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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周礼》文本的解读，在对其记

载的与城市规划过程相关的官职及其职责进行整

理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周礼》所记载

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的基本架构并展示了其

中的复杂性。论文提出，要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

划，不能仅局限于《考工记》的记载，需要有更

为广泛的研究，《周礼》提供了其中更为本质性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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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Chinese 
classic Zhou Li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relevant to city 
planning recorded in it,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ity planning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and indicates its complexity.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at another Chinese classic 
Kao Gong Ji, which was a supplement of Zhou Li 
and wa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fountainhead of 
city planning in ancient China, just recorded the 
norm of city form and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city 
builders. The study on city planning institution in 
ancient China needs more adequate research, and the 
contents in Zhou Li have provided an essential part.
KEYWORDS: city planning system; Zhou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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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礼》是理解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

的一把钥匙

说到《周礼》与城市规划时，首先浮现出来

的肯定是其中《考工记》篇章中有关“匠人”的

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径

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

夫。”①如果对《周礼》有更多些了解的，也许

就是其前后几段有关匠人的记载。如果对《考工

记》作更为全面的阅读，就会发现，《考工记》

的其他内容主要描述的是各类物件、器具是(或

者说应该)怎么做成的，其中记载得最为详尽的

主要是有关车和弓的制造，如有关车的制造的

包括了《轮人》、《舆人》、《 人》、《车

人》等节，有关弓的制造的包括了《矢人》、

《弓人》等节，而在其内容中更多涉及的是各

类物件的尺寸、制作方式与要领以及相关的要求

等。而历来被认为与城市规划关系密切的“匠人

营国”等内容，出于其中的《匠人》节，而“匠

人”则是《考工记》中描述的30种“人”之中的

一种。既然这些内容归在了统一的章节中，可以

设想的是，这是有关于最终产品应该是怎样的规

定。因此，其中有关于城市规划的内容实际上是对

最后建成的城市形态或结构模式的描述，是作为城

市规划的对象——城市的最后结果，至于这其中的

过程，到底由谁、又是怎样决定建成这样的等等

内容并未涉及到。因此，可以这么说，这还谈不

上是城市规划或者城市规划制度，也不应被认为

是全面的“营国”制度，而只是城市的形制。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城市，尤其是都城(因

为《考工记》中有关“匠人”的记载涉及到都

城——“国”以及礼制建筑和宫室建设)关系到

国家的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涉及到各类城

市的布点以及城内各类设施的安排，难以甚至不

可想象是由“匠人”按照标准的统一图式来进行

建筑的。那么到底是经过怎样的运作才能作出这

样的安排而由“匠人”建造出来呢？或者说，在

那个时期城市规划的制度究竟是怎样的？这或许

比仅仅知道建成的城市应该怎样有着更为重要的

意义。

要了解一项事业的制度，最直截了当的方式

就是查阅为该项事业的开展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

度，但很显然，就城市规划而言，第一，“城市

规划”是个新近的名词，历史上难有为此而单列

的专项制度文本；第二，按照现在对“城市规划”

的理解，如果中国古代有相关联的工作或活动也

是分散在各项相关工作之中的，其相关制度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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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零星地分布在各类典章之中。这就需要作艰

辛的爬梳工作才有可能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据学者考证，《周礼》原名《周官》，除

《考工记》部分之外主要是对一系列官职的记

载。无论其记述的是事实还是理想，它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对国家治理的设想和设置，而且

