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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
———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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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子

　 　 历史可以被看成是由一件件独立的事件、一个

个孤立的事物所构成的。 当然这些事件、事物之间

必然存在着各种联系，只是这些联系的方式各异、强
度不同，但是基于人类的观察手段，我们一般只能看

到事件、事物的发生和外在表象，而无法对它们之间

的联系进行直接观察。 历史研究者，甚至所有人认

识事物、事件之间联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来源

于各类历史材料的记载；二是通过常识、经验、理论

等进行推理。 由于历史材料也是由人记载的，因此

历史材料中对于事物、事件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由

材料的书写者基于他们的常识、经验、理论进行逻辑

推理而得出的。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 ２０１６ 年在著名的刊

物《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为例。 这篇

论文根据地质学资料认为，公元前 １９２０ 年黄河上游

谷地曾发生大地震，诱发黄河上游积石峡一带出现

大滑坡堵塞黄河河道形成堰塞湖。 随后一年内该古

堰塞湖的溃决诱发黄河流域出现特大洪水。 而这一

时间正处于传统所认为的大禹治水和夏王朝诞生的

时间段内。 因此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这篇论

文作者基于两者时间点上的相近以及传说中大禹治

水主要也是在黄河流域，从而将这次地质灾害与大

禹治水和夏王朝的诞生联系了起来，并建立了因果

关系。
不过，除了对事物、事件的观察可能存在错误之

外，这种认识方式的根本问题在于，由于常识、经验

和理论以及逻辑推理是我们建立事物、事件之间联

系的关键，因此如果这几者被发现存在根本错误的

话，即使对事件、事物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以往建

立的事件、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基本难以成立，需要重

新进行构建。 而对常识、经验和理论以及逻辑推理

的抛弃和重新构建，实际上构成了人类学术史的主

脉。 如，自古希腊开始，在西方的主流思想中认为一

切物质都由土、水、空气和火组成，是绝对的真理，并
以此为基础来对世界万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

解释。 不过当近代化学产生之后，这一关于世界物

质构成的绝对真理被很快抛弃，与此同时，以往构建

的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也就随之失去价值。 我们同

样也可以举出历史学的例子。 ２０ 世纪后半期，日本

和西方学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观点在中

国的城市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者们对于

唐宋时期城市中发生的事件以及产生的各种事物，
基本都会用这一理论加以解释。 但最近十多年来，
这一理论开始受到学者的质疑，如果今后经过进一

步的研究，认为这一理论并不成立的话，那么以往基

于这一理论所建立的相关事物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也

应当需要重新考虑。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虽然在建立联系的

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在验证联系的方法上却存

在本质区别。
基于当前的社会经验、通过对大量历史现象的

分析而总结出来的规律和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被用

于建立各种事件、事物之间的联系，由于这些经验和

理论大都基于大量的历史现象或者经验而成，因此

很多已经在历史研究者的知识系统中成了常识。
由于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学术背景、

逻辑思维方式等，因而在建立历史事件和事物之间

的联系时，所运用的常识、经验和理论通常会存在差

异，对于同样的历史事件和事物，不同学者会建立起

不同的联系。 而在很多情况下，由于这些常识、经验

和理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在相关的学术研究

中经常会出现不同学术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况。 就学

科的追求而言，对事物、事件之间联系的认识和揭示

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是能在完整地发现某一类事件、事物，尤其是人类历

史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阐释事物、事件以及人类历

史的发展阶段和演变规律。 因此，可以说，在建立事

件、事物之间联系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有规律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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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是几乎所有历史学者的潜意识。 而且，面
对纷繁复杂的事物、事件，为了记忆的需要，从中勾

勒出一些事物、事件的发展脉络、阶段和演变规律似

乎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本能。 这种人为构建的有着

发展阶段、演变规律可循的历史在本文中被称为

“发展史”。
在这一潜意识下，历史研究者往往默认其所研

究的对象的历史必然是“发展史”，也必然有着可以

总结发展阶段和演变规律的过程，由此便在研究中

不自觉地去建立所涉及的事件、事物之间的联系。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事件、事物之间必然存在

