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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子城的形态变迁及其筑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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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江南地区的子城为研究对象，在全面整理相关历史文献记录与古地图、综合运用近年考古及实勘成

果的基础上，系统考察此类构造的分布特征与长期演化历程，并利用近代实测城市地图，通过城市历史形态学的分析与比

较，对子城在江南的起源、形成背景及发生学规律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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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研究的子城，有时又称牙城、衙城、内城、小城，是指在地方城市中，以围护行政、军事等公

共机构为主要目的、修筑于罗城( 又称外城、大城) 之内的小城。在中国筑城史上，作为城市行政核

心的子城以及由它与罗城组成的“重城”形制，渊源甚早，形态构造突出，其遗存与形态框架一直影响

到近现代城市的布局与肌理。在当今大规模现代化、城市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研究子城构造，不仅

是传统城市史地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将为时下的城市历史景观保存与复原提供重要参考。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研究的论述已不在少数，但聚焦于子城的研究并不算多。郭

湖生的《子城制度》一文，通过较为系统的文献梳理，从城建史的角度开创性地提出了我国地方城市

中的子城制度，并对其大致变化源流作出较为准确的描述; ①成一农的《中国子城考》一文，则在广泛

整理与子城相关历史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子城与金城、牙城、内城等用语的异同辨析，进一步明确了

子城的概念界定，确认了中国地方城市中的子城“萌芽于汉，产生于南北朝，普及于唐，宋代开始衰

落，最终于元末消失”的历史过程，并对其变化原因进行了有益的分析。② 最近袁琳在有关宋代子城

的建筑史研究中，开展了临安、建康府子城的结构复原与基址规模的个案考察，为中古时期子城形

态的探索提供了两个细致的复原方案。③

以上研究分别从城建史、传统史学与建筑史角度，主要利用全国范围内大量有关子城的古记

录，成功归纳并提炼出了我国地方都市中的子城模式，进而廓清此类子城变化历程的大线，并通过

若干时间层面上的个案复原得以印证。不过，作为一种流行于中古之前的围郭构造，由于年代久远

且因其多为现代城市覆压而难以实施科学观察，以致今人对其空间形态与时间累积变化都缺乏清

晰认识。比如，中古时期的子城在分布和形态上有何具体特征? 对明清以降地方城市形态又产生

了何种实际影响? 又如，由子城与罗城组成的“重城”构造的客观形成过程如何? 除政治、军事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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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郭湖生:《子城制度》，《中华古都》，台湾空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5—164 页，此文初出于( 日本京都) 《东方学报》五十

七册，1985 年。
成一农:《中国子城考》，《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4—125 页。
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



之外，在其筑城史上是否有发生学的规律可循? 在穷尽历史文献、考古揭露难以全面实施的情况

下，要解决此类涉及子城内在的、长期变迁规律的问题，应该考虑充分运用近代城市实测地图中所

蕴涵的有关城市历史形态的丰富信息，尝试以历史形态学的手法，通过对城市的平面格局、地物组

合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等的比较分析来加以实现。
根据康泽恩的城市历史形态学理论，①子城的围郭可看作是一类典型的固结线( Fixation line) ，

其强有力的线状防御设施以及其所围护的功能性地块一旦形成，将对后续的城镇生长过程产生长

期的、深刻的影响。此种影响，将以其特有的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 即所谓的“形态框架”) 客观反

映在近代化之前尚维持传统城市格局的近代实测地图上，因此，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记录与考古成

果，细致解读近代城市实测地图所透露的历史信息、追溯子城及其所在城市的具体形态变化，进而

认识其发生学的规律也就成为可能。
子城制度成熟于唐宋时期，而江南地区是中古城市史料较为丰富的一个区域，从文献留存的实

际情况而言，该地较为系统的宋元方志记载为深入研究子城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近年来杭

州、宁波、湖州、温州等地城市考古发掘的推进，也为还原中古时期江南子城的面貌提供了十分可靠

的第一手现场资料。
有鉴于此，本文将集中讨论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背景较为一致的宋代环太湖的常州、平江、嘉

兴、湖州四个府州以及浙东水乡区域的临安、绍兴、庆元三府，在具体讨论时兼及南京、镇江、台州、
温州、婺州、严州、福州等地的相关资料。

一 元代以降江南城市中的子城遗构

大体而言，江南城市中的子城是属于中古或更早时期的围郭构造，在历经吴越纳土之际的拆

城、元初毁城及元末筑大城弃小城的剧变之后，②到了明清时代，子城大多因“去功能化”而日渐荒

废，成为一种历史遗存被记入方志等文献之中。
如宁波的子城，《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城邑》提到:

国朝混一区宇，无恃偏壕支垒之险固，郡城之废，垂六十有余载。……旧子城直南中阙，今

建明远楼于其上，余并废。虽有州东、西二门之名，实为通衢矣。
成化《四明郡志》卷一《城池考·郡城池》也提到:

元初隳天下城池，厥后民居侵蚀，夷为坦途。
可见宁波的子城在入元之后便已废弃，入明之后不复缮治，以至逐渐荒疏。③

又如杭州，其子城又称“内城”，即南宋皇城所在，成化《杭州府志》卷之一《封畛一·城隍》提及:

元既取宋，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统，而内、外城日为民所平。
结合该卷有关内城官署的记载以及近年考古发掘，可知子城在元至元十六年( 1356) 张士诚改

筑杭州城之际被截于城外，明代前叶已然荒废。④

又如苏州( 图 1) ，有关子城的记载较多，正德《姑苏志》卷十六《城池》提及:

子城在大城内东偏，相传亦子胥所筑。周十二里，高二丈五尺五寸，厚二丈三尺。历汉、
唐、宋皆以为郡治。张士诚僭窃时为太尉府，继经败毁城，夷圮略尽，今独存南门，颓垣上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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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M. Ｒ. G. Conzen，Alnwick，Northumberland: A Study of Town － Plan Analysis，London: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ublica-
tion 27) ，1960.