作为古代的经典文献，对后来自汉至清的朝廷官

职架构及其行为方式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就制度

而言，职官系列界定了操作或担责之位，基本上

能够建立起这项制度所涉及的领域及可能的运作

结构。就城市规划这样的公共性事务而言，通过

对相关联的官职架构进行解析，应当能够发现一

些古代城市规划基本制度的线索和途径，尽管还

不能解答制度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这样的问题，但

至少可以发现有关城市规划各项工作的权力分布，

是什么样的职位对相关的问题作出决定，进而理

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复原城市规划制

度本身提供基础。因而，从《周礼》开始爬梳中

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2 《周礼》与《考工记》的关系

根据现在的传本，《考工记》是《周礼》

中的一部分，是其“天”、“地”、“春”、

“夏”、“秋”、“冬”官系列中的“冬官”部

分。但只要翻阅一下《周礼》全书，至少有一点

是清晰呈现的，即《冬官考工记》与前五部分在

体例和内容上有着极大的不同。

首先，在篇章名称上，《周礼》共计6部

分，前5部分的篇名分别是：《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和

《秋官司寇》，是以官职系列加上该系列的首长

职衔名组成的，而最后一部分的篇名则是《冬官

考工记》，这里的不对称性显而易见。

其次，前5部分讲述的是官职及其职责，最

后一部分讲的是器物的制成。前者是对人——

官员的工作范畴界定，后者是对各类物件、器具

制作要求的记录，两者显然不对等。尽管《考工

记》首句有言：“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

这里所谓的“国有六职”，即指《周礼》划分的

“天官”、“地官”、“春官”、“夏官”、

“秋官”、“冬官”所主的“治职”、“教

职”、“礼职”、“政职”、“刑职”、“事

职”。因此，在《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对物本身

的规定显然也不符合《周礼》甚至《考工记》本

身的设定。

第三，在官职设定的层次上也不一致。在

《考工记》的总叙中，有这样一段对阶层的划

分：“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

大夫；审曲面 ，以 五材，以辨民器，谓之

百工；⋯⋯”很清晰地划分了3个层次。从《周

礼》的前5部分来看，主要是对“士大夫”的定

位与规制，而《考工记》的内容主要涉及到“百

工”，这显然已不在同一层次上。从这个意义上

说，《周礼》中的“冬官”并非就是“百工”，

而应该是对“百工”的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的

界定。更何况，《考工记》记载的主要还只是对

“百工”具体操作工作的法式或制作某些物事的

操作法则。

据历代考据家们的考证，《周礼》或许是未

竟之作或许是后来散佚了，后人为了使《周礼》

的原有结构能够完整而取内容相近的他书补充进

去的。既然是以其他的材料补充进去的，那么可

以相信，除非补充进去的材料确实是原书散佚的

部分，否则就不可能是原书内容的重复，最多也

只是与原书内容可能相关的另外的阐释。从上面

的分析可以看到，《考工记》无论在内容还是在

体例上都与《周礼》其他部分有明显的差异。而

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看到，该部分内容与其他部

分有可能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内容。根据《周

礼》前5部分的内容进行推测，第6部分《冬官》

应该同样是对这个系列的官职的界定，这些官员

的官衔名称仍有可能是现在《考工记》所记载的

“轮人”、“舆人”以及“匠人”等等，但其内

容应该是对这一类工匠进行管理职责，或者是有

关以什么进行管理、管理的标准等，而非现在

《考工记》所记载的这些“百工”所做的事情怎

么去做的内容。用《考工记》本身的划分来说，

《周礼》记载的应该更多是有关士大夫“作而行

之”的规制，而不应该是对“百工”具体工作的

技术性规定。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

参照《考工记》的全文，也同样可以说，《匠

人》节中有关都城形制的记载就应该是有关都城

建设的结构性规定，其作用有点类似后来建筑的

《营造法式》；在内容上，“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径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

市。市朝一夫”这样的记述，只是涉及到一些必

须具备的基本内容和它们的相对位置或一些设施

的大小，但至于这些内容到底怎么安排，与城中

其他要素究竟什么关系等等并未涉及，而这恰恰

就是城市规划需要考虑、需要去做的，而要进行

这些安排，还会涉及到很多的内容，那么这一切

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至少在《考工记》中并未发

现任何与此相关的记载，回到《周礼》的前面几

个部分，才能找到与城市规划所关心的议题相关

联的内容。

在具体讨论《周礼》中与城市规划相关联

的官职情况之前，有必要对《周礼》中有关官职

划分的特定情况作一简要说明。从《周礼》的各

项记载来看，官职的划分相当精细，许多事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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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明确的分工，筹划、操作、管理等几乎都

