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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燒餅、菜餅、豬胰胡餅，瓠羹、頭羹、百味好羹⋯⋯”

一聲清脆的吆喝聲，劃破汴梁城清晨的寂靜。兩三個小時前才散

去的夜市，轉眼便又熱鬧起來。潘樓東，十字街以北，馬行街上的

店舖老闆們，幾乎是連軸轉忙碌了一整天，這時候打著哈欠、伸著

懶腰，強撐著精神，又開始了新一天的辛勤勞作。東京繁忙的一天

開始了。

這就是北宋東京汴梁城生活的真實寫照。

倘若時空能不受限制地轉到南宋淳熙年間，幾乎是同樣時間的天

交四更時分，遍佈在臨安城各坊巷的寺觀中，僧人們便已敲響了

晨鐘。庵舍裡的行者頭陀，聞聽鐘聲而起，開始打著鐵板木魚，口

中念念有詞地執行沿街報曉的值事營生。他們是行走中的“天氣

預報員”。

這時候，御街前的店舖也在寺觀的晨鐘聲中次第開張，叫賣著早

點。古代京都市井的繁華，恐怕要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即便是

現如今人口達千萬之巨的繁華都市，想來也不過如此。

中國歷史上，由北宋而南宋，因外族入侵而導致的中原變故不可小

覷，而京都繁華的景象，卻生生地如出一轍，難怪南宋詩人林升會

略有貶義地稱之為“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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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北宋、南宋這“兩宋”時期，經濟昌達，文化繁榮，是

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上難得的高峰階段。

唐代中後期發生的“安史之亂”，客觀上使得中國的社會、政治制

度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兩稅法”的實施，則改變了帝制中

國舊有的“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從而引起了從經濟制度到軍

事制度，從訓詁考據到自由說經，從文化形式到審美觀念等一系列

的社會變革，例如，源自北朝時期的城市“坊市”制度，在晚唐已

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因此，北宋時期商業貿易可以遍佈城市的

每一個角落，且買賣交易晝夜不絕。

那時候，吃罷晚飯出來逛街的人們，可以隨興四處遊走，或購物，

或招呼一二好友前往茶樓酒肆徹夜敘談。

當一次歡暢淋漓的京城街區遊覽結束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汴

梁城的居民們，也許會吆喝著擁到京城之內他們所熟悉的某個巷

北宋《大駕鹵簿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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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裡的小酒館“續攤”。幾個人乃至幾十個人，便開始在酒酣耳熱

中激烈辯論著前朝的是非功過，或是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

斯地—那會是一種別樣的感受。

熙熙攘攘的人群，要到天明時分方肯散去。

客人走後，茶樓酒肆的店老闆、店小二們，稍睡片刻便繼續開市做

買賣，沒有任何營業時間的限制和所謂宵禁制度—即便是北宋

與外族軍事作戰的失利，都無法掩蓋這種市井笙歌所折射出的社

會經濟的繁榮！火樹銀花的汴梁城內，從早到晚一派繁華氣象，昭

示著兩宋迷人的韻味。



宋代漆奩



【 第 一 章 】

喧囂的京華

今天的開封城，春秋時期為“儀邑”，後來成為北宋的

都城。南宋都城臨安，從史料記載上來看，只是南宋皇帝

的“行幸”之所，然而這一“行幸”就長達一百五十餘年！

北宋開國之初，定都汴梁並非草率之舉，南宋定都臨安也

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

兩宋都城—汴梁與臨安—不僅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中

心，也是商業貿易最繁榮、各類人才薈萃的地方。

汴梁，即今河南開封。開封最早叫“啟封”，本是春秋時期

鄭莊公修築的儲糧倉城，取“啟拓封疆”之意。漢景帝時，為避

景帝劉啟之諱，將“啟封”改名為“開封”。到了五代時期，後

梁、後晉、後漢、後周這四朝相繼定都於此，號稱“東京”。公

元 960 年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後，也決定建都東京，

於是設置了“開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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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安，即今浙江杭州。說它是南宋的都城，其實多少是有

