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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精神的文化地理定位研究术
——以西安为例
赵荣

张祖群姚春丽

方巧

（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

国内外许多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城市精神作为文化支撑，对城市精神的研究是近年

来城市问题探讨的一个热点。本文以典型历史文化名城和王朝古都西安为例，从自然背景、文化景
观、社会心理、城市经济特征以及与相关历史文化名城比较等方面分析了西安景观文脉，从物质、制

度、文化、节事活动、居民参与五个方面探讨了西安城市精神的塑造与培育问题，以期为西安城市发
展提供借鉴并为其它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竞争力提升提供启示。
关键词城市精神；文化定位；西安；历史文化名城

一、研究背景

要大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前进

“城市精神”（ｕｒｂ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概念流行是和近来世

的支撑和动力。时代需要我们提炼西安具有古城文

界范围内城市研究（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兴起相联系的。国

化底蕴、富有时代特色的城市精神，以开放、包容的

内对城市精神研究集中于上海、成都、大连、广州等

态度，全面扩大对外文化、科技、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地。它关注于都市生活的精神向度，是一个城市的历

增强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提高西安

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总结和概括，同时，作为一种价

的影响和知名度：教育、引导市民朝文明的方向迈

值目标，又规范、引导着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为我

进，对西安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们确立批判现实的标准。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中，原

二、西安城市精神定位分析

创性的精神文化成果，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真正的

城市精神定位有两个基本依据：第一，面对竞争

底韵所在。

的定位往往需要通过差别化战略，突出其独特性，这

国内外许多城市均有自己独特的城市精神（表

就要求我们客观分析一个城市的文脉和地方性，以

１）作为进入高度文明社会的支撑。伴随着新一轮城

了解它与其它城市之间的差异；其次，定位是人们心

市发展的高潮．中国在工业化升级、信息化扩展、国

理的活动指向性。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因此还必须设

际化进程加快的基础上迈入城市化加速新时期。“建

计一定的受众对象进行主观调查分析。对于西安的

经济强市，创西部最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实证研究。采取客观文献综合分析与主观受众调查

目标，标志着西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西安

相结合的二维模式。从而为西安城市精神进行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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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外部分城市的城市精神与文化类型

的文化定位打下基础。

（２）文化景观

１．景观文脉分析

西安是我国首批２４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

景观文脉（陈传康，１９９２；赵荣，２００２）是指一个

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和文物，其人文景观类型

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及其有机联

占全国同类普查规范的９０％。据统计，西安拥有９８７

系。是区域自然地理背景、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

个文物古迹重点保护单位、１２万余件珍藏文物以及

沉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四维时空组合。从比较文化

一批高级别观光景点，其中最负盛名、最具吸引力的

学与文化地理学角度分析．笔者认为。除上述四点

是周、秦、汉、唐等１３个王朝在西安的文化积淀（表

外。还应把西安与相关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比较，以获

２）。如果以每１

得完整的文化景观时空图式。

护单位的数量来量化其丰度．西安为１６．１．陕西省为

０００

ｋｍ２土地拥有国家重点文物保

（１）自然背景

１．８，全国为０．５。西安总面积仅占全国的０．１％。却拥

西安的自然背景是集中分布在秦岭北坡串珠状

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６处．占全国的３．２％。

排列的自然风景带和以关中平原黄土地貌为代表的

西安定都１ ０６２年的历史时期，缔造了神秘悠

黄土台塬。至２０００年止，西安市域内已批建两个国

远的丝绸之路．并使得黄河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家级、五个省级、一个市级森林公园，总面积达５万

的主流．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段开创了中华大一统国

多公顷；市域范围内还有ｆ金丝猴和牛背梁羚牛１两

家。这也是中华古国最繁荣、最强盛的历史时段，西

个自然保护区。西安地处半干旱的北方内陆地区，自

安被赋予华夏盛世文化，不仅使西安区别于其它六

然景观类型在全国同类景观普查规范中不足１０％。

大古都乃至１００个历史文化名城．也在地域上、年代

其典型的自然景观集中分布于秦岭北麓沿线区县，

上使城市精神形成统一整体贯穿理念。

少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较好，如华清池、楼观

因此，历史文化是影响西安城市精神的主要因

台国家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因此，自然背景

素，华夏盛世京都文化与黄河文化是其文化定位两

不能代表西安最鲜明、最独特的个性，不是构成西安

个支点。

景观文脉的决定因素。
表２主要王朝在西安定都时的景观文脉

注：西周建都镐京的时间，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文物报》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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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西安拥有３