是分离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都城中的市

场，“天官”系列的“内宰”的职责是：“凡建

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

货贿，出其度、量、淳、制。”而真正管理市场

事务的则是“地官”系列中的“司市”，“司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

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误而平市，以政

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

由此可以看到，建立市场、设置市场、制定市场

交易规则等是由专门的官员负责，而市场的运作

管理是由另外的官员负责的，而建市、设市的最

终决策者是“后”(如果进一步分析，“王”与

“后”的分工也是深有意味的)，至于市场实体建

设的事宜还尚未涉及(也许应该在散失的“冬官”

系列中)。因此，从城市规划角度通读《周礼》并

分析其中的相关制度时，有必要从具体的工作内

容来关注这些相关官职的职责划分及其分布。

3  从职官制度看都城规划体系

这里，先结合都城规划建设开展的实际过

程，结合《周礼》前5部分中与这些工作相关联

的主要职官的职责，具体分析这些职官在此过程

中的分工与作用，由此来分析都城规划制度的基

本构成。

需要说明的是，在《周礼》前5部分的记载

中，与城市尤其是国都规划建设有直接关联的官

职涉及广泛，几乎遍布了所有的官员系列，这里

仅讨论比较狭义的且与现在对城市规划理解的最

基本的实务工作相一致的内容，其他一些与城市

规划工作有关联的工作，如区域土地划分、相关

工事建设(如修城郭)、道路建设以及土地管理等

等均不涉及，留待他文作进一步探究。

3.1  都城选址
建都城，首先涉及到都城的选址，而其定

址则是“地官”系列的首长“大司徒”的职责。

《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

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并明确指

出为王城国都选址是“大司徒”的主要职责之

一，对王城国都定址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

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

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

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

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

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大司

徒”不仅要确定都城的位置，还要很明确地划

定京畿的范围并确定其四至。“大司徒”是“地

官”系列的首长，“地官”系列职官的主要工作

是与土地、人口等相关联的工作，如疆域的划

定、土地的分配和赋税的收取等，其职责是“掌

邦教”，“⋯⋯教职，以安邦国，以宁万民，

以怀宾客。”由此，大司徒要通过特定的测量

方法的运用，来为国都选择适中的位置(“求地

中”)，以实现其职责要求。从另一方面说，国

都的选址是关涉到国安民宁的大事，并要有助于

各诸侯国的稳定和定期朝觐，宣扬国威，这是

“大司徒”选择都城位置时所必须考虑的，也是

其基本出发点。

“大司徒”为都城选址，需“以土圭之

法⋯⋯”来进行，而“掌土圭之法”的则是“夏

官”中的“土方氏”。“土方氏掌土圭之法，

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

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他者。” “土方氏”

