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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gue Truth: Xi’an Prefecture Bell Tower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王瑞坤
WANG Ruikun

摘

要：本文尝试厘清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发展演变的

历史脉络，研究对象除西安钟楼外，首次将迎祥观钟楼、
鄠县县城钟楼、咸阳县城钟楼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通过
全面搜寻、细致解读、审慎辨析古代史志碑碣与近代影像
资料，尝试以体系化的视野梳理西安府钟楼群体历史沿革
的确切事实和建筑形象的因袭与等级关联，论证总结西安
城内钟楼建筑控制城市格局与空间秩序的历时性变化及其
逻辑。本文突出关注度低但具备价值的建筑实体、尝试填
补当代研究的缺漏、校正普遍混淆的认知，提出的观点具
备继续深化的潜力，希望为以西安为代表的历史城市的建
筑遗产与历史环境的保护、更新、再生、复兴提供身份定
位的参考与价值判断的引导。
关键词：钟楼；西安；咸阳；鄠县；迎祥观；历史事实；城
市格局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bell towers in Xi’an prefecture during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iscussion includ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Yingxiang Taoist Temple Bell Tower,
the Hu County Bell Tower, and the Xianyang Bell
Tower, in addition to the famous Xi’an Bell Tower.
Through study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scriptions and
photographs taken by foreigner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se bell towers and the rules
of inheritance and hierarchy that existed among them.
Furthermore, the design and location of the Xi'an Bell
Tower is analyzed, as well as its spatial control over the
ever-changing urban landscape. By bringing focus to
hitherto ignored architectural entities, the article offers
guidance in re-think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value
judgment for built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newal, regeneration, and revival.
Keywords: bell tower; Xi’an; Xianyang; Hu county;
Yingxiang Taoist Temple; historical facts; city layout

【文 章 编 号】2096-9368（2022）01-0081-12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A
【修 改 日 期】2021-12-29
【作 者 简 介】
王瑞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理论与历史。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国地域营造谱系的传
承方式及其在当代风土建筑进化中的再生途
径”（51738008）；“我国城乡风土建筑谱系保
护与再生中的基质传承方法研究”
（51678415）

A 出自北宋王仲修《宫词》。“幂”作动词意为遮盖、遮蔽，“幂幂”即弥漫笼罩的样子。
B 今西安地区历史辖域和治所城址在元代先后称京兆路总管府（城）、安西路总管府（城）、奉元路总管府（城），明清时期称西安府（城），为避免混乱并
使行文简洁流畅，本文以元明清西安府（城）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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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楼群体的历史脉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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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钟楼在中国建筑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

不为世人所知，且历史文献、当代共识、学术研究对这一

建筑史学刊

被当作孤立的研究对象，同城或近邻的迎祥观钟楼、鄠县

建筑群体发展演变历史的认知普遍存在疏漏、混淆、错误。

县城钟楼（后文简称鄠县钟楼）、咸阳县城钟楼（后文简

笔者尝试厘清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体系）的历史脉络，

称咸阳钟楼）与西安钟楼在建筑形象层面高度相似却通常

还原并解析被风烟变迁遮蔽的历史事实（图 1～图 4）。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图1

康熙《陕西通志》“西安府所属州县城图”

（作者根据康熙《陕西通志》
“西安府所属州县城图”清康熙六年（1667）
刻本重新标注）

图2

嘉靖《陕西通志》“陕西省城图”

［作者根据嘉靖《陕西通志》
“陕西省城图”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
刻本重新标注］

年
2022

图3

康熙《咸宁县志》“会城图”

期
1

［作者根据康熙《咸宁县志》“会城图”清康熙七年（1688）
刻本重新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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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雍正《陕西通志》“会城图”

［作者根据雍正《陕西通志》
“会城图”清雍正十三年（1735）
刻本重新标注］

1 似是而非的唐代遗存：从景龙观到迎
祥观钟楼

龙观。睿宗景云二年（711）铸铜钟，以年号为名，置于景
龙观内，睿宗为景云钟亲作铭文（图 7）。玄宗天宝十二年
（753）景龙观改称元贞观。[1-3]D

迎祥观及其钟楼故址位于西安老城 A 广济街与西大街交

据元代《类编长安志·寺观》记载，北宋京兆府城有

汇处东北隅（图 5～图 6）。明清文献考证和当代文化地理

迎祥观，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称灵应观 [4]151。元

研究通常认为唐代景龙观和北宋至明清迎祥观之间存在继
承关系。针对这一观点，笔者在全面辨析、互证相关史料
之后提出质疑、设想、解释。
据唐《景龙观钟铭》、北宋《新唐书·长宁公主传》、
北宋《长安志·卷八》记载：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长
宁公主 B 取位于长安城崇仁坊 C 西南隅的申国公高士廉故邸
为府第，营饰豪奢，宅内有三重楼以供登临凭观。景龙四
年（710）中宗暴崩，皇后韦氏临朝称制。同年李隆基发动
政变，拥其父李旦登基为睿宗，改元景云。韦后被杀，长
宁公主随夫离京，以中宗景龙年号为名献宅为观，遂为景

