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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anmen and Dashil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center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Beijing's ancient capital cul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ighttime economy, 

Qianmen and Dashilan will become the only nighttime economic landmark in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In order 

to inherit Beijing's ancient capital culture more effective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nighttime economy, this paper 

used field visit, consumer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pert interview in the study. It focused on the 

nighttime cultural consumption wishes and demands of young consumers aged 18-45, and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in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apital culture. Based on the problems, the paper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develop nighttime consumption and inherit Beijing's ancient capital culture from five aspects: 

enriching nighttime economic formats, building cultural IP,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 

and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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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前门大栅栏是明清时期北京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凝聚了北京古都文化的精髓。随着夜经济的发展，前

门大栅栏将打造成北京老城唯一的夜经济地标。为了在发展夜经济时更有效传承北京古都文化，文章

采用实地考察、消费者采访、问卷调研、专家访谈的方法，重点参考18-45岁年轻消费者的夜间文化消

费意愿和诉求，对前门大栅栏在古都文化传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梳理。基于现存问题，文章从丰

富夜间经济业态、打造文化IP、强化宣传力度、完善公共服务、加强政府监管五个方面就如何发展夜

间消费，传承古都文化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古都文化；传承；夜经济；前门大栅栏 

1．引言 

夜间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夜间文化消费是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表现。夜间经济活跃

度高低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更体现

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生活习惯，发展夜间经济看似

为了拉动消费，实则展现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元素[1]。

2019年北京实现市场总消费额27318.9亿元，比上年增长

7.5%，其中服务性消费额15048.8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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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占市场总消费的55%左右，对总消费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72.7%[2]，继续成为拉动总消费增长的主引擎。

北京消费升级特征明显，尤其焕发活力的夜经济成为

2019年消费市场最大亮点。2019年底腾讯联合瞭望智库

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报告（2019）》显

示，北京夜经济影响力位于全国第二。2019年7月发布

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

施》中提到：将前门大栅栏打造为京城夜经济地标，围

绕古都风貌，大力发展具有创新引领和品牌吸引力的夜

经济消费业态。前门大栅栏地区珍贵的胡同街巷、丰富

的遗址建筑、浓郁的京味文化、悠久的商业老字号等都

是北京古都风貌的展现。2020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关

于新时代繁荣兴盛首都文化的意见》中将“传承源远流

长的古都文化”放在重要地位，前门大栅栏作为北京中

轴线上的黄金地段，承担着传承首都文化的重要使命。

夜间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传承古都文化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也带来巨大的挑战。丰富夜间文化消费业态，提

升消费品质，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传承古都

文化的途径。 

2．研究区 

北京人的话语中，“前门”常有三个含义：一是国都

正门正阳门的俗称。二是指正阳门城楼、瓮城、箭楼，

再早还包括正阳桥、五牌楼等构成的城门建筑组合的简

称。三是指前门大街及两侧街巷所组成的明清老商业街

区，前门大街为街区中心，大栅栏则是这一片商业街区

最繁华之处。口语中，常以“前门大栅栏”指称这一商业

区[3]。据2001年北京市公布的《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

保护区保护规划》中所定义的，“前门大栅栏”泛指前门

与大栅栏大街所在的历史街区，包含前门大街、大栅栏

街、大栅栏西街、杨梅竹斜街、煤市街以及廊坊头条、

二条、三条等在内的众多传统街巷[4]。本文题中所指“前

门大栅栏”是指北起前门西大街，南至珠市口大街，西

起南新华街，东至前门东路的区域。重点研究前门大街、

大栅栏街、大栅栏西街、杨梅竹斜街、煤市街、鲜鱼口

街游客密集路段。 

3．前门大栅栏再生与古都文化传承 

公元938年契丹辽国升幽州为陪都，称“辽南京”，

拉开了北京作为国都的序幕。1153年金完颜亮从黑龙江

阿城迁都燕京，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金中都，北京

正式成为国都。北京古都文化是指围绕北京建都以及北

京成为都城后形成的与都城性质关系密切的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5]，是北京地域性文化与都

城功能性文化的相互交融，是首都文化的根脉[6]。北京

古都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前门大栅栏作为明清时期最繁

华的商贸中心，绵亘500多年的文化是古都文化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前门大栅栏的再生是对古都文化的传承

