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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3]。在宏观和微观尺度上，建筑塑造

了商业街区的空间结构，富有变化的细密

立面肌理形成多层次的景观，能够促进人

们的消费[4]。在形态和风格上，建筑依赖

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经济等

因素[5]，承载着地域文脉，展现出地域风

貌和空间肌理组织[6]。建筑作为地域的符

号，有现代风格、仿古风格或是在传统建

筑中加入现代商业气息和审美文化[7]，作

为标志的建筑更对商业街有重要的视觉意

义[3]。这些刻画着城市种种发展痕迹的建

筑，以其特色的空间布局、民族符号和时

代印记还原场所感[8]，是诠释场所精神的

重要媒介[9]，建筑是构成步行商业街整体

建筑文化对传统商业街区发展的影响
◎ 林 耿 马 璐 陈 洁

一、前言

商业步行街作为城市发展的名片，

是商业和人流集聚的重要场所，其建筑所

展示出来的历史传统、民俗和地域文化魅

力，成为吸引消费者前往的重要拉力[1]。

建筑作为一个本底层，是支撑产业的根基

和文脉，不仅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具体的

空间和场所”，还使产业处于这样一个氛

围中[2]。建筑是展现城市空间特征的基本

要素，它的个体形态和组合方式决定着空

间的形象。建筑的公共性与地域性，使它

在商业街的空间塑造与特色表达上尤为

摘  要：以北京路传统商业街区为案例，分析其建筑文化在街区发展中的角色和

影响。指出由标志性建筑景观、建筑肌理、建筑与文化事件等构成的建筑文化是北京路

商业街区竞争力的核心。与其当下繁荣的商贸文化相比，前者更是展现整个街区文化气

质的核心和灵魂。当经济职能发展趋同时，应该全面焕发传统商业街区整个建筑文化

体系的魅力，以激发其更强大的发展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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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和消费者地域印象的重要因素。