图5

迎祥观钟楼、西安钟楼在清代西安城中的位置

［作者根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陕西省城图》绘制］

A
B
C
D

图6

迎祥观故址现在的位置

（作者自绘，底图来自高德地图）

图7

存放于西安碑林博物院的景云钟

（作者自摄）

在当地习惯中，“城”“老城”“古城”一般特指明清西安府城大城，即今日所见明清城墙以内的部分。
长宁公主是唐中宗与韦皇后长女，蒙宠骄奢。
崇仁坊位于唐长安外郭城内东北部、皇城东垣景风门外南侧，与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皇城、东市皆相距不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83，“诸帝公主”，第 580～590 页。宋敏求《长安志》卷 8，“唐京城二”，第 178～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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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祥观以纪之。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重修迎祥
观。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再度重修有记。[9]C

建筑史学刊

据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修迎祥观钟楼碑记》所
载，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移置景云钟于迎祥观
钟楼，鸣钟以司晨暮，声彻城内外甚远 [10]D。虽未言明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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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但笔者推测很有可能是在迎祥观钟楼营建完毕之时，
即雍正《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记载的洪武十七年
（1384）。《碑记》另载，清顺治八年（1651）重修迎祥观钟
楼并立碑。至道光朝，不复叩鸣景云钟时日已久，而是比
诸仙灵之像以供奉景云钟。
据中华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祠祀考》记载，道
光二十八年（1848）重修迎祥观钟楼并立碑，光绪十三年
（1887）再度重修并立碑。[11]E
图8

中华民国 13 年（1924）迎祥观钟楼倒塌 [12]40。至 20 世

元《长安志图》“奉元城图”

［作者根据元《长安志图》“奉元城图”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库全书本重新

纪 30 年代，迎祥观仅存一座大殿和东西两厢偏殿且被小作
坊占用，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自中华民国 22 年（1933）

标注］

起，迎祥观被改建为小学。1953 年景云钟移至陕西省博物
代《长安志图》所载《奉元城图》（图 8）在城内广济街什
字东侧标注了钟楼

[5]22-23

。清嘉庆《咸宁县志 • 卷四》考证

确认，此钟楼即迎祥观钟楼

[6]A

。由此可知，迎祥观至迟在

北宋已经存在，迎祥观钟楼至迟在元代已经存在。

馆（即今日西安碑林博物院）保存 [13]（图 7）。1957 年出
版的《西安胜迹志略》记载，此时太上老君玉像已不知失
于何时何处，迎祥观钟楼故址仅余高大的楼基和道光年间
的石碑 [12]40。迎祥观故址现在是地面停车场。

清雍正《陕西通志·城池》、乾隆《西安府志·城池》

由于迎祥观及其钟楼的实物已不存在，因而对建筑形

有相似记载：“钟鼓二楼，东西相距半里许。明洪武十七年

制的考证不得不依赖为数不多的历史影像与文字资料，包

建，正统五年修。本朝康熙三十八年复修。”[7-8]B 事实上，

括：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于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期间

今日所见西安钟楼初建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 年，见后

（1906—1910）所摄影像（图 9）与笔记，收录于《长安史

文）。由此推测，史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和英

迹研究》[10]。法国汉学家沙畹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

宗正统五年（1440）所营建或修葺的“钟楼”实际应当是

摄影像（图 10），收录于《北中国考古图录》[14]。日本历

指迎祥观钟楼。

史学家桑原骘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写笔记，收录

据清嘉庆《长安县志·寺观志》记载：唐玄宗于开元

于《考史游记》[15]43。中华民国 3 年（1914）第 5 期《时事

年间（713—741）梦见太上老君，其后在终南山中寻得太

汇报》刊登的《关中游览记》[16]。瑞典汉学家喜仁龙于中

上老君玉像，于景龙观内大同殿安置供奉，遂改景龙观为

华民国 10 年（1921）所摄影像（图 11）与笔记 [17]341。

图9

足立喜六所摄迎祥观钟楼和景云钟，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906—1910）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

图 10

沙 畹 所 摄 迎 祥 观 钟 楼， 光 绪 三

十三年（1907）
（沙畹《北中国考古图录》)

年
2022
期
1

A
B
C
D
E

参见高廷法、沈琮、陆耀遹等《嘉庆咸宁县志》卷 4，“历代疆域水道城郭宫室名胜图下”，第 273～284 页。
参见刘於义、沈青崖《雍正陕西通志》卷 14，“城池”。舒其绅、严长明《乾隆西安府志》卷 9，“城池”第 157～161 页。
参见张聪贤、董曾臣《嘉庆长安县志》卷 22，“寺观志”，第 560 页。
李文瀚《重修迎祥观钟楼碑记》，刊载于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第九章，“著名的道观”，第 194～195 页。
参见翁柽、宋联奎《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 7，“祠祀考”，第 4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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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仁龙所摄迎祥观钟楼，中华民国 10 年（1921）