着各种联系，但在某些时候，事物、事件之间的联系

并不很强，或者并不存在研究者构建“发展史”所需

要的联系，不过由于研究者默认“发展史”的存在，
因而在研究中为了建立所涉及的对象之间的联系，
便不自觉地使用了错误的常识、经验、理论或逻辑推

理。 由于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事物、事件之间的联

系满足了研究者以及研究群体的需要以及心理需

求，从而对建立事物、事件之间联系的常识、经验、理
论或逻辑推理的深入分析被研究者所忽视。 但是显

而易见，通过这种方式构建的事物、事件之间的联系

很可能是错误的，由此也使得基于此构建的整个

“发展史”也随之难以成立，或者至少需要重新论

证。 在历史研究中这样的例证并不少见，中国古代

都城形态史的研究即是其中的典型。

二、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史研究：
建立在“相似”比较之上的发展史

　 　 由于中国古代都城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城市

史、城市考古学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因此与都城城市形态史相关的成果数量颇多。 不

过，由于这些研究在建立都城城市形态之间联系时

使用了相似的方法，由此也都存在本文所讨论的问

题，这里仅举两项具有典型性且有影响力的研究进

行分析。
第一，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杨

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是古代都城城市

形态史方面少有的通论性著作，内容翔实，涉及面广

泛，因此至今依然是这一领域的必读书目之一。 受

到“中世纪城市革命”理论的影响，该书以唐宋为

界，将古代都城城市形态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唐

代之前的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以及唐代之后的开

放式都城制度时期，这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中有着悠久传统的划分方式。
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将第一个大的阶段

划分为三个小的时期：即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
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接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

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 划分

的主要依据就是“郭”的有无以及“郭”与“城”的位

置关系。 这种划分方式，已经表明杨宽认为中国古

代都城城市形态史是一种存在明确的发展阶段且有

规律可循的“发展史”。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近年来都城考古工作的进

展，杨宽提出的一些认识已经受到质疑，如郑州商城

外郭的发现使得其第一大阶段中第一期的划分已经

存在问题；而刘庆柱很早就有关西汉长安城市布局

的方式问题与杨宽先生展开争论，其第一大阶段第

二、三期的划分通常也不为学术界所接受。 当然，本
文不对杨宽的具体观点进行评价，而主要分析其使

用的方法。
众所周知，几乎没有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直接

相关的文献材料保存下来，文献中对于历代都城城

市形态形成的原因也缺乏可靠的记载。 为了解决这

一缺陷，杨宽在构建都城城市形态发展史时采用了

城市形态比较的方法。 具体来说，对于被其划分在

同一时期内的各个都城，主要分析城市形态之间的

相似之处，由此认为都城的城市形态具有连续性；而
对被划分为不同阶段的都城，则主要比较都城城市

形态之间的差异，从而构成了城市形态的变革。
总体而言，比较都城城市形态的相似性或者差

异是杨宽构建都城城市形态之间联系的主要方法，
并基于此，杨宽进一步探讨了形成各个阶段的内在

原因，由此一部枝叶丰满的存在脉络、阶段和变化规

律的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发展史也就随之建立起来。
第二，俞伟超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

段性》。 俞伟超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

性》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商
和西周各种活动区在都城城址中分散存在，体现了

都城形态发展的初期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东周至两

汉时期，这一时期都城规划的特征为密封式，新的特

点包括：都有城墙包围；全城主要由宫城和郭城两大

部分组成，而且宫城往往不止一座，居民区也开始集

中分布在郭城中；宫城和郭城内，都有许多手工业

区；郭城内出现了市；主要宫殿皆设于制高点。 曹魏

邺北城到隋唐长安、洛阳的棋盘格街道布局及封闭

规划，是城市形态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是从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城市布局的特点是开放

式街道，对于这一变化的原因，作者归结于人身依附

关系和多层等级关系已经大为松弛。 这一研究虽然

偏向于对都城城市形态演变的原因的探讨，但在划

分都城城市形态各阶段时依然使用的是比较城市形

态相似性的方法，如 “北宋汴梁……中心为宫城

……全城相当方正，各主要街道，直通外城各门，街
道的走向也是整齐的。 后来的金中都、元大都及明

清北京，也都是宫城在中心，各主要街道有很方正的

布局，平面规划有很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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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两项通论性的研究之外，很多局限于

某一时期的都城城市形态的研究也广泛使用着城市

形态相似性比较的方法，具体可以参见下文分析中

所提及的论著。 或因比较相似性的方法符合研究者

或者人类的“经验”，而且都城城市形态的一手资料

来源于考古，而相似性比较又暗合了考古研究的基

石之一“类型学”，因此这一研究方法在都城城市形

态的研究中基本没有受到过质疑，但实际上这一方

法在逻辑上存在着漏洞，下面就对这一研究方法的

局限性进行分析。

三、作为建立各个都城城市形态之间关系的
“相似性”比较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在逻辑上，都城城市“相似性比较”存在以下三

