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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an Chang’an City Site was the capital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icity，majesty，etiquette，security and temporariness．It was the political，economic， 

military an d cultural center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ith the magnificent city walls and palaces symbolizing 

the paramount power of the ruling class，the Altars of Soil and Grains and ancestral temples regularizing the 

governing orders，and the garrisons and arsenal safeguarding the political power．The Han Chan g’an City wa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cities in the feudalist time，and has deep influences to the later capital 

cities． 

《说文解字 》释都日： “有先君之旧 

宗庙日都”，释城日： “以盛民也”，可见 

汉代人对都和城的解释是不同的。 《释名》 

卷二之释州国： “国城日都。都者，国君所 

居，人所都会也”。简言之，都是指古代以 

国王或皇帝为中心的统治机构所在地，亦多 

称京师，这里遵循学界传统，将历代之都统 

称为都城。 

中国历史悠久，都城众多，其中尤以汉 

唐两都长安和洛阳最为著名。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在20世纪50年代即于两地分设 

西安研究室和洛阳工作站，现有八个都城遗 

址工作队，分别对夏商周三代以至隋唐时期 

的主要都城开展学术调查、发掘和研究，汉 

长安城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汉长安城最初是利用秦在 “渭南”的宫 

室改建而成，自西汉建都后，新莽、前赵、 

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相继沿用旧城营建 

新都，东汉、西晋、隋也将这里作为临时之 

都 ，足见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重要地 

位。正因如此，早在1956年就有一支大规模 

的考古队进驻遗址区，由此开启了汉长安城 

长期持续的考古工作。经过60年的探索，基 

本搞清了汉长安城的城壕、城墙、街道、给 

排水系统等城市结构和格局，并对未央宫、 

长乐宫、桂宫和北宫等主要宫殿区以及武 

库、手工业作坊区、南郊礼制建筑区等进行 

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对十六国和北朝时 

期长安城的宫城也做了初步探查，为汉长安 

城考古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 

野外考古充满艰辛，室内研究同样富 

于挑战。关于汉长安城，大到城市规划、布 

局，小到建筑性质、用途，质疑和争论一直 

持续不断。在汉长安城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四十 

作者：刘振东，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9(总9) 



学吉2017年第1期 

周年和五十周年之时，刘庆柱曾分别撰写 《汉 

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与 《汉 

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瞻望》【2 予以纪念。本 

文拟从中国古代都城构成要素这一新视角， 

对汉长安城加以综论，藉此纪念汉长安城遗 

址开展考古工作六十周年。 

一

、 都城的中心性 

都城往往被认为是地理上的中心、历史 

上的中心和当世的中心，汉长安城也是如此。 

(一 )地理的中心 

都城被看作是空间地理上的中心，如 

《史记 ·货殖列传 》日： “昔唐人都河东 

(集解引徐广日：尧都晋阳也 )，殷人都河 

内 (正义：盘庚都殷墟，地属河内也 )，周 

人都河南 (正义：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阳)。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 

