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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起 永 定
门、北至钟鼓楼
的北京中轴线，
全长7.8公里，是
世界上现存最长
最完整的古代城
市轴线。

“北京独有
的壮美秩序就由
这条中轴的建立
而产生。前后起
伏左右对称的体
形或空间的分配
都是以这条中轴
为依据的。有这
样的气魄的建筑
总布局，以这样
的规模来处理空
间，世界上就没
有第二个。”梁思
成曾高度赞誉北
京中轴线。

2012年，“北
京中轴线”被成
功列入《中国世
界 遗 产 预 备 名
单》，2021 年是
“北京中轴线”启
动申遗的第十个
年头，申遗步入
关键阶段。

但很多人可
能不知道，这条
有着“壮美秩序”
的中轴线，最早
的规划者是邢台
人刘秉忠。不仅
是这条中轴线，
元大都之所以选
址北京，以及北
京城区水系和街
市宫殿布局，都
与刘秉忠的规划
设计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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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忠作为元大都
的规划设计师，其影响
不仅仅在宫阙选址、中
心台、中轴线设计这些
奠基北京城格局的宏观
方面，也渗透在一些传
承至今的民俗文化之
中。其中一例，就是北京
城的胡同。

北京城的胡同是从
元大都开始的，这样的
设计与刘秉忠所受到的
邢台“井”文化影响渊源
颇深。

邢 台 的“ 邢 ”，从
“井”演变而来。

商代时期，邢台曾
属于井方方国。据说，井
方属于陕西姜姓部落，
后辗转从豫北地区来到
邢台，并稳定下来。井方
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妇
妌，又被写作妇井。她是
井方酋长井伯之女，被
献给商王武丁，受到特
别赏识，与大名鼎鼎的
妇好不相上下。甲骨文
卜辞中有很多关于她的
记载，表现了武丁对其
眷恋有加。因为这层关
系，武丁对邢台一带很
重视。商代将方国居住
核心地带称为邑，这里
又被称为“井邑”，逐步
演变为“邢”。

从“邢”字的演变及
传承的连续性，我们可
以感知，“井”在邢台历
史中的顽强生命力。

作为邢台人，刘秉
忠在元大都的规划和设
计里，自然渗透了邢台

“井”文化。
北京城萧墙之外的

区域，划分为 50 坊。胡
同位于坊中，基本上沿
着南北干道的东西两侧
排列，纵横交错，形同一
个个“井”字。元大都建
成后，蒙古人就把坊中
纵横交错的小街称呼为

“井”，而蒙古语中的
“井”音译为汉语就是
胡同。

从蒙古语音的角度
还能解释清楚许多胡同
的名称：“屎壳郎胡同”
就是“甜水井”，“墨河胡
同”就是“有味儿的井”，

“箍筲胡同”就是“苦水
井”，“巴儿胡同”就是

“小井”，“蚂螂胡同”就
是“牲畜饮水井”。

随着明清将北京继
为都城，胡同更多了，名
称也五花八门，有所谓

“江河湖海”“山川日月”
“寺庙庵堂”“鸡鸭鱼肉”
“花草鱼虫”“风火雷电”
等等胡同。

同故宫、王府井等
皇家、官宦文化一样，胡
同作为民俗文化的核
心，已成为北京建城史
上重要的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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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北京城中轴线

公元1264年，也就是至元元年，刘秉忠
拜光禄大夫、太保，领中书省政事。

也就是这一年，“刘秉忠请定都于燕”。
从刘秉忠所请，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改
名中都，以为新都。

燕京原建有金朝的中都城，但受战争
破坏，金中都的宫室全被焚毁，已成废墟。
至元四年（1267 年），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
都旧城，以旧城东北郊外原来金建有离宫
的湖泊地带为中心，重新设计建设新都。
1271年忽必烈正式以元为国号。次年，改中
都为大都（今北京）。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
国家的首都，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受
命主持元大都规划的就是刘秉忠。

元大都从至元四年正月开始兴建工
程，八年始建大内，十年建成正殿和寝殿，
十一年正月宫阙全部筑成，到二十七年六
月发侍卫兵万人才修完大都城，前后历时
24年之久。

刘秉忠规划元大都，基本体现了《周
礼·考工记》的都城建设思想，“匠人营国，
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同时依据