图 12

隋唐与明清城市格局的对应关系

［作者根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陕西省城图》绘制］

对于唐代景龙观和北宋至明清迎祥观之间所谓的继承
或同一关系，因支撑观点的史料存在明显空白或断层故笔
者认为仍存在讨论质疑的空间：一，唐代史料只记载了景

2 新建而非移建：从迎祥观钟楼到西安
钟楼
西安钟楼（图 13～图 15）位于西安老城内东西南北四

龙观和玄宗朝改称为元贞观之事，但完全没有提及迎祥观。
二，元代《类编长安志》《长安志图》所录建置无不述及与

条大街交汇处（图 16）。当地共识、文旅宣传，甚至学术

前代的关联，然而仅仅明确了迎祥观在宋金元时期的存在，

研究大多误认为西安钟楼由迎祥观钟楼拆解并移建而来。

却完全没有涉及与唐代景龙观的关系。三，历代史志首次

针对西安城市史的这一重大问题，笔者将在上文的基础上

提及迎祥观与景龙观的关联是在清嘉庆《长安县志》中，

继续梳理史料并探究造成混淆的原因。

[9]

即所谓唐玄宗夜梦太上老君又寻得老君玉像之故 。唐朝

据清雍正《陕西通志·城池》记载，明神宗万历十年

奉道教为国教，奉太上老君（老子）为始祖，供奉老君玉

（1582）陕西巡抚龚懋贤主持建设西安钟楼 [7]。其所作《西

像亦在情理之中。但倘若果真有如此祥瑞生动之事，必然

安钟楼东迁歌》称：“楼惟筑基外，一无改创，故不废县官

不会直到清中叶才首次见载于史，因而笔者认为玄宗之事

而工易就。”[11]C 笔者由此认为，主政者在工程之初即有意

很有可能系杜撰附会。四，景龙观与迎祥观之间唯一确切

保持西安钟楼与迎祥观钟楼在建筑形制层面的相同或相似，

的关联是景云钟。然而道光朝碑记明确指出景云钟是在明

西安钟楼参考或复制了迎祥观钟楼的建筑形象。

初洪武年间才移入迎祥观内

[10]193-198

，在此之前景云钟所处

待西安钟楼建成后，景云钟一度迁往此处，因扣之不

何地不得而知。迎祥观钟楼至迟在元代已经存在，但在明

鸣乃重返其迎祥观故所。清乾隆五年（1740）陕西巡抚张

初之前所悬之钟显然并不是景云钟。五，沿用长宁公主府

楷所撰《重修西安钟楼记碑》有记：“居人耳传，谓明时建

邸的唐代景龙观位于长安外郭城中崇仁坊的西南隅，相当

是楼，以徙景龙观钟。既悬，扣之不鸣，乃返其故所……

于明清西安府城新开道巷 A 的东侧位置。北宋至明清迎祥观
位于广济街与西门大街交汇处东北隅，相当于唐皇城内承
天门外大街与顺义门—景风门大街交汇处东北隅（图 12）。
景龙观与迎祥观明显不在同一位置且相去甚远。
笔者推测认为：一，由于唐代的景龙观具有重要地
位，所以在唐末五代时期长安外郭城被放弃、以皇城为基
础缩建“新城”时，紧邻皇城之外的景龙观很有可能被迁
移进入皇城之内重新建立或安置，并成为后世迎祥观的由
来。二，长宁公主宅邸时期的三重楼有可能与后世迎祥观
钟楼具有某种层面的关联 B。三，对于史料断层的讨论并不
能完全否定迎祥观由景龙观迁移继承而来的可能。四，虽
然将外郭城中的重要寺庙宫观迁入皇城中是唐末五代缩建
“新城”时的普遍现象
究核实。

[18]

，但以上设想仍然有待进一步研

图 13

喜仁龙所摄西安钟楼

东 侧 人 视 角， 中 华 民 国 10 年
（1921）
（喜仁龙 摄）

A 新开道巷今称开通巷。
B 时代更替之后将大型楼阁殿宇迁移至其他位置以作他途的做法在今日西安老城仍有实例留存，例如清雍正元年（1723）前明秦王宫城承运殿迁建成为都城
隍庙大殿，中华民国 16 年（1927）明清贡院明远楼迁建成为革命公园（公墓）革命亭。
C 龚懋贤《西安钟楼东迁歌》，刊载于翁柽、宋联奎《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 5，“地理考下”，第 252～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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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喜仁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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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a）西安钟楼二层

今日西安钟楼西北侧人视角

（作者自摄）

图 15

b）西安钟楼一层

西安钟楼内部

（作者自摄）

图 16

西安钟楼、鼓楼的城市区位

（作者自绘，底图来自高德地图）

神物有灵，迁其地而不宁，理或有然者。”[11]A

之后，迎祥观钟楼仍然存在。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当代观

据清乾隆《西安府志·城池》、乾隆《重修西安钟楼

点广泛认为迎祥观钟楼被拆解并迁移重建，除增设基座之

记碑》、嘉庆《咸宁县志·卷四》等史料记载，西安钟楼

外，建筑样式皆依原制而无改创 [19]62-63。笔者认为这种说

先后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乾隆五年（1740）、乾隆

法应当是被《西安钟楼东迁歌》误导所致。乾隆《重修西

五十二年（1787）与西安鼓楼同步修缮。[6，8，21]

安钟楼记碑》谓移置景云钟“扣之不鸣，乃返其故所”[11]，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 4 个层面澄清历史事实：

