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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市 |
大唐国际商品交易中心

《长安十二时辰》伊始，一名官员站
于城门之上，伴随着鼓声大声宣读圣
旨，“上元节西市开市，商队无论来自何
方何国，只需一次勘验入市，此后十二
时辰内，皆可于坊间自由来往”。城门
外各路商队云集，穿着不同服饰的商人
牵着满载货物的骆驼早已经迫不及待，
只等城门一开，进城开展贸易活动。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杜文玉介绍说，西市
作为当时长安城中两个市场中的一个，
确实具有买卖交易的功能。它和与之
对应的东市分别位于长安城东西两侧，
四面被坊区围绕。

而据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中国唐史学会理事毛阳光介绍，
东、西两市面积一样，都是两个坊大
小。“史书中记载，西市长600步。但我
们实际测量发现，其实它是一个东西
长，南北略短的一个长方形。”

剧中西市开市是在巳时，“史料记
载，东、西两市每日午时开市。午时击
鼓 300 下而开市，日暮前七刻，击钲
300下而闭市”。“实际上，西市早在隋
朝设计规划长安城时就已经有了。”杜
文玉说。

而售卖的货物，西市的品种也要远
远多于东市。东市主打国内市场，奢侈
品的天堂，和现在的三里屯相比只差街
拍，西市是国际性大市场，只有你想不
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因为东市和西

市，“东西”的说法从此产生。据史料记
载，西市商品，吃穿用，行行都有，要尝
美食，有酒肆、茶楼、饭馆、饼团子铺、果
子行、鱼行，要穿新衣，有绢行、帛肆、绸
行、大衣行、帽行，要装点形容，有首饰
行、珠宝行，日用杂物，有秤行、油靛行、
炭行、灯烛行、磨行，求医问药，有药行、
饮子行。甚至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也
可以在西市找到。

唐朝文学家段成式在他专门记录
各种奇闻怪谈的《酉阳杂俎》中曾记载，
在西市曾有一种叫“狼巾”的东西，实际
就是狼的筋；书中还有记载，有人收到
一件香罗帕包着的宝物，但看着就像生
锈的钉子，不知为何是宝。拿到西市，
请胡商一看，胡商惊讶地说：“这是宝骨
啊，值一千万。”

西市的物品之所以这么丰富，胡商
功不可没。胡商，指的是西域来的商
人，他们有波斯人、回鹘人、阿拉伯人，
但主要是粟特人。粟特人原居住中亚
一带，特别擅长做生意，带着天南海北
的货物，年年奔波在丝绸之路上，中国、
波斯、印度、阿拉伯乃至欧洲，到处留下
他们的足迹。因此，西市里胡商的店
铺，货物新奇别致，特别受到顾客的青
睐。所以，当时的西市，堪称是全球商
品集散地，同时也展现出唐朝包容、自
由的社会氛围。

但遗憾的是，如此辉煌热闹的西
市，却随着唐朝的衰落，被一场大火彻
底摧毁。

上元节 |
全民狂欢三天三夜

《长安十二时辰》故事发生在正月
十四至十五，上元节的24小时内。狼
卫选择在这一天行事，不为别的，就是
因为上元节当日，长安城里一定是人山
人海。

毛阳光介绍说，唐朝长安城实行宵
禁制度，每天早晚特定时刻，城门、各坊
坊门都会开闭。“一更三刻到五更三刻
宵禁时间段是禁止行人在街上行走的，
一旦发现按律打五十大板。但如果有
特殊情况，比如疾病、生育和死丧则可
以通行。”

而每年的上元节，这样严格的宵禁
制度会被暂时取消。杜文玉告诉记者，
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取消宵
禁，文武百官和全城百姓可肆意狂欢。
而这三天上元节，自然也成为长安百姓
一年一度纵情玩乐的重要节日。整个
长安城沿袭着隋朝就有的上元张灯的
民间习俗，被万千灯火装饰起来。

《朝野佥载》中记载：“上元灯节正
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
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
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
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妙筒长
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花服、花钗、媚
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
之极，未始有之。”

《长安十二时辰》忽悠!

