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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volution of the city planning of the capitals of ancient China is a proces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 sustaining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perfecting.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changes were specially clear on the layout of the capitals. Focusing o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palace cities of the Wei Kingdom in the Three-Kingdoms Period through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the Han-Wei Luoyang City Site and referring to the historic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survey materials, the paper makes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ain capitals from the Han to
Tang Dynasties and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layout from the multiple- palace design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via the single-palace design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 side of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Three-Kingdoms to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s and the triple enclosure wall planning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finall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tropolis with the symmetrical
planning and grid layout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hich laid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o the more prosperous open-style commercial cit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apital layout has
clear chro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has continuity and originality, which means that the designing of the
capitals not only succeeded the traditional capital system of the Han style but also had innovations to adapt
to the new social situations. In short, the source of the Sui Daxing-Tang Chang'an City, the climax of the
capitals of this period, was the Luoyang City of the Wei Kingdom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researches on the capital layouts of this period and the explorations to the sources of all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m are all 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for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s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dures of the anci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of the entire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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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

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

点，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资料，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代都

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

制，最后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国际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开放式商业都市发

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开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

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总之，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

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

源和汉化因素，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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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代的历史几千年延绵不断，其古代的

都城形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屡经变化，是继承传

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近年来对中国

古代汉唐时期都城的考古学勘察，尤其对都城形

制的探索有一些新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都城

形制从秦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北朝隋唐

时期单一宫城居北居中形制的发展变化上。尤其

后一种都城形制，以隋大兴唐长安城为标准范

例，影响极为深远，不仅为之后中国的历代王朝

都城（宋、元、明、清）所一直沿用，东亚其他

地区的古代都城（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长冈

京、平安京，朝鲜半岛新罗的庆州古城、中国东

北地区的渤海上京、中京和东京城等）也都有其

影响。因此，这一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东亚地

区都城的文化渊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隋大兴唐长安城这种都城形制是如何渊

源而来，以往学者们有很多研究，观点也众说

纷纭，有东魏北齐邺南城影响说，北魏洛阳城

影响说，南朝建康城影响

说，等等。随着近年来新

的都城考古资料的逐渐丰

富，尤其以汉魏洛阳城曹

魏至北魏宫城太极殿的发

现［1］为重要突破点，印证

了文献记载的曹魏洛阳宫

城已是一座居北居中的单

一宫城。因此，我认为有

必要对汉唐时期古代都城

形制的发展演变做重新的

系统归纳研究，从中找出

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中国古代的汉唐时

期，从两汉统一帝国时

代，经过三国两晋十六国

南北朝的大动乱大分裂时

期，又进入到一个新的统

一的隋唐帝国时代。这个

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

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又

是促进中华各民族融合、

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社

会经济与贸易繁荣以及生

产力进步的一个大发展时

期，为之后大一统的隋唐盛世帝国的出现构建了

坚实基础。因此，对这个时期都城遗址的考察和

研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

位。

这个时期的都城遗址，主要以西汉长安城、

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北城、曹魏西晋洛阳城、东

晋南朝建康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

隋大兴唐长安城等为典型代表。本文仅就上述都

城在形制布局方面的不同和共同点进行归纳比

较，为这个时期都城形制的演进做一些探讨研

究。

二

（一）两汉都城的形制与结构

主要以西汉帝都长安城和东汉帝都洛阳城为

例。

根据目前的考察和文献资料，西汉长安城的

形制结构基本清晰。其都城为略呈缺角的不规则

方形，周长约 25000米［2］。（图一）四面城门有

12座，每面各有 3座，城门各设三个门洞。《西

图一 西汉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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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赋》载：“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西京赋》云：“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