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史记 ·周本 

纪》亦日：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 

如武王之意。周公复 b申视，卒营筑，居 

九鼎焉。日：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 

均～’。冯时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早期 

地中的测求以及晚期地中的变化历史，充分体 

现出古人对居中而治思想和实践的重视l3]。 

汉长安城也不例外，如 《史记 ·韩长孺 

列传》日：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 

扰乱⋯⋯”，正义日： “(中)谓关中也。 

又云京师在天下之中”。不管长安城是否真 

正处于当时地理上的中心，但至少在古人的 

观念里，都城理应居天下之中。 

(二 )历史的中心 

汉都长安之地，曾是历史上的中心。这 

里是历史上政治、经济的中心，《史记 ·货 

殖列传 》日： “(周 )文王作丰，武王治 

镐⋯⋯ (秦 )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 

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 “关中 

自淠、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於 

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 

富，什居其六”。这里是历史上军事、交通 

的中心， 《史记 ·留侯世家》日： “夫关中 

左觳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 

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 

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 

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 

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汉书 ·贾 

山传》日： “(秦 )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 

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 

椎，树以青松”。 《史记 ·匈奴列传》日：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貉 

谷可缮者治之⋯⋯”。这里也是历史上文化 

的中心，周都丰、镐成就了周文化。秦统一 

后，虽然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而采取过焚书坑 

儒的措施，但秦朝设置有博士制度，都城咸 

阳还藏有大量图书，仍不失为一文化中心。 

秦藏图书后为汉所得 ， 《汉书 ·萧何传》 

日：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 

府分之，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 

之”，从而奠定了汉代文化思想的基础。 

(三 )当世的中心 

汉都长安二百余年，不仅成为国内政治 

统治的中心、经济管理的中心、军事指挥的 

中心、文化创新的中心、交通运输的中心， 

而且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与西方罗马并称 

的国际大都会，因此，也可以说长安是东方 

文化的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总之，都城的中心性是由其自身地位决 

定的，都城的中心性也是其唯一性的标志。 

二、都城的威严性 

都城是国家的象征，必然示人以威严。 

都城的威严性多通过其规模以及代表性建筑 

的高大和奢华来体现。 

从城市整体规模看，汉长安城周长约 

25700米 ，面积约36平方公里l4]，不可谓不 

大；未央宫周长约8800米[5]，面积近5平方 

公里，更是前所未有，后世亦罕有超越者； 



还有广袤无垠的上林苑 、烟波浩渺的昆明 

池等等。从代表性建筑看，十二座城门中面 

对未央宫、长乐宫的西安门、霸城门宽达52 

米 】，体量远超面宽32米的其他城门，正可 

体现都城的威严。未央宫前殿的废墟至今仍 

高高耸立，亦可想见其当时的雄伟。 《汉 

书 ·高帝纪》日： “萧何治未央宫，立东 

阙、北阙、前殿 、武库、大仓。上见其壮 

丽，甚怒，谓何日： ‘天下匈匈，劳苦数 

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 

日：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 

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 

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这段记载体现 

了当时营建前殿的理念，就是要用建筑的高 

大气势来显示朝廷的威严，借以强化皇权。 

武帝时在长安城西营建的建章宫更是规模空 

前， 《汉书 ·郊祀志下》日： “于是作建章 

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 

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 

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日泰 

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 

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 

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 

相属焉”。其中前殿等建筑的高大台基保存 

了下来，泰 (太 )液池的规模和建筑布局也 

已勘探清楚，在池西不远处还发掘了一座大 

型建筑遗址【 。 

都城建筑之奢华也可从未央宫前殿窥 

见一斑。 《三辅黄图》记载前殿 “以木为棼 

檫，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 ，雕 

楹玉碣，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城右平。 

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 

然也”。其大意是：以香木为椽，施彩绘， 

悬玉当；以杏木作柱，雕花纹，承玉础；墙 

饰金带，杂以珠玉，风至声响；门扇嵌玉， 

铺首鎏金；窗格青青，台阶朱红；车走平 

阶，人登踏步，各行其道。 

都城的威严性一般通过城门、宫门、大 

朝正殿等建筑来宣示，如北魏洛阳城宫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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阊阖门和太极殿、唐长安城明德门和大明宫 