些爭議的。事實上，杭州從來沒有成為任何正統王朝的正式都

城，包括南宋。《宋史．地理志》是這樣記載的：“行在所。建

炎三年閏八月，高宗自建康如臨安，以州治為行宮。”由於戰爭

失利而不得不南遷的宋人，不管是出於自尊心，還是出於打算

收復舊地的考量，都仍以汴梁為京師。“暖風熏得遊人醉，直

把杭州作汴州”的說法，也正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問題。再

者，南宋王朝的建立者宋高宗趙構稱帝的地方是南京（今河南

商丘），後來雖然把臨安作為了全國政治中心，但並沒有舉行遷

都儀式，所以商丘才是南宋法律意義上的都城。也就是說，臨

安只是南宋皇帝臨時“行幸”的地方，因此才“宮室制度皆從簡

省，不尚華飾”。然而，這一“行幸”，就長達一百五十餘年！

艱難抉擇

東京汴梁

公元 960 年，行伍出身的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趁後周

恭帝年幼，決定另立山頭、改朝換代。為了保證奪權行動的順

利實施，趙匡胤先是精心策劃了“契丹南下”的虛假情報，自己

堂而皇之地率領中軍從後周都城開封向北進發。當朝廷派出的

先鋒官慕容延釗的前軍剛剛渡過黃河的時候，趙匡胤的中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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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了陳橋驛。這樣，

即便慕容延釗有心保

衛後周， 要再行南渡

也有點措手不及了。隨

後，一場蓄謀已久的篡

權行動正式開場。趙

匡胤的弟弟趙匡義和

歸德軍掌書記趙普授

意將士們把黃袍披在

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為

皇帝。隨後，趙匡胤於

正月初四率軍回師開封逼迫恭帝禪位，輕而易舉地奪取了後周

政權，改國號為宋，建立了趙宋王朝，都城仍是東京汴梁。

北宋定都汴梁應該說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首先，汴梁位

居中原，京杭大運河經此地入江淮，是控扼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

重地。此時，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南移到江南地區。如果要保證

中央龐大的官僚階層以及軍隊的給養，就必須把都城定在一個

交通方便，適於南糧北運的地方。而汴梁正好符合這一要求。

其次，汴梁的城市形制比較完整。汴梁因其便利的交通、

重要的地理位置，在隋唐時期已經獲得了很大發展。到了五代

時期，梁、晉、漢、周四個政權又都定都於此。經過歷代帝王的

宋太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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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經營，城市規模已漸趨宏大。特別是周世宗柴榮，對汴梁

城進行了進一步的修建，修築外城，使汴梁擁有了三重城牆，

城高池深，守備完善。城內的建築也規整有序，道路寬闊，商

業繁榮，頗具帝都風範。而此時的長安和洛陽，卻由於連年戰

亂而遭受了極大的破壞。大宋王朝選這兒作為都城，應該是最

好的選擇。

第三，雖然汴梁位居中原，四周無山川之險，不利於守，但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形勢卻非常有利於縱橫捭闔，控制大局。

汴梁位居攻防要樞，無論南下還是北上，都進退自由，利兵利戰。

北宋皇宮遺址龍亭（亭為清代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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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北宋建立之初，最主要的任務是平定南北，實現統一，戰

略上是攻勢而非守勢，因此，定都汴梁也是明智的選擇。

第四，追隨趙匡胤起家的文臣武將大多為後周舊臣，他們

在汴梁安居多年，產業豐厚，定都汴梁符合多數大臣的心願，

甚至可以說是順應民心之舉，對於保持新政權的穩定具有重要

意義。也正因為如此，當十六年後，趙匡胤想把都城遷到他的

出生地洛陽時，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對這

種強大的習慣勢力作出妥協。

然而，也正是這種妥協，為汴梁城帶來空前的繁榮與鼎盛，

掀開了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行在臨安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靖康二年（1127）二月，汴梁城陷落，曾經繁華的都城被入侵

的金兵洗劫一空。徽、欽二帝，連同宮室后妃、皇子公主、宗室、

宦官，以及文武大臣、技工、藝人等三千餘人被擄往北方—

這就是“靖康之難”。

同年五月，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

南商丘）稱帝，建立南宋政權，定年號為“建炎”，這便是南宋第

一個皇帝—宋高宗。即位的高宗在金兵的追擊下不斷南逃，

從揚州到鎮江，再到杭州。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將杭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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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行宮。在杭州沒安穩

幾個月，高宗一行即因宋軍的

敗退而再次南逃，甚至被逼

到海邊，無路可退，只好把南

宋朝廷裝入船內下海逃難。

遺憾的是，輾轉流離的

艱難並沒有磨礪出高宗的意

志，反而讓他對動盪的生活心

有餘悸。抗金軍民的浴血奮

戰讓他內心更加不安，生怕一

個閃失，也會遭到父兄一般

的命運，被擄至北方任人羞

辱。因此，南宋軍民以殊死抵

抗贏來的對峙局面，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被高宗緊緊攥在手

裡，哪裡還顧得上收復家園呢！

時局稍稍穩定之後，落腳地的討論隨之被提上日程。群臣

的意見傾向於定都建康（今南京），因為那裡不僅財力雄厚，且

有大江固守，最重要的是可以“漸圖恢復”。對封建士大夫來說，

失地是最不能讓人容忍的恥辱。北宋一直未能收復幽雲十六

州，已經讓士大夫們耿耿於懷。如今，皇帝都被擄走了，昔日繁

華的京師處於金兵的鐵蹄之下，遙望故國家園，情何以堪？北

宋高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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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原、收復失地，是他們無法壓抑的最高人生理想。