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可知城内“八街九

陌”，御街皆开三道，垂直相交。宫城为多宫

制，是一座多后宫的都城，而且宫城占据了都城

的大部分。皇宫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部地势最高

处，称为西宫，其前方有朝殿前殿，后有寝殿椒

房殿。太后宫长乐宫位于城的东南部，规模最

大，也称东宫［3］。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北，还有

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皆为后妃之宫，从属于未

央宫。另外在都城外西侧，还有一座建章宫。这

种多座宫城分散设置的做法，当与汉初沿用秦代

即在此修建的渭南宫室建筑有关［4］。各宫城在布

局上，均为“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之制。

在都城北部设置有东、西二市，以遵循“面朝后

市”制度。都城内和四郊设置有一整套礼制建

筑，已发现南郊按照“左祖右社”设置的宗庙、

社稷和辟雍等遗址［5］。

考古勘察的东汉洛阳城，都城形制为南北长

方形（图二），实测数据符合“东西六里、南北

九里”的文献记载［6］。都城也设有城门 12座，

东垣与西垣各 3门、北垣 2门、南垣 4门，每门

各为三个门洞，正门为平城门。记载城内有纵横

二十四条大街，御街皆开三道，主要宫殿之间以

土墙相隔。城内主要为南、北二宫对峙的格局，

南宫和北宫南北相对，主要宫殿之间以长达七里

的复道相连，大城东北部还设置有离宫永安宫，

也是一座多宫制的都城［7］。南宫正殿也称前殿，

正门对着平城门；北宫正殿为德阳殿和崇德殿，

正门称朱雀门；各宫城的布局也皆为“前朝后

寝”之制。根据记载，这种南北宫分立的形制也

是沿自秦代［8］。都城内也遵循“面朝后市”之

制，如最早设置的南宫即位于都城南部，东北部

有太仓、武库，西北部设大市称金市。东汉洛阳

城内和四郊也建有整套的礼制建筑，如文献记载

按照“左祖右社”设置的宗庙和社稷［9］，考古发

现的北郊遗址［10］和南郊的明堂、灵台、辟雍和

太学等遗址［11］。

从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

城的帝都形制来看，其都城基

本遵循《周礼·考工记》记载

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

门”的制度。两座都城东、西

两侧墙垣的城门皆为三座，城

门和御道皆开三道。都城内为

多座宫城分布，且遵循“面朝

后市”之制，皇帝正宫最初都

是设在都城南部，在都城北部

安置市场。都城主要是为皇室

及从属的贵族、官吏和军队服

务，重点设置皇宫、苑囿、府

库、军营、官署、官邸、市场

和礼制建筑。宗庙和社稷均按

照“左祖右社”规制设置。但

都城还没有形成正门、正殿和

主要街道为轴的建筑轴线，一

般居民也不在都城内。

（二）曹魏西晋都城的形制

与结构

主要以曹魏王都邺北城和

曹魏西晋帝都洛阳城为例。

根据考察和文献资料，曹魏

邺北城具有较为典型的王都规模图二 东汉洛阳城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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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勘察显示，其王都为东西长方形（图三），

东西2400米，南北1700米［12］，略小于《水经注》

记载的“东西六里，南北五里”［13］。王都的四面有

城门7座，南面3门，北面2门，东、西各1门。

城内勘探发现6条大道，西墙金明门至东墙建春

门之间的东西横街将全城划为南北两部分，北部

中间为宫殿区，西侧是苑囿区“铜爵园”［14］，东

侧是高官贵族的宅第“戚里”［15］；南部为一般衙

署、府库和里坊等。宫殿区内礼仪性的大朝与日

常政务的常朝东西并列，形成两条南北向的宫殿

建筑轴线，西面大朝区为止车门、端门和文昌殿

轴线；东面常朝区为司马门、勤政殿轴线。大朝

区的正门止车门前有十字相交的御街，其南北向

御街直抵南墙正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

根据文献资料，曹魏西晋洛阳都城是在东汉

旧都基础上重建，其规模显然延续了东汉洛阳城

南北长方形的“九六城”，城门也仍然为 12座，

位置虽然没有变动，但城门名称多有更改［16］。

主要城门和街道皆开三道，继承东汉时期即已存

在的一整套都城城门和御街规制［17］。根据最新

考察资料结合记载 ［18］，曹魏新修的洛阳宫位

置、规模和形制布局与前代有很大的不同，主要

体现在新修的宫城正门改称阊阖门，正殿改曰太

极殿，是一座居北居中的单一宫城。（图四）在

宫城布局中，大朝正殿（也称南宫）居前，帝后

寝宫（北宫）居后，宫城北部又紧接皇家苑囿芳

林园（后改华林园）（图五），形成一套影响后世

的宫苑布局制度。由于宫城居北居中，宫城正门

前出现南北轴线大街——铜驼街［19］，其北对宫

中正殿，南对大城正门宣阳门。宫城内还出现两

条南北建筑轴线，西面轴线由宫城阊阖门向北直

对太极殿和帝后寝宫主殿，向南直对宫前御街和

大城宣阳门；东面轴线由司马门［20］北对尚书曹

和朝堂等宫内重要官署区。宫殿区还出现了以大

朝正殿太极殿、皇帝寝殿式乾殿和皇后主殿昭阳

殿（显阳殿）三组主殿南北纵列的格局。主殿太

极殿和昭阳殿两侧皆有配殿，均为东西三殿并列

的建筑形式，尤其太极殿两侧设立的太极东、西

堂，是这个时期东西堂制度的肇始［21］。魏晋时期

开始在宫城东北面设立太子宫［22］，形成影响后世

的东宫制度。在都城南部铜驼大街东、西两侧，

则设置了太庙和太社［23］，以符合“左庙右社”的

图三 曹魏王都邺北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引自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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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为了增强都城防御，曹魏初年在洛阳城北