和创新。 

前门大栅栏兴起于明代，明定都后为了发展京城内

外的商业，由朝廷出钱，在钟楼、鼓楼以及各处城门周

边修建铺房。铺房多用于堆放货物，又被称为“廊房”。

廊房头条、廊房二条等胡同名字皆源自此意。大栅栏最

初的名字即为廊房四条。清代时，前门大栅栏地区已经

成为百业俱全、商贾云集的地方，曾有“京师之精华尽

在于此，热闹繁华莫过于此”的美誉。全聚德的烤鸭、

都一处的烧卖、功德林的素菜、月盛斋的酱肉、聚庆斋

的糕点、长盛魁的干果、六必居的酱菜、张一元的茶叶、

同仁堂的中药等琳琅满目，五味俱全。还有众多娱乐场

所，广德楼、庆乐园、三庆园、广和园、同乐园等，红

飞翠舞，热闹非凡。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一把大火将大栅

栏付之一炬，前门大栅栏的繁华落下帷幕。 

20世纪60年代，前门大栅栏迎来第一次整修，修筑

了北京第一条柏油路，再次成为当时的北京商业中心。

此后，随着北京营商环境改善，前门大栅栏因消费档次

不高、购物环境差等原因逐渐萧条。20世纪90年代末，

前门大栅栏进行了第二次路面整修和环境整治。2008年

奥运会前，前门大栅栏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改造。改建

后的商业街店铺、牌匾、街道等都尽力展现北京古城风

貌。2011年北京市启动“大栅栏更新计划”，摒弃之前整

体搬迁的刚性模式，采用居民自愿腾退，微循环有机更

新的模式，实线城市的软性生长。 

如今，前门大栅栏在建筑艺术、民居饮食、商贸制

度、民风习俗、曲艺娱乐等方面均表现出古都文化特征。

古都文化传承过程可归纳为：风貌改造整旧如旧，力求

展现沧桑古城风貌；恢复和繁荣老字号，传承商业文化

灵魂；保护会馆故居，活化文物利用；依托非遗资源，

传承京味文化；商业业态开放包容，满足现代与传统多

元需求。 

4．夜经济下前门大栅栏古都文化传承现存问

题 

为了更有效地打造夜间经济地标，传承古都文化，

文章在研究中采用实地考察、消费者采访、问卷调研、

专家访谈的形式，对前门大栅栏夜间文化消费相关问题

展开调研。基于夜间消费人群年轻化的特点[7]，文章重

点参考18-45岁年轻消费者的认知和消费意愿，收回有效

问卷264份。264位受访者中有142人长期居京，占53.9%。

在前门大栅栏夜间文化消费需求方面，美食、相声曲艺、

古城风貌、时尚购物、夜间书店方面均有超过半数的需

求度。此外，创意游乐、文化展览需求度亦较高（详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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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前门大栅栏夜游消费倾向 

表1  夜游前门大栅栏旅游满意度评价 

 非常满意 

人数（百分

比） 

比较满意 

人数（百分比） 

一般 

人数（百分比

） 

不满意 

人数（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人数（百分比） 

传统文化氛围 39（26.4%） 43（29.1%） 48（32.4%） 12（8.1%） 6（4.1%） 

文化消费多样性 20（13.5%） 24（16.2%） 57（38.5%） 30（20.3%） 17（11.5%） 

景区拥挤程度 18（12.2%） 30（20.3%） 82（55.4%） 12（8.1%） 6（4.1%） 

交通状况 22（14.9%） 29（19.6%） 28（18.9%） 38（25.7%） 31（20.9%） 

物价水平 18（12.2%） 16（10.8%） 64（43.2%） 36（24.3%） 14（9.5%） 

治安状况 65（43.9%） 52（35.1%） 18（12.1%） 13（8.9%） 0（0.0%） 

服务水平 27（18.2%） 40（27.0%） 66（44.6%） 9（6.1%） 6（4.1%） 

 

 