属“夏官”系列，该系列职官的职责是“掌邦

政”，“⋯⋯政职，以服邦国，以正万民，以聚

百物。”从对其长官“大司马”的职责来看，更

多的是军政性的事务。从内容上看，凡有需要依

靠军事实力又具有一定技术手段的都归在这一系

列，这可能与早期的测量技术等首先以满足军事

的需要为主有关，如下文提到的“量人”以及与

勘查边界有关“职方氏”等。从对“土方氏”职

责的描述看，是指掌握土地测量方法的，这是都

城选址时必须依靠的。由此可以认为，“土方

氏”是掌握了具体测量方法的官员，而“大司

徒”则是在对该方法的运用所得到的结果的基础

上作出决定。

当然，涉及到国都选址，还有一个重要的

问题，就是迁都。对于是否需要迁都以及能否迁

都，也许还涉及到迁到哪里等问题，《周礼》中

还设定有专门的程序，其中包括两部分，一是由

“掌邦刑”职责的“秋官”系列的次长 “小司

寇”来“⋯⋯致万民而询焉”，即征询民众的意

见②；二是由“掌邦礼”的“春官”系列的“大

卜”来“贞龟”，以问鬼神的意向③。

3.2  都城内的布局
在都城选址确定后，该由“夏官”中的“量

人”来负责都城各项设施的安排。《周礼》对

“量人”职责的描述：“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

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

巷、门、渠。”句中“营”和“量”作动词使

用，所包含的意义当得到重视。这就是说，“量

人”掌握了都城建设之法，将都城分为9个片

区，并且对城的各项主要设施，从城郭、后宫到

市场、前朝(朝廷办公区)、道路、街巷和城门、

水渠等进行安排并确定各自用地的大小。由此可

见，“量人”负责统筹都城内各项设施的布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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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大小的分配。“量人”所属的“夏官”系列

的职责是“掌邦政”：“以服邦国，以正万民，

以聚百物。”具体内容前已作分析。

当然，在都城内部功能和各类设施安排的过

程中，还有其他部门的官员参与，如，“夏官”

中的“土方氏”不仅掌握土地丈量的方法，而且

还有“以土地相宅” 和将土地“授任他者”的

职责，其工作性质更近于地块划分及其分配。而

“地官”中的“载师”对土地使用的组织负有责

任，至少在居住用地方面，即“以廛里任国中之

地，⋯⋯”④“廛里”为民宅的统称，此句意指

把都城中的土地作为居民住宅使用，“地官”的

职责在于“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

这也说明了安排居民住居的基本目的和行使职责

的方向所在。

都城中另外一些重要设施，也有相应的官

职负责其设立与安排，如社稷宗庙等的安排，则

由“春官”系列的次长“小宗伯”负责：“小宗

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

帝于四郊。”“春官”系列“掌邦礼”，“⋯⋯

礼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事鬼神。”而都

城中市场的设立，则由“天官”系列的“内宰”

负责，“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

正其肆，⋯⋯”即辅佐王后设立市场，建立市场

内外的秩序，以及管理市场的制度与内部布置。

“天官”的职责在于国家治理，“以平邦国，以

均万民，以节财用”。

3.3  对都城规划制度的讨论
按照《周礼》的整体结构，如果不顾及“冬

官”的内容，有关都城规划建设制度的讨论肯定

是不完整的。尽管“冬官”因原文的缺失而无法

知其详情，但根据前文的推测并结合《考工记》

的内容来看，“冬官”同样也应该有一个相对完

整的官职序列，其职责就是“掌邦事”，“⋯⋯事

职，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万物。”但这些官

员理应属于“士大夫”系列，所谓的“事职”也主

要是对具体做事的“百工”的管理，并监督这些事

情的做成。因此，“冬官”系列中的有关城市规划

和建设方面的职责当在于实施和建设方面。尽管由

于“冬官”“事职”内容的缺失对于讨论完整的

城市规划制度是一大缺憾，但笔者也相信任何

的追记、回溯似的臆想都不可能是完全符合原意

的，只能在现有素材的基础上来对中国古代城市

规划的制度进行考察，但负责都城的建造工作是

“冬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应该可以肯定。

由此，如果将以上的讨论与《考工记》的记

载联系起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值得特别

提出并予以说明的：

一是如果不考虑选址工作，仅就都城本身

的建设安排而言，“量人”应该可以看成是最为

主要的都城规划师，他运用掌管的“建国之法”