垣上修筑有百尺楼［24］和三层楼高的大夏门［25］等

高台建筑，在城西北角新筑了一座小城金墉城［26］；

魏晋时期在北垣外侧还增修了军事防御的马面设

施［27］。随着经济繁荣发展，漕运和商贸活动发

达，市场更加繁荣，由在都城内设置，逐渐向城

外郭区的一般居民区繁衍［28］。

从上述曹魏作为王都的邺北城和建立帝都后

的洛阳城形制来看，二者的规划和建设理念具有

明显的一致性。虽然邺北城王都的规模和形制不

具有帝都的典型特性，但其对曹魏新建设的帝都

洛阳城的格局变化却有着重大的影响。从都城的

延续发展来说，对在同一地点建造的东汉和曹魏

帝都洛阳城的形制观察，二者也存在着沿用继承

基础上的发展变化。如曹魏重新营建的洛阳都

城，其“九六城”的规模和都城 12座城门，显

然是遵循“方九里，旁三门”的东汉帝都规制。

而新建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洛阳宫，也是与东汉

中期都城中心逐渐由南宫向北宫转移的变化有一

定关系。因为东汉新建的北宫位于都城中部隆起

之地，北面自古就为池沼苑囿之地，且紧邻邙

山，地理位置优越，地势环境更为舒适。更多的

原因，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需要对皇宫

的防御更为重视，而社会经济状况也需要节俭和

对皇宫的规模进行控制。因此，在多方面因素影

响下，居于都城北部中间、以太极殿为中心、宫

前出现南对都城正门的轴线大街、北面为禁苑的

单一宫城形制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新的都城形

制和汉代以前截然不同，面貌焕然一新，集中体

现了“建中立极”“面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帝

都制度。当然，这座都城仍然主要是为皇室及统

治者服务，城内依然主要设置皇宫、府库、苑

囿、官署、庙社、官邸、军营等建筑，一般居民

和市场多在都城周围的郭区内。

（三）东晋南朝都城的形制与结构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即位于建

康，使晋朝得以延续，后世称东晋。之后，南朝

宋、齐、梁、陈四朝均建都于建康城。据学者们

多年的研究［29］和近年的考察收获［30］，建康城的沿

革和形制逐渐清晰。据记载，建康都城与宫殿是

在孙吴建业城及太初宫基础上建造［31］，但在不

断重修和改建过程中，其基本形制布局却是承继

西晋洛阳都城（图六），因此两个都城有诸多相

似之处［32］。如建康城门最初设置6个，后期逐渐

增改为12个，门名多沿用西晋洛阳城，主要城门

也为3个门道。建康宫位于都城北部中间，也为单

一宫城，正殿也称太极殿［33］。宫前也设置南北轴

图四 曹魏西晋洛阳城平面复原图

图五 曹魏西晋洛阳宫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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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东晋南朝建康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引自郭湖生著《台城辩》，《文物》，1999年5期）