由此可以看到，唐朝的官方灯
会，极为奢侈盛大，灯型繁多。唐中
宗景龙四年（710年）上元之夜，中宗
就与皇后出宫观灯。当时，还出现了
利用热动力学催动花灯转动的“影
灯”。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二十
丈高的灯轮、灯树已经不够用了，直
接上“灯楼”。李隆基有灯楼三十间，
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
至，锵然成韵。

每逢上元节，长安城内喧闹非
凡，有时候车马实在太多了还会出点
事故。比如天宝十年的上元节，杨贵
妃的兄弟姐妹要去西市夜游，结果车
马在西市门口撞上了广平公主和驸
马一行。西市门窄，而双方都仗着自
己是皇亲国戚，各不礼让，结果就争
执起来了。公主就回去找父皇哭诉，
唐玄宗一怒之下不仅杀了杨氏的家
奴，还将驸马免了官。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长安城内
各处都分布有高塔，名曰望楼。在第
一集中李必就为观众们详细讲述了
望楼的用途——监控舆情以及实时
传递信息。而随着狼卫入城后，望楼
实时将狼卫在城内动向传递给靖安
司的一系列操作让观众们眼花缭乱。

不过，这套极其炫酷快捷的望楼
系统，却并不是当时真实存在的。唐
代是有望楼的，望楼就是“岗楼”，是
特殊的军事用语，而望楼的主要作用
是监视，并不能传输过于复杂的信
号。在唐代邵谒《显茂楼》中曾经说
到“惟有望楼对明月”，可见唐朝已经
出现了望楼。杜文玉告诉记者：“但

长安城中，并没有像望楼这样的监控
设施。但与它类似的，是一种叫做街
铺（史料称为武侯铺）的设施。”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长安城总
面积约为84.1平方公里，东西南三
面各有一个城门，城中人口鼎盛时
可达百万。城区由三个部分组成：
三座宫城，分别为太极宫、大明宫及
兴庆宫；一座皇城，为中央各机构的
办公场所；其余的就是供人居住、生
活，由东西南北街道分割而成的坊
区，大小不一共108个，其中除了有
民居外，还有店铺、寺庙等。“可以说
是组成长安城的基础单位。”杜文玉
说。

而按照当时唐朝制度的规定，在
城门、每个坊的坊角，均设有街铺，且
街铺的大小不一，大城门设置的街铺
规模最大，有兵士约100人，大铺30
人，小城门20人，小铺5人。而根据
杜文玉所介绍的长安城规模，我们不
难推测出，当时长安城中街铺数量至
少有100多个，配置兵士数量可达数
千人。

那么设置这么多街铺是为何呢？
“街铺的主要职责就是巡查街

道，相当于现在我们的治安点吧。”杜
文玉说，在街铺里的兵士主要是左、
右金吾卫，主要职责就是负责长安城
的治安。“就是长安城的巡警。一旦
他们抓捕到罪犯，会交给京兆府、长
安县、万年县这三个政府机构，由他
们来审理，同时这三个机构也有维护
城市治安的职能。”

毛阳光也指出：“当时长安城内
各坊的坊墙都不高，人们随时都可以
看见坊里的情况，也是出于安全考
虑，城里不会设置像望楼这样的高层
建筑。”

那么，硕大的长安城，是如何进
行信息传递的呢？

《长安十二时辰》中，望楼系统传
递信息的过程中，伴随有鼓声。狼卫
曹破延在修面时问修面师傅鼓声为
何意。

“击鼓确实是当时长安城传递信
息的一种手段。但主要是为了提前
告知长安百姓以及各街铺城门、坊门
的开闭时间。”杜文玉介绍说，根据唐
朝的规定，长安城的城门、坊门的开
闭都有特定的时间。时辰快到时，东
西朝堂开始击鼓，听到鼓声的各个街
铺依次开始击鼓，“它就像是接力一
样，很快能传遍整个长安城。百姓们
听到这个鼓声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开
闭城门、坊门了，该出门的出门，该回
家的回家。”

而据史料记载：“日暮，鼓八百声
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
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
止。”“街铺击鼓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报
平安，各个街铺之间互报平安。”杜文
玉补充说。

毛阳光告诉记者，在唐朝时，信
息传递的途径主要还是人和马，“驿
站的快马可以说是最快的传递手段，
也有烽火台之类的设施，这就另当别
论了”。

这就与《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一
个细节相吻合，望楼在将信息传递出
去后，最后还是由一名背插两只长
翎、身挂铃铛的兵士传达给靖安司。
望楼、街铺、烽火台等设施，只能传达
简单的信号或特定的信息，而较为复
杂且准确的信息细节，还是要由人来
传递。