大臣們認為最重要的理由恰恰是高宗要堅決否定的， 他

對擔驚受怕的日子深惡痛絕。杭州遠離前線，相對建康更加安

全。除了距離上的考慮，浙西的水網不利於金軍騎兵優勢的發

揮，江南濕熱的氣候也是北方遊牧民族難以適應的，等於多了

一重保護；況且，杭州與建康同樣富庶，在唐朝便已是二十多萬

宋．趙伯駒《漢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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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一流都會，山水秀美，又是五代吳越國的宮城所在，原來的

城牆和宮室都可以利用。還有比杭州更合適的地方嗎？紹興八

年（1138），宋高宗下詔：“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

邊圉，獎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

業。”臨安就是改名後的杭州，它從此成為南宋的“陪都”，直

至南宋滅亡。

靖康之難經過後世演繹，往往讓我們對宋朝的軍事實力

失望透頂，其實未必如此。遊牧民族的騎兵具有非常強大的攻

擊力量，作戰時速度快、威力大，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就

說明了這點，而蒙古軍隊則幾乎征服了整個歐亞大陸，甚至直

到清代，騎兵的優勢依然十分明顯。兩宋時期，政府可以用於

養馬的草場均被異族佔領，宋軍本已處於劣勢，加之“重文輕

武”的國策，大宋政權能與北方的遊牧民族對峙達三百多年，

已實屬不易。正是在將士的殊死保衛下，兩宋才得以擁有驚世

的繁華。

“神衛左第四軍第二指揮第五都記”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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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街燈火麗昇平

朱門酒肉

最能點亮一座城市的，是街巷的燈火。吃的、穿的都不那

麼發愁了，才有心情出去走走；手裡有了些閑錢，糕點小吃也就

能買來解解饞。有人來、有錢買，不經意間，街邊的商舖已經越

來越多，越來越大。空氣中瀰漫著的酒香、耳邊縈繞的笑語歡

歌，難道不是城市繁榮的最好詮釋嗎？

汴梁城西，右掖門外西角樓大街的西南，有一條相對寬闊

的街巷叫踴路街。仲夏入夜時分，街面上燈火通明，穿梭往來

的車馬行人，摩肩接踵，好不熱鬧。龍津橋西南聳立著一棟雅

致華麗的高樓，樓門口裝飾著畫有花鳥魚蟲紋飾的彩樓歡門，

門檐下飄盪著條條流蘇，人流穿越其間，擺動著的流蘇在燈光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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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映襯下，流光溢彩，令人眼花繚亂。

穿過彩樓歡門，院落內天井南北的小隔間裡，燈燭熒然，上

下相映。數百名濃妝艷抹的侍女穿梭其間，把酒待客，一時間，

歡聲笑語，輕歌曼舞充斥整條街道。正門旁邊的望杆上，一縷

青布幡子隨風飄盪，借著燈籠泛出的光，“清風酒樓”四個大

字時隱時現。臨街的開封府、殿前司、尚書省門前昏暗的氣死

風燈下，納涼的看門人打著瞌睡，白日裡的莊嚴肅穆蕩然無存，

夜幕降臨後的踴路街剎時變成了令人流連忘返的人間仙境。

清風酒樓也許不是汴梁最大的酒樓， 但絕對是最有名的

酒樓之一。也許是佔據了風水寶地，這個位於東京城西南的酒

樓，在河南炎熱夏季中

是汴梁城內唯一能夠享

受到清涼的地方。因此，

夏季的夜晚，這裡便成

為京城文人墨客、富商

大賈消閑納涼的主要場

所。把酒臨風，自然會

牽引出遷客騷人的些許

憂思或豪情。北宋名臣

司馬光便有《和孫器之

清風樓》詩：司馬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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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侯宴枚馬，歌鼓事繁華。