在江南地区城池兴废的起落变化中，关于元末普遍出现筑大城弃小城的史实较少受到关注，相关的个案研究参见钟翀、陈
吉《无锡古城郭的空间构型与长期变迁》，《九州》第 5 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1997 年在原宁波子城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揭露了唐、宋时期的城墙与护城河遗址，其位置与范围均与上述《至正四明续

志》等宋元宁波方志所载相符。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 年第 3 期。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编《南宋御街遗址》，文物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页。



鼓司更，覆以小舍及列十二辰牌按时易之，郡人呼为鼓楼。城四面旧有水道，所谓锦帆泾也，今

亦多淤，其东尚存故迹称为濠股。
可知苏州的子城也废于元末明初之际。

乾隆《姑苏城图》( 1745) 中的“王府基” 《新测苏州城厢明细全图》( 1914) 中的“王废基”

图 1 前近代以来古旧地图上的苏州子城地块

注: 1745 年图上的“王府基”地块大部废为园地，里面是一片阡陌纵横的景象; 1914 年图上，在同一地块内出现

了“栖流所”、“游民习艺所”、“演武厅”等少量公共慈善、军事机构，但仍称“王废基”。

而有些子城废弃年代可能更早，如湖州的子城，《嘉泰吴兴志》、成化《湖州府志》均记其毁于北

宋初，按明成化《湖州府志》卷第三《城池》记载:

太平兴国三年，钱氏纳土奉敕毁拆，原有门三，惟存中门，其东、西门皆废。
又以《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七十六《湖州府·子城》的记述来看:

今但垣墙而已。……城门三，中门上有谯楼如旧。宋揭昭庆军额于上，置漏刻鼓钲。……
元改湖州路总管府，额皆揭于楼。……皇朝揭湖州府额，仍设漏刻鼓钲。……子城濠，周子城

之外，今阔仅数尺，才通潦水而已，城西南一带俱塞。
反映该处子城在明初已呈荒疏之象，仅有的谯楼因其报时与揭示府额的功能而得以保留。

又如无锡，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四《城郭》考察子城遗迹甚详:

考县治之后有阜民台，为旧子城基。其上旧有观稼、睡花二亭。元《志》:“亭在旧子城基

上是也。”又有土邱在县治之左，俗号察院墩者，亦当是子城遗迹。谯楼即其城楼，外有河周之，

则其濠也。而县治适居其中。……以四周河形考其城制，截然而方。其方半里，其周二里。张

士诚筑城……全乎为今之城，而子城则废不复治。元《志》称:“州城虽废，迹犹可见”，亦指子

城，又以“亭在旧子城基上”之语观之，盖其废久矣。
这里“元《志》”是指《至正无锡志》，由此推知元末子城已废。又以宋末纂修的《咸淳毗陵志》不记

无锡子城，而《至正无锡志》中有关子城的最晚记录是“宋乾兴初，县令李晋卿重筑旧子城”，①洪武

《毗陵续志》云“年代久远，间存古迹”显示明初的实际景况，②因此，无锡子城很可能在宋代之中即

已荒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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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至正无锡志》卷一之六《城关》。
( 明) 佚名撰修永乐《常州府志》卷三《城郭·无锡县》引洪武《毗陵续志》，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间抄本，《中国地方志联合

目录》误作洪武《常州府志》。此书实为宋元以来常州一府四县多部地方志的汇编草本，参见杨印民:《明永乐〈常州府志〉所收元明

散佚文献及其史料价值》，《文津学志》第 3 辑。



其他如绍兴、常州、江阴、长兴等城的子城，在明清时期也都已成为遗迹。从文献记载来看，元

代以来江南的子城仅在嘉兴得以维持。《至元嘉禾志》卷三《城社》称:“( 嘉兴路城) 圣朝至元十三

年罗城平，子城见存。……圣朝至元十三年后门楼亦闲废。”万历《嘉兴府志》卷之二《公署》也提

及:

府治在旧子城内……南为府门，上有谯楼，钟鼓咸具，左右为垛墙，宋景定中知军陈埙所葺

也。……皆子城包之。子城，一名子墙，围二里十步，高与厚俱一丈二尺。
该志描述子城内官署祠庙颇详，可见子城仍得以较好地保存。

以上展现江南地区的子城在元代以后逐渐荒疏的一般史实，不过，在明清以来乃至当今江南的

城市之中，子城作为一种形态基因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城市景观的各个方面———我们仍然能够

从城市的平面格局、建筑肌理以及土地利用状况上分辨出子城的形态框架甚至某些主要遗构的平

面特征。如保存较好的嘉兴子城，在明清时代一直是府署所在，至今该地块仍为某军事驻地医院所

继承，该地现存谯楼与长约百米的子城南墙; 又如子城中的地标性建筑遗构———谯楼，亦因其具有

报时、示额的功能，在宁波、温州等城得以长期保存; 而苏州、常州、绍兴等地的古子城，即使是在经

历现代城市开发的今天，虽然其地面遗存已荡然无存，但在街区格局、地块的功能上仍有显著的继

承。
若将视线放至近代的晚清民初，则子城在上述各府城的早期近代实测城市地图之中，其形态框

架也显得十分突出。如常州、无锡、嘉兴、湖州的近代地图上，均可见到完整的子城环濠，而环濠内

部的旧府署或民国时期审判厅、检察厅、县党部、地方法院等中枢机构的设置，也反映了其土地利用

的稳定性( 图 2) 。

图 2 － 1 常州的内子城与外子城( 约 1930 年代) 图 2 － 2 无锡子城( 1912 年)

图 2 － 3 嘉兴子城( 1917 年) 图 2 － 4 湖州子城( 1901 年)

图 2 近代城市地图中的江南子城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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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近代地图上可见这四座城市的子城地块中为旧府治、县署或法院、军队所在，常州、无锡、嘉兴图上子城地块

四周仍有河道( 旧子城濠) 环护，其中常州可见唐宋以来内、外两重子城的城濠。
资料来源:《武进县城图》，约 1930 年代制，上海 J 氏藏; 张德载等:《无锡实测地图》，1912 年制，无锡市城建档

案馆藏; ( 清) 汤潜测绘《湖州郡城坊巷图》，1901 年制，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藏;《嘉兴城市全图》，嘉兴永明电灯公

