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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京都千百年，钟灵毓秀萃龙渊。”千年古
都的历史文化变迁汇聚成北京独特的壮美之景。梁
思成曾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
立而产生。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
底的规模。”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
的北京中轴线是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中轴线，也
是世界上现存最长、最完整的城市中轴线，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北京闪亮的文化名片。

今年4月，《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
期 规 划 （2019 年 —2035 年） 》（下 文 简 称 《规
划》） 发布，《规划》中专辟章节提出“通过中轴线
申遗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北京中轴线是北京
老城的“灵魂与脊梁”，擦亮中轴线这张“金名
片”，对于北京老城保护意义重大，也将为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增光添彩。

见证古都历史变迁

北京中轴线起始于元代，成型于明代，传承发
展至今，已有750余年历史。

1267年，忽必烈选址建造元大都，至1274年基
本完工。在都城规划过程中，设计了明确的城市南
北中轴线。

明代北京城中轴线基本沿袭了元大都的中轴线
（也有观点认为明代中轴线向东移动了 150 米），并
在此基础上有很大的创新和拓展：一是建造紫禁
城，并将中轴线向南扩展至永定门。二是在紫禁城
后建万岁山 （清代改称景山），增加中轴线的制高
点。三是在紫禁城两侧建造太庙、社稷坛，强化

“左右对称、中轴明显”的皇城格局。此外，将钟鼓
楼迁移到元代中心台位置，由此形成了长约7.8公里
的城市中轴线。

清代完全沿用了明代的京城中轴线，只是在局
部进行修缮和改建，如顺治年间重修承天门城楼，
并将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

近代以来，受战争影响，北京中轴线建筑遭到
不同程度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广场建
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
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两馆合并为今中国国家博物
馆）、毛主席纪念堂等，中轴线的政治意义、文化意
义更加凸显。

2005年，北京市在原址重建永定门城楼，使中
轴线南端的城市历史景观得到修复。2012 年，北京
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标志
着北京中轴线保护翻开了新的篇章。

做好整体保护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
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
史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汇集了北京城市建筑的精
髓，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更彰显了大

国首都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自信。做好北京中轴线的
整体保护与传承，不仅是中轴线申遗的需要，更是
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应有之义。

目前，北京中轴线确定的申遗范围包括永定
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
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社稷
坛、太庙、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及钟楼等14
处遗产点，以及连接这些遗产点的历史道路和道路
两侧约 51.4 平方公里的缓冲区，覆盖北京老城约
65%的面积。遗产区内的文物腾退工作是中轴线保
护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北京市花大力气开展腾
退搬迁和文物修缮，取得了明显成果。腾退只是第
一步，还要通过后续利用，让文物焕发新的活力，
产生新的文化价值。作为北京市探索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修缮新模式的试点——杨梅竹斜街，在改造过

程中摒弃以往大拆大建模式，遵循“真实性”保护
原则，最大限度保留了杨梅竹斜街的历史原貌，并
联合设计师、规划师通过“节点式改造”与“在地
再生”方式，为腾退空间引入文化创意项目，让近
70%的原住民能够免于搬迁，长久生活于此。

文化遗产不只是单纯的古代遗存，还包括当代
呈现的文化风貌。而文化风貌的形成，是周边环境
与环境中的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中轴线保护
除了完成区域内的腾退修缮，还应建立长效机制，
做好周边治理工作，营造出与传统建筑景观和谐共
存的文化风貌。目前，北京市已编写完成 《北京中
轴线申遗综合整治规划实施计划》《北京中轴线风貌
管控城市设计导则》，就中轴线沿线区域风貌作出规
划设计要求。后期应严格遵循导则要求，把工作落
细落实，推进沿线区域环境整治提升。在区域治理
中，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构建多元治理主体，提高
治理的人性化和精细度。在日本，“町内会+市场化
服务企业+地方自治主体”共同构成街区多元治理模
式，此外，民间团体也是日本街区自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宣传教育、组织居民活动、指导帮助整改项目等
方面起到较大作用。北京中轴线周边传统居民区的
治理也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实现文脉复兴与创新

让北京中轴线成为历久弥新的活态文化遗产，
就要盘活公共文化空间，将中轴线区域内可用地作
为激发文化潜能的“触媒”，推动中轴线文脉的复兴
与创新。

增加公共空间的文化服务功能，营造底蕴深厚
的文化氛围。《规划》明确提出“利用中轴线文物腾
退空间，优先用于补充公共功能，因地制宜建设博
物馆、纪念馆、文化馆、艺术馆、图书馆等文化设
施”。近年兴起的史家胡同博物馆、东四胡同博物馆
等，就是利用传统建筑打造公共文化空间、留住城
市文化记忆的典型范例。在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
中，“胡同花草堂 2017”项目旨在通过建立“胡同
花草堂”，改善胡同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让居民通过