商业步行街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10]，

它的吸引力与其文化属性有着密切的联

系，街区的文化品质可以通过建筑的内外

环境烘托展示出来[11]。消费者对刺激的感

知经验和商业步行街的品质、氛围决定了

他们对某商业街区的总体印象。商业步行

街的环境和消费者的情感会影响消费者对

商业街区的选择，环境氛围是构成商业步

行街的吸引力的重要因子，消费者通过产

生对商业街区的整体印象感受此街区的魅

力[1]。在影响消费者感知的诸多因素中，

历史传统文化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

国内著名商业步行街（如上海南京路、哈

尔滨中央大街、武汉江汉路等）的传统建

筑文化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也是城市文脉

的组成部分[12]。消费者不仅消费商品，还

消费符号和意义，消费文化激发消费者的

想象和欲望[13]。在列斐伏尔所称的诗性消

失的时代，消费者注重体验象征性和符号

化的消费，也包括对建筑文化的消费。建

筑文化是构成步行商业街活力的重要因

素，是城市凝聚力的源泉[10]，建筑除了具

备居住、商业、办公等基本功能外，更多

是满足消费者的非功能性需求[14]。一方面

唤起本地消费者的城市记忆和认同感[15]，感

受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城市的本土特色[16]，增

加居民的自豪感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建

筑对外展现的风貌则有效反映了城市的文

化品位[17]，建筑底层清晰的空间划分[18]和

连续步行区使外地消费者在商业步行街

内感受到异时空的闲适生活气息[19]，标志

性建筑和遗产类建筑更是如此。通过满足

消费者精神层次的需求，文化成为商业步

行街持久繁荣的支撑力量[20]，并且影响着消

费者的消费行为。有学者通过应用回归模

型对建筑文化和消费者感知的关系进行分

析，说明步行商业街的建筑历史文化对消

费者的惠顾意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消

费者的感知和印象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1]。

目前很多城市大量的现代制造仿古

建筑不能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反而使建

筑成为“毫无历史感和场所感的道具和布

景”[12]。特色建筑缺乏和谐的物质环境也

会被埋没[21]。规划下的物体建筑多未从本

质上沿袭城市文脉，使建筑肌理留下暧昧

空间，看板建筑（藤森照信，1999）成为

“假面街区”的一部分[22]。如何让建筑彰

显其主体性，系统地成为步行商业街的积

极元素，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研究对象及概念

（一）研究范围

选取北京路商业街区为研究对象，具

体范围指以北京路为中心的两侧区域，北

起越华路路，南达沿江路，东至仓边路及

德政路，西接解放路，面积约2.1平方公

里，包括整个北京街道，以及广卫街道、

人民街道、珠光街道、光塔街道、大塘街

道和大新街道的部分地区。

（二）研究概念

芒福德指出“每一时代都在它所创

造的建筑上写下它的自传。”建筑是一

座城市历史文化的记载，是艺术，也是

文化的体现。吴良镛认为，建筑作为一

个体系的综合创造，对其文化的研究要

寻“根”，并从多方面入手, 如文化继承

性、生态环境观、人文环境观以及建筑

的地区性等[23]。建筑文化主要指建筑在标

志性景观、城市肌理、与人文活动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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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内涵和风格。其中，标志性建筑是

指在空间和文化意义上具有标志作用的建

筑，延续传统同时承担一定的功能，建筑

本身反映一段历史，同时在城市意象中，

其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印记，其名字所代表

的意义远大于其所承担的用途，成为人们

对一座城市感知与认知的标志。建筑肌理

是指一定范围内建筑、道路、公共空间等

不同要素在空间上的组合方式，这些结合

形成不同密度、不同形式以及不同质地，

产生不同的视觉特征，称之为一个区域的

肌理[24]。齐康认为一个区域的肌理一旦形

成，由它决定的物质价值、经济价值及文

化价值就很难改变。也有学者认为城市的

肌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集体记忆。总

的来说，建筑的肌理的形成涉及城人地之

间的复杂关系。建筑的文化由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串联而成，建筑的文化价值也由

在此生活的名人轶事得以升华和传承，其

特殊的社会意义也成为建筑文化的核心，

甚至成为城市文化的品牌与符号。

三、北京路街区的历史及建筑

（一）发展主题及建筑特色

北京路地处广州旧城中心，是城建

之始所在地，也是千年不衰的繁华商业中

心。改革开放以来，北京路商业街的商业

业态、产业功能、建筑形式都历经更替，

大致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的形式。

传统商业街。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

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传统商业街发

展阶段。北京路及其周边商业街的发展，

以老字号（如三多轩、太平馆等）、老街

区为特色。空间上沿主要街道两侧线性生

长，店铺密集排布，建筑使用上出现“前

店后宅”或“下店上宅”的混合功能，表

现为“沿街一层皮”的特征。该时期不仅

商业街商贸氛围浓郁，一些特色专业街如

高第街和西湖路灯光夜市在国内也很有影

响，甚至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图1）。

商业步行街。第二阶段是20世纪后期

十年，为商业街步行化、现代百货业形成

和专卖店涌现的阶段。这一阶段以北京路

步行街改造为标志，形成以大型百货店为

旗舰（如广州百货大厦、新大新百货公司

等），大量专卖店为主体的商业街形态。

建筑的利用更加多元化，骑楼与现代元素

融合度更高，建筑的沿街面较为整齐，传

统韵味浓厚，街巷肌理、空间尺度适宜人

行。建筑风格烘托商业氛围，使得商业区

的特色显现。步行化改造充分发挥利用骑

楼的特点，提升了其功能及商业价值，也

带动了周边与其直接相连的街巷的商业

化。整个商贸区交织成为一个包含综合性

商业街和专业性商业街的商业网络。

时尚消费中心。第三阶段是21世纪的

初期十年，购物中心的兴起形成了以大型

百货店与现代购物中心引领发展的格局。

 
图�  北京路商业街区主题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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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由传统商业区走向休闲体验式消费