丹风门、含元殿等。这些建筑也是皇权至上 

观念的物化象征。 

三、都城的礼仪性 

在古代，朝会、丧葬等活动以及人们的 

衣、食、住、行等均有一定的仪规，此外，还 

在都城内外修筑社稷、宗庙等礼仪性建筑。 

汉初高祖时营社稷，《史记 ·高祖本纪》日： 

“(二年 )二月，令除秦社稷 ，更立汉社 

稷”。西汉十一帝均有庙，其中高帝和惠帝二 

庙应在长安城内，尚待探寻，从文帝开始将 

庙移往城郊或各自陵墓附近。汉长安城的其 

他礼仪性建筑大多建于西汉晚期，集中在南 

郊，如成帝建始元年所立圜丘 (同时在北郊立 

后土祠 )，平帝元始年间王莽所立官稷 (在 

官社后面)，平帝元始四年王莽所起明堂、 

辟雍、灵台、太学，以及王莽新地皇元年所 

立九庙等。另在四郊设有五帝畴。在南郊考 

古发现的礼仪性建筑共有三组十五座[8]。 

西汉十一陵也属于礼仪性建筑的范畴。 

长安城内西北部的手工业作坊应主要生产陵 

内之物，如铁器、铜钱和俑类等 ]。 

礼仪的作用是规范社会等级秩序，昭 

示统治者存在的合理性、正统性，其目的是 

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以图长治久 

安。都城的礼仪性伴随着浓厚的神秘性。 

四、都城的安全性 

都城是帝王之居，象征着国家的存在， 

因此在规划、建设以及使用过程中，安全 始 

终受到高度重视。这里分八个方面加以总结。 

(一 )自然之利 

从广域看，《汉书 ·项籍传》载 “关中 

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 

从小范围看，长安之地南据秦岭，北依渭 

水，东阻泸水、灞水，西临沈水，既可拥山 

川之势加以防御，又可利用山地之林木、河 

流之水运 ，可谓尽享 自然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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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 

(二 )城池之固 

长安城的城墙宽厚高峻，坚固异常，城 

门处有所加宽，尤其东墙上三座城门均发现 

墙体外折现象，形成类似后世的瓮城形制， 

这不仅使城门显得更加雄伟，还具有安全防 

御的功能。城墙外四周环绕城壕，城角之上 

建有城楼 ，构成外围城防体系。 

城墙一周共设十二座城门，其中四座 

与未央、长乐二官相对，其他八座城门与城 

内的八条东西向或南北向大街相连，由此将 

城内空间分割成十一个区。在中部 、南部分 

布有未央宫 (包括武库及其以南的 “东第” 

住宅区)、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 

约占五区；桂宫、北宫之间可能为包括 “北 

第”在内的第邸住宅区；西北部手工业作坊 

和市场可能占有三区；东北部的两区可能为 

闾里 (图一 )。这里想要说明的是 ，五大宫 

殿的外围均筑有 围墙 ，形成一个个宫城 ，尤 

其长乐、未央二宫初建之时尚无城墙，其官 

墙不仅筑得宽厚，而且四隅还建有角楼，本 

身即具较强的防御能力，其他仓、库、第、 

邸、市、里也都设有围墙 ，便于自卫或管 

理。这样，在城壕、城墙构成的第一道防线 

内又形成了第二道防线。 

宫城之内的宫殿、官署等，又都各自构 

成封闭的空间，四周环以围墙。长安城由城 



墙、宫墙、殿墙层层相套，从而构成防守坚 

固的城池。 

(三 )防卫之严 

长安城从外向内层层设防。驻守在城郊 

的防卫力量主要是南军和北军， 《汉书 ·刑 

法志》日： “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 

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近年在城外西南 

发现一处大型西汉建筑遗址，从其所处位 

置、建筑规模和特征看，可能与南军或北军 

的驻地有关n”。 

凡城门处均有屯兵， 《汉书 ·武帝纪》 

日： “(征和二年)初置城门屯兵”， 《汉 

书 ·百官公卿表上》日： “城门校尉掌京师 

城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候”。在东城 

墙霸城门以南和南城墙西安门以东城墙内侧 

均发现类似马道的遗存，在西安门以东、西 

城墙直城门以南城墙内侧还清理出附属建 

筑，应是城门屯兵之所。 

未央宫、长乐宫等重要宫门处亦有屯 

兵，归卫尉管理。 《汉书 ·百官公卿表上》 

日：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 

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 

不常置”。近年发掘未央宫南宫门，在门外 

西侧设有附属建筑，疑为宫门屯兵处。 

推而知之，如未央宫前殿等宫殿的殿门 

处亦当设置守卫。经过发掘的长乐宫四号遗 

址 、桂宫二号遗址 等大型宫殿建筑，在其 

进出宫殿通道的旁侧往往附设有小房子，类似 

现在的门房或警卫室，可见当时防卫之严密。 

(四)武器之备 

都城防御和对外战争离不开武器，存放 

武器的仓库——武库是汉初重点营建的建筑 

之一，夹于未央、长乐二宫之间，从其所处 

位置即可知其重要性【1 。近年在武库遗址以 

北新勘探发现了几组建筑，形制结构与以前 

发掘的建筑相似，说明武库的范围超出了以 

前的认识。武库是都城的大型武备仓库，未 

央宫3号建筑遗址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一座 

兵器库【l ，若此说成立，表明宫城中也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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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武库存在。 

