朝
后市”，出现了市场与闾里的结合，同时市场分布在宫城的南侧，开创隋唐长安城
的宫城、市场布局先河。同时，这种以规划道路分割形成的不同功能空间，突显了
城市布局的差异和联系的和谐统一，是中世纪都城肇始阶段特有的城市节奏。
曹魏邺城布局出现的新规制：宫城居城北中央、以南北主干道为都城轴线的设
计、以道路分割的功能分区、闾里市场的分布位置，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进入了一
个新时期，开创中国都城布局的新局面。曹魏邺城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的新因素具有
顽强的生命力，在其后的都城中不断完善，成为历代都城规划的基本要素。新因素
决定了曹魏邺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图一）。

邺北城开创的“邺城制度”，成为后代都城规划的直接模仿对象，为中国古代
都城演变注入活力。在这方面，学术界同仁基本上达到了共识。“从邺北城开始，
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一种新模式，给南北朝和隋唐都城规划以重大影响”、
“具有划时代意义”8；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为完备的封闭式
里坊制的城市。这种式样的城市发端于曹魏的邺北城。9可见，曹魏邺城形成的“邺
城制度”成为都城规划地新模式，乃是中世纪都城系统的肇始。
考古工作不仅为“邺城制度”作了注脚，而且丰富了“邺城制度”的特点和内
涵，完善和深化了邺城制度的历史成因及动态变化过程。
“邺城制度”创制于邺北城，经过魏晋洛阳城、特别是北魏洛阳城的不断创新与
发展，到东魏、北齐的邺南城才真正完成，这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是漫长而又曲折地，
这也符合一种制度从产生、发展到完善的规律。东魏、北齐的邺南城位于曹魏邺北
城之南。东魏天平元年，高欢挟孝静帝由洛阳迁都邺城。高欢因“邺城窄隘”，于

天平二年开始营建邺南城宫室，“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拆洛阳宫殿的材木，
运至邺城营修宫室并筑城。兴和元年邺南城新宫建成。10
邺南城“宪章前代，模写洛京”。北魏洛阳城首次实现了外郭城、内城、宫城
三重城圈的格局。东魏北齐的邺南城也存在着外郭城，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邺
城考古的重大学术课题，并推测出外郭城范围。这个课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历史文
献的线索，文献记载“南城自兴和迁都之后，四民辐凑，里闾填溢。盖有四百余坊，
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其有可见者有东市（东郭）、西市（西郭）、东魏
太庙、大司马府、御史台、尚书省卿寺、司州牧廨、清都郡、京畿府……” 11邺南
城有 400 余里坊；另一方面是考古资料，邺南城“模写洛京”，洛阳城考古发现外
郭城；另外在邺南城的内城外发现大量重要遗址：2002 年以来赵彭城东魏北齐佛
寺遗址，持续开展 10 年的考古工作12，核桃园西南佛寺塔基的考古发掘13，2012
年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发现14。“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在邺城考古队推断的外
郭城(区)内，因此我们认为东魏北齐邺城的外郭城发现与确认只是机遇与时间的问
题。”15故东魏北齐的邺城是继北魏洛阳城之后，又一座由外郭城、内城、宫城三
重城圈组成的都城格局（图二）。