倘若迎祥观钟楼已被拆解，又何来故所可返。道光《重修

1）史籍中记载的在西安钟楼竣工之前时段的所谓“钟

迎祥观钟楼碑记》确载顺治八年（1651）和道光二十八年

楼”是指迎祥观钟楼，鸣钟以司晨暮之事亦由其所存景云

（1848）对迎祥观钟楼的两次修缮 [10]193-198，以及清末至中华

钟承担。迎祥观钟楼为全城授时，有别于一般佛寺道观中

民国时期的历史影像（图 9～图 11）皆是对这一历史事实

小范围报时的钟楼。

的有力支撑。

2）待西安钟楼建成后，景云钟仍然长期存放在迎祥
B

4）康熙《咸宁县志》所载《会城图》
（图 3）将西安钟

观，西安钟楼使用的巨钟并不是景云钟 。道光《重修迎祥

楼标注为文昌阁，与楼内供奉文昌帝君的记载相合。笔者

观钟楼碑记》记载，这一时期的景云钟被供奉在迎祥观，

由此推测，所谓“钟楼”可能是职能名称，而文昌阁是其

比诸仙灵之像

[10]193-198

。

3）万历十年（1582）营建西安钟楼之事常常被误认

本名 C。所谓“移建”之说可能是指承担为全城授时职能的
建筑实体发生了改变。

为是移建或迁建，但历史事实是新建，即在西安钟楼竣工

年
2022
期
1

A
B
C

张楷《重修西安钟楼记碑》，刊载于翁柽、宋联奎《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 5，“地理考下”，第 252～253 页。
今日西安钟楼基座西北角放置了仿制的景云钟（图 14），与真实历史情况不符。
与这种情况相似，金元时期西安城内嘉祥观的职能名称是城隍庙，延祥观的职能名称是太白现圣侯庙，参见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 5，“寺观”。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安钟楼样貌相似但规制较低。
鉴于当代学术研究对此二者罕有涉猎，笔者尝试填补缺漏。

汉主持重修后又改称大观楼。今日所见鄠县钟楼主要体现
了乾隆十年重修后的风貌。[20-21]D
咸阳钟楼历史原物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拆除，原址在
今咸阳市永绥街、清泰街、中山街相交的路口处（图 19）。

鄠县钟楼（图 17）存留至今，位于旧县城中央四条

2010 年在原址西侧约 50 米处重建落成。咸阳钟楼史料记载

大街垂直交汇处，在城市中的区位与西安钟楼如出一辙

仅见于乾隆《咸阳县志·县城图》（图 20）、中华民国《重

（图 18）。根据乾隆《鄠县新志·建置第二》、中华民国《重

修咸阳县志·楼台》，历史影像唯有沙畹摄于清光绪三十三

修鄠县志·城关》《邑侯张公建文昌阁记》记载可知：鄠

年（1907）的旧影留存于世（图 21）。根据史志记载可知，

县钟楼由知县张宗孟主持创建于明崇祯八年（1635），其

咸阳钟楼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所以望氛

时“流寇窃发，居人震荡，迁徙不宁”[20]C，故在整饬兴建

祲察灾祥，辅城郭益形胜”，笔者推测很有可能与西安钟楼

鄠县城墙、城楼、角楼等城防体系时在城内一并建设钟楼

同期或稍晚。在清代历经四次大修，其中后两次年份明确，

以作防卫瞭望、镇守地脉之用。“既有以御寇患又有以振文

分别为乾隆七年（1742）和道光十三年（1833）。[22-23]E

风，所谓文事武备交藏互用，寓大顺于不测，寄军容于俎
豆。”

[20]

鄠县钟楼、咸阳钟楼在模仿西安钟楼的基础上缩小规

因初建之时供奉文昌帝君以提振人文风气，故始名

模、降低等级、加入地方作法，具体体现在：鄠县钟楼、

文昌阁，与西安钟楼一致；因其位于县城中心，故又称中

咸阳钟楼在整体建筑形象、屋顶形式、总层数、平面形式、

楼；又因其仿省城钟楼之制，故又作钟楼。清康熙二十年

每层开间进深数、基座、券洞等层面完全以西安钟楼为范

图 17 鄠县钟楼西侧人视角和内部
（作者自摄）

图 18 鄠县钟楼的城市区位
（作者自绘，底图来自高德地图）

A
B
C
D
E

图 19

咸阳钟楼的城市区位

（作者自绘，底图来自高德地图）

鄠（hù）县于 1964 年简为户县，2017 年升为鄠邑区，为西安市辖。
咸阳地区于 1984 年从西安市划出，改设为陕西省辖地级市。咸阳县城故址今在咸阳市主城区，但与秦朝都城咸阳不在同一处。
张弘襟《邑侯张公建文昌阁记》，刊载于强云程、赵葆真、吴继祖《民国重修鄠县志》卷 7，“金石”，第 260～261 页。
参见强云程、赵葆真、吴继祖《民国重修鄠县志》卷 2，“城关”，第 133～134 页。汪以诚、孙景烈《乾隆鄠县新志》卷 2，“建置第二”，第 18～19 页。
参见臧应桐《乾隆咸阳县志》“县城图”，第 313 页。刘安国、吴廷锡、冯光裕《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卷 2，“楼台”，第 166～167 页。