(五 )市民之居 

城市管理和运营离不开大量人力，因 

此，城市是人群汇聚之地。城市居民分为不 

同身份和阶层，除了皇族，还有大小官吏、 

侍者、兵士、商人、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 

者等。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分居城内不同的空 

间。众所周知，多个宫城占据了城市的大 

部分空间，主要供皇室、皇族使用。大小官 

吏、侍者或者在城内拥有宅第、居室，如未 

央宫以北的 “北第”【l 、未央宫以东的 “东 

第”[17 以及可能位于城东北部的闾里 ]，或 

者家在近县以至更远的地方，平时即于官署 

附近的 “庐”、 “舍”内居住[】 。兵士一般 

居于城门、宫门附近的 “区庐”内 。至于 

手工业者和商人，可能大多就近居住在城西 

北部的作坊区及其以东的市场区附近。 

长安城内居民出入宫殿实行 “门籍”管 

理，从商者实行 “市籍”管理，闾里之内实 

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维 

护城市的安全。 

关于考古工作 ，宫城中的未央宫、长 

乐宫、桂宫开展较多，其范围、布局基本 

掌握，北宫的位置得以确认，明光宫正在 

探寻；北第、东第、闾里的地望虽据文献推 

知，近年也获得了一些考古资料的支持。 

(六 )衣食之需 

生活物资的供给也是城市安全的一个重 

要方面。长安在营建之初即设太仓，正是为了 

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后来，随着城市人口的 

增加，武帝时修漕渠，兴漕运，将大量粮食从 

关东经由黄河、渭河或漕渠运抵长安，存入太 

仓。遗感的是，太仓遗址至今还没有发现。 

市场是城市必备的基础设施，是生产、 

生活物资流通的主要场所。长安城有几个 

市，它们分布在城内还是城外，历来争议颇 

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九市说和二市说。从文 

献记载看，长安城有东、西二市，且都位于 

城内，这是较为清楚的。至于 《庙记》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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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市有九”，并非是说长安有九市，而 

是说 “长安市”非常大，又分划为九个小 

市。该市的名称从汉初的 “大市”，到后来 

的 “长安市”和 “东市”，实际上是一市多 

名。正因为此市 “大”，足可代表 “长安” 