邺南城的内城，经考古勘探，东西宽 2800 米，南北长约 3460 米。其形制为纵
长方形。东、南、西三面城垣均稍有弯曲，城墙均设置马面，计有 50 座。东南、

西南城角为弧形圆角，形制特殊。勘探发现有护城河遗迹。内城城门考古确定 11
座，其中东墙 1 座，南墙、北墙各 3 座，西墙 4 座。南墙正中的朱明门，是一座带
双阙的三门道城门。内城发现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 3 条。其中朱明门大街，南起
朱明门，北抵宫城正门，宽 38.5 米，残长 1920 米。在朱明门大街两侧发现多座夯
土基址。
邺南城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中央，呈南北长方形，南北 970 米，东西 620 米，四
面均筑宫墙。东、西、南宫墙各发现一座宫门。南宫门位于南宫墙正中，该门与内
城南墙的朱明门之间的干道就是全城的中轴线。宫城内勘探出夯土建筑基址 14 座，
其中中轴线上基址 10 座。
邺南城属于中世纪都城系统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都城在北魏洛阳城规划设
计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创新：外郭城、内城和宫城的三重城圈格局，单一宫城、居
于内城北部中央，以朱明门大街为中轴线、宫城南侧的中轴线两侧集中分布衙署，
封闭的里坊逐渐完备，这些趋于成熟的都城规制，“盖取诸洛阳与北邺”16，继承
中不断发展。不断地创新发展是中世纪都城系统完善的活力。中世纪都城系统，自
曹魏邺北城肇始，又经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发展，总体表现出的特点有宫城、内城和
郭城的界限和功能趋向明晰，宫城布局、结构趋向规整，中轴线对称布局趋向严格。
“从曹魏邺城的平面布局开始，至北魏洛阳城的平面布局是一个发展，由北魏洛阳
城至邺南城的平面布局又是一个发展。以后至隋代大兴城和唐代唐长安城的平面布
局，是集这一阶段都城平面布局发展之大成，而它更直接的是受邺南城的影响而发
展的”。邺南城这种新格局，是开创隋唐长安城的布局的渊源。

胡汉体制与中世纪都城系统
十六国北朝时期，来自中国西北和北方的胡族，纷纷南迁，进入中原地区，
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纷纷建国立都。人口的流动促进民族冲突与融合，加之胡族
政权的统治者，有意识地推行汉化政策，继承汉族统治者的制度和统治方式，实现
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流，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兼收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
明的开放融合型文化与制度。中世纪都城系统发生、发展到完成的阶段，与北方胡
族大量南迁的历史事实相吻合。在此过程中，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从
冲突、攻伐，到逐步融合并存，甚至相互学习。这些胡族政权为维护政权的正统地
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一，承袭与中原王朝相同的名号，采用汉、秦、周为国号，
以企与中原王朝之间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使其政权有正当合理的存在依据；其二
是在都城建设上，不断地继承和努力模仿中原都城设计，同时依据自身保留的许多
胡族的制度和习俗特色，在都城中增加了特有的元素。
针对这样地历史事实，朴汉济教授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提出“胡汉体制”
理论。朴汉济认为构成这个历史时期的最基本的部分是胡汉关系, 汉族文化与胡族
文化经过不断融合, 最终形成既非单纯汉族的, 也不是胡族的新文化, 即经创造
综合了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17。朴汉济的胡汉体制，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野，
此时期的胡汉民族在同一政权统治的地区内共存，受制于同一统治体制，胡汉各族
在生活习俗、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由冲突、碰撞，到相互学习、吸收，最后
甚至相互融合并存，这是历史事实，但这个过程，以吸收和继承汉族的统治的方式
和制度为主流，兼容胡族的的制度和习俗，并非朴汉济所说的“形成为带有胡汉两
种民族特征的新体制。”18
中世纪都城的设计规划，形成一套体系：宫城居北部中央、单一宫城；轴线布

