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 -

 第30卷  第3期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Vol.30  No.3
 2013年6月 Journal of Su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Jun.，  2013

《苏州城墙》：复活每一块城砖的历史记忆

——以城墙为中心的吴文化巡礼

摘　要： 《苏州城墙》一书无意开城墙研究的风气之先，但与国内外的同类研究专著相比，该著除了资料翔实、图文

并茂之外，具有几个突出特点：通史的规模与气度、追求考古与测量的精确、凸显吴文化的深厚底蕴。关于苏州城墙

的保护与复建，该著认为应认真调研、循序渐进，遵循真实性和整体性原则，不必急于大规模复原与兴建。充分搜集

整理古城墙的文献资料、完成苏州古城墙遗址的考古与测量、恢复每一块城砖的历史记忆，理应是走在复建前面的

更为扎实有益的工作。《苏州城墙》的编著出版，便是这扎实工作中具有标志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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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ty Walls of Suzhou is not  a fi rst book on city walls, but compared with similar studies home 
and abroad, this book, in addition to full and accurate data, pictures, has several prominent features: general size 
and tolerance, the pursuit of archaeology and measurement precision, highlight of the Wu culture. As for the 
protection of Suzhou city wall and rehabilitation, this book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rather than large-scale rest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full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literature on ancient city 
wall, the completion of archaeological and measuring work of the Suzhou ancient city wall ruins and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 of every piece of brick, are supposed to go before the rehabilitation work.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ity Walls of Suzhou is a remarkable step in all the above-mentioned soli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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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谢阁兰曾经
记述初见苏州古城的印象：“⋯⋯小城按惯例被久

远的城墙所环绕。城内平坦。我骑着驴，直冲宝塔而

去，这八层宝塔我在城墙两三公里外就可看到。”[1]

这位一生重要时期都在中国度过的作家在其百年

之后绝不会料到，他视野中“久远的城墙”，曾经一

度失修、拆毁，而今又部分修复，恢复了曾经有过的

庄严与肃穆。同时，其意义不亚于修复城墙的一项

文化工程、近八十万言的编著《苏州城墙》[2]付梓发

行，则意味着苏州政界、学界对城墙的保护迈出更

加坚实的一步。这部以城墙为中心的著作，依序有

苏州城墙的历史概说、文献记载、构化布局、考古综

述、历史图录、历史档案、文学描述、现代变迁、当代

现状、当代保护、当代修复等十一个章节，大体上前

七章为古代篇，后四章为现代篇，前后章节间自有其

内在的逻辑性与关联性。在这十多个章节中，既有

概括与精到的评点，也有翔实资料的汇编，立论建

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与严谨的考古、挖掘与测量基

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苏州城墙中每一块城

砖的历史记忆，可谓以城墙为中心的吴文化的巡礼。



- 9 -

应该说，目前国内的城墙研究成果日见丰富，

关于北京、南京、西安等城墙的著述较多。有必要提

及的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lvad-Siren)
在1924年出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①是一部国外

研究中国古代城墙的重要著作。[3]《苏州城墙》无意

于开城墙研究的风气之先，但与国内外的城墙研究

专著相比，该著除了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之外，具有

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通史的规模与气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一农先生认为，无论是城