线御街，直对的大城正门也称宣阳门，主要御道

也为三条道路。宫城内也设置两条南北建筑轴

线，西面轴线由大司马门向北直对宫内主殿太极

殿，向南直对大城宣阳门和南北轴线御街；东面

轴线由南掖门（宋阊阖门）北对尚书朝堂等官署

区。宫城布局也为大朝正殿居前，帝后寝宫居

后，宫北设置苑囿华林园。而且宫殿区也为以大

朝正殿太极殿、皇帝寝殿式乾殿和皇后寝殿显阳

殿南北纵列的三大殿格局，太极殿两侧也设置东

堂和西堂［34］，帝、后寝殿两侧也设置配殿，均

是东西三殿并列。太子宫由最初在宫城西南逐

渐改设到宫城东面，以符合东宫之名［35］。宫前御

街两侧也分别建有宗庙、社稷和官署［36］。建康

城一般居民所在的郭区规模扩大，水运和商业贸

易更加发达，市场数量和种类增多，除了大市，

还有诸多行业小市［37］，主要分布在周边郭区内。

综上所述，无论是

都城形制、宫城格局，

还是宫殿、城门、宫

门、苑囿等名称上，东

晋南朝建康都城几乎是

照搬西晋洛阳都城而修

建。只是由于地势环境

的影响，都城面貌略有

不同，而且都城建设也

是随着国力与经济的恢

复情况逐渐完成。这种

状况显然是与当时中国

南北方的政治、经济和

军事态势有关。当时的

中国北方陷入十六国争

霸的剧烈大动乱之中，

由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

汉地建立的割据政权，

为了显示自己的中原正

统地位，所建都城和宫

殿都在尽力模仿曹魏西

晋洛阳都城。而南迁的

东晋政权，虽然偏居南

方一隅，但在与北方诸

政权的对峙中，为了标

榜其为中原正朔所在，

在典章制度、都城建设

和宫室形制等方面，更

是直接承袭晋之制度。因此，东晋和后续的南朝

各政权，在都城建设方面必然极力仿制西晋洛阳

都城，以示正统，这也是东晋南朝建康都城和西

晋洛阳都城形制相近的重要原因。

（四）北朝都城的形制与结构

主要以北魏帝都洛阳城和东魏北齐帝都邺南

城为例。

北魏洛阳城是一座规模空前、具有三重城圈

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38］。（图七）北魏政权在十

六国争霸的大动乱中逐渐入主中原，为了显示其

建都洛阳的正统地位，重建的都城显然极力模仿

魏晋洛阳城。而随着民族融合、经济贸易的繁荣

发展，为适应大量居民和周边异域商人的居住和

生活，规范的里坊制和外郭城应运而生，北魏都

城规模的扩大是必然趋势。

北魏迁洛后是在魏晋都城基础上重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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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北魏洛阳城平面复原图

城，其将西墙中间的城门北移约500米改称西阳

门 ［39］；西墙北段近金墉城处又新辟一座承明

门［40］，城门达到 13座；因城门变化，城内部分

街道有所变更。宫城也是在魏晋宫城基础上重新

营建，布局基本承继魏晋形制，即南北长方形的

单一宫城位于都城中北部，南部为大朝正殿区，

北部为后宫寝殿区，后宫北部为华林园禁苑区。

宫城内仍设置东、西两条南北向建筑轴线，西面

轴线由宫城阊阖门正对太极殿，东面轴线由司马

门直对朝堂［41］。大朝正殿太极殿和帝、后寝殿

也皆为三组主殿南北纵列格局，太极殿两侧也设

置太极东、西堂，三殿东西并列［42］。东宫位于

宫城东部，继续延续了魏晋东宫之制。宫城阊阖

门前直对的轴线大街铜驼街两侧为重要的官署

区，设置有太社、太庙和主要官署建筑［43］，使内

城朝着皇城的性质变化。宣武帝时期，在内城外

围又新建了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外郭城［44］，

并在城内规划设置了320多个里坊［45］，使都城外

围的郭区变成真正意义的郭城。随着外郭城的出

现，市场逐渐改到外郭城内，西郭城有大市、东

郭城有小市、城南有四通市［46］，都城形制结构

和功能内涵均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对后世都城具

有深远的影响。这种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

城圈组成的都城形制结构，是都城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的创新。

根据考察和文献资料，东魏北齐邺南城位于

曹魏邺北城以南，是一座先规划、然后营建的全

新都城（图八），它不像北魏洛阳城是在旧城基

础上的改造营建，其布局形制结构更为规整和合

理［47］。大城也为南北长方形，虽然规模略小于

洛阳城，而且 14座城门［48］也多于洛阳城 1座，

但基本形制和格局相近。单一宫城位于大城北部

中央，宫城内也是朝殿区居南，后宫寝殿区居

北，北部为禁苑后园［49］。（图九）据记载，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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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大部分参照徐光冀先生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图制作）