《易经》的思想，规划了宫殿、城门。
邢台学院历史学博士葛仁考，多年致

力于刘秉忠的研究。谈起大都的规划设计，
葛仁考说：“礼治中的‘中’‘正’思想之外，
大都城的规划还表现了刘秉忠‘酌古宜今’
的思想。”一是宫城没有严格居于城市的几
何中心；二是充分体现了理、气、象数等思
想，结合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易经》卦
像、堪舆等多层次实践学科；三是巧妙利用
太液池等水利基础，坚持“得水为上”的堪
舆理论，将河流、湖泊合理融入整个城市建
设体系。

在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中，最重要的是
确定“中心台”作为全城的中心，这也是元
大都在都城设计中的首创。

据《析津志》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四
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
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
中也。”“在城市设计的同时，把实测的全城
中心做了明确的标志，在历代城市规划中，
还没有先例，这也反映了当时对精确测量技
术用在城市建设上的极大重视。”著名历史
地理学家侯仁之在《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
城》一文中这样评价。

“中心台”确定后，刘秉忠又以中心台为
基点向南至大都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的“独树
将军”，定出南北向贯通全城的中轴线。

关于“独树将军”，《析津志》中有这样
一段记载：“世祖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
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
一树方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
赐以金牌。”这样以大内南门对准城南门外
大树，就使得宫城的中心位于全城的中轴
线上，突出了大都以宫城为中心的格局。

中轴线从南到北贯穿全城，南自南垣
正门丽正门，向北直抵北垣正门。

南北中轴线是城市的规划主线，城内
重要建筑物，如大明殿、延春阁、清宁宫，均
置于中轴线之上。这条中轴线为明清北京
城所继承，并为今天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所发展。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始，一个
接一个烟花，腾空绽放出巨大的“脚印”，由
永定门出发，直奔鸟巢而来。仿佛有一位历
史的巨人正步伐铿锵地从这条北京城的中
轴线上走来，用脚步丈量着这段北京城市
文脉的时间跨度。

巧思修治北京城区水利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位于前门东大街，
以多种形式展示了北京城市规划发展历史
和建设成就。踏上扶梯向上走，展览馆右侧
墙面是一幅巨型的《北京老城》青铜浮雕。
四周细密如织的建筑合围中，一连串镜面
般的湖泊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这串湖泊包括积水潭、什刹海、北海、
中海，是高粱河水系的一部分。较金中都城
址所在的莲花池水系，高粱河水系更加丰
沛的水源，也更有利的水运条件，正是元大
都选定新城址的自然地理基础。

元大都的政治中心宫城选定在太液池
以东，全城的几何中心“中心台”则设在积
水潭北岸，并于其东侧建“中心阁”（今北京
城鼓楼附近）。紧傍积水潭东岸万宁桥，过

“中心阁”，确定了全城南北中轴线。
侯仁之的《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

载：“从中心台向西恰好包括了积水潭在内
的一段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城东西两
面墙的位置。”正是以积水潭东西之长作为
全城宽度之半，确定东西城墙位置。

这些充分彰显了刘秉忠在规划新都城
时对积水潭的看重，但要充分利用，使它发
挥大都城中水上交通中心的作用，还需要
对当地水系进行修治。

金朝一代，就尝试修建中都至通州的运
河，但由于水源缺乏和地势过陡，始终没有
顺利解决漕运问题，需要依靠陆运把集中在
通州的漕粮转运到中都。刘秉忠推荐郭守敬
负责水利事宜。郭守敬自幼于紫金山书院从
学于刘秉忠，专长水利工程，精于测量。

葛仁考认为，正是刘秉忠和郭守敬师
徒联袂，从规划设计和城市水利两方面锻
造了北京城的“元气”。

北京地区一直缺水，成为修建运河的
最大难题。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郭守敬
经过近 30 年对北京地区水资源的调查，提
出引白浮泉水接济漕运，修建京杭大运河
最后一段至大都运河的建议。

“白浮水导引入京，始于元初，以济漕
运。郭守敬经始其事。开渠引水，顺自然地
势，西折南转，流注大都城内积水潭。今日
新开京密引水渠，仍循元时故道。足证当初
地形勘测之精确。”侯仁之在《白浮泉遗址
整修记》中写道。

白浮引水工程大大开拓了元大都的水
源，把昌平白浮泉及西山诸泉汇集到瓮山
泊，导入通惠河，解决了通惠河的漕运水量
保障问题，是北京水源史上的重大突破。通
惠河的建成也成为京杭大运河最终完成的
标志，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由原来的通州潮
白河畔延伸到了大都城内的积水潭。