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研究中未能确立比较的标准。 在以往

研究中，对于都城城市形态相似程度的判断通常基

于学者的主观认识，虽然其中某些都城城市布局之

间的“相似”确实颇为明显，但在缺乏“量化”或者技

术手段的支持下，这种相似依然是来源于主观的。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同的学者对于两座都城城市

布局之间相似程度的认识有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

论。 比如，在都城城市形态史中长期受到重视的一

个问题就是北魏洛阳城的城市布局规划的来源。 对

于这一问题，学者之间存在长期的争论。 虽然相关

资料有限，但对于这些资料，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

释，这当然是观点差异的来源之一；但值得注意的

是，他们所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一致的，即对不

同都城之间的城市形态进行比较，不过他们得出的

结论则迥然不同。
第二，相似事物的内涵、产生的原因可能并不一

定相同，因此两座都城城市形态的相似并不能证明

它们之间存在前后影响的关系或者存在必然的联

系。 一些学者通过将汉长安城与《周礼·考工记》
所记载的都城规制进行比较，从而提出汉长安城的

城市布局符合《周礼·考工记》的规制。 如刘庆柱

在《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中提出“崇
‘方’问题”，“汉长安城和未央宫继承了先秦时代宫

城崇‘方’的传统做法”，而他认为这种“崇方”的理

念是受到《考工记》的影响，由于在文献中缺乏相关

的记载，因此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将汉长安城的

城市布局与《周礼·考工记》相比较，但需要强调的

是，“方”的城市形态可能来自崇“方”，但也可能来

自于一种习惯或者为了规划的便捷；不仅都城，当时

很多地方城市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城市同样也是

方形的，因此城市形态的“方”无法与《周礼·考工

记》代表的崇“方”建立起直接的关系。 此外，作者

还提到长安城“面朝后市”，但问题在于这种格局的

形式是在一种传统（如《周礼·考工记》）影响下形

成的，还是在当时城市交通的影响下产生的，抑或两

者都有？
第三，即使内涵和产生原因相同的两个相似的

事物之间，也并不一定存在影响或者联系，因为一方

面存在各自单独起源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许两者的

相似都产生于一种共同的背景、习惯或传统。
总体来看，以往都城城市形态史研究中广泛使

用的比较城市布局相似性的方法，不仅缺乏统一的

比较的标准，而且仅仅是形态上的比较并不能说明

问题，甚至从内涵或者起源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也

仅仅阐释的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可能”。 如果这一

方法不适用于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市形态之间建立

联系的话，那么以往构建的整部都城城市形态或规

划发展史也将失去立论的基础。

四、结论———历史一定是发展史吗？

　 　 从研究思路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以往的研究

者都默认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市形态存在一种前后相

继、存在发展阶段和演变规律的“发展史”，因此在

缺乏直接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在研究中采用了常识

判断以及符合考古类型学的“相似性”比较的方法。
但单纯的相似性比较的方法并不能证明都城城市布

局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因此至少目前的研究无

法证明这种“发展史”的存在。 而且虽然中国历史

悠久，但曾经建造过的都城数量极其有限，大部分王

朝只有一座或者数座都城，再加上都城对于王朝所

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一些现实的政治、军事、文化、
思想等因素往往会对都城的城市规划、布局产生影

响。 所以前后都城城市规划和布局之间形成一种强

有力的联系的可能性并不大。 当然，本文并不是否

认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市形态存在一部“发展史”，只
是强调今后在都城城市形态史研究中还需要重新寻

找用于建立都城城市布局之间联系的新方法。 以往

发生的事件、存在的事物构成了历史，而这些事件、
事物之间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联系，简单的如空间位

置关系、时间先后顺序，但只有当我们从这些“各种

各样”的联系中提取出一种涉及事物本质的、强有

力的、具有一定持续性的联系，那么我们所研究对象

的历史才能被构建为一部发展史，而那些缺乏这种

“联系”的事件、事物，即使它们被从某一方面确定

为是同一类的事物，并且在时间上具有先后性，它们

的历史也仅仅只是一部由并不存在密切联系的各个

孤立个案形成的历史。 因此，历史并不一定是发展

史，是否能形成发展史在于我们是否能在所选取的

研究对象之间找到一种足以使它们按照时间顺序被

认为具有“发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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