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6(9), 1156-1162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9165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Jina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Ranran Hu, Weicong Jin, Jiafeng Z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th

st

th

Received: Aug. 17 , 2017; accepted: Aug. 31 , 2017; published: Sep. 5 , 2017

Abstract
Urban cultural memory is the footprint of a city development.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is also a valuable treas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But in a modernizing world, the construc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homogeneous,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adjusting its overall style,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urban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urban cultural harmony and unity, at the same time, also making the city lose their special memories, putting on a
common coa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the city Jinan have
gradually receded in the city construction, giving u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here is a practical
problem how to mainta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value of urban cultural memory in the present context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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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文化记忆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足印。它是城市建设中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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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的世界中，各地建设日趋同质，城市改造在调整城市的整体风貌，加速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促
使城市文化统一协调的同时，也使城市失去了各自特殊的记忆，穿上了共同的外衣。历史文化名城济南
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城市文化品格在城市建设下日渐消退，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如何在城市现代
化进程中保持历史文化记忆且在当下语境中建构城市文化记忆的现代价值，是一个实践上亟待解决的现
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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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当今社会个体面临着乡村记忆和城市记忆的双重衰退，其中城市记忆
衰退比较严重。城市的“前世”对于“今生”的发展意义非凡[1]。“共同的回忆往往能使得一代人、一
城人凝聚在一起”，城市文化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会提升个体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因此增强本地人民和外
来游客的认可度成为城市建设的头等之事。面对时代变迁下新的发展特征，商业利益的不断驱动，资本
操控下的位置转换及权益转移的现状，我们不禁感慨和反思，如何对“被整容”的文化遗存进行挽救和
保护，以及如何树立起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成为城市特色发展的关键。城市文化记忆系统是一个复杂而多
元的系统，内含丰富而多方面的要素，如何进行分类成为关键问题。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城市记忆主要
有三种构成元素：第一环境因素，具体是指城市所处的整体自然环境，每个城市或地区都会有自己特色
的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等自然要素，这些特有的自然因素是不同城市产生不同记忆的基础；第二人工元
素，具体是指城市中的人们所创造的，值得记忆和传承的有形和无形的要素，如城市特有的生产记忆、
生活方式等等；第三人文元素，具体指社会中存在的，通过记忆网络将城市进行整合的要素，例如通过
文献记载、政策规范、规划设计等方法的记录和实施，将特有的城市记忆、历史文脉进行有效的传承。

2. 文化记忆视野中的济南城市文化
2.1. 文化记忆与现代城市发展
每座城市都有自身的发展史。城市的发展使得自身积累起独特的历史韵味与文化涵养，那是岁月打
磨的结果。一代代人创造并丰富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同样，城市也向一代代人传递并诉说着自身的记忆。
文化记忆是一座城市发展的见证，是一座城市文脉的延续，跨越了时空，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显而易见，
文化记忆之于现代城市发展是重要的，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基于城市悠久历史文脉之上的。文化记忆
为现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历史积淀，现代城市发展也正是在历史积淀上创新前进，缔造着新时
代的文明。

2.2. 济南城市文化发展现状与反思
自 1982 年起，国务院陆续公布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23 座，为今天的人们回顾中国城市文化的历史
打开了一个窗口，也为城市文化记忆的研究提供了典范。济南，又称“泉城”，战国时为历下城，自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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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为州、府、郡治所。在 2000 多年的历史沿革中，形成了市区环绕以风景优美的大明湖和趵突泉、黑
虎泉、珍珠泉、五龙潭四大泉群，泉水串流于小巷、民居之间，构成独特的泉城风貌。文物古迹有城子
崖龙山文化遗址、孝堂山、汉代郭氏石祠、隋代四门塔、唐代龙虎塔、九顶塔、灵岩寺、宋代塑像、千
佛山、黄石崖等名胜古迹[2]。城市布局四四方方，道路横平竖直，市民说着纯正的济南话。1986 年，济
南被划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济南之所以登上榜单，胜在它岁月悠长的历史文化价值。
近年来，基于城市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国家日益重视城市科学规划发展。济南市是著名的历史文
化名城，齐鲁文化的交融地。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济南深入贯彻国家文化发展的政策，落实山东省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城市文化建设在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得到了改观，但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
题。

