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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北京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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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脉是一个城市通过它的风俗、风貌、风格
所传达的文化特质、文化传统。它反映这个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特别是一代代市民共有的生活态
度、价值趣味和审美追求。对文脉的讨论由来已
久，但这个话题正式成立大概是在上世纪 60、70
年代，谈文脉的人也比较多，比如历史学者、规
划学者甚至有些风水先生等。

在许多人眼里，北京的文脉就是龙脉，于
是他们到处找龙脉、看风水。两年前，有个

声音谈起了文脉，切中肯綮，振聋发聩。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城

市建设时说：“要本着对北京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北

京的历史文脉。”国家领导人
提文脉好像还是第一次。

对 于 文 脉 的
内 涵 ， 我

有三点认识：
第一，文脉是城市的精神及其生成、演变的内

在逻辑。查字典，文脉就是文化脉络。文脉首先是
精神血脉，北京城大气、方正、雍容，北京人正
义、厚德、包容，北京文化正统、厚重、昂扬。这
都是北京文脉的主旋律。有人说中轴线是文脉，有
人说长安街是文脉，还有人说中南海、北海、什刹
海六海水系是文脉，实际上，这些都是文脉的外在
形式、物质表达。

第二，文脉是城市文化规划建设治理的内在文
化规定性。城市有三个投影：历史、现在、未来。
而能够将三者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就是文脉。文
脉是个基调，是个主旋律，抓到“文脉”之后你就
知道歌怎么去唱，画怎么去绘，文章怎么去做。它
从心理层面、性格层面、审美层面、价值层面规定
了城市的尺度、格局、风格、品位。有文脉才能留
得住乡愁，唤起游子的故乡情怀。

第三，文脉是城市文化创造活动的源头活水。
城市的文化建设与传播，必须围绕文脉来下功夫。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从载体跟价值的关系来
看，所谓的文化建设就是价值寻找载体的过程。你
的载体越丰富，你的价值越成功。那么所谓文化传
播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载体来表达价值的过程。文

化传播如果没有载体，那你

的价值是表达不出去的。
文脉是城市价值的集中体现和凝练表

达，所以它一定是城市文学、文艺、文化的一
个重要源头。城市的建设者、管理者和一代代
市民把价值装进了城墙，装进了四合院，装进了
楼宇，铺满了街道，同时也把这些元素外化在自己
的行为特别是娱乐、抒情、审美、学习及其文化创造
活动当中。

文脉不是发展的障碍，恰恰相反，它为城市文
化创新提供了依据。但文脉的延展、创新要循规
而发、依理而动。外科医生一定是在把握了骨骼
经络生长原理的基础上治疗跌打损伤，作曲家
必须找到基调和主旋律才可以纵情安排音符。
因此，城市的建设者也必须在掌握文脉生成演
变规律的基础上去建设城市、创新文化。

把握文脉、传承文脉、创新文脉，
应是每一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和全
体市民的责任。

（作者傅华为北京日报
社党组书记、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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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主干道旁，一
座寓意“生命之树”的奥林匹克瞭望塔巍然耸
立。近日，这座246.8米的高塔迎来了一位新“住
户”——北京市奥林匹克塔邮局。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启，笔者一行从塔
基来到位于 80 层的塔顶，只用了 41 秒。走出电
梯，一个偌大的邮局映入眼帘，只见以奥运为特
色的柜台前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柜台前的奥
运五环标志下写有“北京奥林匹克塔邮局”字
样，背景板上错落有致地装饰着足球、乒乓球、
滑雪、短道速滑等项目的人形图标，柜台里则整
齐地摆放着多种奥林匹克主题类的个性化邮票、
邮折及纪念品等。

其中，中国邮政发行的第31届里约奥运会纪
念邮票 1 套 2 枚格外引人注目，邮票选取了女子

排 球 和 男 子 接 力 两 个 运 动 项
目，色彩采用巴西和中国国旗
色系，将运动的速度与活力表
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购买里约奥运会纪念
邮票，家住颐和园西门附近的李先生，特意来到
柜台咨询工作人员。“我是一名集邮爱好者，特
别是奥运会纪念邮票，一直是我的心头最爱。今
天能在这里买到心仪的邮票纪念册，我感到很满
足！”李先生说。

“很多来奥林匹克塔的游客对我们的邮票很
感兴趣，特别是一些外国人，他们大多被邮票的
样式和图案吸引，会买上几枚，然后盖上当天的
纪念戳。”工作人员介绍说。

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即将上小学六年
级的周雨彤拿着刚买的奥运纪念明信片说，自己
很喜欢看奥运会，特别是排球和乒乓球项目。这
次来参观，她不仅买到了以奥运塔为背景的明信
片，而且鼓足了勇气站在 200 多米高的地方，俯
视脚下。周爸爸由衷地赞叹：“我有点恐高，女

儿比我强！”
环顾邮局四周，整个北京的景色尽收眼底。

向玻璃窗外望去，无论是近处郁郁葱葱的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还是远处中轴线上的鸟巢、水立
方、永定门、鼓楼等，都可一览无余。