局、中央官署集中分布于宫城前主干道两侧；市场与居民分布在宫城以南的区划内、
贵族戚里临近宫城分布；形成宫城、内城和郭城的三重城圈格局。关于中世纪的都
城规划，朴汉济在《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一文中有精彩的论述19。朴汉济把
中世纪的都城分为“北宫后庭”和“西宫后庭”两种形式。他认为在中国都城规划
史，北魏洛阳是首先采用“北宫后庭”。所谓“北宫后庭”，就是宫城居于内城北部
中央,在宫城之北布置华林园的布局形式，其重点是单一宫城的布置，这种布置不
同于西汉长安城的“前朝后市”的旧式都城规划。这种形式的都城规划始自北魏洛
阳，经过东魏、北齐邺城和隋大兴城，最后在唐长安城得到完善。这种形式“可以
说是胡族政权传统的‘营国’制度”20。对于“西宫后庭”，朴汉济认为就是“‘汉
魏’旧制”，这种形式“没有与（唐，笔者注）长安城相同的那种轴线对称的构造。
21
这与前汉长安和曹魏的邺城相似” 。朴汉济立论的依据是北魏洛阳城“建立了单
一宫城，宫城区域移到都城的最北端；在北宫的后方筑有大规模的禁苑(南北宫共
称为“北宫后庭”)”。22这两种形式结合为一体而出现的新的布局,他认为是北魏洛
阳城的特征，一直沿续到唐长安城。这种特征不同于以前都城构造，但根据最新考
古研究，曹魏邺城的宫城位于都城的最北端。魏晋洛阳城，“是新的朝代都城形制
的重要模板，其创立了与秦汉时期传统都城完全不同的崭新都城形制结构……是中
国古代都城由多宫制向单一宫城制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点” 23。北魏洛阳城是利用
曹魏西晋洛阳城旧址，重新修建而成，其宫城形制承袭曹魏洛阳城的单一宫城制度。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本身就是在传承、变革中不断发展的。所以朴汉济的这种论
断，是把中世纪都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硬生生分成胡族传统和汉魏旧制，其与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变化规律不符，同时与其所推崇的“胡汉体制”理论下形成“既
不属于汉族也不属于胡族的,即 Synthesized 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的主旨不符。
朴汉济的“胡汉体制”，是对陈寅恪先生的 “太和文化传统”观点的发展，符
合中世纪的时代特征。
“胡汉关系是构成这一时代的基本骨架”、不过只“是这一时
24
代特殊的历史现象” 。都城是一个政权的物化表现，胡族入侵中原，为强调其政
权的正统地位，在都城区划上努力传承汉族传统，其都城形制基本都是方格状的规
划，这从此时期各都城的考古研究中就可窥斑见豹。曹魏邺北城的宫城位于都城北
端，魏晋洛阳城就已经形成单一宫城制，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和宫城皆沿用曹魏洛阳
城制度，这些均是考古发掘所证实的。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
关中平原邻接农牧交错地带，其优越的地理形势，成为十六国时期五胡乱华的
少数民族政权争相抢夺的地区，加之长安是周、秦、汉各朝的都城所在地，成为少
数民族政权最理想的建国立都之所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
西魏、北周以及隋初均以旧长安城作为建都之地。“这些王朝或政权虽前后不同,
既然相继都在一个都城,则这样的都城不仅在易代之时,未多遭受破坏,甚至还不至
于萧条，这也是作为都城所在地的难得经历。”25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各政权以西汉旧长安城建都，在各政权统治时期，为了军事
需要，以及政治要求，均对长安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复和改扩建。囿于文献记载
的零散与简略，一些关于此时期长安城的概念，如“长安大城”、
“子城”26、
“小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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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城 ”等，并不能让人完全明白此时期长安城的情况。有学者曾就这些名称
讨论过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认为符坚时的长安小城,北魏时乐安王范所筑的
长安小城及西魏初年赵青雀据以为乱的长安子城,西魏北周时期的皇城都是在西汉