而对都城内的各项主要内容进行总体安排，而

《考工记》所记载的“匠人”的职责就是将这样

的安排予以实现，即建造出来。这与《周礼》第

一部分对“冬官”职责的界定是相一致的，即

《考工记》所列属的“冬官”系列的职责是“掌

邦事”。由此，可以说，“量人”制定都城的规

划，而“匠人”是规划的实施者。而“量人”的

官职从属于“夏官”系列，前面已分析，该系列

多是军政性的事务，这种职官分布可能与当时的

土地使用安排需要特定的权威性及掌握特定的技

术有关。

二是《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匠人营

国”制度的内容，有相当部分都可以在前面的

“天”“地”“春”“夏”“秋”系列的官员职

责中找到，如“量人”中的“以分国为九州”，

就直接对应着“旁三门”和“国中九径九纬”；

再如“小宗伯”中的“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庙”，对应于“左祖右社”等。从现在的文本

中难以找到直接对应的，主要有“方九里”、

“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和“市朝一夫”，

涉及到的实际上是方位和尺寸，但这内容恰恰又

是由“量人”来确定的，因为“量人”的职责中

很明确地说“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

道、巷、门、渠。”由此可以说，《考工记》所

记载的“营国”制度内容，实际上是将各官职分

散的内容以都城形制的方式进行了总结，也是对

最后建成形式的一个概括。

以上围绕着都城规划和建设对六部的工作

进行了整理，但不能忘记的是“王”在此过程中

的作用。在《周礼》的每一篇章(除《冬官考工

记》之外)的起首第一句是：“惟王建国，辨方

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里

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王”与“民”是

对立而设置的，而所有官员都只是“民”这一系

列的高层，即最终的决策权归于“王”，各种官

员只是作为民之“极”而由“王”“设官分职”

后所确立起来的管理者而已，而这些官职一本

《周礼》已作了全面的描述；第二，“王”的更

主要职责则在于“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这些

内容本身则直接与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建设

紧密关联。

把以上讨论内容总结一下，可以得到表1这

样一个在“王”的统领下、六部各司其职地组合

起来的都城规划建设的管理体系。

4  有关非都城的城市规划的情况及结语

以上主要通过对都城规划建设过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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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都城规划建设的管理制度，结合《周礼》

的相关记载，还可以对非都城的规划制度作进一

步的描述。

根据《周礼》及其他的相关文献所记载的

和历史研究的成果，把“都鄙”、“都邑”等确

定为地方性的城市，当然这些还只是其邦国、采

邑、诸侯等属国的首府城市。从《周礼》的记载

中可以看到：

(1)城市的选址。确定这些城市的位置和用

地范围同样是“地官”系列的首长“大司徒”的

重要职责：“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

从其室数制之。”于此同时，“地官”系统的次

长“小司徒”也需承担这样的职责：“乃经土

地，而井牧其四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

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

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凡建邦国，

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这些都与实现“邦

教”“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的目的

有关。

(2)城市功能布局。主要也是“夏官”系列

中的“量人”的职责：“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

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

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而同为“夏官”

系列的“土方氏”则担当着在这些城市中进行土

地分配的职责：“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

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

化之法，而授任他者。”

另一方面，在地方城市规划中，涉及到城市

规模和用地的，还与“地官”系列的“县师”、

“遂人”等有关。“县师掌邦国、都鄙、稍、

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因此，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就