而古人还有用鸽子作通信工具
则有明确的记载。五代王仁裕的《开

元天宝遗事》记载：
“张九龄少年时，家
养群鸽。每与亲知
书信往来，只以书系
鸽足上，依所教之处，
飞往投之。九龄目为

‘飞奴’。”有学者认为，唐
人用飞鸽传书，或受波
斯人影响。《酉阳杂
俎》记载：“鸽，大理
丞郑复礼言，波斯
舶上多养鸽，鸽能
飞行数千里，辄放一
只至家，以为平安
信。”

靖安司作为《长安十二时辰》中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府机构，承担着整
个国家的情报收集、数据管理等重要
工作，可以说它是整个唐朝的数据库
和处理器。而实际掌管这个机要部
门的，却是个年纪轻轻的少年——易
烊千玺饰演的李必。

抛开易烊千玺的演技不谈，李必
在剧中所呈现出的人物形象，除了学
识渊博外，最重要的就是他运筹帷幄
的能力和与年纪极不相符的社交网
络。这在李必在剧中第一次露面时
就有所阐述：“七岁与张九龄称友，九
岁与太子交，何监是吾师，王宗汜将
军是吾友。”这里的张九龄是唐玄宗
时期的真实人物，位居宰相，就是玩
飞鸽传书的那位；太子剧中名为李
玙，这与唐肃宗李亨的曾用名相
符；何监何执正的原型是贺

知章，人称“贺监”,剧中出现的“碧玉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
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证实
了这一点；王宗汜原型则为王忠嗣。

李必的自述可以看出，其在朝中
有十分强大的人脉资源，自幼便与权
力中心的人物为伍，而这就与史书中
记载的一位唐朝传奇人物不谋而合
了。这个人就是在唐玄宗、唐肃宗、
唐代宗、唐德宗四朝皆被重用，并曾
官至宰相的李泌。

据《新唐书》中记载，李泌出身赵
郡李氏辽东房，自幼聪颖，精通黄老
学说（道教早期教派之一），有神童的
美誉，深得唐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
林。在朝中，李泌与宰相张九龄私交
甚好，张九龄更是称他为“小友”。

而在《旧唐书》的记载中，李泌在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开始辅佐唐肃宗
李亨，李亨更是称他为“先生”。李泌
入朝议论国事，从制书文诰到将相升
迁，无所不预，史称其“权逾宰相”。
唐肃宗外出时，李泌陪同车驾，众人
指着他说“穿黄衣的是圣上，穿白衣
的是山人隐士”。肃宗曾对他说：“你
曾经侍从过上皇（唐玄宗），中间又做
过我的老师，如今下任广平王（唐代
宗李豫）行军司马，朕父子三代都借
助了你的道义。”

“李泌在唐肃宗、唐代宗以及唐
德宗时期，对于整个唐朝的政治决策
都有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平定安史
之乱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阳光
告诉大河报记者。另外，由于他自幼
痴迷黄老学说，并自称“山人”，所以
对权力并无兴趣，在受人排挤时总会
归隐山林，参悟道法，“等到皇帝需要
他的时候，他就重新入朝参政。这无
形中也让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总
能全身而退，并深得四朝皇帝信任”。

杜文玉说，《长安十二时辰》
中将李泌塑造成一个修道之
人，是与史实相符的。“他确
实经常在皇帝面前讲道说
法，但这也可能是他保
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实则他还是一个
政治家。”

而对于
靖安司这
样 一 个

政府机构，杜文玉和毛阳光都表示，
这个机构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杜文
玉说，负责长安城内治安的主要还是
左、右金吾卫、京兆府、万年县和长安
县这些机构。毛阳光则指出，唐代的
御史台具有风闻奏事、巡查地方的功
能，或许与靖安司的一些职能有类似
之处。

传信儿的望楼是不存在的

望楼 |
这是虚构的，治安靠街铺

别被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人物原型 |
易烊千玺饰演的李必来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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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北工作室设计的《长安十二时辰》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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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编 自
马伯庸小说《长安十二时

辰》的同名网剧6月27日悄然上
线。豆瓣8.6分刷新了近几年国产古

装剧的口碑，一众网友被这部良心国剧圈
粉。剧中所呈现的盛唐长安被网友吹爆，热闹
的西市、全城狂欢的上元节、剧中人物的原型、神
秘且权力巨大的靖安司、传递信息的望楼系统、旅
贲军、龙武军等众多内容让观众们眼花缭乱。有网
友表示：“没想到有一天我看国产剧也非要看字幕
才行。”而这些内容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还是为
了剧情杜撰出来的呢？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特别邀请了中国唐史学会的专家，带您
一起重回大唐。这份科普将帮你步入

唐朝情境，了解这部剧到底带火
了多少历史“土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