时期的未央宫旧址上建立的,也就是故汉长安城的西南角29。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很早就得到考古学者的观注，起步很早。
王仲殊可视为开拓者。上世纪 50 年代，王仲殊根据汉长安城霸城门、直城门、西
安门的考古工作，探讨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诸门的使用和废弃情况30。王仲殊
主持了宣平门的发掘，将宣平门与霸城门、直城门、西安门进行对比，指出了宣平
门结构、使用过程与其他几个城门的不同,其重要贡献就是以动态的视角，科学推
断了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门的修补和使用过程,从而演绎了东汉至隋初,长
安城的城门演变过程及规律。31
城门是都城的标识性建筑，城门的考古发掘是解决都城考古的关键。宣平门，
是汉长安城东墙最北的一座门址，新莽时期改为春王门,东汉之后称青门。通过发
掘，宣平门系一门三道结构，门道均宽 8 米，门道间有隔墙，夯筑，宽 4 米。中门
道为驰道，供皇帝御用。城门与道路相连，宣平门的中间驰道与城内道路中间的驰
道相连；两侧门道供臣民出入之用，一般为左入右出。门道为过梁式。是在门洞两
侧先铺石础，石础上立木柱，柱上设过梁，过梁上建门楼。宣平门毁于西汉末年的
赤眉军之乱，门道两壁烧成砖红色，显示宣平门毁于大火。考古发掘表明东汉时期
宣平门继续沿用，并得到修缮，修缮后门道变窄，宽 6.5 米左右。后赵时期也进行
过修缮，发掘出土大量铭文砖，砖上印戳有“石安宋利”、
“石安曹平”等就是明证，
因为“石安”系后赵时期在咸阳设置的石安县。
发掘显示，宣平门的废弃是以门道的封闭为标志。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应该是北周至隋期间，中门道封闭，系夯筑封闭，夯土宽 1.7 米。第二阶段，应是
在唐设禁苑时期，封闭南北两侧门道。唐朝建国后，将整个汉长安城纳入北部禁苑，
宣平门就是这个时期被整个封闭（图三）。

宣平门遗址的发掘，了解了从东汉至隋初，宣平门动态的维修改建过程，获取
了十六国北朝到隋初长安城沿革的重要信息。

2000 年以后，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取得丰硕成果，先后发现此时期
的宫城、宫门、直城门等，为中世纪都城系统的研究注入新材料。
宫城位于汉长安城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2003 年 4～7 月,在
勘探发现。两座小城位于宣平门以北，洛城门以东的汉长安城东北部。二城东西并
列。西城四面发现夯筑城墙，北墙长 1214 米，宽 6～8 米；西墙长 974 米，宽 8
米；东墙长 972 米，宽 8 米，东墙上发现一座门址，双门道，门道宽 6 米；南墙长
1236 米，宽 9～10 米。城内发现东西向、南北向大道各一条，相交呈“十”字形。
东西向大道宽 64 米，南北大道宽 28 米。在南墙中部偏西处发现一大型建筑基址，
由双阙、东西两阁、廊道及大殿三部分组成。东城四面发现夯筑城墙，北墙是西城
北墙向东的延续，一直到汉长安城东北角，长 988 米；西墙即西城东墙，二城共用
一墙；东墙利用汉长安城东墙最北一段，全长 990 米；南墙是西城南墙向东的延续，
全长 944 米。城内发现东西向、南北向道路各一条，交叉呈“7”字形。试掘得知
两座城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北朝时期沿用，直到隋迁大兴城后废弃（图四）。

“新发现的东西二小城应是自前赵以来,经前后秦、北朝直到隋初长安城的宫
城遗址……北周代魏，隋又代北周，西魏、北周和隋初所用宫城及主要建筑形制应
基本相同。”32此二小城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宫城，居于都城之北，也显示出与曹魏
邺城相同的发展趋势。汉城队进一步对宫城内并对二小城的性质及用途进行推断：
东城可能为太子东宫,西城可能为皇宫。西城内的楼阁台建筑遗址应是前后秦时期
太极前殿、北周时期露(路)寝的旧址,而两阙之间或者就是露(路)门的所在33。
宫门位于宫城内东西二城的中间的城墙上，2008 年发现并发掘。宫门为单门
道过梁式。“这次发掘完整地揭示出该时期长安宫城宫门的规模和建筑形式，为研
究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建筑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研究这一时期长
安城宫城的形制布局和沿革”34（图五）。