的新兴商业中心，集中开发建设了一批时

尚购物中心。广百百货、名盛广场及光明

广场成为北京路商圈的三大主要商厦（图

2），商业活动由“室外”转向“室内”，

由“水平”转向“垂直”。集约式的商业

业态使得步行街、专业店、专卖店的角色

被弱化，成为背景。建筑更具现代性，骑

楼和多层建筑交错，脱离了传统元素，同

时在视觉上趋于平淡，建筑本身缺少记忆

点，外立面的商业氛围浓厚，墙面大多被

广告牌覆盖，整体统一性较差。

文化商贸旅游中心。第四阶段是21世

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为北京路商业街

区发展阶段。越秀区政府提出建设北京路

广府文化商贸旅游区，并重点打造南越王

宫博物馆、大佛寺、城隍庙、北京路步行

街等十大标志性工程，建筑体现文化品位

和旅游价值。北京路进入产业与文化融合

的发展新阶段。

（二）经济与建筑文化

从传统商业街到文化商贸中心，北京

路的商业以大型商场与特色商业街相结

合，具有鲜明的商业文化特征。一直以来

都是最繁华的商业集散地，集中了大量的

消费型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占主导地位，

云集了大量的知名品牌。特别是在服装鞋

帽和化妆品行业，国内外的许多品牌都希

望进入北京路，并将其视为广州市场的标

志性地段。

北京路对商家的吸引力体现在产业

与文化两个方面。首先，其产业经济规模

较大。北京路商业街区涉及七个街道，

其面积、企业法人单位数、从业人员数、

营业收入等指标分别占越秀区的24.4%、

24.6%、23.2%和37.5%，整体经济发展规

模和密度都较大（图3）。其次，其产业

类型多元化，功能高度混合。北京路商

业街区位处旧城中心，在长期的发展过

程中，各种产业类型多样化，产业功能混

合度①很高（图4）。从产业用地功能上分

析，商业占24.62%，住宿餐饮占5.25%，

文化占5.02%，居住占46.69%，在建占

3.32%，其他占15.10%。其中，北部的北

京路核心区，整体上产业功能混合度最

高，表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

北京路及周边区域两千多年的建城

史，使其不同于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商业中

心，并非高度纯化的商业功能，而是多元

化功能塑造下浓郁的人文生活气息，构成

其独具空间魅力的特质，其特有的建筑文

化也塑造岭南的商业个性。

北京路的建筑文化主要体现在贯通

古今融会中外的建筑特色，包括广州传统
 

图2  北京路商业街区主题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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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完整性、建筑肌理等方面相较原西

关、东山地区都具有优势。北京路传统骑

楼街多为小型店铺与住宅的结合，呈“下

店上居”或“前店后居”的功能布局，其

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当地区域气候的特点、

重商的传统与中西合璧的社会背景，包

括印度“外廊式”殖民建筑、地中海“柱

廊”宗教建筑、欧洲“敞廊式”市场建筑

与中国“檐廊式”店铺建筑、中国“干阑

式”居住建筑的几种可能的融合结果。在

建筑风格上实现了岭南传统文化和西方建

筑文化的有机结合，这种文化元素的融合

带给人们对环境与众不同的感知， 

北京路商业街区拥有历史遗址、饮

食、建筑、艺术、时尚产业、生态、宗

教、民俗等多元的文化元素，但相比于天

河商圈的现代商业文化，上下九商圈的近

代商业文化，北京路的产业文化主题更显

模糊（图5）。近年来北京路步行街一带

开发了一些历史文化遗址和现代购物中心

业态，一方面使区域的文化和产业更加多

元化，但另一方面也由于缺乏标志性的文

化元素支撑和新文化形态的注入，使其难

以如其他两个商圈一样具有鲜明的产业文

化形象。同时新开发的一批有“室内步行

街”之称的现代业态——购物中心，与传

统的北京路步行街存在一定竞争。消费者

购物出行的目的地不一定是步行街，也可

能是多功能、舒适的大型商厦。

四、北京路街区建筑文化分析

（一）标志性建筑景观

骑楼。北京路街区的骑楼建筑是整个

商业街区的基底。是岭南民居、经商传统

的传承与中西文化融合的印记，很好地体

的骑楼建筑及与中外古典主义建筑，具有

很高的建筑美学价值、建筑多样性价值

以及文化记忆价值。其留存下来的街区在

 
图3  北京路商业街区基本经济状况

图4  北京路商业街区的产业混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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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电影院。北京路从20世纪30年代开