养花、种菜等方式相互交流、协作共享，修复与重
建老北京胡同文化中遗失的意境。

维护传统业态，保护中轴线传统街区的文化遗
产特色。法国巴黎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经验值得借
鉴。巴黎市区法定保护区面积达到全市用地的
90%，巴黎市政府在保护古建筑不受损害、侵占的同
时，将过度商业化或是废弃的公共空间进行文化创意
改造，既维护历史空间原貌，又彰显文化遗产特色。

引入新兴业态，构建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融的情
境空间。近两年，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区域通过建
造“共生院”等方式，引入文化民宿新业态，一方
面为腾退工作提供新思路，另一方面提升原住民的
生活条件，同时又实现传统空间的保护再利用，可
谓一举三得。

北京中轴线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保
护好、传承好北京中轴线的同时，应当深入挖掘中
轴线的价值内涵，向世界讲述北京、讲述中国。

将北京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外向传播。开
发中轴线精品文化旅游专线、公交专线、漫步专路
等，将中轴线的各个景点有机串联起来，进行整合
营销。

加强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的国际合作。积极与
国际文化交流组织、世界遗产机构、国际文化研究
中心、高校等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国际化多平台合
作，向世界展现北京形象、中国形象。

以新渠道新方式讲好北京中轴线故事。深入挖
掘中轴线背后的历史事件、文化风俗、名人故事
等，运用现代化传播渠道和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
立体多元地展现北京中轴线，让中轴线文化遗产活
起来，让世人感受到北京中轴线的多彩魅力。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
长、博士研究生）

从繁华的鳌江下游出发，
一路向西而行。窗外，山林愈加
茂密，人烟愈加稀少。驱车一个
多小时，眼前忽见一个村落。一
条溪流穿村而过，溪北岸，高矮
不一的民居簇拥着一片青砖黛
瓦的古建筑群，蔚为壮观。

“这就是顺溪屋。”浙江温
州平阳县顺溪镇党委委员王国
强说。顺溪屋隐藏于鳌江上游
深山之中，因所在村子叫顺溪
而得名。该村村民均为陈氏先
祖陈育球后裔。“顺溪屋”指的
是 分 布 在 顺 溪 北 岸 的 陈 氏 祖
居，共10栋，总建筑面积达2.5
万余平方米，布局恢宏，构建
精巧，是浙南古民居建筑典型
代表。2006 年，顺溪古建筑群
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午后，阳光洒在村庄里，
路旁晾晒的笋干、面条，为宁
静的古村平添几分生活气息。
穿过横跨顺溪的石桥，来到顺
溪老街。街上银饰店里，返乡
创业的村民陈正清正在打造银
饰，不时有游客过来询价。理
发店前，80 多岁的剃头匠坐在
门口凳子上晒太阳，悠闲自得。

村里老支书陈治昌介绍，顺溪村原本十分荒凉，少有人烟。明
隆庆年间，为躲避倭寇，原本居住在沿海地带的木材商人陈育球举
家内迁，成为顺溪陈氏这一支的始祖。在穷山恶水间，陈育球及子
孙劈山凿木，搭建住所，建造筏港，打通水路，使得上游山货可借
助竹筏直通鳌江下游。顺溪很快发展成商贸重地。清光绪年间，陈
氏家族从永嘉引进弹棉花技术、铸镬技术，在顺溪创办铸炼镬炉作
坊。当地还兴办木器、铁器、瓷器等各种加工业，一时四方客商云
集。老街是旧时商贸古道一段，连接平阳、苍南、泰顺、文成四
县，历史上非常繁华，当铺、商行、钱庄林立，马铃声、叫卖声、
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经过一代代商业发展，陈氏家族积攒了大量财富，在顺溪建起
了精美考究的家宅。陈氏老四份大屋是其中最典型的一栋。

顺着修葺一新的村中小路一直走，来到陈氏老四份大屋。它是
清乾隆时期陈家后代陈永千第四子陈作仁始建，为二进三院式，以
素木原石、青砖黛瓦建造，颇有江南民居韵味。如今，其中一间屋
子改造成陈列馆，展示顺溪氏族的迁移演变。