晚吹來千里，清商落萬家。

平原轉疏雨，遠樹隔殘霞。

宋玉雖能賦，還須念景差。

再看王珪為友人接風的《和公儀送白鷳於永叔》：

清風樓古琴三尺，玉蕊花飛酒幾缸。

月窟憐君霜兔獨，金莖誇我露禽雙。

白鷳浴雪來春檻，古麗涵星關曉窗。

悵望紫微池上鳳，主人才品自經邦。

晁以道更有“愛彼清風好，危樓高百尺。來從玉宇遠，照衣

光可擲。桂葉尚飄飄，蕙草下襲襲。平生眼豁開，脫然凌羽翼。

對飲伴明月，故人念疇昔。詠歌

何穆如，援琴更幽寂。慈烏繞難

老，霅溪非其匹。華陽三層上，

松韻亦蕭瑟”的詩句。一座瑰

麗喧囂的酒樓、一派繁華的都

市景象躍然於人們的眼前！

清風樓只是北宋汴梁近百

座酒樓中的一家。北宋晚期，東

京最大的酒樓當屬後改名為豐

樂樓的白礬樓。取名“礬樓”， 宋代銀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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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因為店主姓礬，而是因為酒樓的所在地是商賈販賣礬的

地方。北宋末年酒樓擴建後，改名豐樂樓。我們如今雖已無法

目睹這座高檔酒樓的原貌，但從文獻記述中，仍能領略它的豪

華：“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用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

額，燈燭晃耀。”入夜時分，屋頂上用瓦鋪成的凹凸相間的空隙

中，都嵌有朱紅的燈籠。這裡是“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

人”。正如宋代詩人劉子翬《汴梁紀事》詩所云：

元．夏永《豐樂樓圖》，畫面描繪的是南宋臨安著名酒肆豐樂樓



23喧 囂 的 京 華

梁園歌舞足風流，

美酒如刀解斷愁。

憶得少年多樂事，

夜深燈火上樊樓。

東京的大型酒樓還有八仙樓和會仙樓等。它們金碧輝煌，

氣度非凡，不論風雨寒暑，徹夜燈火通明，白晝通夜。像現在的

高級娛樂場所一樣，這些酒樓的消費也很驚人。即便是兩人在

店中對飲，也會齊備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

碗三五隻，一頓飯消費白銀百兩並不稀奇。為了顯示貴重，杯

盤器皿除瓷器外，還有銀器。

南宋時期，臨安高檔酒樓的興盛與北宋的汴梁不相上下，

依然是華麗的門樓、精緻的擺設，裡面有價值不菲的金銀酒器，

供飲客使用，還豢養著幾十名官妓，更有往來穿梭的服務生，

叫“下番”。飲客登樓後，用名牌點喚“侑樽”，即勸酒者，叫做

“點花牌”。每年正月十五上元節時，各官辦酒樓交換官妓。到

了夜晚，妓女們頭戴杏花冠，倚坐在酒樓門前的花架上，招攬

客人，也聊以粉飾太平。到官營酒樓的大都是學舍的教官和士

大夫，客人可以自備各類食品、酒具，吟詩作賦，把酒言歡，一

派歌舞昇平的氣象。

規模較小的私人酒樓也十分熱鬧， 每家也都有幾十個妓

女。她們裝扮入時，夏日裡頭戴茉莉花冠，巧笑爭妍，憑欄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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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招攬生意，街巷中充滿了茉莉花的馨香。還有不請自來的

賣唱小鬟，唱著小曲兒，向聽眾索要錢財。此外，吹簫、彈阮、

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的“趕趁”也一應俱全。酒樓裡兼

賣玉面狸、鹿肉、槽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

魚孱乾、酒浸江瑤、章舉蠣肉、龜腳、鎖管、蜜丁、脆螺、鱟醬、

法蝦、子魚等特色小吃。僅下酒的羹湯就有上百種，酒前先嘗

菜品十餘種，舉杯時另有更換。一時間，酒令、吆喝、琴聲、鑼

鼓相雜，好不熱鬧。

還有各種小酒店，極具特色且價格實惠，如賣鵝鴨包子、

四色兜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的包子酒店；外門面裝飾

如仕宦宅舍的宅子酒店；帶有濃厚鄉村氣息的花園酒店；售賣

宋代溫酒器具—青白釉注壺、注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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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盤飯菜的直賣店；零賣零沽的散酒店；零賣軟羊、大骨龜背、

爛蒸大片、羊雜雞四軟、羊擇四件等的肥羊酒店；此外還有庵

酒店、羅酒店等等。

城內的小吃更是琳琅滿目：孝仁坊紅杈子賣皂兒膏、澄沙

團子、乳糖澆；壽安坊賣十色沙團；眾安橋賣澄沙膏、十色花花

糖；市西坊賣螺滴酥；觀橋大街賣豆兒糕、輕餳；太平坊賣麝香

糖、蜜糕、金鋌裹蒸兒；廟巷口賣楊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

般膏子糖；內前杈子裡賣五色法豆；通江橋賣雪泡豆兒、水荔枝

膏；中瓦子前賣十色糖⋯⋯（《夢粱錄》）

飲食起居

肉類消費

肉類食品在今天的餐桌上是尋常之物，然而，它在古代卻

是生活富足的象徵。孟子為梁惠王暢想的理想社會中，就有這

麼一句：“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

宋．李嵩《貨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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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那個時候的尋常百姓很可能一生都見不到一點葷腥。春秋