始，逐渐聚集了老广州大部分电影院，至

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八院围城”的盛

况，以永汉、新星、新华（今五月花）、

南关、青宫等为代表的8家电影院，使得

当时的北京路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时至今

现了广州开放、灵活的城市精神。

千年遗址。北京路自隋唐以来一直是

广州城的中轴线，汇聚了千年古道、千年

古楼、南越国宫署、西汉水闸、秦代造船

工场和千年古寺大佛寺六个有千年以上历

史的文物古迹。

广东省财政厅大楼。以广东省财厅

为代表的北京路商圈内数十家文物保护

单位，包括北京路的广东省财政厅大楼、

文明路的广州市消防局旧址、文德北路的

市立中山图书馆旧址、沿江中路中央银行

旧址、教育路的药洲遗址和起义路的广州

公社旧址等，都体现了独特的岭南文化风

情。以省财厅为代表的古典风格建筑观赏

价值很高，并在历史上继续发挥作用。

新大新与广百。新大新成立于1914年，

开启了那个年代市民生活的新序曲——

“逛公司”，是广州市原址经营百货历史最

悠久的老字号百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是新大新发展的顶峰，享誉全国，2006年被

广百收购。现如今广百已成为广州的城市

名片。广百与新大新都是广州老字号，在不

同时代都是广州百货业的一面旗帜，是对

广州厚重的经商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图5  广州市三大商圈产业与文化对比图

 
图6  北京路商业街区历史文化遗址

资料来源：《北京路文化核心区总体规划》



34

URBAN HIGHLIGHTS·LEADING THEORY

专题·前沿

《城市观察》2014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No. 5, 2014

着珍贵的历史典故和名人事迹，成为整个

商圈继续拓展、彰显特色的重要依托。

例如，曾经有许多近现代名人在此生

活，其中位于文德南路的文德楼是周恩来

与邓颖超当年的新婚居所，是一战后的华

侨私宅，如今是“七十二家房客”租住的

大杂院。还有包括以广州五羊传说及孙中

山、叶剑英等人的旧居及其轶事，组成了

北京路街区建筑与人文活动的核心，借助

其在全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了北京路

的经济文化地位。

五、经济职能与文化职能关系中
的建筑角色

（一）商业业态与建筑文化

北京路商贸业的繁荣离不开其一直

以来的历史传统，而特色建筑是核心。北

日，永汉和南关老电影院仍享有全城长者

最丰富的关于电影的记忆。留存下来的电

影院记录了昔日广州电影业的繁荣，也承

载了老广州人的集体记忆。

此外，北京路内街大小马站一带有建

于清代的古书院群，是广州作为历史文化

名城的重要象征之一。位于北京路南端的

天字码头和接官亭遗址，更是见证了广州

历史和社会的变迁。

（二）建筑肌理

北京路悠久的历史成就了丰富多样的

建筑肌理，以宗教宗祠书院、竹筒屋、西

式联排式住宅、骑楼、近代工业建筑、近

代西式公共建筑六种形式为主。北京路、

高第街、玉带濠等特色街道完整保留了骑

楼的建筑风貌，高第街更是清晰再现了岭

南传统民居的布局结构，虽然部分建筑已

更多地被商业气息包裹，但其不同于一般

商业圈的独特性依然在街巷的整体感受体

验中得以显露（图7）。

建筑肌理是民居历史的再现，反映了

一个时代的人文生活状态，在现代的商业

开发中将旧街区进行改造利用，赋予商业

功能的做法备受追捧，使得其在众多商业

区中脱颖而出。例如上海新天地的开发保

留了石库门建筑的外观及街巷的肌理，使

得历史底蕴、文化创意与商业活力相得益

彰，成功地与其他成熟商圈的发展表现出

差异化与特殊吸引力。因此建筑肌理是一

个街区根植在最底层的文化蕴含，对商业

经济的影响和引导是深远的。

（三）人文活动与建筑

北京路作为广州市千年不变的城市中

轴线，淀积了历朝历代的文化资源，存留

 
图7  北京路商业街区的建筑肌理

资料来源：《北京路文化核心区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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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路的商业以批发零售业所占比重最大，