繁复精美的木雕是陈氏老四份大屋的特色。无论是斗、拱、
梁、枋，还是门、窗、家具，均巧雕细镂。木雕图案有历史故事、
戏曲人物、山水花卉等，还有用木条拼成的“福”“禄”“寿”“禧”
字样，体现了屋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陈氏祖屋距离老四份大屋不远，始建于清雍正二年 （1724年），
由陈嘉询、陈永千父子共同营建，是 10 栋古屋中建造年代最早的。

“可惜的是，2004年一场大火，把祖屋一角27间房子烧毁了。”想起
古屋燃起大火的情景，陈治昌至今还十分痛心。2017 年 6月，陈氏
祖屋整修项目启动，浙江省文物局、省考古所、省古建筑设计研究
院等单位专家多次到现场勘察、指导。2018 年 9月，陈氏祖屋按原
状整修完成。

走进祖屋，可以看到很多带着岁月痕迹的匾额，仿佛在诉说着
过往的故事。顺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卢兴华指着厅堂里一块写着

“商界耆英”的牌匾说，这是 1914 年平阳县知事颁给屋主人陈嘉璜
的。陈家世代经商，靠着勤劳双手，在深山中造出一座商贸重镇。
富起来的陈氏家族没有忘记回报社会，在当地兴办教育。在陈家老
四份大屋的厢房花厅——适舫，曾建有平阳县第一所女子学校。当
初作为教室的两个房间，至今还完好无损。教室外的适舫石碑，还
嵌在厢门上首。

在陈治昌眼里，老屋是陈家人的“根”。村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
人，从小在老屋里长大，屋里的一砖一瓦，都饱含着亲切的回忆。
每年清明节、中元节，在外工作的顺溪陈氏后人都要回到陈氏宗祠
祭祀祖先。陈氏宗祠是与陈氏祖屋历史同样悠久的老建筑，每隔几
年就要进行一次大修。宗祠里保存着十几本宗谱，记录了陈氏家族
的发展脉络。

为了保护顺溪村这些古建筑，2006年，平阳县设立了顺溪文物
保护管理所。从2013年起，国家财政累计投入两千多万元，用于古
建筑修复、古道修复与改造等。2016年，顺溪村入选第四批“中国
传统古村落”和温州市“十大最美古村落”。

随着老屋名扬，乡村旅游发展起来。顺溪镇建设了旅游集散中
心，完善了相关基础设施，已连续举办三届“古屋旅游文化节”，吸
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览。村民陈正清正是看到家乡的发展前
景，辞掉了外面的工作，回家开了一家银饰店。店面由自家老房子
改造，设有开放式工作台方便顾客参观。靠着售卖传统手作银饰，
一年收入能达到数十万元。

夕阳西下，位于老街街头的农家乐阿銮酒家热闹起来。老板娘
李素云端出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土菜，有溪里捞的鱼、山上挖的笋，
新鲜爽口。借着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东风，小店生意蒸蒸日上，李
素云脸上整日挂满了笑容。

擦亮北京中轴线“金名片”
范 周 孙 巍

5月6日，位于故宫东侧的古代皇家档案库
皇史宬启动为期50天左右的拆除违建工程。皇
史宬南院内近 600 平方米的违建拆除后，将由
故宫博物院对古建筑进行原貌修复。

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为明清时期的
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建筑采用砖石结构，正殿
为“金匮”“石室”的典型，是中国现存最完
好的古代皇家档案库房，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
藏书保护的优良传统和技术成就。1982年，皇
史宬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皇史宬分南北两院，由于历史原因，其南
院成为居民居住的大杂院，院内违建、私拉电
线等问题严重。2019年底，皇史宬文物腾退工
作完成。如今，内部违建开始拆除。不久的将
来，修复后的南院将与保存完好的北院合璧，
向世人展示其独特的建筑魅力和文化风采，成
为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的又一大亮点。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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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北京城的精灵”雨燕在天坛祈年殿前飞翔。 刘宪国摄 （人民视觉）
右图：“五一”假期，游客在故宫拍摄美景。 祝振强摄 （人民视觉）
左图：“北京城的精灵”雨燕在天坛祈年殿前飞翔。 刘宪国摄 （人民视觉）
右图：“五一”假期，游客在故宫拍摄美景。 祝振强摄 （人民视觉）

2019年9月，北京天坛公园举办“中轴申遗”图片展。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5月6日，北京皇史宬南院启动拆违。
陈钟昊摄 （新华社发）

顺溪村村民在陈氏祖屋里舞龙。 王爱莲摄

农历九月十五，顺溪村举办传统庙会活动。 顺溪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