司 1917 年发行，上海图书馆藏。

总之，作为一种古老的形态框架，子城固有的空间格局与特征仍然持久而又深刻地影响了明清

以来的江南城市，把握此类子城的历史面貌与变迁过程，对于深入发掘江南地区城市历史形态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下文将进一步追溯元代以前江南子城的实态。

二 两宋时期江南子城的分布与历史形态

对于江南城市形态具有深刻影响的子城大多在元代已经废弃，那么，在最接近元初拆城的两宋

时期，子城分布情况如何? 其规模、形态又有何特征? 在江南各地留存的宋元方志及同时期相关史

料中，往往可见有关宋代子城构建的记载，若以行政层级而言，则江南各府、州、军级城市均有关于

子城的明确记载，而在县级城市中却只见于无锡、长兴两县。在此汇集整理两宋时期江南子城的构

筑与存续状况、实际规模与位置等相关记录，掇要作成表一。
表一 宋元方志及相关古记录所见江南各地的子城

城市 宋元旧志及同时代的古记录
古地图、考古及其他

文献依据

临安府
( 杭州)

《淳祐临安志》卷五: 子城，南曰通越门，北曰双门，吴越钱氏旧造，国朝至和

元年，郡守资政殿学士给事中孙公沔重建，枢密直学士蔡公襄撰纪并书，刻

石于门之右。按: 子城二门，即今大内丽正、和宁门。

今存《咸淳 临 安 志》所

载《图》; 已 做 考 古 发

掘。

平江府
( 苏州)

《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 阖庐乃委计于子胥，……筑大城周四十里，小

城周十里，开八门以象八风，是时周恭王之六年也。自吴亡至今仅二千载，

更历秦、汉、隋、唐之间，其城洫、门名，循而不变。

南宋绍定二年上石《平

江图》见存。

常州

《咸淳毗陵志》卷三《城郭》: 内子城，周回二里三百一十八步，高二丈一尺，

中外甓之。唐景福元年……重修，……今为郡治。外子城，周回七里三十

步，高二丈八尺，厚二丈，中外甓之。伪吴顺义中刺史张伯悰增筑，号金斗

城。

嘉兴府

《至元嘉禾志》卷第二《城社》: 按《旧经》云“子城周回二里十步，高一丈二

尺，厚一丈二尺。”宋宣和年间知州宋昭年尝更筑，德祐元年守臣余安裕重

修，……且增筑堡障，圣朝至元十三年罗城平，子城见存。
今存谯楼及部分城墙。

湖州

《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 子城:《统记》云“旧当秦时为项王故城。”《吴兴

记》云“郡廨署旧有乌程县治。”……今罗城之内，苕水入西门，余不水入南

门，至江渚汇合流为霅水，……子城居中，面二水之冲，挹众山之秀，又四面

多大溪广泽，故立郡以来，无兵革之患。

已考 古 发 掘; 万 历《湖

州府志》卷 一《郡 建》:

( 子城 ) 周 一 里 三 百 六

十七步，东西二百三十

七步，南北一百三十六

步，为项王城。

庆元府
( 宁波)

《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城池》: 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环以水，丽谯揭奉国军

之额，太守潘良贵书，州楼揭明州之额，旧钱氏书，今潘良贵书。……奉国军

楼中有刻漏，皇朝庆历年太守王周重修，是时王文公安石为鄞宰，尝铭之，

……绍兴辛巳，太守韩公仲通访得吴人祝岷，考古制冶铜为莲漏，至今用之。

已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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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宋元旧志及同时代的古记录
古地图、考古及其他

文献依据

绍兴府

《嘉泰会稽志》卷一《城郭》:《旧经》云“子城周十里，东面高二丈二尺，厚四

丈一尺，南面高二丈五尺，厚三丈九尺，西、北二面皆因重山以为城不为壕

堑。”嘉祐中刁约守越，奏修子城，记云“城成，高二十尺，北因卧龙山，环属

于南，西抵于堙尾，凡长九千八百尺，城之门有五。”……《越绝书》云“越王

臣于吴，故城北向以东为右，西为左，小城周三里七十步，陵门四，水门一。”
案: 今子城陵门亦四，曰镇东军门，曰秦望门，曰常喜，子城门曰酒务桥门，水

门亦一即酒务桥北水门是也。……虽未必尽与古同，然其大略不相远矣。

万 历《绍 兴 府 志》有
《图》。

江阴军

永乐《常州府志》卷八《县治》引洪武《江阴续志》之《郡治门》: 雄览，子城正

北，郡守龚郎中建宅，……真澄江伟观也。
( 案: 永乐《常州府志》引《绍定江阴志》之中多见子城门名，详后文)

嘉靖《江阴 县 志》卷 之

一《城 池》: 宋 增 子 城，

门四，东曰新津，庆元五

年知军叶篑修，绍定二

年知军颜耆仲重修，南

曰观风，西曰望京，北曰

澄江，皆知军史寯之修。

无锡县

《咸淳毗陵志》志三《城》: ( 子城) 城在运河西、梁溪东。《越绝》云:“无锡城

周回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四郭周回十一里二十八步，高一丈七尺，门

皆有屋。”《南徐记》云:“县，旧城基也。”乾兴六年令李晋卿重修。《至正无

锡志》卷一《城关》: ( 子城) 旧城下筑濠，阔一丈五尺。……宋乾兴初，县令

李晋卿重筑旧子城一百七十七步，东接运河，西距梁溪。……按今州城虽

废，迹犹可见。

长兴县

《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长兴县城》: 唐武德七年始移于今处，在郡治西

北七十一里，内有子城，外有六门，东曰朝宗门，南曰长城门，西曰宜兴门，东

南曰迎恩门，西南曰广德门，东北曰茹姑门。以上并见《旧编》。

《永乐大典》卷 2276 引
《吴兴续 志》: “旧 县 无

城，但树栅门”，推知该

城明初已废。

根据表一，将兴废情况或形态变化较为复杂、或历史记载不甚明确的杭州等宋代子城考证如

下:

1) 临安府子城

《全唐文》卷一三〇所载罗隐《杭州罗城记》中提到:

郡之子城，岁月滋久，基址老烂，狭而且卑，每至点阅士马，不足回转，遂与诸郡聚议，崇建

雉堞，夹以南北，矗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军士得以帐幕，是所谓固吾围。
此文反映杭州子城宋以前既已存在，并在五代宋初得以修葺、改筑。而《淳祐临安志》、《咸淳

临安志》所载子城南、北二门的变迁，则反映了杭州子城在北宋重修、南宋改作皇城的历史( 表一、图
3) 。南宋皇城的范围以及子城二门、中心宫殿群的基址也已为近年考古发掘所探明———大致应在

东起馒头山东麓，西至凤凰山，南临宋城路，北至万松岭路南的范围之内，其南城墙外有濠，西、北城

墙采用人工夯筑与自然山体相结合的方式建造，全城东西相距约 800 米，南北最长处约 600 米，①而

从南宋皇城袭用子城城门等具体建筑的记载来看，皇城显然继承了五代北宋以来的子城。
2) 平江府子城

有关子城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越绝书》中有关吴王夫差命伍子胥筑城之际，然历代文献中有

关子城周长的记录并不一致，不过现存苏州文庙的《平江图》细致入微地反映了南宋绍定二年

( 1229) 子城的全貌( 图 3) 。根据《平江图》与今地相应位置的比对，可知其时子城的范围为北起前

梗子巷西段，南至十梓街，西起锦帆路之东侧，东到公园路，子城东西约 400 米，南北距离约 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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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编《南宋御街遗址》，第 5 页。



600 米，周长约 2 000 米左右。① 该地几经兴废，自明初洪武七年( 1374) 的“魏观案”以后，该子城再

未恢复，其地在清代俗称“王府基”或“王废基”，直至民国时期才得以开发利用( 图 1) 。

图 3 － 1《咸淳临安志》卷一《皇城图》 图 3 － 2《平江图》上的苏州子城

图 3 南宋杭州、苏州地图中的子城

3) 常州子城

常州的筑城历史较为复杂，唐末以来先后营建过四座城池，除明初收缩改筑的新城之外，其余

内子城、外子城、罗城都构筑于唐宋之际，《咸淳毗陵志》卷三《城郭》分别记载:

内子城: 周回二里三百一十八步，高二丈一尺，中外甓之。唐景福元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

遣节度押衙检校兵部尚书唐彦随权领州事重修，立城隍祠、天王祠、鼓角楼、白露屋。今为郡

治。
外子城: 周回七里三十步，高二丈八尺，厚二丈，中外甓之。上有御敌楼、白露屋。伪吴顺

义中刺史张伯悰增筑，号金斗城。……外缭以池，公廨民廛错处于内。国朝仍其旧制，建炎中

毁，绍兴二年俞守俟复兴缮……民受其惠，迄今著有甘棠之思。
罗城: 周回二十七里三十七步，高二丈，厚称之，伪吴天祚二年刺史徐景迈筑。
太平兴国初，诏撤御敌楼、白露屋，惟留城隍、天王二祠、鼓角楼，后移城隍祠于金斗门内之

西偏。
可见，内子城历史悠久，而外子城与罗城营建年代十分接近，都是在五代杨吴与吴越对峙背景

下修筑的，从同时期将晋陵县治等官署置于外子城这一点来看，②外子城可看作是早期营建子城的

强化与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太平兴国初撤除常州城防的事件，应是一次具有普遍性的拆城行动，从目

前资料来看，湖州、福州子城的拆毁也发生同一年代。《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云:“( 罗城) 城上

旧有白露舍，太平兴国三年，奉敕同子城皆拆毁。”《淳熙三山志》卷第四《地理类四》载:“子城，皇朝

太平兴国三年，钱氏入朝，诏堕其城不用。四海混同，人无外虞。断垣荒堑，往往父老徒指故迹以

悲。旧子城二百三十三步。有小墙，周围在焉。”按《吴越备史》卷四载:

太平兴国二年夏五月，王( 钱弘俶) 下令以文轨大同，封疆无患，凡百御敌之制，悉命除之，

境内诸州城有白露屋及防城物亦令撤去之。
由此可知，这次拆城的背景当为吴越纳土归宋，准确时间当在太平兴国二年( 977) ，不过，当时

的实施力度可能不是太大，如《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三》提及:“太平兴国初，虽诏撤楼橹，规模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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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杜瑜:《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之“《平江图》中子城范围的厘定”，《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8 卷第 1 期。
《咸淳毗陵志》卷第五《官寺一》:“( 晋陵县治) 旧在内子城西南化洞桥，淮南杨氏展筑罗城，徙外子城东、邗沟上。”



岿然也。”并且，像湖州、福州的子城在此后还得以恢复———福州在熙宁元年就有重筑子城的记载，①

而湖州子城虽未在文献中留下修缮的记录，但从考古揭露来看，南宋时期显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

修。② 因此，综合江南各府州子城营建史而言，子城拆除的关键时段还是在于元代。
4) 江阴军子城

有关江阴子城的记载不是太多，而该城的罗城迭经改筑，并且在罗城之中，既有子城还有早期

古城的存在，不同历史层次的文献记载相互混杂，追寻真相可谓扑朔迷离，因此，子城的营建史需要

较多的史料梳理，限于篇幅，下面仅取有关子城的关键记录集中加以说明。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一《城池》云:

宋增子城，门四，东曰新津，庆元五年知军叶篑修，绍定二年知军颜耆仲重修，南曰观风，西

曰望京，北曰澄江，皆知军史寯之修。……元既定江南，得志中国，城尽毁。
不过，从永乐《常州府志》卷三《城郭》所引《绍定江阴志》以及北宋《祥符江阴军图经》中，在指

示相对位置时多见观风、新津、澄江等子城门的名称; ③而嘉靖《江阴县志》卷八在谈及庙学时也提

到:“( 庙学) 址在观风门外……大观四年常州守徐申穴内子城建县学门，作观台并内外二桥。”同卷

又载宋代林虔《大观新建学门记》，其中提到:“国初，江阴为军，守丞二千石，城池略等他郡，而泮宫

称是。……士游于学，患墉压其前，势不直不称。……会今天子兴天下学，而此地继得贤守令，士乃

请穴墉作门，且设观台、内外二桥，而南其路，自请迄成阅三年。”④由此推知上述南宋庆元、绍定的记

录当指子城门的重修，子城之建必在此前。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建置·城池》云: “梁古城，置江阴郡县时建筑也，跨乾明、演教二寺故