264位受访者中≥2次前门夜游经验的受访者共148

位，通过进一步追踪这148受访者对前门大栅栏夜游的

满意度，得到表1数据。 

从表1可知，受访者对夜间文化消费多样性的评价，

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另有38.5%的受访者认为一般。

事实上前门大栅栏区域艺术展览、书店、影城、杜莎夫

人蜡像馆、茶馆、戏楼等文化消费业态均存在，这与图

1 所示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一致，却与文化消费多样

性满意度相悖。通过进一步的消费者行为分析和专家访

谈，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传统印象误区；

二是文化消费创新不足，三是宣传途径不够与时俱进。

另外，通过对夜间消费交通状况满意度的调研，46.6%

的受访者认为不满或非常不满，体现了夜间经济对公共

服务的刚性需求。梳理调研结果，夜经济下前门大栅栏

古都文化传承主要问题如下： 

4.1. 传统印象误区 

传统印象误区，是指前门大栅栏虽是外地游客来京

首选，但在北京本地居民印象中却是旅游购物之地。大

多数北京本地居民夜间消费不会选择前门大栅栏，一是

由于距离带来的交通和时间限制，二是对夜间文化消费

项目不够了解，根本不知北京坊、戏楼等的晚间展览和

演出。而对于外地游客而言，美食、购物、古城风貌是

常规选择，其他文化消费需求则是时间充裕时的锦上添

花之选。 

4.2. 商品文化内涵不足 

研究区内前门大街、大栅栏大街、鲜鱼口街等知名

街巷注重知名商业老字号的引入，但是老字号内所售商

品的创新性与实用性仍显欠缺，如今人们越来越喜欢文

化的创意表达，商业老字号亦应注重传统商品与现代社

会的密切联系，赋予传统商品更多的现代社会功能。另

外，虽然主要街巷商铺以老字号居多，但人流较少的街

巷小店，出售的多是各地景区常见的丝巾、旗袍、手链、

小玩具等，商品重复率高，缺乏特色。饮食方面，老北

京炸酱面、老北京涮肉、老北京爆肚、老北京卤煮等都

持有“正宗老北京”名号，但过多的“正宗”反而让人

觉得流失了“正宗”二字的文化价值。 

75.0%

59.1%

37.9%

26.1%

58.3%

28.4%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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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宣传力度不够 