图五 十六国北朝时期宫城门址全景

十六国北朝时期直城门，2008 年 5～10 月全面发掘。西汉时为一门三道结构,
大量的遗迹表明城门毁于火烧，应该是王莽末年至东汉初年的战火。随后，废弃中
门道与南门道，仅存北门道经过清理后继续使用。
“东汉以后,中门道和南门道被废
弃不用,北门道经过清理后继续使用,历经十六国、西魏、北周,直到隋朝初年兴建
大兴城后才被废弃”35。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果,对于了解此时期建都长
安城的胡族政权的都城有很大帮助。十六国北朝的各胡族政权都城选址在旧长安
城，但宫城还是放弃汉未央宫，选址在都城东北部。“十六国时期邺城(北城)和东
魏、北齐新筑邺南城的宫城均位于城北的中部,曹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宫城位于
城北略偏西部,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的宫城位于城的东北部,符合该时期宫城
位于都城北部的规律。” 36 （图六）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的考古新成果，对于认识中世纪都城系统提供新的材
料和证据。从总体趋势来讲，宫城位于城北，符合此时期的规律。但限于材料的不
充分，至少可以说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是中世纪都城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我们
期待此时期更充分的考古发现，以解决都城布局、宫城配置、中轴线、市场与闾里
等问题。

隋唐时期的长安城
581 年建立的隋王朝，经过多年努力重新统一中国大陆，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
来的分裂、战乱的局面，新建的大兴城成为新王朝国都。唐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
承了隋的都城，改为长安城，从而开启“东亚的都城时代”37。
隋唐长安城，作为中世纪都城系统最后阶段的集大成者，其既是新王朝从规划、
测量至建造的新城---隋大兴城，又是唐王朝继承隋旧城---大兴城，经过局部改造
而成的唐长安城。这座城，在中国中世纪都城中，被赋予宇宙之都，达到天人合一，
以规整堪称的代表性都城楷模。
公元 581 年，北周出身的隋文帝统一中国，建立隋政权。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因汉旧都“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
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之聚”38，决心另外营建新都

---大兴城（图七）。唐朝沿用隋都大兴城，直接继承大兴城的城郭结构，将其改名
为长安城，更改宫殿、城门、街道、市、坊的名称，以宣示其正统性。唐长安城是
在隋大兴城基础上改建而成，一般合称隋唐长安城。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直接受到北魏洛阳城的都市规划影响，建造之际还参
照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和东魏北齐邺城的宫城布局。隋唐长
安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宫城，位于城北中央，是供皇帝居住的重要空间。
皇城位于宫城之南，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和太庙、太社等国家礼仪空间，这些设施和
机构以朱雀门大街为中轴线，左右对称排列。郭城内东西十二条、南北九条街道的
规划与建造，形成以街道为骨架、以坊墙围合的坊市区。
隋唐长安城以南北向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采取东西完全对称的结构。朱雀大
街（中轴线）北起隋大兴宫（唐太极宫）广阳门（唐承天门），中经皇城朱雀门，
南止郭城明德门，向南一直延伸到终南山的石砭峪，据学者研究这条轴线对应着天
上的子午线，39将自然地理特征的标志物引入城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隋唐
长安城恢弘壮丽的基础城市格局形态（图八）。
皇城的出现，是隋大兴城的一大创举。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便于皇帝对中央官
署的指挥控制，同时皇城将宫城与郭城分开，保证了皇帝和宫城的安全。