如今，在观光塔的顶层设立邮局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比如台北 101、广州塔等都在顶层开设
了观光邮局，但这家主题邮局却有着与众不同之
处。“这家邮局是中国唯一一家叫奥林匹克的邮
局。”中国邮政体育邮局副局长王冬说，“邮局的
功能集寄递业务和主题文化于一身，我们的产品
和奥林匹克相结合，这是最大的亮点。”

“空中邮局”将体育和邮政巧妙结合，旨在
让广大邮迷、体育迷享受到集藏的乐趣。据王冬
介绍，目前一个与奥运塔外观比例相同的奥林匹
克塔邮箱正在加紧制作中，后期会在主题邮局中
投入使用。此外，邮局还提供专属邮戳和纪念戳
的加盖服务，游客可自行携带纪念册前来盖章。

题图为游客在奥林匹克塔邮局邮寄带有五环
标志的明信片。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8 月 20 日，北京延庆四季花海 2016 赏花季
开幕，5600 亩万寿菊、百合、串红、蓝花鼠尾
草、马鞭草、醉蝶、茶菊等花卉在延庆四海镇
竞相绽放，形成了天然的“田园调色板”。同
时，北京首个花卉特色旅游线路“一路花香”
发布，游人可以赏花拍照、花间骑行、热气球
赏花。

上图为动力飞行伞在花海上空表演彩烟飞
行。

下图为游人在花海中休闲骑行。
李 欣摄 （新华社发）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关注市民衣食住行

北京175项“大城小事”定分工
本报记者 赵鹏飞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关注市民衣食住行

北京北京175175项项““大城小事大城小事””定分工定分工
本报记者 赵鹏飞

日前，北京市政府召开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
平的意见》分工方案，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领域175项任务明确了
具体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其中
包括完成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保
护好四合院，加快实施故宫、天
坛、钟鼓楼等地区传统风貌保护
等。

分工方案共有 175项具体任务，其中，首项
任务就是由日前新成立的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委员会担纲，完成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由原北京
市规划委和北京市国土局合并而成，将完成城市
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两图合一，实现由城市
规划向城乡规划的重大转变。而这份城市总体规
划将明确北京到2030年城市发展的基本框架，并
远景展望到2050年。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正向更加注重减量提质
转变。”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意见》首次明确
了减量规划的实施机制，聚焦集体建设用地集约

利用这个关键，建立新增建设用地供应与减量腾
退用地挂钩机制。2020年底前将编制实施城乡建
设用地减量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

为了实现“减量发展”，北京市将尽快划定
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把市域空间划分为生
态红线区、集中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并针对这
三类区域尽早出台差异化的管控政策。据了解，
生态红线区将强化生态底线管理，探索建立生态
用地储备制度；集中建设区将严格落实建设边
界，优化功能结构，集约高效发展；限制建设区
将实现“减地增绿”，并推动集体建设用地腾退
集中。

作为一座拥有 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
都史的历史古城，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也写进了这175项具体任务当中。

北京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要说逛
逛北京城里的老地界儿，人们大多想到的还是原
汁原味的老北京景观、建筑和生活。按照计划，
北京将恢复“一轴一线”魅力景观，加强老城整
体保护，推动文物和保护院落腾退、修缮与合理
利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提升，保护
好历史文化街区特色、四合院及胡同肌理。

除了旧城以外，“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

保护利用也将继续加强；一些散落在京郊或全市
各区域的古文化遗址、传统村落、工业遗产及优
秀近现代建筑也将提升到保护利用的层次中。

此外，北京市还将增加市民绿色休闲空
间。推进“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二道绿隔郊野
公园环、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环”建设，到2020
年全市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85%。大力实施增彩延绿工程，提高公园、绿
地、林地、湿地建设标准，加快治理“杨柳飞
絮”，形成“三季有彩、四季常绿”的城市景观
环境。

分工方案还涉及多项民生政策，很多和老百姓衣
食住行、柴米油盐相关的项目都被提及，市民工作生
活的“微环境”有望进一步改善和提升。

例如，为提高社区服务品质，北京市将在 2020年
底以前制定新建住宅小区商业配套设施使用管理办
法，确保蔬菜零售、超市、早餐、洗染等基本功能需
求，完善微利经营、服务民生的运营保障制度。在出
行方面，未来北京将利用大数据优化公交线网布局，
到 2020 年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将达到 900 公里以上，
中心城区公交专用道达到 1000 公里、公交站点 500 米
内全覆盖……北京将高标准建设“公交都市”，到2020
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5%。

“ 《意见》 突出获得感，围绕人民群众工作生活
环境的优化美化，推出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
可的硬招实招，切实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身边的问
题、感受深切的问题，不断提升市民的参与感、凝聚
市民的归属感。”相关负责人表示。

分工方案中，一些重点项目被专门提到，包括加
快实施故宫、天坛、钟鼓楼等地区传统风貌保护，推
进玉河南段、前门月亮湾地区护城河等历史河湖景观
恢复；在交通方面，着重加快五环路以外驻车换乘

（P+R） 停车场建设，建成北苑北、苹果园等综合交通
枢纽，提高接驳换乘效率。

燕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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