正门分别为止车门、端门、阊阖门；正殿为大朝

太极殿、内朝昭阳殿、后宫显阳殿，也是三大殿

纵列格局；太极殿两侧也有太极东、西堂，昭阳

殿两侧则有含光殿和凉风殿，均为三殿并列。宫

前也设置轴线大街朱明门大街，街两侧布置重要

的太庙和官署建筑。大司马府和御史台等重要中

央官署分别设置在第二道宫门端门外两侧，改变

了在洛阳宫东侧设置司马门、朝堂等中央官署建

筑轴线的做法。大城西南角和东南角呈弧形圆

角，墙垣外侧设置有排列规整的墩台，是适应当

时军事防御形势的特点。此时的邺北城，东魏时

期显然是高氏集团掌控东魏帝王的城堡，北齐时

期则是驻屯军队和苑囿所在。另据记载，邺南城

“盖有四百余坊，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

在”，“有东市在东郭，西市在西郭”［50］，表明邺

南城也存在着和北魏洛阳城相同的外郭城和大量

里坊。推测其郭城略为方形，其内是大城和宫

城，也应为三重城圈的都城格局。

北魏末年的河阴之变，使东、西魏分裂而被

迫迁都。东魏在邺北城南

面新建都城，模仿洛京是

承继正统的政治需要。因

此邺南城的营建遵循“上

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

京”［51］的设计原则。“宪章

前代”显然指的是曹魏西

晋洛阳城，“模写洛京”则

毫无疑问说的是北魏洛阳

城，故邺南城形制布局中

处处蕴涵着北魏洛阳城甚

至魏晋洛阳城的影子。

（五） 隋唐都城的形制

与结构

主要以隋大兴唐长安

城为例。

北周灭北齐后，北方

社会形势趋于稳定，周宣

帝欲建都洛阳，下令营建

洛阳宫，规模逾于汉魏，

但不久因宣帝死杨坚篡位而

停罢［52］。隋文帝建隋的第

二年，即在汉长安东南营建

新都［53］，因北周时被封为

大兴公［54］，故新都叫大兴

城，新宫称大兴宫，主殿曰大兴殿。所建都城在

理念上追崇周制和汉制，但实际营建中又受到曹

魏以来形成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影响，是一

座遵循前代形制上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原则规划营

建的全新都城。唐代建立以后，沿用隋都的城池

和宫殿，但都城、宫城和正殿名称分别改称长安

城、太极宫和太极殿，《唐会要·卷三十·大

内》载：“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兴殿

为太极殿”。这又沿袭了自曹魏以来形成的以太

极殿为核心的居北居中的宫城制度。

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组成［55］。

（图十）其外郭城也即大城，四面各开三门，除

南面正门明德门为五个门道外［56］，其余皆为三

个门道，仍然遵循旁三门、门三道的都城规制。

皇宫城位于大城北部中间，而且皇城居南、宫城

居北、宫城以北也设置禁苑（西内苑）。宫城中

部为正殿太极殿［57］，前方有承天门、嘉德门和

太极门三道宫门［58］。太极殿东西两侧不再设置

东、西堂，但有东、西上閤门。太极殿之后，分

中国古代汉唐都城形制的演进——由曹魏太极殿谈唐长安城形制的渊源 41



考古研究

别有帝、后寝殿两仪殿和甘露殿［59］，也为三座

主殿南北纵向排列。两仪殿的东西各有万春殿和

千秋殿，甘露殿的东西各有神龙殿和安仁殿，也

皆为东西三殿并列。宫城的西侧是嫔妃居住的掖

庭宫［60］，东侧仍为太子东宫［61］。皇城和宫城同

宽，居中的朱雀门也居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其北

对宫城正门承天门，南对都城正门明德门。皇城

内除了安置所有的中央官署，在皇城的东南和西

南角还分别设置宗庙和社稷［62］，以符合“左祖

右社”之制。居民区全部安置在郭城内，郭城内

设置规整的里坊、并在郭城东西分别设置东、西

市［63］。上述诸多做法，显然都是受到魏晋或北

魏洛阳城的影响。

当然，唐长安城由于是隋初按照全新理念营

建的都城，宫殿布局与以往还是有一些变化。如

太极殿东西两侧不再设置东、西堂，而以宫城正

门承天门为大朝会的大朝、正殿太极殿为朔望听

政的中朝、帝寝主殿两仪殿为日常听政的常朝或

内朝，代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极殿和东西堂的

三朝作用。此外，由于在皇城集中安置中央官

署，魏晋以来在宫城东侧设置司马门直对朝堂、

尚书省轴线的做法也不复存在，由此正殿和正门

设置在真正意义上的都城中轴线上，这种做法也

可能是受到邺南城的影响。

三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都城形制发生了巨大

的革命性变化，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的多

宫形制，到曹魏西晋洛阳城、东晋南朝建康城的

单一宫城居北居中形制，再到北魏洛阳城、东魏

北齐邺南城的三重城圈形制，最后形成隋大兴唐

长安城建筑中轴对称、坊市规划有序的新型商业

都城。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

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开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