址，陈、隋、唐因之。南唐改县为军，曰军城，徙而稍西约一里许。”同卷《官署》中又云:“南唐江阴郡

治，在城西北隅，即今之县治也，自杨吴改筑江阴城，南唐因徙治于此。”若按此说，则宋代江阴军子

城当建于唐天祐十年( 即后梁乾化三年，公元 913 年，因杨吴仍奉唐年号未改) 之时，同样是毁于元

代。
通过以上的史料梳理与考证，结合湖州、宁波等地的子城考古发掘，以及《平江图》、万历绍兴

《旧子城图》等相关古舆图与近代实测城市图资料，绘制江南子城所在城市的构型平面图，并将其置

于同一比例尺下加以比较( 图 4) ，由此归纳宋代江南子城的特征如下。
两宋时期江南的子城，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的府、州、军级城市中，在县级城市极为罕见。这类子

城均自前代或更早时代继承而来，虽然在太平兴国二年( 977) 吴越纳土归宋之际受到拆城的影响，

但由于实际需要而得以重修或维持，直至元初系统实施毁城之时方告终结。
从形态上看，这一时期子城的规模大体以半里为径，周长在二里左右，其形状较为规整，以近南

北向的矩形结构最为常见，因此较多体现了人工规划的意志，这与这些子城所在的罗城形成鲜明对

比———后者的围郭构型较为自由，更多体现了自然地形与经济的影响。
就子城与罗城的空间关系而言，虽然从整体上看，子城位于罗城的北部或西北部较为多见( 如

常州、无锡、江阴、湖州、宁波、绍兴等均属此列) ，但也不能因此归纳得出此种配置已是固定的子城

修筑规则。而像宁波子城所表现出的子城内道路、街区与其周边罗城内路网形态与街区尺度协调

排列等现象( 图 4) ，强烈显示该城之中子城的产生，应该是原有的城市聚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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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淳熙三山志》卷第四《地理类四》:“熙宁元年版，许令修筑子城。”
相关正式考古报告尚未发表，但据湖州子城城墙遗址展览馆的介绍: 2008 年对子城东城墙段进行发掘，揭露的子城东城

墙残长约 80 米，宽约 12 米，现存晚唐、五代吴越国、南宋三个时期的墙体。南宋子城府东门的揭露是子城考古的重要发现，城门位

于城墙的中段，宽 4. 6 米，墙体残高 1 米左右，甬道两侧对称设置太湖石质方形石础，是原城门楼的柱顶石，该城门下叠压有五代吴

越国时期的城门遗迹。
永乐《常州府志》中此类记录较多，例如该志卷八《县治》引《绍定江阴志》云: “都监厅，《祥符图经》: ‘兵马司，在观风门

东，今其地也。’”案: 此处《绍定江阴志》所引《祥符图经》当为《祥符江阴军图经》，这两种宋代江阴志今已亡佚。参见程以正主编

《江阴市志》卷三十九《历代修志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107 页。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七《庙学》，《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模，而之后构筑的子城，在选址与布局受既有城市形态的影响，在结构上不得不接受早期形成的城

市肌理所致，否则就难以解释该子城实际所见的坐落方位偏置现象( 东北向倾斜约 25°) 。也就是

说，这类城市中的子城，从历史形态来看并非是城市最初的定居点，而类似的子城与周边街区、路网

或河网的被动调适现象，在无锡、嘉兴等城市之中也能找到，因此推断先有城市、后筑子城可能是江

南子城形成初期较为普遍的规律。此点牵涉子城的形成背景，下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图 4 江南地区“子城—罗城型”围郭城市一览图

注: 南宋临安府的罗城范围根据傅伯星《图说南宋京城临安》所附《南宋京城临安府城图》，常州宋代罗城根据

单树模主编《江苏城市历史地理》第 95 页的薛迪成《常州城址变迁图》; 江阴、无锡、长兴、湖州、嘉兴等地的罗城在

元末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缩，此处暂以各地的近代实测城市地图为底图加以绘制。

三 子城的形成背景及其发生学规律

上节考察显示子城在宋代江南的府州级城市中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构造，这也说明此类构造

起源甚早，接下来先将各子城创建年代相关史料整理如下( 表二) 。
表二 江南各子城的创建年代

城市 相关古记录 创建年代

苏州

《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

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 阖闾元年，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

筑大城。……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

吴阖闾元年( 前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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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相关古记录 创建年代

绍兴

《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勾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

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今仓库是其宫台处也。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第八》: 勾践七年，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

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

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 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

也，不敢壅塞。

越勾践七年( 前 490)

湖州
《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子城》:《统记》云“旧当秦时为项王故城。”《吴

兴记》云“郡廨署旧有乌程县治。”
秦末

无锡
《越绝书》第二卷《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 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

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墙一丈七尺，门皆有屋。
汉代

嘉兴

《至元嘉禾志》卷第二《城社》: 按《旧经》云……子城周回二里十步，高一丈

二尺，厚一丈二尺。
崇祯《嘉兴县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 子城周围二里十步，高一丈二尺，

厚一丈二尺，《图经》云三国吴黄龙时筑有正门一，楼曰丽谯，宋宣和年间
……尝更筑。

三国吴黄龙年间( 229 －
231)

长兴

《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长兴县城》: 唐武德七年始移于今处，在郡治西

北七十一里，内有子城，外有六门。……以上并见《旧编》。
成化《湖州府志》卷第三《城池·长兴县城》: 按《旧志》，唐武德七年移县治

于今所，辅公祐辇土而筑，岁久土复崩坏，内有子城，外有七门。

唐武德七年( 624)

杭州
( 临安)

《淳祐临安志》卷第五《城府》: 据《隋志》，开皇中移州居钱塘城，复移州于柳

浦西，依山筑城，即今郡是也。……自唐以来实治凤山，钱氏所居特因之尔。
《全唐文》卷一三〇载罗隐《杭州罗城记》: 郡之子城，岁月滋久。
《十国春秋》卷七十七: 开平四年，大修台馆，筑子城，南曰通越门，北曰双