時期的貴族因此有個別樣的稱呼—肉食者。即使在以後的王

朝，甚至近代，往往也只有在過節的時候，百姓的飯碗裡才放

一些肉作點綴。可以說，肉類消費的增長是經濟繁榮的重要表

現。作為全國的經濟中心，汴梁的肉類消費自然驚人。

每天晚上，上萬隻活豬排著隊被十幾個人一組趕著，整齊地

從南薰門入城。東京有專門宰殺豬羊的作坊，賣肉另有肉舖。這

些店舖生意興隆，買賣火爆，就連挑擔串街零賣的肉販子，一天

也能賣出百數十斤。一

般的肉舖大多雇三五個

夥計，白天賣生肉，晚

上若有剩餘，就煮成熟

食銷售。肉店銷售的品

種也很多，不僅有新鮮

的豬羊肉，還有肉乾脯、

鹿脯、羊頭、腰子、肚

肺、旋炙豬皮肉等。雖

然當時明令禁止屠牛，

但牛肉也時有上市。

臨安府的肉舖更是

遍佈街巷，與汴梁相似，宋代婦女生活磚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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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肉舖也以出售羊肉和豬肉為主。肉舖的生意十分火爆，每

日每家肉舖都能賣出十多扇豬肉，逢年過節能達到數十扇。修

義坊巷內兩街是屠戶街，這裡每天屠宰的豬羊不下數百口，並

按照部位切好批發到城內外的各個麵店、分茶店、酒店，以及

專門經營臘肉生意的豝鮓店和沿街賣熟肉的小商販處。從三更

開行上市，至曉方罷市。

散佈在各街坊的肉舖，通常都有自己的作坊，案前操刀者

有五到七人。無論是精肉、頭肉、臊

子肉、膂肉、庵蔗肉，還是雙條骨、

三層骨、浮筋骨、脊齦骨、球杖骨、

蘇骨、寸金骨、棒子、蹄子、腦頭大

骨，由顧客任意挑選。遇到結婚慶典

日或是富家府第大擺宴席時，採購肉

類食材，頃刻便能備齊。

香分花上露 水吸石中泉

有這樣一則故事：

宋代大詩人蘇東坡有一次出遊，

來到一座道觀中小憩，主事的老道見

他衣著簡樸，相貌平常，對他非常冷

淡，隨口說了聲：“坐！”又對道童說：

“茶。”待蘇東坡坐下交談後，老道 蘇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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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覺得客人才學過人，來歷不凡，便把東坡引至廂房中，客氣

地說道：“請坐。”並對道童說：“敬茶。”二人經過深入交談，

老道才知道來客是著名的大詩人蘇東坡，頓時肅然起敬，連忙

作揖說道：“請上座！”並把東坡讓進客廳，吩咐道童：“敬香

茶。”蘇東坡在客廳休息片刻，欲告別老道離去。老道忙請蘇

東坡題寫對聯留念。東坡淡然一笑，揮筆寫道：坐請坐請上坐；

茶敬茶敬香茶。老道看罷，面紅耳赤，羞愧不已。

儘管這只是民間傳說，但唐宋飲茶之風盛行卻是不爭的事

實，茶甚至成為當時百姓的必需品。宋人吳自牧所著的《夢粱

錄》中，有這樣一句話：“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

茶。”飲茶的習俗促進了茶行與茶肆生意的興旺。無論是繁華的

宋．定窯紫釉茶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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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還是地方州郡，茶肆普遍開設，茶香四溢，成為宋代都市商