风烟幂幂锁楼台：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的历史脉络

鄠县 A 钟楼和咸阳 B 钟楼是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体

（1681）知县康如琏主持重修。乾隆十年（1745）知县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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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图 21

乾隆《咸阳县志》“县城图”

［作者根据乾隆《咸阳县志》“县城图”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重新标注］

沙畹所摄咸阳钟楼，光绪三十三年（1907）

（沙畹《北中国考古图录》）

1）唐长安皇城（图 22）的南北中轴线是承天门外大街，

本；但总高度和平面尺度皆只及西安钟楼六成左右，相同
位置斗栱数量只及西安钟楼七成左右且跳数减少，不设平

南至皇城南垣正门朱雀门 A，北至宫城南垣 B 正门承天门，即

坐层，屋面不施琉璃瓦，脊兽数量减少；鄠县钟楼宝顶四

所谓“天街”；东西中轴线是景风门—顺义门大街，东至皇

龙捧珠瓦件细腻精美，屋脊花饰繁复、檐角起翘幅度较大，

城东垣正门景风门 C，西至皇城西垣正门顺义门 D。
2）唐朝末年长安城被摧毁，宫城、外郭城被放弃，皇

内外彩画、勾栏挂落大量使用地方样式。以上皆为关中地
区风土建筑的常见作法。

城被保留并改建：南墙封闭朱雀门，两侧含光门、安上门
仍保留；北墙仅保留承天门，并改称玄武门 E；东墙仅保留

4

绾毂四向：控制城市结构的变化

4.1

从“东鼓西钟”到“东钟西鼓”

景风门，西墙仅保留顺义门；南北城门开始不相对位，但

至迟自元代开始，西安城中已经形成迎祥观钟楼在
西、敬时楼（鼓楼）在东的格局 [5]22-23。明太祖洪武十七年
（1384）迎祥观钟楼被重建或大修，敬时楼原址处建成西安
鼓楼 [7-8]，但钟楼在西、鼓楼在东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东鼓西钟”的布局模式和同时代的南京城，以及隋唐以来
至元代之前的宫廷制度保持一致。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西安钟楼营建完成后，“一鼓
两钟”的新格局在西安城中形成并一直保持至中华民国初
期，即鼓楼在中央，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形制相似的钟楼。
自中华民国 13 年（1924）迎祥观钟楼倒塌灭失之后，
余下的西安鼓楼、西安钟楼又形成了“东钟西鼓”的格局，
亦即今日所见，但这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状态。

4.2

确认南北中轴线迁移
从隋唐长安到明代西安，城市的格局结构与空间轴线

持续发生变化：

年
2022
期
1

A
B
C
D
E

图 22

唐长安皇城平面图

（作者根据《唐两京城坊考》“西京皇城图”重绘）

唐长安皇城南墙设三座城门，正中是朱雀门，西侧是含光门，东侧是安上门。
唐长安宫城紧邻皇城之北，二者仅以一道城墙相隔，宫城南墙也就是皇城北墙。
唐长安皇城东墙设两座城门，正中是景风门，其北侧是延喜门。
唐长安皇城西墙设两座城门，正中是顺义门，其北侧是安福门。
唐末玄武门和唐代长安城太极宫玄武门、大明宫玄武门皆无关。

石一般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西安城以西安钟楼
为核心、东西南北四条通达城门的大街垂直正交于此并担
当城市轴线的格局直至明朝中后期才完全形成，并非通常

[5]22-23

认为的明朝初期。城市结构的调整变化显著滞后于城垣范

的注记，表明隋唐时期的南北中轴线南段至此已经被模糊

围的扩张。四，自唐末封闭朱雀门使得全城南北中轴线模

弱化并退化成小巷。

糊、格局失焦，历经五代宋金元之后，直至明代南（门）

A

安上门 ，药市街

B

南部有“此隅巷陌委曲不能详记”

4）明初西安城垣的范围在唐皇城的基础上

C

向东、北

大街—北（门）大街成为新的南北中轴线，城市结构才再

两面大幅扩展，城门和大街轴线格局随之改变（图 12）：

次变得清晰明确。唐末以至明清城市格局的变化是逐步发

在安上门旧址新筑永宁门，以之作为西安府城的南门；与

生的，其中有若干标志性事件，西安钟楼的营建完成最终

D

永宁门对位，在北墙新筑安远门 作为北门；在顺义门旧址
偏南新筑安定门作为西门；与安定门对位，在东墙新筑长
乐门

E

作为东门

[18]

