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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灰调复合色”到“青赤黄白灰”

寻找北京老城的色彩“基因”

提到青岛，便会想到绿树红瓦；谈及苏州，则会忆起白墙黛
瓦。色彩，往往是人们感知一座城市的最初印象。
《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2016 年-2035 年）
》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色彩管控，保持
老城传统色调。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老城究竟有着怎样的色彩
“基因”？
北京建筑大学设计艺术研究院院长陈静勇教授带领研究团队
70 多名师生历时八年，累计采集 3000 多个代表性测量点的信息，
提炼出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五色系统——“青、赤、黄、白、灰”。

□缘起

黄

▲老城传统中轴线
区域色彩风貌

我们常说要
“修旧如故”
必须先知道何为
“故”

这些天，尽管学校尚未开
学，但陈静勇及其“艺勇军”团
队的骨干成员已经在工作室里
忙活起来，正在筹备中的北京
老城历史文化街区色彩研究成
果展，将会是这项研究启动以
来的首次亮相。
八年前，
在参与国家文物局
“2010 年指南针计划专项——
北京先农坛太岁殿古建筑精细
测绘”项目时，陈静勇带领团队
开创性地研发了
“地理色彩信息
管理系统”
数据库，
“针对城市快
速发展建设中出现的‘千城一
面’
‘街巷花脸’
‘映像缺失’
等色
彩风貌乱象，
国内已经有不少城
市陆续开展城市色彩规划实践，
北京也曾经出台过相关政策。”
在 2000 年 8 月，
《北京城市
建筑物外立面保持整洁管理规
定》正式实施，但北京晚报记者
发现，当时并没有关于城市建
筑外立面粉刷颜色的指导意见，
便刊发报道，
向广大市民抛出问
题：
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色彩？谁
来规范城市的颜色？文章见报
后，市民、专家纷纷来电。北京
晚报艺术图画版又开辟讨论区，
随后刊发多个专版。这场讨论
引起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视，
相关领导做出批示，奥组委、市
规委等相关部门成立临时班子
开会研讨。经过晚报的后续追
踪报道与多轮讨论，
关于北京城
市色彩的设计有了统一的意见，
核心即为北京晚报提出的“灰调
复合色”概念。
随后，2000 年 11 月，由北
京市市政管委组织编制的《北
京城市建筑物外立面粉饰推荐
色样》发布，明确北京城市建筑
物外立面的色彩主要采用以灰

色调为本的复合色。
“在去年发布的北京新总规
里，再次对城市色彩提出要求，
‘充分汲取古都五色系统精髓，
规
范城市色彩使用，
形成典雅庄重
协调的北京城市色彩形象。建
立城市色彩引导管理体系，
重点
管控老城、三山五园地区、北京
城市副中心及其他重点地区城
市色彩。对建筑、
设施、
植被、
路
面等提出色彩使用指导意见，
发
挥城市色彩对塑造城市风貌的
重要作用。’”陈静勇表示，老城
作为北京城市色彩重点管控的
地区之一，应当在腾退、恢复性
修建等加强老城整体保护的工
作中，
充分考虑色彩因素。"
“我们常说要‘修旧如故’，
必须先知道何为
‘故’
，
其中包括
弄清楚过去的色彩。”在陈静勇
看来，
寻找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
色彩“基因”对于留住老城风貌
至关重要，
“所谓色彩
‘基因’
，
强
调的是色彩背后的历史积淀，
同
时，
通过测序形成谱系。我们要
知道，
老城的色彩如何发展延续
而来，有着怎样的文化脉络，又
该用什么方法保护传承。”
基于北京老城传统中轴线
区域和老城内 30 片主要历史文
化街区的保护规划要求，陈静
勇组织团队成员对街区（区域）
及其色彩风貌缓冲区中的文物
类、保护类等六类建筑本体、景
观绿化、路面铺装及路段沿街
立面等进行了样本采集和色彩
测量，
“城市色彩并非限于建筑
本体，而是多维时空、动静结合
的，例如广告牌匾、公共设施，
甚至是在街区中穿行的公交
车、出租车等交通工具，都要有
所考量。”