貿的一大特色。來茶肆中的客人，飲茶止渴之外，還把這裡當作

了聚會的好地方，不僅可以聊天，還有一些遊戲，如指定一物，

大家輪流圍繞它講故事，講不下去的就要受罰。

當時的汴梁城流行的茶葉種類很多，既有本地所產的末

茶，也有東南的片茶和散茶。一般來說，散茶流行於民間；片茶

則由於其生產技術比較精湛，價格昂貴，多為達官貴人所用。五

代時期，汴梁即已出現茶肆，北宋時期，其發展更加迅速。

氣勢宏偉的汴梁礬樓旁邊有一家茶肆，來品茶的客人大

多是溫文爾雅之人，因此，儘管地處鬧市，生意興隆，但茶樓

依舊清靜雅致，清一色潔淨整齊的花梨木桌案上，擺放著景德

鎮官窯出品的茶具，晶瑩透亮，頗有雅韻。宋神宗熙寧年間，

福建邵武人李氏邀請朋友在這間茶肆飲茶敘舊，走時將數十

兩黃金遺落在桌子上。三、四年後，李氏又來到這個茶肆，沒

想到店主這些年來一直保管著李氏丟失的黃金，當李氏與他

談及此事，店主立即將黃金原物奉還。作為感謝，李氏想將黃

金分一半給他，被店主謝絕；請他飲酒，店主也堅辭不往，被

在肆中飲茶的客人稱讚為“世所罕見”。茶肆之外，提瓶沿街

賣茶的小販也有不少。汴梁居民常以茶交往，如有從外地新搬

來的住戶，左鄰右舍相邀品茗，互相介紹自己熟悉的商舖和娛

樂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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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選《盧仝煮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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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臨安的茶肆更加普及，出現了“處處有茶坊”的興盛

局面，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汴梁，卻少了後者的幾分清靜。一

般大些的茶肆，店內所插鮮花四季不同，還懸掛名人書畫裝點

門面。茶肆、茶坊兼賣點心，冬季天氣寒冷，賣七寶擂茶、饊

子、蔥茶，或賣鹽豉湯；夏天賣些雪泡梅花酒和清熱解暑的茶

湯。有的茶坊備有娼家，用茶做由頭招引後生輩在此消遣，叫做

“乾茶錢”。有的茶肆裡還有陪客人喝茶的妓女，時人稱為“花

茶坊”。

紹興年間，出現了一些賣梅花酒的茶肆，和著鼓樂吹奏的

《梅花引》曲，用銀盂杓盞子盛酒，門面擺放花架，插上奇松異

檜，敲打著酒具邊歌邊賣，成為富室子弟和京城諸司低等官吏

聚集的場所，時人稱之為“掛牌兒”。抱劍營街、清河坊、新街、

太平坊、後市街等商貿繁榮的地段，集中了臨安府的高檔茶肆，

都有妓女陪樂，“朝歌暮弦，搖盪心目”。

這些茶肆喧囂熱鬧猶如酒樓，往來的茶客也參差不齊。其

中也有風雅士人常去飲茶聊天、以文會友的地方，如中瓦內王媽

媽家茶肆、也叫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等。

茶肆之外還有固定茶攤與流動賣茶小販，到了夜晚尤其熱鬧，

大街上有手推車上設的流動賣茶點，以便觀遊之人飲用。還有

專門為酒樓、舖面送茶水點心的，時人謂之“齪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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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京街衢

梁園新貌

“曾觀大海難為水，除去梁園總是村。”

當那一片無垠的藍色映入腦海，便再無其他可稱之為水；

當汴梁的繁華將我深深震撼，才發覺以前所謂的城市大概只能

算作村莊了。

梁園為汴梁的代稱。此詩作者柴宗慶，娶宋太宗的女兒魯

國長公主為妻，一生又在許多地方任職，可謂地位顯赫、見多

識廣。即便如此，他也難以抵擋汴梁城的魅力，不由得發出上

面的感慨。

的確，當東京汴梁已經呈現出新的繁榮時，北宋的其他城

市尚處在蛻變的過程中，與東京相比，就像一個個或大或小的

鄉村。汴梁在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新型城市的代表。

北宋的汴梁被外城、內城、皇城層層圍護，每重城牆之外

都有城壕環繞，氣勢雄偉、規模宏大。如果將外城折為正方形，

那麼它的面積有二十三平方公里還多。長達兩萬九千多米的城

牆上，鑲嵌著二十個巨型城門。

外城裡面是面積較小的內城，面積有四點四九平方公里，

四面共十二個城門。內城東北有座萬歲山，後改名為艮嶽，仿

照杭州的鳳凰山人工修築而成，周迴十餘里。山以太湖奇石堆

砌，彙集各地花竹，窮極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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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嶽之西，也就是內城北部中央，便是被稱為大內的皇城。

它的面積雖然僅有零點二六平方公里，卻是整個北宋的權力中

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為了突出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像故宮