之繁华，又位于西市之 “东”，临近长安城 

东北部市民聚居之间里，所以才成为朝廷处 

决要犯的行刑之地。推测东、西二市位于长 

安城北厨城门内大街的东西两侧。 

(七 )池苑之广 

池苑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构成要素之一。 

在长安城内，未央宫和长乐宫均发现水池。未 

央宫的布局可分为中部核心宫殿区、西北部官 

署区和西南部园林区，园林区的核心景观就是 

水池——沧池。沧池平面呈规整的曲尺形，池 

壁用砖垒砌，东西长约936、南北宽378～460 

米，其水源来自长安城西的古沈水，出水道 

为明渠，向北穿过未央宫口”。长乐宫的布局与 

未央宫不同，在其西北、西南和东南部分布 

有较多宫室建筑，尤其以西北部分布的建筑 

最为密集，规模、等级也最高，从而构成以 

前殿为中心的核心宫殿区；但其东北部建筑 

遗址较少 ，钻探发现了一个小型水池 ，或即 

文献记载的酒池遗址，说明这一带应是长乐 

宫的园林区 。在城西建章宫中也有一座水 

池——太液池，近年作了全面勘探，其整体 

上也呈曲尺形，以石材构筑池岸。 

在长安城外的西、南方绵延着广袤的 

上林苑。上林苑秦代已有，汉武帝时广为扩 

展。 《汉书 ·东方朔传》日： “于是上以为 

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 

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 

南，盏匡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 

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上林苑 

中离宫、水池星罗棋布，水池以昆明池最为广 

大，在池的东边有一条排水渠，应流向长安城 

的西部回注沈水，在遭遇干旱时可以补充沈 

水下游的水量，以保障都城长安的用水[2 。 

水池既是园林景观，也是蓄水设施，对 

于城市用水安全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八 )出行之秘 

皇帝一族不仅出入警跸，还在都城内外 

广置驰道，专于通行。从长安城西安门和直 

城门的构造看，三个门道的中门道，地面均 

涂抹草泥[2 ，由于使用较少或者养护有加， 

发掘出土时依然保存得非常平整，这正是专 

供皇族通行的驰道，其他门道由于行人众 

多，养护不及，而致地面坑洼不平。虽然在 

试掘直城门大街和安门大街时均未发现用排 

水沟分隔道路的做法，但由城门处驰道之情 

状，亦可推知城内街道以及城外道路中分置 

驰道。驰道专用，一方面是要规范道路使用 

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皇族出 

行的安全。 

除了驰道，文献中还常见 “阁道”、 

“复道”之名，推想 “阁道”可能是带有屋 

顶的楼阁式通道， “复道”是架高之道，其 

设置意图也是为了出行安全、舒适。此外， 

在发掘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的宫殿建筑 

时，常见到一种半地下式通道，从宫殿之外 

不经过建筑内部即可直通内庭，通道内安装 

门扉加以管理，同样能够起到通行隐秘、安 

全的作用。 

关于长乐宫的道路问题，研究者关注 

较多。近年对东西道路作了试掘，确认可分 

为早晚时期，下层的早期道路较窄，属于西 

汉长乐宫内的道路，上层的晚期道路较宽， 

是在长乐宫废弃后形成的连通城门的城内大 

街，应属十六国、北朝时期。 

五、都城的时代性 

都城的时代性是指随着时代而变化的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在都城制度上的反 

映，一般表现为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继承是 

对前代都城要素的借鉴与承袭，是都城的共 

性所在，创新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改造与革 

新，由此形成都城的个性特征。 

长安城是随着西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发展变化分阶段逐步建造起来的，是适 

应汉代盛世、在继承前代都城形制基本要素 

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形成的颇具时代性的都 

城。长安城有一些鲜明的特征，概括如下。 

1．有多座宫城、多座后宫，皇宫未央宫 

居城的西南地势最高处，称西宫，太后之宫 

长乐宫居城东南部，规模最大，称东宫，桂 

宫、北宫、明光宫分布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以 

北。城西另有建章宫。 

2．有一整套礼制建筑，分布在城内和城 

外四郊，尤以南郊最为集中。这套礼制建筑 

对后世都城的形制产生了直接影响。 

3．虽然城墙、宫墙依自然地形或建筑布 

局而有所曲折，但城内大街方向端直，纵横 

交错，使城市区划显得井然、规整。城市布 

局规整是与其安全性密切相关的，由此造成 

了城市的封闭性。 

附记 ：2006年 ，为纪念汉长安城 开展 

考古工作五十周年，我们曾发表了系列学术 

成果，并举办了相关学术活动。时光荏苒， 

不觉之中又过 了十年。这十年间，汉长安城 

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大遗址保护和未央宫 

遗址区申遗展开的。重要的发掘项 目有 ：西 

安门外大型建筑遗址、覆盎门外汉墓及唐代 

粮仓遗址、西安门遗址、直城 门遗址、未央 

宫南宫门遗址以及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宫城的 

宫门遗址等。同时在长安城内外开展了大规 

模考古勘探和试掘，主要内容有：城壕、城 

墙、城门的勘探与城壕、章城 门、安门、宣 

平门城墙外凸部分的试掘，城 内大街的勘探 

与直城 门大街 、安 门大街的试掘 ，未央宫 

的全面勘探与西宫门、南北路、东西路、沧 

池以及其他建筑遗址的试掘，长乐宫北宫墙 

与东西道路的试掘 ，推测为明光宫遗址 区的 

勘探，武库遗址区的勘探， “北第”与 “东 

第”遗址 区的勘探 ，北宫遗址 区的勘探 ，市 

场遗址区的勘探，西郊建章宫与太液池遗址 

的勘探 ，南郊十四号礼制建筑遗址区的勘探 

等，2015年底还开始对上林苑钟官铸钱遗址 

刘振东：汉长安城综论 

进行勘探 。这些勘探、试掘和发掘工作为研 

究长安城以及未央宫、长乐宫、北宫、明光 

宫、建章宫、武库、 “北第”、 “东第”、 

市场、南郊礼制建筑等提供了诸多新资料， 

也获得了不少新认识。这些考古资料将被编 

写成 《未央宫及其周边考古勘探与发掘》和 

《长安城及其周边考古勘探与发掘》两部考 

古报告 出版。 

值此汉长安城考古六十年之机，谨向国 

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文物局、 

未央区文物局 、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 

所、西安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 区管理 

委员会，以及长期给予我们关心、支持的学 

界同仁们，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本文图一是在近年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 

整体勘探 、采用RTK仪器测绘的基础上，局 

部补充以前积累的资料，由张建锋、董慧杰 

制成。图中对城市功能布局的标注，是作者 

的认识 

注 释 

【1]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 

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96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 