门。

约隋唐时建，

后 梁 开 平 四 年 增 筑
( 910)

常州

《咸淳毗陵志》卷三《城郭》: 内子城，周回二里三百一十八步，高二丈一尺，

中外甓之。唐景福元年……重修。……今为郡治。
始建不明，唐景福元年
( 892) 重修

《咸淳毗陵志》卷三《城郭》: 外子城，周回七里三十步，高二丈八尺，厚二丈，

中外甓之。……伪吴顺义中刺史张伯悰增筑，号金斗城。
五代杨吴顺义中( 921 －
926)

宁波
《宝庆四明志》卷第三《城郭》: 按《会要》及《移城记》，长庆元年移州治于鄮

县治，而于旧州城近南高处置县，且撤旧城，城新城，则今之子城是也。
唐长庆元年( 821)

江阴
按永乐《常州府志》引《绍定江阴志》等记载，唐天祐十年( 913) ，杨吴改筑江

阴城，迁子城于外城西北隅，南宋增修。详上文考证。
唐天祐十年( 913)

表二的整理显示，虽然江南营建子城的历史，自先秦到唐末五代绵延 1 500 年之久，但春秋战国

至秦汉三国、唐末五代可以说是兴筑子城的两个关键时期，前一时期构建的子城，可能是由古代王

都的宫城、军事要塞或早期的行政中心发展而来，因此可能与该地区早期的筑城传统有关，而后一

时期的子城兴筑，主要集中在 9 到 10 世纪江南豪强并起的年代，显然与当地割据政权的积极经营

有着密切的联系。
1) 早期子城的起源与形成背景

有关春秋战国至秦汉三国时期苏州、绍兴、湖州、无锡、嘉兴等子城的资料少之又少，文献上主

要依靠《越绝书》、《吴越春秋》的片言只语及中古方志中若干辗转追溯的记录，而现代城市的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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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造成开展考古揭露的困难，因此目前能够得到实物确认的只有上节提及的湖州子城。① 不过，修

筑于同一时期的江南古城址，目前得以确认的已有淹城、菰城、阖闾城、固城 4 座( 图 5 ) ，其基本情

况如下:

图 5 江南地区春秋至汉代古城址的基本构型与规模

淹城遗址: 位于今常州市南郊，该城最早见于《咸淳毗陵志》等当地文献的记载，是我国目前发

现唯一一座三城三河形制的古城。该城最里一圈地势最高，平面呈方形，周长近 500 米，仅设一南

门; 中间一圈亦呈方形，周长 1 500 米，最外一圈地势最低，呈椭圆形，周长 2 500 米。考古调查显示

此城建造和使用于春秋晚期的吴国，且三道城墙为同一时期修筑。②

阖闾城遗址: 在今无锡与武进交界处，其名称源于《吴地记》等当地早期文献。该遗址包括大城

和东、西小城，大城周长约 7 000 米，东、西两座小城位于阖闾大城的西北。该城址在古籍上称为

“阖闾城”，③近年的考古调查确认大城、东城、西城和高台建筑均为春秋晚期，与吴王阖闾的年代相

当，因此推定为《越绝书》中记载的吴都“吴越城”。④

下菰城遗址: 位于湖州市南郊道场乡，该城在宋《太平寰宇记》所引南朝《吴兴记》、以及湖州历

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云:

乌程县县治，即《郡国志》所谓春申君置菰城县也，见《旧图经》，城内又有子城，见《旧编》，

重城屹然，工役甚固。又《续图经》云: 春申君始建城，距今千余岁，重城屹然，略不聩毁，则知当

时工役之兴不苟矣，后徙治于今州之子城。⑤

现存城垣可分内、外两重，平面均呈圆角等边三角形，外城垣长约 1 800 米。内城居于外城东南

角，周长约 1 200 米，城垣为泥土夯筑而成，外侧均有濠沟。从出土遗物内容来看，其始建年代应在

春秋时期，目前的研究认为是战国时楚国菰城县和秦汉乌程县的县治。⑥

固城遗址: 位于南京高淳区固城镇，春秋时为吴国的濑渚邑，⑦汉代为溧阳县治所，大约三国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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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相关正式报告尚未公布，但据当地相关人士介绍: 子城东城墙遗址出土了大量三国孙吴、两晋、唐宋时期的遗物，主要为瓦

当，尤 其 三 国 时 期 瓦 当 的 出 土，是 较 为 重 要 的 发 现，为 早 期 建 城 于 此 提 供 了 物 证，参 见 http: / /blog. sina. com. cn /s /blog _
50ab61f60101lyxq. html。

南京博物院，淹城博物馆:《淹城遗迹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东南文化》1996 年第 4 期。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十四《古迹》:“阖闾城，在县西五十里富安乡。《越绝书》:‘伍员取利浦土及黄渎土筑阖闾城。’”

钟案: 今本《越绝书》无此文。
《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第三》:“阖庐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相关考古调查结论参见张敏:

《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江汉考古》2008 年第 4 期。
文中《旧图经》当指唐代的《开元吴兴图经》或陆羽所撰《吴兴图经》，《旧编》为南宋初周世楠所编《淳熙吴兴志旧编》。
劳伯敏:《从下菰城的兴衰看湖州治址的变迁》，《东南文化》1989 年第 6 期。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城阙志》:“古固城: 春秋时吴所筑也……吴时濑渚县也。”



时被逐渐废弃。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城垣为土筑，分内外两重。其内城高于外城约 4 米，呈

长方形，南北 190 米，东西 120 米，与早期记录所称“子城一里九十步”接近。① 根据濮阳康京的考

察，“从历年不同时代遗物出土地点来看，春秋时吴筑固城的具体分布范围在‘子城’之西，现在的

固城遗址是汉代向城东重新扩建的一处城邑”。②

以上 4 座早期城址在形态上保留有较多的早期传统，并且具有一定的共性，其最具特色之处在

于由多重城濠组成的“重城”结构，因此可以确认江南城市中的子城—罗城型构造起源甚早。从地

位上讲，阖闾城可能是王都级的大城，下菰城和固城是县邑级的城郭，而淹城带有较多军事要塞的

性质，但不论何种城市，其内部都存在一座经过刻意规划的内城，且淹城与阖闾城的外城与内城都

是同时或较为接近的时期之中构筑完成的，所以，在同时期的吴、越王都———苏州和绍兴城中形成

子城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留意的是，固城遗址虽然自春秋以来就已形成城邑，但目前留存的城垣反映其主要使用时