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情势和需求的创

造。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古代都城，由传统的

“面朝后市”都城形制，演变到“建中立极”的

创新格局，进而发展到具有三重城圈的“坊市

制”国际性商贸大都市，既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反

映，也是新形势下军事斗争、民族融合、思想开

放、社会进步、文化和宗教传播、商贸交流和经

济繁荣等促生的新变化，更是当时各统治集团或

割据政权统治者占据中原地区以后，以承继汉化

大统和正统王朝自居思想意识的体现。

总而言之，汉唐时期都城形制的变化，在中

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其都城形制的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

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仅继承和

延续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和精髓，而且对后世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如都城十二

门，每面三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等，显然是

延续了传统的都城制度。都城布局中，早期为

图九 东魏北齐邺南城宫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引自徐光冀《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复原

研究》，《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2年）

42



“面朝后市”形制和多宫制，并严格以“前朝后

寝”的形式来布置宫城和宫殿等主要建筑；中期

则变化为“建中立极”的宫城制度，单一宫城居

北居中，宫城正殿为太极殿，宫前出现南北轴线

大街，宫城正门直对都城正门；晚期则是在都城

外围新扩建外郭城并设置大量里坊和市场等，使

都城成为拥有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的规

模空前的新型坊市制城市。这些变化，促使当时

的都城成为东方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

不仅后世承继的宋、元、明、清都城受到其布局

形制的影响，同时也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如朝鲜

半岛和日本的古代都城。

其二，这个时期都城形制发生的巨大变化，

不仅仅在于都城形制显现的创新格局上，更重要

的是都城的内涵和功能性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

的都城，主要功能就是为皇帝和军队服务，即

“筑城以卫君”，城内主要设置宫殿、园囿、府

库、官署、贵族官邸等，一般居民极少在城内；

中期的都城，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受节俭

风气和薄葬制度等影响，

新的单一宫城和宫殿建筑

在都城中所占面积大幅减

小；晚期的都城，则随着

外郭城的出现，为了安置

大量居民和从事商贸活动

的外来商人，在都城内规

制了数量众多的里坊，主

要的市场也都放置到内城

以外的郭城内。这些变化

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

和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尤

其是以东西方为主的文化

和商贸交流活动的繁荣，

为后续的强盛王朝的诞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这个时期都城

形制的变化，也受到进入

中原地区的各割据政权统

治者以汉地正统王朝自居

这一思想意识的影响。从

承继关系上，曹魏洛阳城

虽然是在东汉多宫制的都

城基础上重新营建，但其

新的都城格局明显受到曹

魏王都邺北城形制布局的影响。因此，曹魏邺北

城的城市格局具有肇始性，是由其作为王都的级

别和功能需求而设置的。而曹魏洛阳城，则是新

王朝创造新都城格局的发生地，其形制结构代表

了中国古代都城由多宫制到单一宫城制重要转折

时期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后世都城竞相模写的汉

地都城的典范。这种状况的形成，显然是与当时

中国南北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态势有关。当时

的中原地区，陷入十六国争霸的大动乱之中，汉

族与各少数民族在汉地建立的各个割据政权，为

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所建都城和宫殿都极力

模仿魏晋洛阳都城。南迁的东晋及后续南朝政权

也不例外，虽然偏居南方，但社会相对较为安

定，在与北方诸政权的对峙中，为了标榜其为中

原正朔所在，在典章制度、都城建设和宫室形制

等方面，都在极力承袭魏晋传统，以示正统。这

些都促使在中原地区初步形成的新的都城制度，

在经过都城南迁远播到南朝各代后，又经过北朝

各代在中原地区的承袭与重新营建，而得到更进

图十 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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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特别是由鲜卑民族在中原汉

地建立的北魏政权，其对汉化的追求是显而易见

的，尤其它是在曹魏故都基础上重建都城，因

此，无论是在“国号”上，还是在都城的形制布

局、宫城和宫殿名称以及相对位置等方面，更是

直接模仿和承袭曹魏。至于东魏北齐邺南城，其

“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更是对曹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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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

作，创建的是一座布局规整、功能明确、规模空

前的新型坊市制商贸都城，反映了当时统一后的

繁荣经济形势和强盛国力状况。这种新型都城的

主要特点，“单一宫城形制”“建中立极”中轴对

称和有序规整的坊市制等，其产生的源头显然源

自曹魏洛阳城，其作为一种崭新的都城形制，改

变了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的面貌，为中国古代都城

向更繁盛的开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对这个时期都城形制变化进行比较研究，

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中国古代都城发

展史、乃至于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

程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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