除了大型综合性百货，专卖店也是主要业

态，但相对而言住宿餐饮业基础一般，旅

游服务功能弱（图8）。这在一定程度上

与其特色建筑有一定关系，很多商业步行

街在业态分布上受到建筑文化的引导，北

京路的建筑以独栋建筑聚集而成，多个体

商户，这影响了商业街多零售专卖店的业

态分布。

（二）商业竞争力与建筑文化

全国知名商业步行街的策划均体现

了鲜明的文化主旨，成功地将特色文化作

为主线，将现代的商业和旅游活动融汇其

中。例如，上海南京路和武汉江汉路步行

街以近代租界的西方建筑景观为特色进行

开发，苏州观前街突出了道文化和吴文化

的内涵，南京夫子庙以传统科举和秦淮文

化为基础进行建设。

广百作为零售业的主力及广州的老字

号商场，建筑标识淡化，但经济实力依然

显赫，广百的形象符号化，真正的吸引力

并不来自建筑本身，其最核心的建筑文化

使得资源要素与人气的集聚在建筑失去标

志性后依然得以保持。北京路商业街区目

前在规模及层次上介于天河城商业区及上

下九商业区之间，吸引大量的年轻消费者

和外地游客。未来的发展中，商业业态并

不是最主要的差异，文化内涵和特色的彰

显才是根本核心的竞争力。

（三）建筑与符号化

历史文化是商业空间的底蕴，商业空

间则是文化氛围的外在延伸。建筑的存在

记录的是一段历史、呈现的是一种文化，

传承的是一种生活。

在建筑风格方面，北京路在很大比重

上保留了骑楼的样式，实现了岭南传统文

化和西方建筑文化的有机结合。北京路仿

哥特式风格的科技书店，仿古典主义式风

格的原文具批发部等建筑，都具有鲜明的

地域个性。而特色与个性决定了商业发展

之于其他地方之所长，有助于形成要素集

聚的高地。

建筑承载城市记忆，展现城市性格。

挖掘建筑更深层次的价值则发现，除了建

筑美学价值、历史价值，建筑的文化记忆

价值所产生的影响是更深远的。虽然在

建筑外观与形式上并不具有感召力和代

表性，但人们对建筑的认知已超越建筑

本身，例如“新大新”与“广百”这两个

名字的意义对于城市是不同寻常的，承载

了当地的历史记忆，是广味、广州性格的

集中体现。又如“骑楼铭刻着一个清末、

一个民国，任何一栋高层建筑都比不上人

们对骑楼的钟爱”。在对一个城市的感知

与认知中，建筑成为一个载体和感情的依

托，化身城市的文化符号与印迹。

但北京路商业街区的文化意涵在很大

程度上并未被人们所接收到，随着建筑历

史印迹的淡去，北京路发展的文化主题日

渐模糊，建筑文化类型多样、层次丰富，

 
图8  北京路商业街区主要行业年营业

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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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文化系统尚未

被完全的引导和打造。建筑文化在经济职

能与文化职能中的作用未能全面凸显。

六、结论

北京路是“广府文化之源，千年商都

之核心”，以其为中心向东西延伸形成的

商贸街区是广州自古以来商业发达的标

志。虽然其产业发展的优势逐渐消减，但

仍然是展现广州城市风貌与商贸文化的名

片。可见，北京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不

是依托经济规模来支撑，而是其长期沉淀

的文化影响和城市象征意义。北京路商业

街区实质上缺少诱导目标消费群的实质性

内容，消费群体的认知存在形象固化、概

念化和符号化倾向。

北京路商业街区的综合竞争力来源

于其整体的品牌价值，而不是某种业态。

其中，建筑文化对于整体品牌价值的形成

做出贡献，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辅助性作

用。北京路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拥有很

高的知名度，其品牌效应吸引着大量的商

家和庞大的人流。目前北京路已经成为广

州商业的峰值地价区，许多知名商家将进

驻北京路视为自身实力的象征，愿意承担

高额的租金，这种集聚进一步强化了北京

路的品牌效应。在北京路商业街区竞争

力的核心元素中，建筑文化是最重要之所

在。当经济职能发展趋同时，应该全面焕

发传统商业街区整个建筑文化体系的魅

力，以激发其更强大的发展竞争力。

（致谢：感谢林俊帆、李禅、陈昊的

基础资料分析工作以及广州城市规划设计

所提供的现状分析图）

注释：
①产业混合度是指每个地块各种不同产业的混合程度，值越高表示混合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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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on Traditional Commercial District
Lin Geng, Ma Lu, Chen Jie

Abstrac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Road of Guangzhou,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and 

points out that architectural culture, which is composed of landmark buildings, architectural 

texture, architectural and cultural events, i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for Beijing Road business 

district. Compared with current prosperous commercial culture, architectural culture is more im-

portant to represent the core or soul of cultural temperament of the district. Therefore,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when economic functions show the same trends,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can be revitalized by a full and complete demonstra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order to gain 

more competiveness.

Keywords: Beijing Road; commercial district; architectural culture; t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