期是在两汉，可以说是一座典型的汉代县城城址。该城的子城，其平面形态较为方整，而构型与规

模也与宋代嘉兴、湖州、无锡等地的子城颇为相似，如果注意到这三座城市距离固城遗址较近、且都

修筑于秦汉三国之际的话，就可以对当时郡县级城市围郭形制的特点与共性作出一定合理的估测。
2) 唐末五代时期子城的分布与发生学规律

在唐末五代的 9 到 10 世纪间江南筑城浪潮中形成的子城，其分布与结构都出现一些新的变

化，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早期子城的普遍增修以及对谯楼等设施的功能强化，③而在分布上的主

要特点，则是较为严格地贯彻了子城仅修筑于府州军级城市之中这一原则。
从行政层级来讲，唐宋时期江南城市大致可分为割据政权的王都、府州军、县这样三个等级，而

宋代以后江南的子城主要分布在县级以上的城市中，如南宋江南的 7 府 1 军均有子城的设置，该现

象在周边区域的城市中也十分显著，如周边的建康、镇江等府城，台、温、徽、严、婺等州城都有宋代

子城的明确记载，这其中曾经作为古代都城的平江、绍兴、临安、建康等城，都曾兴筑规模较大、形态

上较为突出的子城，此点从子城的功能来看不难理解。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无锡、长
兴、东阳等极少数县城之中出现了子城这种构造。这几个县城可能有它们的一些特殊性，比如无锡

县，虽然长期列为常州的属县之一，但在北宋时规模就与州城匹敌，④到元代升县为州，也直接反映

该地规模的壮大; 而长兴县的筑城，可能与唐初辅公祐割据叛乱的特定局势有关。那么，为什么子

城的分布在府州军与县这两级城市之中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 解决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对江

南地区子城修筑的本质理解。为此，尝试选取南宋中叶的嘉泰年间为时间断面，重点整理《嘉泰吴

兴志》、《嘉泰会稽志》中与围郭等城防结构相关的记录，通过对当时县城的规模及各级城市的历史

形态比较，继续展开分析。
按《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记载:

乌程县: 晋义熙六年，徙于今所，在郡治西一里，环以墙而已。
长兴县: 唐武德七年始移于今处，在郡治西北七十一里，内有子城，外有六门。
武康县: 南唐广德二年，左卫兵曹参军庆澄兼武康、德清二县令，舆瓦砾、伐榛莽，复于溪北

古城筑之，铜岘之水三面环绕，浚为壕堑，今之县城是也。
安吉县: 县无城郭，有六门，惟西、北二门有名，余皆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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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上《城阙门·吴固城》:“《图经》云在溧水县西南九十里髙一丈五尺，罗城周回七里二百

三十步，子城一里九十步。《胜公庙记》: 吴时濑渚县也。”
濮阳康京:《江苏高淳固城遗址的现状与时代初探》，《东南文化》2001 年第 7 期。
比如，常州城由内子城向外子城的变化，可看作是应对早期子城( 内子城) 在空间上不能满足需求而采取的扩容增修措

施。其他的临安、嘉兴、无锡、庆元等城也有增修的记载( 见表一) 。
［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第三:“( 煕宁五年九月六日戌时) 至常州无锡县宿，广大县也，宛如州

作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0 页。



《嘉泰吴兴志》缺少归安、德清两县记载，现据《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七十六《湖州府·城池》
所引明初《吴兴续志》补齐:

归安县城，在郡城中，去府治一百二十步，不别建城，以堵墙周环而已。
德清县城，旧县无城，元至正十八年始筑城，周回四里六十步，开凿濠堑。

由此可知，在南宋中叶( 甚至到明初) ，湖州所属六县也仅长兴、武康两县有城，其他的县，如附

郭县乌程、归安只是环以堵墙，而安吉县为有城门而无城郭，德清县则直到元末尚未筑城。可见当

时在县级城市中真正意义上的围郭构筑并不普遍。
又以同时期的绍兴府为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二《城池》记载各县城池:

望会稽县城池: 县墙周二里二十步。
望山阴县城池: 县墙周一里八十步，高一丈二尺六寸，见《旧经》，今不存。
望嵊县城池:《旧经》云县城周一十二里，高一丈二尺，厚二丈。孔晔记云: 县治本在江东，

吴贺齐为令始移，今县城盖齐所创也。
望诸暨县城池: 县城周二里四十八步，高一丈六尺，厚一丈，见《旧经》。……今废。
紧萧山县城池: 县城周一里二百步，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一尺，见《旧经》，今不存。
望余姚县城池: 县城周一里二百五十五步，高一丈，厚二丈。案:《会稽记》云吴将朱然为令

时所筑。见《旧经》，今不存。
望上虞县城池: 县城周一里九十步，高一丈七尺，厚一丈。见《旧经》。
紧新昌县城池: 县城周一十里，高一丈，厚一丈三尺。见《旧经》，今不存。

由此推知，在南宋中期的嘉泰年间，绍兴府八县中仅府城及嵊县、新昌两县城是真正意义上围

护城市全体的城池，而会稽、山阴两附郭县的所谓“县城”，可以明确只是隔墙环绕的县衙区域，诸

暨、萧山、余姚、上虞四县虽称“城池”，但城周一般为 1 到 2 里，城高与墙厚也与元代之后的大城相

去甚远，其实际规模跟府城之中大致以半里为径、围护衙署的子城极为相似，应该也仅指县衙所在，

正如乾隆《绍兴府志》卷之七《建置志·城池》在提及上虞县城时说道:

今县自唐永庆中徙，又县城周一里九十步，高一丈七尺，厚一丈。注: 见《旧经》、《俞志》，

《嘉泰志》所称县城周一里九十步者，盖县治之衙城也。《万历志》: 至正二十四年，……始建议

筑县城……周围凡十有三里。
以上两种南宋嘉泰年间的古记录，对我们探知中古以来江南地区子城的发生、拟测县城的历史

形态等课题而言深有启发。
以上湖州、绍兴府各县的记载，虽在史料性质上有所差别———《嘉泰吴兴志》强调筑城与否、城

墙与“堵墙”的区别，而《嘉泰会稽志》则偏重于说明城池的规模与存续状况，不过，综合分析这些记

载，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至少在南宋时期，类似子城的构造并非仅仅存在于江南的府州军等

高行政层级的城市之中，事实上许多县城之中也同样存在着功能、形态十分相似的“类子城构造”，

只不过这些县城到宋代为止往往缺乏罗城的构筑，因此就难以使用“子城”这样的称呼了。毕竟，中

古文献中所谓的“子城”与“罗城”、“大城”与“小城”、“外城”与“内城”这样的称呼都是相对的，没

有罗城，也就不成其为子城了。
根据江南县城之中实际存在“类子城构造”的推断，进一步考察《嘉泰会稽志》所描述的县城，

就可以发现其中只有嵊县周一十二里、新昌周一十里的记载反映了当时这两座县城的真实规模，而

上虞县城从嘉泰年间一里九十步到元末筑城十三里的变化，并非是这座城市的规模在短短一个世

纪中发生了戏剧性的扩张，也不意味着当时上虞的县城仅有衙署部分，合理的推论是———在没有城

墙围护的情况下，在环绕上虞县“衙城”的周围已然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业街市。并且，如果考虑《嘉

泰会稽志》中县城记录的资料同质性以及元末各县普遍修筑较大规模罗城的事实，那么可以推测南

宋甚至更早时期的江南县级城市，应该普遍存在着类似日本“城下町”那样一种“小城大市”的城市

形态。结合上节分析宁波等城“先有城市，后筑子城”的结论，则可认为营建子城的选址考量，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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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行府州军级城市的政军功能之外，其初期的产生，可能是更多地选择依托既有经济中心聚落发展

而来的。因此，不考虑地方割据政权王都的话，“早期城市———子城( 濠郭围护的政军功能区) 及周

围的街市———围护城市全体的罗城”这样的模式可能是江南筑城史上比较普遍、自然的形式。

结 语

本文考察表明，子城作为“重城”型城市中的内核结构，渊源甚早，内涵丰富，是两千年来在历经

复杂的、累积性变化的一种围郭构造形式。
纵观江南子城的演化历史可以看到，早期的古城址反映重城形制在先秦秦汉之时的江南地区

已经普及，而重城之中的小城，应该与后世地方都市中的子城有着密切的甚至直接的关联。唐末五

代时期，受地方局势的影响，在江南出现了新一波的子城营建风潮，各府州军级的城市普遍修筑或

加固了子城。此类子城在两宋时期得以维持，直至元初的大规模拆城。元末在江南出现新一轮的

筑城高潮，但此时的城池营建或改造，从根本上调整了长期以来的筑城理念，大多采取了收缩并强

化罗城、放弃子城的做法，因此，子城在明代之后逐渐荒弛，成为城市中的历史遗存。不过，由子城

墙濠构成的固结线以及子城中的功能性地块，仍然长期影响着城市的内部形态，由谯楼与周边街

路、河道及公共建筑群所组成的空间构型，成为近代化之前江南传统城市中一种独特的历史景观。
本文对江南子城长期演变历程的回溯调查表明，宋代是该地区子城演化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

“重城”型城市的平面复原地图明确显示出子城营建所具有的人工规划的性格，相比之下，罗城的围

郭构筑则更多体现了自然与经济的影响; 通过对此类子城形成背景的历史形态学分析，可以从形态

发生的角度推导江南子城的生长模式，即“早期城市———子城( 府州军级城市) 及周围的街市———
围护城市全体的罗城”这样的演变历程，这可能是符合多数江南子城营建规律的一种形式。

当然，本文的推论是否可以涵盖不同区域的多数“重城”型城市，此外，府州军级城市中的军队

驻扎是否兴筑子城的关键动因，还有，从历史形态学的方法探讨子城与罗城围护中的城市原有格局

究竟如何相互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事关子城的更深入理解，都有待今后的研究予以一一解明。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1271154)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011BCK001) 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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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and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Zicheng in Ｒ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Ｒiver ZHONG Chong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cent investigation and archeology results，this paper probes into Zicheng
( a small city within a larger one)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Ｒiver． It studies its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long tim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iscusses such problems as its origin，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gene-
sis law．

Prototype Comprador during the Period of Sup Sam Hung in Qing Dynasty ZHANG Xiao － hui
The comprador system began to be gestated before the Opium War and was officially formed after it． It is
the variant of Sup Sam Hung of Guangzhou and gradually replaced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old itiner-
ant traders in Sino － western trade． Opposite to the decline of Sup Sum Hung，the compradors finish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termediator or agent of Sino －
western trade to modern entrepreneur．

Plight in Change: Probing into the Guarantee Credit of Private Lending in Modern Tianjin
FENG Jian

The guarantee cred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monly used credit forms in private lending rela-
tionships． It is importan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bit － credit relations and its repayment and also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folk commercial market． The securer shouldered certain responsibil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and also got some earnings． However，these earnings were not protected by the law． Be-
sides，there were frequent frauds in the process． Despite its significance in social credit，all these factors
increased risks and costs in the transaction and deteriorate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the private lending of
modern Tianji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Social Group Network of Ｒ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Ｒiverin
Modern Times － － － focusing on Nan She WU Qiang － hua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associ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gathering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and remolding social authority for the scholars to buil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network． Nanshe
( south association) is a scholar association with the largest scale and longest duration period of activ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Nanshe hel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to build their identity and awareness identification
and sought to integrat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social reputation
and group equity．

Comparison on Purposes of Managing Ｒelations with Xiongnu betwee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LI Jin － xiu

The purpose for the 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o manag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Ｒegions
( a Han Dynasty term for the area west of Yumenguan，including what is now Xinjiang and parts of Central
Asia) was to restrict Xiongnu，an ancient nationality in China． But for Tang dynasty，the relationship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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