市史研究还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都或多或少会涉

及到城墙的问题，如对中国古代城乡差别的研究、

城市起源的研究、宋代城市扩展的研究、中国古代

城市规模的研究等等。“虽然现在对于中国古代城

市城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从总体上

来看，无论是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子城、城

墙起源，还是对城墙史的宏观研究都还存在着很多

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4]而《苏

州城墙》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其范围涉及城墙起

源研究、苏州城墙的建筑和考古学研究、城墙发展

史研究、子城的研究等。著述清晰地勾勒苏州城墙

自古及今的发展轮廓，可谓一部汇精集萃的扛鼎之

作、一部苏州城墙的通史。

作为通史，《苏州城墙》在辑录大量文献资料

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苏州城墙的诞生过程、战国

时代对苏州城墙的重修以及先秦后历朝历代的苏

州城墙的演变历史⋯⋯梳理出关于苏州城墙完整、

翔实的历史脉络。众所周知，自公元前514年筑城至

今，苏州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作为古城的重

要组成部分，苏州城墙曾经长期环绕包围着这座古

老宁静的城市。正如罗哲文先生所言：“苏州的城

墙，是文献记载、遗存至今仍在原址的中国最古老

的城墙。”[5]也如编著者所指出的那样，自春秋以降

的如晋、秦等国家，都没有像吴地那样，“有一个始

终不变更的地理平台城市实体支撑着。对吴地文化

来说，有苏州这一城市实体在后世以不断发展着的

文化和经济，始终张扬着这三千多年前就已整合、

构筑起的古代吴地文化。”[2]93从这个意义上说，《苏

州城墙》一方面有力证明了苏州历史的悠久，另一

方面，也为完整的苏州城市史的撰写，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二、追求考古与测量的精确

苏州城池建设的序幕，经伍子胥“相土尝水，象

天法地，造筑大城”而揭开。在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

中，作为城池重要部分的城墙，也是几度兴废与重

修，阅尽沧桑。从筑墙材料来看，起初是版筑土墙，

到五代梁龙德二年（922），吴越王钱镠以砖筑城。苏

州城垣在元代初年惨遭平毁，现有的苏州城墙是元

末至正十一年（1360）为防备起义军所重建、经明清

两代重修的遗存。面对时间跨度如此巨大、几经兴

废的历史遗存，没有长期的考古、测量的工作，无法

真实获知苏州城墙的庐山真面目。

笔者在阅读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北京的城
墙和城门》时，深感喜仁龙先生作为一位城墙研究

专家的严谨，该著绘制了53幅北京城门等图文资

料，标明数据及方位，留下了北京城墙与城门的宝

贵资料。如今，《苏州城墙》的著述团队具备更先进

的技术手段，他们在严谨性方面更是超越前人。该

著专章介绍苏州城墙的构画布局，从城墙的形制、

城区分布、子城、外郭及墙体构造、护城河及城内水

系乃至阊门等12座城门和附属建筑，一一详尽分

析。可以说，《苏州城墙》一书汇集了目前国内对苏

州城墙建筑及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建立在

考古与精确测量基础上的建筑学著作。据笔者所

知，在吴恩培教授主持下的吴文化研究院团队，对

苏州城墙早已开展了扎实的测量与研究工作，自

2008年至2010年，他们承担了三个有关苏州城墙的

科研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苏州市科技局“2008年城

市建设与城市管理”项目：“苏州市古城墙资源数字

化勘察技术应用研究及示范”。正是在有关技术部

门的大力协助下，他们运用现代测量技术，对苏州

现存古城墙及遗址逐段进行了实地踏勘、精确测

量，拿出了第一手的可靠数据，绘出了经得起时间

检验的图纸，其测量数据精确至厘米级，这是主持

人吴恩培教授最感自信与欣慰之处。

学术研究允许存疑、争论，但一定要持之有据，

自圆其说，无视客观存在的事实，仅靠主观臆断，难

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正是由于掌握着大量的考

古资料和测量数据，《苏州城墙》才驳斥了“苏州城

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的观点，有力捍卫了苏州城

墙及苏州古城建于春秋时期的历史判断，编著者甚

①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lvad-Siren) 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于1924年
伦敦出版（限量印刷800部），原著有手绘图纸53幅，线图均有比例尺，
另有城墙、城门照片上百张（中文版有42张，其中22张选自原著）。北
平解放前夕，侯仁之教授重价购得此作，通夜浏览，乃认识到北京城
墙、城门等古建筑的艺术价值。该书由许永全译为中文，周谷城、侯仁
之为之序，1984年燕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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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无义愤地指出：“如此消费历史，历史能买得起