青

陟山门历史文化街
区色彩风貌

赤

阜成门内大街历史
文化街区色彩风貌

□调研

“科学的色彩测量方法是建
立可靠精细的色彩基础数据库
的前提。”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陈静勇从一开始便确立了以“贴
附比色”为主的街区（区域）调研
测色方法。
作为团队成员，潘阳对此并
不陌生。每次调研，他都会背上
专用工具包，
“单单是色卡，整套
总共 1600 多个。先通过前期踏
勘，选出符合色彩风貌调研需要
的，再到现场对测量点作逐一比
色，
直到看见颜色被
‘吸’
进去。”
“除了比对颜色，我们还要
关注测量点的其他信息，例如建
筑的面阔、进深、通高以及部位
尺寸，绘制草图，标注相应的数
据，记录屋顶、墙身、梁枋、柱、门
窗、台基等建筑构件的材料、营
造技艺状况信息等。”调研期间，
团队成员孙小鹏总要早上八点
前出门，一直忙到晚上六点，对
于其中的“讲究”，她早已谙熟于
心，
“有的建筑部位在树下，颜色
会发生变化。景观绿化不仅要

□成果

白

大栅栏历史文化街
区色彩风貌

灰

东四三条至八条历
史文化街区色彩风貌

每次要背 1600 多种色卡
对测量点逐一比色
记录树种，还要统计树木单株种
植还是成排列植，再结合相应的
季节、天气等做记录。沿街立面
照片的拍摄也要考虑季节，盛夏
植被太过茂盛，会遮挡建筑物，
最好选择深秋或初春。”
孙小鹏相信，色彩背后所承
载的故事和文化才是其意义所
在，
“我们不光要知道这些测量点
的现状，
还要多方考证，
看这里曾
经发生过什么事件，哪些名人居
住过，其间经历过怎样的变迁。”
不过，这也意味着更多挑战，
“文
物建筑可以从相关文献资料中获
取信息，
但那些普通民居，
就很难
直接检索到，只能到租售房屋的
网站上查找建筑年代，或是向在
其中居住的老人做访谈。
”
在调研过程中，
孙小鹏摸索出
其中的规律，
“像皇城街区周围，
通
常官式建筑会比较多，
墙面往往是
红灰做法，屋顶是黄琉璃瓦或绿
琉璃瓦，要严格遵循色彩礼制。
而像东四或西四街区，则以胡同
四合院为主，
多半是灰色建筑。
”

让色彩风貌的识别和控制
更加有据可依

八年来，陈静勇带领团队成
员累计采集到 3000 多个代表性
测量点的信息，经统计分析和做
地理色彩事理讨论后，形成北京
老城历史文化街区和重点区域
（片区）的色彩谱系。
其中，南长街、北长街等 14
片 街 区 所 属 的“ 宫 城 背 景 ”为
“青”；国子监地区、法源寺等街
区所属的“宗教风貌”为“赤”；北
京老城传统中轴线区域、皇城历
史文化街区所属的“老城核心”
为“黄”；什刹海、大栅栏等街区
所属的“特色风貌”为“白”；西四
北头条至八条、张自忠路等街区
所 属 的“ 居 住 风 貌 ”基 调 色 为
“灰”，这五色系统分别对应“雅、
典、庄、和、静”五色风貌映像。
“ 以 往 我 们 虽 然 也 谈‘ 五
色’，但往往是在礼制文献层面
多，操作性层面少，修缮过程中
多靠匠人口传心授的经验。现

在找到了色彩‘基因’对应的谱
系和基准，就能做到让色彩的识
别和控制有据可依。”陈静勇表
示，
针对每个街区，
都会遵循北京
新总规和街区保护规划等原则，
经统计分析和事理因素判断，对
建筑本体、景观绿化和路面铺装
等给出相应主体色、辅助色、点
缀色的色相值、明度值和彩度
值，
确保整体风貌的协调统一。
今后，团队还将围绕北京老
城历史建筑色彩、近现代建筑色
彩和景观环境人文色彩等开展
持续性专题研究。
“ 我们很高兴
看到色彩风貌已成为北京新总
规的专项内容。提炼地理色彩
谱系并不是要让城市色彩变得
‘死板’，而是通过对精华的有效
识别和弹性控制的方式，给出未
来有机更新的学理、伦理和法
理。”
本报记者 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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