一樣，北宋皇城的重要建築也位於整個東京的中軸線上，如大

慶殿，昭示著這裡是天下的中心。大慶殿作為宮中的正殿，自

然修建得宏偉壯麗，從前人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這

一點：“殿九間，挾各五間，東西廊各六十間，有龍墀、沙墀”，

“殿庭廣闊，可容數萬人”。

除了大慶殿，外城正南門南薰門與內城正南門朱雀門、皇

城的正南門也坐落在東京的中軸線上，三者相連，便是被稱為

大宋第一街的御街。

顧名思義，御街是供皇帝出行的街道，氣勢自然不凡，其

寬度竟有二百餘步。寬闊的街面上，以兩行朱漆杈子隔出皇家

專用的中心御道，百姓不得進入。杈子裡挖有河溝，溝內盡植

蓮荷，微風拂過，蓮葉田田。兩岸滿是桃樹、李樹、梨樹、杏

樹，花開時節，各種顏色交織在一起，無數的蜜蜂和蝴蝶上下

翻飛，讓充滿皇家威嚴的御街，因這兩道花邊而變得溫柔。河

溝以外的東西兩側是御廊，在政和之前，還允許老百姓在其中

做買賣，吆喝聲混著花香、果香，冷冰冰的街道就在這喧囂中

活了起來。

汴梁城的三道甲衣被四通八達的水路連接。其中，汴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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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開始就是南北方物資運輸的要道，通過汴河，可以聯結富

饒的江淮地區和四川地區。每年，數百萬石的糧食以及各地的

特產通過漕運輸入汴梁，成為京師繁榮的重要物質保證。汴梁

作為當時最大的商業中心，除本地居民外，還雲集了全國各地，

甚至中亞、歐洲的商人，“人口上百萬，富麗甲天下”。外城西部

是五丈河、金水河、汴河、蔡河入城的地方，水路交通最為方

便，人口因而較多，幾乎是東部的三倍。而內城恰恰相反，由於

其西部多為政府機關所在地，所以居民自然歸於東部。

中國古代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城市，比如宋代的東京汴梁，

還有大唐的長安，它們雖是同樣的繁華，卻有不同的風格。如

果把長安比作雍容華貴的婦人，那麼東京便是渾身透著青春活

力的女郎。造成兩者不同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於坊市制度的

崩潰。

坊為中國古代城市的基層居住單位，坊內不得經商；市為

《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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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場所，時間和地點都有限制。坊、市之間界限分明，有專人

管理。最為典型的是唐代前期的坊市制度，那時的長安城雖可

列入世界級的繁華城市，但交易時間卻是“聚散有時”，實行嚴

格的“夜禁”制度。隨著市門的關閉，喧囂瞬間落幕，繼而歸於

寧靜。繁星點綴著深藍的夜幕，明月探頭張望，混著均勻的呼

吸，長安恬靜的臉時隱時現。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唐以後，坊市之間的界限逐漸模

糊。坊中出現了店舖；市內交易的時間和地點被衝破，按時開關

坊門、市門的制度隨之也被破壞。五代時期，官方試圖將坊市

制度再次確立規範，竟招來一片“怨謗之語”，最後不得不作出

讓步：如果京城內的街道寬度達到五十步，就允許居民們“種樹

掘井，修蓋涼棚”。這實際上是對坊牆外營造活動的認可。

北宋初年，汴梁沿襲唐代的坊市制度，居民區和商業區仍

保持著明顯的區別。由於城市商業的發達，北宋官方的竭力維

護已經無法阻擋坊市制度崩潰的腳步。封閉性的坊被衝破，市

場完全沿街而設。街道兩旁商店、旅社、貨攤林立，酒樓、食店

星羅棋佈。市場上的商品有來自各地的糧食、水產、牛羊、果

品、酒、茶、紙、書籍、瓷器、藥材、金銀器、生產工具等，還

有來自高麗和大食等國的貨物。其中，東華門外“市井最盛”，

主要供應皇宮必需品，無論是“時新花果”，還是“金玉珍玩”，

“無非天下之奇”；潘樓街的金銀彩帛交易，“動輒千萬”；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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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的廟會“萬姓交易”，更是熱鬧；城內還有些地方通宵營業，

如州橋夜市、朱雀門外御街、新封丘大街“夜市直到三更盡，才

五更又復開張”。銀杯玉盞清脆的碰撞聲和著婉轉悠揚的曲調，

與燈火通明的街道共同譜寫出一曲繁華的樂章。在中國都城史

上，汴梁已轉變為開放性的城市，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武林奇觀

西湖、錢塘江、鳳凰山⋯⋯湖光山色的掩映下，是南宋的杭

州城。它與汴梁一樣的繁華，多的是幾分秀美，就連城池也不

“淳化元寶”佛像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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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努力地追求方正，而是依勢建成了不規則的長方形。南宋的