是其所要承担的职责。“遂人”则负责乡村地

区，其中也会涉及到一些地方城市(镇)，因此，

其职责在于：“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

野，造县鄙形体之法。⋯⋯” 当然，还有一些

设施安排涉及到其他官职，这里就不再赘及。

就总体而言，从以上有关都城和非都城

的规划建设官员的职责划分中，已经可以比较

清楚地看到，《周礼》所建立起来的城市规划

制度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相互牵制的体系，在

其中，整个职官体系都与之有直接的关联，

“天”“地”“春”“夏”“秋”“冬”六部直

接参与到这个过程，而不只是“冬官”或者“冬

官”统领之下的“匠人”的职责。

通过以上的解读，初步可以得到这样一些结

论：

(1)《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营国”制

度或许是对城市最终形态的规定，但其更重要的

是对建设结果进行规制的内容，它所规定的实质

上是城市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说是对城市形制的

描述，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更谈不上

是城市规划制度。《考工记》也并未涉及到怎样

去建设城市，所记载的城市结构模式也不足以说

明这种模式的来源，这些内容是由构成政府各部

门的官员根据各自掌握的原则和手段来予以确定

的，最终的决定权在“王”的手中。

(2)构成古代城市规划制度的基本架构是非

常复杂的。从《周礼》记载的各类官职分布及其

职责来看，就具体城市(不管是国都还是地方城

市)内部的规划布置而言，“夏官”系列的“量

人”具有重要职责。但就城市规划过程的整体而

论，期间的各项工作由分掌不同职权的、分布在

不同部门的官员所共同承担，他们在职责上各有分

工，在规划过程的不同阶段相互交织地参与进来，

并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作出决定，这些决定的结

果最终必然要反映到城市格局之中，并且也确实

与《考工记》中有关城市形制的记载相呼应。

(3)针对城市规划过程中的不同工作内容，

作出决定的判断依据和目标是各不相同的，这或

许就是这些工作分配给不同部门的官员进行管理

表１《周礼》中记载的有关城市规划事务的职官系列及其职责
Tab.1 Offi cial position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relevant to city planning in Zhou Li

是否迁都
选址 功能布局 地块划分

功能区内组织

建造公共设施
居住区

问鬼神 询万民 市 社稷

职官 大卜 小司寇 大司徒 量人 土方氏 内宰 小宗伯 载师 匠人

部门 春 秋 地 夏 夏 天 春 地 冬

职责

礼 刑 教 政 政 治 礼 教 事

以和邦国，

以谐万民，

以事鬼神

以诘邦国，

以纠万民，

以除盗贼

以安邦国，

以宁万民，

以怀宾客

以服邦国，

以正万民，

以聚百物

以服邦国，

以正万民，

以聚百物

以平邦国，

以均万民，

以节财用

以和邦国，

以谐万民，

以事鬼神

以安邦国，

以宁万民，

以怀宾客

以富邦国，

以养万民，

以生百物

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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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2010-01-28，http://news.

sohu.com/20100128/n269876763.shtml (2011-09-10)。

⑤ 广州非洲人“部落”全记录，广州日报，2007年

12月13日。

⑥ “巧克力城”——非洲人寻梦中国，南方周末，

2008年1月23日。

⑦ 非洲人在广州，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23日。

⑧ 十万非洲人寻梦广州 大量移民进入宜疏不宜堵，

《非洲》2010年08月13日。

⑨ 广州警方重点较强在穗外国人的管理，香港中

国新闻，2006年12月14日。http://www.hkcna.hk/

doc/2006/2006-12-14/3809.shtml(访问：2011-09-5)。

⑩ “巧克力城”——非洲人寻梦中国，南方周末，

200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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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以都城为例，作出选址的决定必须符合

“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的“教”

的需要；在确定国都的规模以及布局国都内的

各项设施时，必须遵循“以服邦国，以正万

民，以聚百物”的“政”的要求；在安排城内

一些设施，如市场、社稷等则要从满足“治”和

“礼”的要求出发；而城市建设也在于达到“以

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 的目标。由此

可知，城市的规划建设都服务于社会整体治理

的需要。

(4)《周礼》所记载的古代城市规划制度显

然也是不完整的，其内容主要涉及到相关事务的

职权分布，而有关“冬官”职责记载的缺失也对

此留下了不少的空白。尽管现有的材料也可以勾

画出城市规划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对于这些职权

的运作，尤其是有关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

以及出现矛盾时进行解决的相应机制等等并未有

任何的反映，仍然需要通过对其他文献的研究来

予以深入的。

注释(Notes)

① 本段及以下引用《周礼》中的文字，均依据杨天

宇撰《〈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4，以下不再另注。

②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

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③ “大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

④ “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

政令。”“任土之法”即分配土地使用的法则与

方法：“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

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

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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