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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形成明北京城南北向中轴线。这些都是

突出中央集权“皇权至上”思想的“北宋东

京模式”的传承。

明北京城增建南城，本是加强防御功

能，形成环套的格局。但因客观原因而无

意中形成“日”字形格局。清北京城作为

首都，完全承袭明北京城的“日”字形格局

（图一○）。文献载，顺治五年（公元1648

年）八月辛亥，“谕户部等衙门：京城汉官

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争端日起，……

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除八旗投充汉

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

城居住”[47]。《清世祖实录》卷四十有类似

记载[48]。依据文献可知，在清初，皇帝和贵

族圈占北京内城（即北城），使之成为满族

皇帝和贵族的集聚地。除满蒙八旗外，也有

汉八旗官兵居住[49]。而外城（即南城）则是

清朝汉人、汉官、回民和工商业者的集中聚

居区。尽管清北京城和明北京城形制布局完

全一致，但是统治理念明显不同。因此，满

族统治者在使用清北京城时，北城和南城失

去了原来所谓“内城”和“外城”的意义，

而是“分族居住”形成明确的“日”字形双

城制。从这个角度讲，清北京城从形式到理

念，显而易见贯彻了“辽上京规制”的“因

俗而治”统治思想。

五、余    论

唐朝以后，中国都城制度出现了两套系

统（图一一）。以“日”字形平面布局为特

征的“辽上京规制”

的形成，堪称中国北

方草原游牧文化传统

和中原农耕文化传

统在都城规划设计方

面相融合的杰作，是

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以

汉人为多数的帝国时

“因俗而治”政治制

度的物化表象形式。

这似乎反映出北方民

族建立的帝国初期还

存在民族隔阂的色

彩。辽、金、元、清

诸帝国都城规划或使

用理念一脉相承。以

“回”字形平面布局

为特征的“北宋东京

模式”，是汉族皇帝

建立的帝国突出“皇

权至上”思想的物化

表象形式。折射出中

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

心要素——中央集权
图一〇  清乾隆时期北京城平面图

（改绘自注释[37]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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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色的官僚体制。辽帝

国和金帝国中期以后的辽

中京和金中都二城，以及

元大都城都明显表现出更

好地承继了“北宋东京模

式”，更为强调“中国威

仪之尊”的情况，展现了

以汉文化为主旋律的中华

传统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

兼容性，反映了胡汉民族

不断融合和走向统一的大

趋势。明清北京城更是统

一多民族的中华帝国形成

的象征。

附记：本文插图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汪盈绘制，王岩协助部分

工作，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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