前门大栅栏虽然盛名在外，但上文图1和表1的相关

数据可见前门大栅栏在宣传上力度不足。通过微博、微

信端检索发现，前门大栅栏并没有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主

导的、集中的、面向多元群体的官方宣传渠道。现有官

方账号大多是街道工会、老字号商铺、商会自发建立的

公众平台，且内容更新频率较低，宣传力度分散，不利

于游客及时了解该地区的夜间活动文化活动。反观其他 

“夜京城”地标如五棵松华熙LIVE、三里屯太古里均开设

有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抖音账号等官方宣传

渠道，不定期更新活动推荐、游玩攻略、人气美食、活

动短视频等。早前，前门大栅栏地区曾举办：北京国际

设计周、前门历史文化节、大栅栏旅游购物节、前门大

街上元灯会、天街年市、台湾庙会等节事活动，其中上

元灯会和天街年市分别举办了三次和两次便终止了[8]。

2018年北京坊的灯光秀也并未引起较大关注，之后类似

的大型活动更是鲜少举办。研究表明，节事活动与本区

域的历史植根联系起来，能赋予实体空间恒久且独特的

文化软资产[8]。前门大栅栏需要高质量的文化品牌活动，

提高文化消费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变人们对前门大栅栏

的固有印象。 

4.4. 配套设施仍需改进 

市政交通方面：地铁交通，2号线前门站末班车时

间为22:14。公交汽车交通，夜2路贯穿南北四环、夜18

路贯穿南北三环，站点主要分布在中轴线东西两侧，夜

17路是前门至北京站东，而其他方向并没有公共汽车交

通。由于前门大栅栏停车难，绝多数人出行选择公共交

通，而以上夜间交通服务，运营时间和涵盖范围均不够，

不利于市内远程游客往返。 

景区方面：前门夜景观光线18:20末班车，此时夜经

济才刚刚开始。前门有轨电车末班车21:00，停运较早。

此外，前门大栅栏公共卫生间数量也较少，人流量较多

的时段，现有卫生间数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调研发现

前门大街人流密集时游客在卫生间外排的长队可以完

全挡住街道，影响游客正常通行。 

4.5. 政府管理有待完善 

2019年7月北京推出“夜经济13条”，从交通、安全、

餐饮、资金等方面指导夜经济发展。虽然有了指导性文

件，但在精细化管理上仍然不足[7]，截至完稿（2020

年4月）北京还没有对夜间经济运营拟定标准，尤其在

夜间安全管理、业态范围、公共服务、夜间从业人员保

障等方面需要完善管理制度与规范。另外，前门大栅栏

既是著名的商业区、旅游区又是居民生活区，区域内住

有大量居民，作为以古都风貌为主的夜经济地标，如何

在夜景打造、提升活力与居民日常生活之间平衡尤为重

要。  

5．夜经济下前门大栅栏古都文化传承对策建

议 

5.1. 跨领域融合创新，丰富夜间经济业态 

科技对于文化产业发展而言既是内容也是形式，甚

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

的生产力[9]。前门大栅栏应充分重视跨领域融合创新，

借助时代科技，打造新的文化产品。如利用3D照明、灯

光布景、全息投影、V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夜间文化体

验空间。文中图1所示48.5%的受访者希望在前门大栅栏

夜间文化消费中体验创意游乐，说明创意游乐几乎已成

为消费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古城风貌亦需要跨界融合，

打造创新的文化氛围。2019年故宫博物院“紫禁城上元

之夜” 持续几日霸占热搜，故宫大秀将高新科技与文物

保护相融合，不仅展示了紫禁城夜景的恢宏瑰丽，灯光

版《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卷》也向世人展示了

文物保护的新成果[7]。前门大栅栏亦应利用新科技展示

前门大栅栏500余年的繁荣盛貌与风雨历程，让人们回

顾历史、铭记历史。 

另外，开发文化互动活动和情景表演。北京有句俗

语“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

恒”，曾是北京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今四大恒（钱庄：

恒利、恒和、恒兴、恒源）没有了，现代穿衣特征极少

数人能“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可以

根据前门商业特色及其他北京民俗，打造故事性情景演

出，让人们从头到脚装扮起来，形成文化互动。心理学

研究表明人在夜晚大脑活动“情绪中枢”作用占上风，更

容易受到情绪支配[10]，情绪带动下的夜间文化体验必

然更加深刻。 

5.2. 打造文化IP，扩大优质供给 

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只有外部形式的创新是不

够的，文化的内涵、深度成为愈来愈显性的需求。而随

着现代文化的快速传播，文化IP的范围已经非常广，电

影、文学、文物、传统节日，甚至甲骨文“表情包”都可

以成为文化IP[11]。2017 年故宫博物院所有文创产品总

收入达15亿元，在故宫文创成功的背后，我们不能忽视

的是故宫博物院在梳理、保护、研究和历史文化挖掘上

所做的工作，以及针对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所进行的前期

研究[12]。因此，前门大栅栏应仅仅围绕“前门大栅栏”

这个关键词展开文化资源的梳理、保护、研究与创意设

计，花大力气打造文化IP，形成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

这既是传播首都文化的需要，也是民众文化消费的需要。 

5.3. 强化宣传力度，占领年轻群体客户端 

90 后、00 后逐渐成为夜间消费主力，前门大栅栏

宣传上，一是应建立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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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官方宣传平台，统筹线上、线下宣传。二是通过微

博互动、直播、微信推送等形式，利用年轻人喜欢的语

言风格和方式，抓住热点，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年轻

化的宣传模式。如2020年疫情期间两位明星去红螺寺烧

香被拍，事后女方“在线被分手”。引发网友质疑“男雍和，

女红螺”，红螺寺求姻缘到底灵不灵？红螺寺官微出来

表示这个“锅”我们不背。红螺寺的回应让网友心疼红螺

寺的“委屈巴巴”。抓住年轻群体的话题热点与话语习惯

就是抓住了他们的心。三是邀请明星或网络主播作为夜

间经济推荐官、文化消费体验官等，借鉴“明星+主播”、

“二次元偶像+主播”等直播方式，宣传文化活动，促进

夜间文化消费。 

5.4. 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夜游体验 

市政交通方面：完善公共设施，延长夜间公共交通

运营时间，在夜间出行较高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街

区等沿线增加夜班公交路线和车次，方便市民夜间出行。 

景区方面：延长夜景观光线运营时间；适当延长文

化体验场馆、店铺商家运营时间；增设卫生间、垃圾桶

等卫生服务设施，维护前门大栅栏整洁；服务方面，定

期开展教育培训，注重对工作人员文化素养和职业道德

意识的培养，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5.5. 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治理监管 

对于政府而言，几乎不可能既要发展夜间经济，又

要杜绝夜间经济造成的各种社会成本[13]。因此，保障

夜间经济运营，政府首先要投入各种资源。管理上，应

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在安全管理、业态范围、公共服

务、夜间从业人员保障等方面细化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营

规范。 

另外，Eldridge（2019）的研究中讲到：夜间经济

的发展让长期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在夜晚更容易产生一

种被自己的归属地排斥的感受或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他

们对新事物的不熟悉，在夜晚也更容易因为噪音而感到

焦躁和心烦[14]。前门大栅栏区域有居民5万余人，政府

应充分考虑居民的安全感，在业态分布、夜景打造、夜

晚噪音、夜行安全等方面统筹协调，保障市民正常的生

活秩序。 

6．结束语 

前门大栅栏以较好的古都风貌和丰富的老字号吸

引了众多国内外文化旅游者。位于煤市街廊坊头条的北

京坊又以古典与现代融合的艺术气息，成为文艺青年的

时尚生活体验区。前门大栅栏及其周边故宫博物院、国

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等丰富的文化资源串联，在夜经

济中不仅仅应打造为“夜经济地标”，更应成为首屈一

指的“夜间文化地标”。因此，提供丰富多样的夜间消

费形式，打造高质量、多层次的消费供给是发展夜间经

济的必然趋势。依托现有文化资源融合科技创新，让古

都文化成为“活”的文化，既是传播首都文化价值的过

程也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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