隋唐长安城的空间格局的变化，是考古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工作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1957 年以来，先后有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等单位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对城址整体形制的勘探与调查。随后多年来
一直对长安城内的里坊、寺院和市场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部分发掘，获取了有关城址
的许多关键性的数值，为研究都城布局、坊市形制、寺院结构等建立了科学的基础。
宫城居于长安城北部中央，南连皇城，北接禁苑。是皇帝居住的地方，由太极
宫、东宫、掖庭宫组成。文献记载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一十
三里一百八十步，崇三丈五尺”40，平面呈长方形，。从勘探所知，宫城四面城墙基
础保存完好，均夯筑。实测宫城东西 2820.3 米,南北长 1492.1 米。太极宫，隋称
大兴宫，居于宫城中部，东为东宫、西为掖庭和太仓。实测太极宫东西 1285 米，
南北长 1492.1 米。太极宫南面三门，中为承明门、东为长乐门、西为永安门。城
北为玄武门。太极宫内有三大殿，由南向北依次为太极殿、两仪殿和甘露殿。东宫
位于太极宫之东，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考古勘探东宫东西 832.8 米，南北与
宫城同。掖庭宫位于太极宫之西，为宫女居处,实测东西宽 702.5 米。据文献记载
掖庭宫之北有太仓，南有内侍省。曾发现《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印证了文献记
载。
皇城,位于宫城之南, 与宫城之间以横街相隔。 文献记载皇城“东西五里一百
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41，平面呈长方形。考古实测东西 2820.3 米，与
宫城同，南北长 1843.6 米。皇城共 7 门，正南门朱雀门位置确定，南对郭城明德
门，北对宫城承天门。考古勘探安上门遗址西距朱雀门 650 米，门址北侧的安上门
大街，宽 94 米，两侧有水沟。含光门遗址经考古发掘，城门东西 37.4 米，南北

19.6 米。一门三道结构，过梁式城门结构。宫皇城间的横街，文献记载宽达三百
步，勘探实测宽达 220 米以上。
郭城，文献记载“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
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42，平面呈长方形，实测东西长 9721 米，南北宽 8651.7
米。
郭城内南北向九条街道，东西向十二条街道，各街道宽度不同。南北向街道，
最宽的是朱雀大街，实测宽 150～155 米；安化门街和启夏门街，实测宽为 108 和
134 米；东西向街道，最宽的是通化门与开远门间的街道，宽应在 147 米，宫城皇
城间的横街，实测宽达 220 米，春明门通向金光门大街，实测 120 米；延兴门通向
延平门的大街宽 55 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 42—68 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
顺城街，宽 25 米。郭城被这些宽度不同的街道分隔成 110 坊。这些坊以朱雀门大
街为界，街东、街西各 55 坊，另外街东、西各有一处两坊合一的市场，形成棋盘
型的布局。里坊是郭城中最基本的单元，均以坊墙围合，坊内有大十字街和小十字
街。
长安城内的商业大都集中在东、西两市。据西市的勘查可知，平面呈长方形，
占两坊之地，四周有墙围合。实测西市南北长 1031 米,东西宽 927 米。西市发现 4
条街道，东西、南北各 2 条，街道两端开门。4 条街交叉呈井字形，将市内分隔成
9 区，各区都临街设铺，街道宽 16 米。实测西市围墙宽 4 米，墙内有宽 14 米的街
道。东市与西市形制相同，实测南北长 1000 余米，东西广 924 米。围墙宽 6～8
米。街道 2 条，宽近 30 米。市东北隅有不规则椭圆形池址 1 处，东西直径 180 余
米,南北 160 米。
作为中世纪都城系统的集大成者，隋唐长安城直接接受了北魏洛阳城规划经验
的影响，还参照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和东魏北齐邺城的宫城
布局，实现了宫城居于北部中央，宫城之南设置皇城，宫城皇城居于中轴线上，郭
城沿中轴线左右对称，棋盘式的里坊布局，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重城的格局等。这
些中世纪都城系统的各种因素全都集中于隋唐长安城上，另外还创造性地把“天地
人”合一和帝王独尊中央集权与体现封建政治秩序等观念融入了都城的构建。在城
市规划上，极力强调天地人合一，君主至上，按已有的理念对都城进行整体设计，
并有序地建筑。
隋唐长安城是中国中世纪都城的集大成者，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
位，其影响深远，促进东亚都城系统的形成。“都城是最敏感地体现不同地域的同
43
时代性的空间场所”。 东亚各国都有相似的都城构造，都城的建筑物，像宫殿、佛
教寺院，基本都使用相同的尺寸进行建造，基本上都采用唐王朝的标准尺寸，所以
各都城建筑物的景观有很多相似之处。44