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 

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 

文化财研究所：《汉长安城桂宫1996—2001年 

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都遗 

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文物出 

版社，2010年。 

f_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 

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汉长安城 

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此书收入 

2006年以前发表的考古中篇报告、简报、简讯 

和研究论文66篇。 

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 

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 



学薯2017年第1期 

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 

h．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 

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 

报》，《考古》2009年第5期。 

i．王仲殊：《汉长安城城门遗址的发掘与研 

究》，见《考古学集刊》第17集，科学出版社， 

2010年。 

i．刘振东：《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2号 

建筑 (宫门)遗址发掘》，见 ((2009中国重要考 

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 

k．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 

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 

《考古》2011年第6期。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等：《西安市大白杨村汉墓发掘简报》，《考 

古》2014年第10期。 

ITI冲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 

队：《汉长安城未央宫南宫门遗址》，见《中国 

考古学年鉴(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5年。 

n-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 

队等：《汉长安城西安门外建筑遗址》，见《中 

国考古学年鉴(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5年。 

o．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等：《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唐代粮仓的钻探与 

发掘》，《考古》2016年第1期。 

[2]a．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 

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 

b．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瞻 

望》，《考古》2006年第10期。 

【3】冯时：《<保i)Jl>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 

报》2015年第2期。 

【4]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 

年。 

[5]l司【1]ao 

[6]l司【1]i。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西安市未央区汉长安城建章宫一号建筑遗 

址》，见本刊本期。 

【8]l司【1]b。 

【9]刘振东：《汉都长安的手工业与市》，见《西汉南 

16(总 16) 

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西安市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遗址的钻探与 

试掘》，《考古》2006年第10期。 

[1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等：《西安市莲湖区三民村西汉大型建筑遗址 

发掘简报》，见本刊本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等：《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 

《考古》2006年第10期。 

【13]同[1】d。 

【14] 1】e。 

【15]赵化成：《未央宫三号建筑与骨签性质初探》， 

《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14日。 

【16]《汉书·夏侯婴传》日：“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 

孝惠、鲁元于下邑间也，乃赐婴北第第一，日 

‘近我’，以尊异之”。颜师古注日：“北第者， 

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也。故张衡《西京赋》云 

‘北阙甲第，当道直启⋯ 。 

[17】《汉书·司马相如传》日：“故有剖符之封，析 

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颜师古注日： 

“东第，甲宅也。居帝城之东，故日东第也”。 

【18]《三辅黄图》日：“长安间里一百六十，室居栉 

比，门巷修直”。《汉书·平帝纪》日：“又起五 

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19】《汉书·曹参传》日：“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 

饮歌呼”。《汉书·朱博传》日：“是时御史府吏 

舍百余区井水皆竭”。《汉书·董贤传》日：‘上 

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若 

吏妻子居官寺舍”。 

【20]《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日：“《汉旧仪》 

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 

于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 

[21]西安市文物局等：《迈向世遗——西汉帝都未 

央宫遗址申遗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 

[22]刘振东、张建锋：《西汉长乐宫遗址的发现与 

初步研究》，《考古》2006年第10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 

报》，《考古》2006年第10期。 

【24】l司[1]h。 

(责任编辑 黄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