；自此而始，沿袭了隋唐安上门内大街

确认了南北中轴线的迁移。
据康熙《咸宁县志·城池》、雍正《陕西通志·城池》、
乾隆《西安府志·城池》记载：清顺治六年（1649）西安

轴线的南（门）大街—北（门）大街形成新的南北中轴线，

府城内东北部建立“满洲八旗驻防城”，简称“满城”，成

自隋唐延用至明初的承天门外大街旧南北中轴线的地位逐

为统治民族的政治军事堡垒，所在空间的性质和内容发生

渐弱化；由东（门）大街—西（门）大街担当的东西中轴

颠覆性改变，以西安钟楼为坐标原点的全城格局再次发生

线仍然沿袭并延长了隋唐景风门—顺义门大街轴线；明代

重大调整（图 23）：一，满城南墙走向沿东（门）大街，

城址的两条中轴线持续沿用至今日。

从西安钟楼基座东券洞南侧至长乐门南侧，与长乐门瓮城

关于迎祥观钟楼、西安钟楼对于城市结构的控制，笔

南墙相接。二，满城西墙走向沿北（门）大街，从西安钟

者认为：一，明初时期新扩展的城内东部人口、活动、建

楼基座北券洞东侧至安远门东侧，与安远门瓮城东墙相接。

筑尚且空乏，因而洪武十七年（1384）仍然在偏西的广济

三，西安钟楼成为满城的西南角楼兼角门，长乐门城楼成

街旧轴线处营建迎祥观钟楼来为全城授时。二，历经两个

为满城的东南角楼，安远门城楼成为满城的西北角楼，大

世纪的发展至明朝中后期，城内东部已经较为充实，新南

城东北角楼变为满城专属。四，东（门）大街的大部分路

北轴线的实际效用已然稳固取代旧轴线，迎祥观钟楼所处

幅和北（门）大街的一半路幅被满城墙垣压占 F，交通功能

位置此时显得过于偏西。因而万历十年（1582）在城内东

和中轴线的属性被极大地削弱。[7，8]G

西南北大街的交汇处新建西安钟楼。三，西安钟楼绾毂东
西南北四向，在塑造城市形态与肌理层面发挥着宛如拱心

中华民国元年（1912）拆除满城、复建东大街和北大
街，城市轴线和空间结构大致恢复到明代中后期的状态。

图 23 清代西安城市结构
［作者根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陕
西省城图》绘制］

A 1986 年对含光门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元代整修城垣时封闭了含光门。
B 原承天门外大街，在元代其北段称为广济街、南段称为药市街；在明清时期其北段称为北广济街、狮子庙街，南段称为南广济街、大保吉巷；当代其北段
统称为北广济街，南段统称为南广济街。
C 唐长安皇城在唐末改建之后持续沿用至明初。
D 明代西安府城北墙系完全新筑，安远门与唐末玄武门无关并相去甚远。
E 明代西安府城东墙系完全新筑，长乐门在唐代景风门向东的延长线上。
F 东（门）大街残存的少部分路幅位于满城内部，称为“顺城巷”。北（门）大街残存的一半路幅仍位于满城外部。
G 参见黄家鼎、陈大经、杨生芝《康熙咸宁县志》卷 2，“城池”。

风烟幂幂锁楼台：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的历史脉络

3）元惠宗至正四年（1344）《长安志图·奉元城图》
（图 7）编绘完成，图中可见南城墙只有偏东的一座城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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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城门仍然对位。[4]44[5]22-23

90

5

海内翘楚：西安府钟楼群体自成体系

5.1

府城垂范县城

五，从西安府城这一区域中心大城到咸阳县城、鄠县县城
这一类中小规模城市，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呈现出明确

建筑史学刊

的等级性，在从高到低的降序中，建筑形制的官式意味减

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体系）包括但不限于迎祥观
钟楼、西安钟楼、鄠县钟楼、咸阳钟楼等。 表 1 汇总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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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群体发展演变的历史沿革。
对于这四座钟楼在建筑形象上表现出高度相似的现象，
笔者认为：一，依据建造时间排序，迎祥观钟楼应当是最

弱而风土意味增强。这种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对同一类型
的地标建筑进行连续仿制的现象可谓罕见。