这个‘单’吗？毕竟，历史的承载是有一定限度的。

而超越历史的承载，历史显然会承载不起的。”[2]103

这种义愤显然有理有据，底气十足。

三、凸显吴文化的深厚底蕴

别具特色的是，《苏州城墙》开设“文学描述”专

章，概述并辑录大量历代关于苏州城墙的诗词，勾

勒出苏州城墙文学的大致轮廓，这在以往的城墙研

究中并不多见。客观地说，国内的城墙研究，比较重

视挖掘与城墙有关的人文信息。例如，南京城墙有

数量庞大的明代砖文（当然零星可见六朝砖文和清

代砖文），研究者认识到砖文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信息，它们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实物资料。而《苏州城墙》的研

究者结合流传久远的历史故事解读历代优美的苏

州城墙诗词，既与大量的史志资料相互确证，也从

文学的视野还原了苏州城墙的历史原貌，赋予每一

块古城砖更多人文气息。

钱仲联先生有言：“苏州的文化，早在春秋吴国

建都时，已开始取得南方文化中心的地位⋯⋯诗歌

是反映现实最好的工具。从陆机的《吴趋行》开了个

头，一千数百年来，有关苏州的城市、山水、园林、寺

观、花木等的作品，大量流传于世。这一客观存在，

证明了苏州文化成就的辉煌。”①单就城墙文学而

言，也正是从陆机的《吴趋行》开始，历代的文人墨

客，或以苏州的城墙、城门为背景，或以城墙、城门

为歌咏、描述的对象，不吝笔墨，尽展才情，记录下

他们的感怀与足迹。无论规模与体制，苏州城墙未

必及得上北京、南京、西安等几代古都的城墙，但有

李白、白居易、刘禹锡、张继、张籍、杜牧、范仲淹、范

成大⋯⋯等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文人的吟咏酬唱，

的确为苏州城墙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也从一个侧面

凸显了吴文化的深厚底蕴。

目前，笔者正在主持一个市级课题“1949年前

的外国人笔下的苏州形象”，尽力搜集整理外国人

笔下的有关苏州的记述。前文提到的法国作家谢阁

兰曾用简洁与抒情的笔墨记录下他对苏州的第一

印象，其中便提及了城墙。其实，吴地人民与国外的

交往始于春秋。三国孙吴时曾派巨舟远航高丽，与

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

来。自六朝以来与日本交往渐增。西域僧人也几度

来吴阐扬佛法。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和鉴真东渡

起始，历经宋、元、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有许多

外国的政府使节、传教士或者作家、记者等旅居苏

州，留下较多关于苏州的文字。应该说，这些来自不

同国度的苏州记录，与国内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一

起，共同构成关于苏州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包括图

片）世界。笔者也希望从中搜集到一些外国人关于

苏州城墙的记述，倘能为《苏州城墙》增添一些编外

资料，不胜欣慰。

综上所述，《苏州城墙》是一部内容丰实、体例

完备、论证严谨的著作，对于苏州城墙的保护与复

建，也是一部及时的书。笔者再赘言几句，谈一谈如

何保护与复建苏州城墙的问题。早在2007 年10 月，
在南京举办的“城墙科学保护论坛暨中国古都学会

城墙保护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研讨会”上，全国著

名文博专家学者及18 个城市城墙保护专业工作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

护准则》框架体系下，提出了中国城墙保护的普遍

性原则——《关于中国城墙保护的南京宣言》。明确

了城墙保护工作中争议较大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城

墙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原则。笔者认为，苏州城

墙的保护与复建，虽有其特殊性，也应遵循这一原

则，不必急于大规模地复原与兴建。从这个意义说，

完成苏州古城墙遗址的考古与测量、充分搜集整理

古城墙的文献资料、恢复每一块城砖的历史记忆，

应是走在复建前面的更为扎实有益的工作。《苏州

城墙》的编著出版，便是这扎实工作中具有标志性

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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