１００

几千年帝王之都的熏陶以及关中盆地相对富饶

余年建城史；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古都伦敦、巴黎、莫

的环境使西安人形成了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小富即

斯科、东京等只有不到２ ０００年历史，罗马历史较

安等心理①。“保守”是西安社会心理长期积淀的成分

长，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前７世纪的７个聚落。而且西

之一，例如西安及周边地区一直保持着“婆姨”不外

安具有最长的未间断的建都史；与之相比，埃及、巴

嫁的习俗，近年来才有所改观。社区是西安人独特心

比伦、印度等文明古国的文化都曾出现过中断。对比

理的包容场所与实验地，也是剖析不同年龄市民心

陕西省内延安、韩城、榆林、咸阳、汉中等国家历史文

理特征的最佳切入点；城市社会活动空间是社会心

化名城，都不具有西安独特的文脉、悠久的历史、浓

理的景观载体与物质依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

重的文化景观等：它们与西安共著“５０００年中华之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区域物流、人流、信息流交换

旅”的形象特征。西安几千年来沉淀的文化脉搏伴随

的加快加大．西安以内陆开放型城市的道路选择已

着现代城市发展而跳动。
西安城市建设自古根据中国特定规划思想而

在改变或减少“保守”的社会心理积淀，这也应该成
为西安城市精神的诉求点。

作。包含天人合一的传统风水观念。它以世界上规模

（４）城市经济特征

最大、保存最完整古城墙构成城市中心，体现皇权至

西安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是西北最大

上思想。城市布局继承传统的左祖右社、前朝后社形

的科技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一ｔ２，，是连接南北、贯通

式。有明确而整齐的中轴线、棋盘式街道、低缓舒展

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近年

的天际线、青灰色色调等。代表了以华夏文化为主体

来，西安ＧＤＰ始终保持１３％的年增长速度。随着西

的东方都市建设的最高成就。而欧洲国家城市主要

部大开发高潮的到来，西安必将成为西北客商、资金

以教堂和广场为中心，且作为城市传统象征继承下

和物资集散地．也将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西北旅

来．多为没有规划的自然市区，呈现不规则放射状与

游龙头地位，成为中西部旅游集散地和辐射源。从现

环状结合布局：其建筑受到文艺复兴影响而具有复

代城市发展感知看，明城墙内旧城区与以高新开发

古特色，构成“巴洛克”风格。西安与欧洲古城之间形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新城区共同构成“古

成强烈对比．它的传统风貌与世界其它古都相比形

典一现代”二元化城市结构。高校、科研院所汇集了

成强烈的文化反差。

现代科技发展等现代文化的蓬勃气息，商业兴盛、流

２．受众调查

通频繁。这些均显示了西安这一中国北方最大内陆

为选取代表城市精神的形象要素，２００３年１０—

型开放城市的蒸蒸日上。

１１月．通过筛选典型地段我们在西北大学、西北工

西安“外向性”是指它与国内市场联系比与国际

业大学、西门人人乐购物商场、南门广场、钟鼓楼等

市场联系更便利、更容易。共同文化背景、相同制度

地以政府官员、学者、游客人群、一般市民与学生、投

环境使得国内市场成为其内陆外向型城市的基础；

资者人群为主要受众调查客体．各取２５％的比例，

以国内经济、市场体系为核心，在发展高级阶段和参

随机抽样调查了２００余位市民。除个别原因外，大多

与国际分工上有重要地位；其“对外开放搞活”对整

数市民配合较好，有效回收率超过９０％。借用西北

个西部欠发达地区，具有“增长极”和“成长中心”作

大学旅游调查小组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旅游空

用：经济开放以贸易为先导，以现代航空、航天、生物

间演化机理与优化模式研究）分析课题表格，选出认

工程、信息、电子等知识经济生产要素和要素合理配

为最能代表西安精神多重形象的主题词（表３）。

置为基础，以体现其活跃性，弥补其“内陆性”不足。

通过ＳＰＳＳ １０．２软件进行ＰＣＡ主成分分析，得

因此。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外向型城市氛围．是西安

到各因子在城市精神中的贡献率大小。按照偏向正

城市精神的新内涵。

面和负面两个层面排序，可以得到完整的受众客体

（５）与相关历史文化名城比较

对西安城市精神的评价谱系。经过统计从对受众个

①社会心理对于西安城市精神影响的讨论可查阅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５月《华商报》不连续的副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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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对西安城市精神的受众调查