结论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游牧民族
大量南迁，进入中原腹地，在此立国建都。这些胡族政权为取得正统地位，采取一
系列的措施，采用与中原王朝前代相同国号，以示其的传承。都城建设，积极吸取
中原王朝的营国建都理念，加速王朝的汉化。这个时期的都城在选址、规划和建造
等方面表现出相似、甚至相同的理念，都城布局和制度有明显地传承关系，甚至发
展到隋唐时期把天人合一、君主至上的理念应用到都城建设上。这时期都城所表现

出来的一系列特征有：城市规划以宫城为核心，宫城居于都城北部中央，宫城由多
宫制演变成单一宫城；都城规划中出现了中轴线，并通过主干道来实现轴线功能，
都城实现对称分布格局；由城郭制发展到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圈相套格局，最
后演变成郭城、皇城和宫城三城格局；通过网格状道路实现都城功能分区，郭城内
棋盘状区划，市场、里坊齐备。这一系列特征构成中世纪都城内在的联系，形成系
统。当然，这一系列特征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
经过多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取得共识，认为魏
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规划、设计、布置都城建筑
都有一定的相似和沿承。
“中国古代都城城制布局最大的特点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
设定一条南北中轴线,城郭坊市均环绕中心沿中轴线前后左右建置,这是构成中世
45
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关键。” 新的考古资料是解决都城研究的重要手段，十六国北朝
时期长安城宫城的发现，极大地促进此时期长安城的研究。新考古资料表明，十六
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依托旧长安城，在城东北部新建宫城，宫城均由东西并列的
两小城组成。与曹魏邺城宫城布局相对比，有着诸多的相似性：宫城的位置均位于
大河南岸，宫城均居于城北，符合此时期宫城布局的规律。隋唐长安城是中世纪都
城的典型代表，直接接受了北魏洛阳城规划经验。北魏洛阳城，是继承魏晋时期洛
阳城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所以其都城规划承袭魏晋洛阳城制度，宫城形制、宫殿、
宫门名称皆沿用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形成自宣阳门、铜驼街、阊阖门、太极殿
之间明确的全城中轴线，这条轴线向南直通委粟山的圜丘，具有礼仪功能的轴线。
在阊阖门与太极殿之间的中轴线上，考古又发现 2 号、3 号门址。东阳门通向西阳
门的东西向大街有明显地分界线作用。同时创造性地建设了郭城，实现了郭城、内
城和宫城三重城圈的格局。所有这些规划特征全部被隋唐长安城吸收，并进行一定
的创新。隋唐长安城在规划设计时，把三重城圈发展城宫城、皇城和郭城的格局，
宫城居城北部中央，宫城 、皇城前后相置。朱雀大街是全城的中轴线，南起明德
门，北抵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而达太极宫，这条轴线不仅是都城规划轴线，同时
也是连接宫城与圜丘的王朝礼仪的轴线。宫城承天门前有东西横街将中央官署与宫
城区分开，皇城朱雀门前有东西向大街，横贯全城，起到明显的分界线作用，宫皇
城全部位于该街以北，该街同时又联通东、西市，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这些是中
世纪都城系统的核心特征。
作为周、秦、汉诸王朝都城的长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由波谷向峰值
雄起的转变。此时期的长安城浓缩了五胡乱华的悲怆历史，也见证了隋唐王朝的盛
世华章。探研中国中世纪都城发展演变，长安城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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