臨安城利用吳越國都改建而成。擴建後，城區南北長約七公里，

東西寬約二點五公里，為了堅固城牆，還在原來版築的泥牆外

夾築磚牆。銀帶般的護城河彎彎曲曲地環繞著二三十米高的城

牆，留有十三座旱門，五座水門。城門的名字也帶有當地色彩，

如東南面的候潮門、北面的餘杭門和西面的錢塘門。

雖然汴梁也以便利的水運著稱，但是縱橫交錯的河道在臨

安城更加密集。與此相應，城內的橋也是星羅密佈。大一些的

有：登平坊內的登平橋、合同場前的過軍橋、雜賣場西的通江

橋、介真道館前的三聖橋、榮王府前的佑聖觀橋、長慶坊東北

的太和樓橋、富樂坊東邊的薦橋、善履坊東邊的油蠟局橋、興

南宋畫家繪《西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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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坊東邊的鹽橋等等；小一些的有：南瓦子前的熙春橋、通和坊

東的金波橋、保佑坊的保佑橋、鐵線巷西邊的水巷橋、武志坊

東邊的李博士橋、新安坊東邊的新安橋等等。這些大大小小的

橋，裝點出江南水鄉特有的城市風貌。

南宋的宮城坐落在鳳凰山東麓，被麗正門、和寧門、東華

門、西華門從南、北、東、西四個方向拱衛。城門都是金釘朱戶、

畫棟雕甍、覆蓋以銅瓦，鎸鏤有龍鳳飛驤的紋飾，巍峨壯麗，

光彩奪目。正殿依然稱為大慶殿，在南面的麗正門內。此外，

還有皇太后居住的坤寧殿、皇后居住的和寧殿以及延和、崇政、

福寧、復古、緝熙、勤政、嘉明、射殿、選德、奉神諸殿，天章、

寶瑞諸閣如星辰般點綴於宮內。

總體看，臨安城為“前朝後市”的格局：朝廷在前，百官衙

署和市區在後。南宋的坊也已經不是封閉式的居住區，僅為標

誌居民區的方位，有許多坊名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如清河坊、太

平坊、保佑坊、壽安坊、積善坊、里仁坊等。坊上為廂，每廂設

廂官。城內共有九廂，城外還有四廂，分別為西面的錢塘和東

面的仁和兩縣管轄。其分界線，很可能是縱貫全城的御街。

臨安御街的設計仿效汴梁，是全城最寬的道路，起自皇城

的北門—和寧門，南至南瓦子北，沿線是商業最繁華的地區。

四方商販往來，熙熙攘攘的臨安城買賣日夜不絕，小販們根據

季節更換著自己的商品。冬春有玉柵小球燈、奇巧玉柵屏風、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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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球、快行胡女兒沙戲、走馬燈、鬧蛾兒、玉梅花、元子槌拍、

金橘數珠、糖水、魚龍船兒、梭球、香鼓兒等物；夏秋時節，則

多賣青紗、黃草帳子、挑金紗、異巧香袋兒、木犀香數珠、梧桐

數珠、藏香、細扇、茉莉盛盆兒、帶朵茉莉花朵、挑紗荷花、滿

池嬌、背心兒、細巧籠仗、促織籠兒、金桃、陳公梨、炒栗子、

諸般果子等。

經濟繁榮帶動了文化娛樂市場的發展。“來時瓦合，去時瓦

解”的瓦舍是固定的娛樂場所，內有說書、小唱、相撲、傀儡、

說經、打謎、學鄉談等表演，還有雜貨零賣及酒食之處，十分

熱鬧。瓦舍內設有若干表演場地，稱為勾欄，其門首往往懸掛

宋代成書的《營造法式》（清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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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牌、帳額等裝飾物作為宣傳，內部是戲台和觀眾席。據《夢

粱錄》記載，城內外瓦舍合計十七處。它們有的以方向命名，如

清泠橋西熙春樓下的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樓前的中瓦子；有的

直接借用所在地名，如東青門外菜市橋側的菜市瓦子、崇新門

外章家橋南的薦橋門瓦子、新開門外的新門瓦子、候潮門外的

候潮門瓦子、便門外的便門瓦子、米市橋下的米市橋瓦子等。

臨安的園林建造在此時也達到鼎盛。這裡最大的園林風景

區就是位於城西的西湖，也是全城的主要水源地。西湖之景，

四時無窮，湖周圍三十餘里，自古迄今，號為絕景。即使是最出

色的畫工，也不能將其神韻盡摹紙上，如映波橋側的竹水院，

未進其地，先聞流水潺潺，空氣中透著似有若無的、嫩葉散發

南宋．劉松年《四景山水圖》之一，描繪了西湖的山水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