5.2

同类型建筑比较
本文聚焦以钟楼为代表的礼制建筑在塑造城市空间格

早的原型。二，西安钟楼借鉴了前者的建筑形象，在基座、

局层面发挥的作用，因而对于建筑形制的比较也主要关注

平坐、通高、总层数、每层开间数、平面形式等方面与前

影响城市景观环境的外部形象（表 2）。就元明清西安府城

者几乎完全相同，与《西安钟楼东迁歌》“一无改创”之语

而言，在高度层面，西安钟楼高于西安鼓楼和四门城楼箭

相合。三，西安钟楼是明代北方官式建筑的杰出代表，与

楼，是城中最高的建筑物 B；在屋顶形制层面，西安钟楼是

明代西安府城作为中央皇权强有力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军

为数不多拥有三重屋檐并覆盖彩色琉璃瓦的建筑物，形制

事文化堡垒的身份地位相符。西安钟楼继承宋《营造法式》

等级最高。就中国留存至今的所有古代钟楼建筑而言，西

以来的营造传统，又有诸多革新之处，同时还受南方营建

安钟楼是体量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其规

技艺的影响 [24]。四，咸阳钟楼、鄠县钟楼在模仿西安钟楼

制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越北京钟楼。在礼法等级森严的明清

的基础上缩小规模、降低等级，加入的大量地方作法直观

时期，西安作为省城却拥有如此规制的礼制建筑，表明后

体现在屋面瓦件、油漆彩画、勾栏挂落等小木作装修层面。

都城时代的西安城在全国城市体系中依然拥有很高的位次。

表1

元明清西安府钟楼体系历史沿革

年代

迎祥观钟楼

北宋—元代（960—1368）

迎祥观及其钟楼见载于史籍

明洪武十七年（1384）

迎祥观钟楼营建完毕，
移置景云钟于此

明正统五年（1440）

修缮迎祥观钟楼

明成化年间（1465—1487）

重修迎祥观

明弘治年间（1488—1505）

重修迎祥观

西安钟楼

十年（1582）营建
西安钟楼

明万历年间（1573—1620）
明崇祯八年（1635）

清顺治年间（1644—1664）

鄠县钟楼

创建咸阳钟楼
创建鄠县钟楼

八年（1651）重修迎祥观钟楼

六年（1649）西安钟楼
成为“满城”的
西南角楼

清康熙年间（1662—1722）

三十八年（1699）修缮
西安钟楼

二十年（1681）
修缮鄠县钟楼

清乾隆年间（1736—1796）

五年（1740）修缮
西安钟楼

十年（1745）
修缮鄠县钟楼

清道光年间（1821—1851）

中华民国（1912—1949）

当代

二十八年（1848）重修迎祥
观钟楼

七年（1742）
修缮咸阳钟楼
十三年（1833）
修缮咸阳钟楼

13 年（1924） 迎 祥 观 钟 楼 倒 塌， 24 年（ 1935）、28 年
22 年（1933）迎祥观改建为学校 （1939）修缮西安钟楼

故址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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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咸阳钟楼

元明清西安府辖域内可能还存在其他钟楼，仍有待发现。
元明清城垣之外的唐代遗构大雁塔、小雁塔高于西安钟楼。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 世纪 50 年代被
拆除，2010 年在原
址西侧重建落成

北京钟楼、西安府钟楼建筑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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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西安钟楼

迎祥观钟楼 A

鄠县钟楼

现存实体
肇建年份

基座：明永乐十八年（1420）
楼体：清乾隆十年（1745）

明万历十年（1582）

至迟在元代已经存在，今
实体不存。

明崇祯八年（1635）

高度

通高 47.9 米 [25]

层数

基座以上部分（楼体）
仅1层

基座以上部分
（楼体）2 层

楼体平面形式

正方形平面，开间与进深皆
为3间

正方形平面，每层开间与
进深皆为 5 间（含周回廊）

正方形平面，每层开间与 正方形平面，每层开间与
进深皆为 5 间（含周回廊） 进深皆为 5 间（含周回廊）

重檐两滴水，歇山顶

重檐三滴水，四角攒尖顶

重檐三滴水，十字脊四面
歇山顶

重檐三滴水，四角攒尖顶

满铺黑色琉璃瓦，绿琉璃瓦
剪边，山花面以绿琉璃砖为
底，饰以金钱绶带

满铺绿色琉璃瓦，
铜鎏金宝顶

不详

满铺无釉筒瓦，宝顶使用
铁件和黄色琉璃瓦件、形
制繁复精美

每条垂脊设 5 个脊兽

每条垂脊设 7 个脊兽

不详

屋脊花饰繁复，每条垂脊
设 5 个 脊 兽， 角 部 起 翘 幅
度较大

雅五墨旋子彩画，
枋心为墨线或空置

金龙和玺彩画、金琢墨石
碾玉旋子彩画

不详

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

屋顶形式

外檐彩画

斗栱形式

6

下层檐下斗栱出两跳，单翘
单昂五踩，共 84 朵；
上层檐下斗栱出两跳，单翘
单昂五踩，共 76 朵

通 高 36.08 米， 其 中 基 座 “高十丈许”[10]193-198，约合
高 8.5 米 [13]
33 米余
基座以上部分
（楼体）2 层

通高 24.55 米，其中基座高
6.4 米 [26]60
基座以上部分（楼体）2 层

一层檐下斗栱出一跳，单
昂三踩，共 60 朵；
一层檐下斗栱出一跳，
平坐层下部为上下两圈双
单昂三踩，共 44 朵。
翘五踩斗栱相叠的特殊形 一 层 檐 下 斗 栱 共 40 朵，
二层檐下斗栱出一跳，
式，共 52 朵；
所有补间位置处均只设 1
单翘三踩，共 36 朵。
二 层 檐 下 斗 栱 仅 出 一 跳，
朵斗栱，其他各层不详
二 层 重 檐 下 斗 栱 出 一 跳，
单翘三踩，共 52 朵；
单昂三踩，共 36 朵
二 层 重 檐 下 斗 栱 出 两 跳，
重昂五踩，共 44 朵

被遮蔽的历史孤岛：小结与余绪
笔者尝试从风烟遮蔽中梳理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

（体系）的历史脉络，整理出 9 个主要事实要点：
1）迎祥观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其与唐代景龙观

4）自唐末封闭朱雀门使得全城南北中轴线模糊、格局
失焦，历经五代宋金元时期城市格局逐步发生变化，明代
中后期西安钟楼的营建完成确认了南北中轴线由隋唐时期
的承天门外大街向东迁移至南（门）大街—北（门）大街。
5）清顺治六年（1649）西安城内东北部建立满城后，