体调查词汇可以看出，“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西

三、西安城市精神的培育与塑造

安人踏实”正向因子贡献率分别达到０．５８３和

城市精神从提出、形成到成熟或被广大群众理

０．３８２，“传统保守”、“缺少人文关怀”负向因子贡献

解、接受、认可和遵从，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凝聚力、导

率分别达到０．７８１和０．６５３。西安兼具正面与负面的

向力、激励力和规范力，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塑造

文化特征，独特的古都王朝文化、踏实朴实的作风、

和熔炼过程。

崇尚读书的氛围等是提炼西安景观文脉关键之所

１．发挥西安历史资源作用

在，传统保守的市民性格、缺少人文关怀、脏乱差的

西安城市精神的培育塑造可以凭借自己的特长

环境、非理性消费现象、没落古都情怀等是提炼西安

而保持优势。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赋予西安融合

景观文脉时必不可少的因素。

性的多文化特质和极为丰富的资源环境氛围，西安

３．文化定位

应该在盛世王朝的遗迹中寻找适合现实的独特卖

从景观文脉分析与受众调查主客观两个方面可

点。可在街头设立李白醉长安、杜甫苦吟诗、张骞出

以有效定位西安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既是对传统历

使西域等雕塑。使体量风格、造型、色彩等均有明确

史文化精华的继承，也是对现实城市理念、城市建

统一的汉唐风格，以达到和谐统一。

设、价值目标、人文风貌的概括和升华。文化历史是

２．城市政策制度保障

城市精神的灵魂．生命力是城市精神的衡量标准，合

西安城市精神通过外在物、人的活动加以体现，

理的城市精神文化定位是优质城市名片。城市精神

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保障。要将所执行的规章制度

的合理定位与发展旅游有一定的关系，是历史文化

与城市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协调起来。只有通过有效

名城旅游提升的互动因素。

的制度设计，将个人和微观组织的价值观与城市的

在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下，一个城市表现

整体价值导向有机地融为一体．才能使个体树立积

出来的精神。既具有与其他城市一样的民族文化所

极的工作价值观．体会出人格的被尊重，城市才真正

赋予的共性。又具有自己所在地域文化培育出来的

被市民所热爱。因此，政策制度是城市精神塑造的重

个性。深厚景观文脉是西安之所长，应该以文化来

要保障。

提升西安地位，可以凭借自己的特长而保持优势；多

３．城市文化建设支撑

年积淀的负面形象是提取西安城市精神和达到城市

培育塑造城市精神应当以城市文化建设作为切

预期效果必须正视的一面。同时西安市又是“文化

入点和基本途径。一是注意在城市建筑风格、地理风

城、文物城、人才城、知识城”，黄天厚土与山水城市

貌、人造景观、文化雕塑、广场道路等有形物质因素

交织。如何深入挖掘西安历史文脉，如何传承与焕

中体现精神因素，赋予文化内涵。二是在城市法律规

发城市优秀的历史文化，如何消除传统市民负面性

章、管理制度、城市形象、行为准则、典礼仪式、组织

格，如何扭转日益没落的古都形象，如何体现城市特

领导方式以及其它行为方式中体现城市精神。将“根

色树立独特品牌。如何实现西安跨越式发展和西部

植历史，卓越创新”理念寓于其中。三是在城市价值

经济腾飞．如何表达城市追求的最高境界，必须依靠

观念、发展目标、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精神观念的

西安人不断的创新发展、开拓进取、追求卓越。因此，

倡导宣传中，体现和弘扬西安精神。

基于以上逻辑分析．笔者试从文化上把西安城市精

４．以节事活动宣传为载体

神定位为“根植历史，卓越创新”。

西安城市精神的塑造培育需以丰富多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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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体，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倡导其内涵，使

作为典型历史文化名城和王朝古都的西安在新

其逐渐被广大市民理解、接受、认可和遵从。可开展

世纪要想大发展，“建造西部经济强市，恢复盛唐雄

宣传、教育、演讲、演出、展览等文化建设活动，大力

风”．除了在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上要有新思

培育符合西安城市精神实质的企业文化、机关文化、

路、新办法，更要按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和国

学校文化、社区文化等。要注意发现弘扬和实践城

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要求，大力推进城市

市精神的模范人物和典型单位，及时对他们的经验

软件建设，不断提炼、塑造与弘扬西安城市精神。同

总结推广．对他们的先进事迹予以宣传和表彰。

时。对于当前历史文化名城的衰落现象，我们可以从

５．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

城市精神的文化定位上寻找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突破

城市精神培育塑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

Ｅｌ。当一座城市自觉地在世界文化的坐标体系中为

会各阶层力量参与，并各自发挥相应的作用。各级

自己寻找位置、追求世界级的精神文化创造时，它才

领导干部要在城市精神塑造中发挥关键作用：新闻

具有真正的大格局、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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