南来船舶沿通惠河从大都南城墙的丽
正门和文明门之间的南水门入城，沿皇城
的东墙北行再西折而入积水潭，“川陕豪
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

从上都归来的忽必烈正是看到积水潭
中舳舻蔽水、船货云集的繁荣景象，大悦，
遂命名为通惠河。

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今天北京
城区水系的基础。

无心插柳柳成荫。许多元代的水利工
程在通惠的同时，也造就了当时和日后北
京城的许多山水胜景。太液湖畔，宫城与隆
福宫、兴圣宫三宫鼎立，围绕三座宫殿筑起
的红门阑马墙与碧波荡漾的太液湖水互相
映衬。汇集诸泉的翁山泊，在清代建设成了
一代名园颐和园。而通惠河两岸高柳拥堤，
碧波清流，成为游人驻足赏景的风光河。

值得一提的是，西山诸泉、高粱河水系
以及城近郊的丰富的地下水，主要都是永
定河通过地上、地下的途径补给的。

葛仁考介绍，刘秉忠去世后，选择葬在
永定河畔，守望着这条赋予大都无尽生机

与活力的母亲河，足见刘秉忠对于大都的
一份深厚感情。

奠基北京城的宫殿与街市格局

作为一座井井有序、周密规划营造起
来的城市，元大都“辨方正位”的重点在于
确定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的方位，
其中尤以朝廷、宗庙最为重要。

刘秉忠设计大都时，最早确定的就是
宫城和北中书省的位置。

《析津志》记载，“至元四年二月己丑，
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
天下本。四月甲子，筑内皇城位置，公定方
隅；始于新都凤池坊北立中书省。”确定宫
城在太液池以东，确定北中书省在凤池坊
以北。凤池坊在海子（即积水潭）东北斜街
以北，即今什刹海以北地方。

在太液池东岸修建的宫城，分作南北
两组建筑，分别是“登极、正旦、寿节、会朝
之正衙”的大明殿和作为后廷的延春阁两
组宫殿。大明殿、延春阁建在宫城的中心
线，即全城的中轴线上。建在西岸的两组宫
殿，南为隆福宫，北为兴圣宫，分别为太后、
太子所居。元大都的中央官署则是分散设
置的，大多在外城的东北部和中部。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夏天，意大利商
人、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大都，在游记

《马可波罗行纪》中记录下了元大都宫城的
壮丽景色：“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
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
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
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
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宫顶甚
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并绘龙、兽、鸟、骑
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
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

辉煌壮丽的元大都宫殿在明朝陆续损
毁。通过分析相关史料记载，著名文物专家单
士元在《故宫营造》中指出：“隆福宫在朱棣称
帝后改建为西宫”“元故宫大明宫等的拆除时
间范围大体可以假定为是在洪武六年到十四

年之间，很大可能是在永乐四年后修建明紫
禁城时，元大内宫殿才被彻底拆毁的。”

元大都的街巷同样是井井有序统一规
划的。大都城北面设城门两座，东西南三面
各有城门三座。每座城门以内都有一条笔
直的街道，两座城门之间，大多加辟街道一
条。街道，连同顺城街在内，全城共有纵横
交错的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各九条。

全城的次要街道或称胡同，基本上沿
着南北干道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干道宽
约 25米，胡同宽只 6到 7米。城市居民的住
宅，集中分布在各条胡同的南北两侧，都可
以建起坐北朝南的主要住房，符合北京的
气候特点。

整齐有序的街道布局为明清北京的内
城所继承，是今天北京历史风貌的重要标
志之一。今天北京城内有些街道和胡同，仍
然保持着元代旧迹。

大都城的市肆分布在全城，重要的行
市主要集中在三处。一处是在积水潭东北
岸的斜街，名叫斜街市，受惠于积水潭水运
便利，是全城商业最为繁华的地方。一处在
今西四牌楼附近，名为羊角市，是城西最繁
华处。一处在东四牌楼附近，名叫旧枢密院
角市，主要供应大内日常所需的生活物资。

元大都从破土动工到修建完成，前后历
时24年之久，可惜的是，刘秉忠作为规划者
和设计师，却没能看到大都城完全落成的模
样，于至元十一年八月（1274年）撒手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