之间的继承关系因史料记载存在明显断层故仍不能完全明

以西安钟楼为坐标原点的城市结构再次发生重大调整，西

确。西安城中至迟在元代已经形成迎祥观钟楼在西、敬时

安钟楼成为满城的西南角楼，东（门）大街和北（门）大

楼（鼓楼）在东的格局。“东鼓西钟”的布局模式持续到明

街的交通功能和中轴线属性被极大地削弱。

代中后期，和明代南京城以及隋唐以来至元代之前的宫廷
制度保持一致。
2）明万历十年（1582）营建西安钟楼的历史事实是新

6）自中华民国 13 年（1924）迎祥观钟楼倒塌灭失之后，
余下的西安钟楼、西安鼓楼又组成了“东钟西鼓”的格局，
亦即今日所见，但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状态。

建而非移建，在其竣工之后迎祥观钟楼仍然存在并用于安

7）四座钟楼在建筑形象和城市区位层面高度相似，这

置景云钟。“一鼓两钟”的分布格局自此形成，即鼓楼在中

种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对同一类型的地标建筑进行连续仿制

央，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形制相似的钟楼。

的现象可谓罕见；迎祥观钟楼是最早的原型；西安钟楼借

3）西安城以西安钟楼为核心、四条通达城门的大街垂

鉴了前者的建筑形象，在基座、平坐、通高、总层数、每

直正交于此的格局直至明代中后期才完全形成，城市形态

层开间数、平面形式等层面与其几乎完全相同；鄠县钟楼、

历时性的调整变化显著滞后于明初城垣范围瞬时性的扩张。

咸阳钟楼在模仿西安钟楼的基础上降低规制，加入的地方

A

迎祥观钟楼形制系笔者根据历史影像与文献辨识和推测而来。

风烟幂幂锁楼台：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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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直观体现在小木作层面。

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戴着大屋顶的钢筋混凝土巨构遮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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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安钟楼是中国现存所有古代钟楼建筑中体量最

日却又乏善可陈；钟楼被包夹裹挟，犹如城市中央的盆景

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其规制不亚于甚至可

和首饰，成为现代化城市中的历史孤岛；幸存的高阁殿宇 A

能超越北京钟楼。这表明后都城时代的西安城在全国城市

成为相互隔绝孤立的文物保护单位；基础设施虽然得到更

体系中依然拥有很高的位次，与明代西安城作为中央皇权

新，但是元明清以至中华民国时期严整的建筑等级和空间

强有力统治下的西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堡垒的身份地位相

格局秩序荡然无存。如何在城市更新中恰当地保存并发扬

符。从西安府城到所辖县城，钟楼建筑群体呈现出明确的

历史风貌，同时又体现时代精神，是一项困难但关键的工

等级，在从高到低的降序中，建筑形制的官式意味减弱而

作，但首先应当建立对城市历史身份、风貌格局及其价值

风土意味增强。

意义的全面准确的认知。

9）需要正视的是，当代城市建设对西安钟楼周边区域

参考文献
[1]

李旦．景龙观钟铭 [M]// 王昶．金石萃编：卷 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沈雨人．关中游览记 [J]．时事汇报，1914（5）．

2020．

[17] 史红帅．近代西方人视野中的西安城乡景观研究 [M]．北京：科学出版社，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

宋敏求．长安志 [M]．毕沅，校．台北：成文出版社，1931．

[4]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 [M]．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5]

李好文．长安志图 [M]．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6]

高廷法，沈琮，陆耀遹，等．嘉庆咸宁县志 [M]．台北：成文出版社，1936．

[7]

刘於义，沈青崖．雍正陕西通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 省志辑·陕西．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1．

[8]

舒其绅，严长明．乾隆西安府志 [M]．何炳武，高叶青，党斌，校点．董健
桥，审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9]

张聪贤，董曾臣．嘉庆长安县志 [M]．台北：成文出版社，1936．

[10]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 [M]．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西安：三秦出
版社，2003．
[11] 翁柽，宋联奎．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 [M]．台北：成文出版社，1936．
[12] 西安市文史研究馆．西安胜迹志略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
[13] 段小群，巨东，闫鹏武．西安钟楼建筑刍议 [J]．文博，2014（3）：89-91．

2014．
[18] 王瑞坤．从长安到西安：唐代之后长安城垣格局的变迁 [J]．建筑遗产，
2021（2）：89-97．
[19] 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0] 强云程，赵葆真，吴继祖．民国重修鄠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 陕西府县
志辑 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1] 汪以诚，孙景烈．乾隆鄠县新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 陕西府县志辑 4．南
京：凤凰出版社，2007．
[22] 臧应桐．乾隆咸阳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 陕西府县志辑 4．南京：凤凰
出版社，2007．
[23] 刘安国，吴廷锡，冯光裕．民国重修咸阳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 陕西府
县志辑 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4] 黄思达，喻梦哲．西安钟楼尺度规律探讨 [J]．华中建筑，2018，36（4）：
111-116．

[14] 沙畹．北中国考古图录 [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25] 王铭珍．北京钟楼和鼓楼 [J]．北京档案，2012（12）：34-35．

[15] 桑原骘藏．考史游记 • 长安之旅 [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6] 王军，李钰，靳亦冰．陕西古建筑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年
2022
期
1

A 主要包括西安钟楼、西安鼓楼、文庙碑林、都城隍庙、东岳庙、湘子庙、广仁寺、西五台云居寺、卧龙寺、化觉巷清真寺、大学习巷清真寺、小皮院清真
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