2.3. 济南城市文化发展现状
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逐年加大政府财政扶持，完成了泉城特色风貌景区扩建等工程，重点建
设保护大明湖、护城河等水景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收效[3]。但是在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
究解决，例如景区“老大难”的环境问题，客流量控制问题，以及如何平衡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都是
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此外，济南市不断加大对文化事业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投入力量，在促进文化产业
快速发展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致力于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严格执行《济南历史名城保护规划》与
《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以古城区、商埠区、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文化保护为重点，建立“历史文化
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
大明湖是济南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因其文化价值高，近年来出现文化开发过度商业化的问题。
大明湖与城市的视觉联系被割裂，北岸新建的一些现代游乐设施与大明湖特有的历史风貌、古朴文化氛
围不协调，城市中的高层建筑部分遮挡了“佛山倒影”景观视廊，改变了大明湖的空间尺度，南北历山
街两侧的大片民宅把大明湖和小东湖隔离开来，使两个毗邻的水面毫无关系，互不交流。依自身优势发
展缓慢。目前大明湖的水陆交接缺少层次，水面基本被陆地框在一个范围内，景观层次单调，缺少与大
水而形成对比的曲折幽深的空间，没有旷奥之别，虚实之分，游客立于岸边而风景一览无余，并且感觉
大明湖如一潭静水，缺少了活泼轻灵的气质。针对上述问题，济南市政府相关部门做了如下安排：综合
分析与统筹规划，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对大明湖及环城公园进行规划建设；与时代结合,实现大明湖及
环城公园的可持续性发展，将现代人对生活、旅游、审美的需求赋予规划之中，创造出既适合济南风情，
又体现时代特色、时代理念的景观内容。并且，规划为未来发展留出余地，实现大明湖及环城公园的可
持续发展。这使得大明湖文化重新焕发其文化价值与内涵，商业包装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2.4. 济南城市文化现状反思
城市文化在现代社会亦有其难以克服的问题。表现在文化如果一味保持其原有面目，没有得到继承
与创新，终将会遭到这个时代的抛弃；另一方面，文化所依托的物质载体在历史发展中也逐渐消磨掉其
原有的印迹，丧失其自身的魅力。
在考察了济南城市文化基础上，我们认为济南城市文化现状有几点值得反思：第一，文化创新方面。
如曲艺文化，曾经的济南有“曲山艺海”之美誉。如今的时代，懂传统曲艺的人少了，忠实听众也少了。
最重要的是随着老一辈曲艺人才越来越少，曲艺人才断层现象突出，传统曲艺还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曲艺文化的窘境根源于其没有得到适度创新，使得传统文化丧失其魅力。第二，文化保护方面。芙蓉街
历史街区是济南老城区为数不多保留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处处凝结着济南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民
风，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也是济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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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济南历史的“活化石”。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涌现出种种问题：诸如建筑破败、年老失修、市政公
共等基础设施功能不全或老化；院落内部卫生状况较差，阴暗潮湿；沿街小店面色彩混乱，原有的传统
街景被破坏，缺乏济南本地特色，而且卫生条件较差，整条街上杂乱不堪；内部道路狭窄，通达力低。
显然，文化在现代发展遇到此种窘境与保护力度不够相关。第三，文明意识方面。文化与为人所创造的，
也为人所享用，文化的发展与人的文明意识紧密相关。近年来，可以看到许多人在济南护城河里游泳，
在王府池子里洗衣服，并且“到此一游”的痕迹经常能在景区内发现。文化保护既要有政府有很好的保
护措施，更需要人们自觉的文明意识。

3. 文化记忆视野下济南城市文化发展中的问题
3.1. 文化载体受到自然的破坏
济南古建筑大多以木结构或砖木结构为主，由于年代久远，都有或多或少的损毁，存在火灾隐患突
出，疏散通道狭窄等许多隐患，与现代化城市要求格格不入，在高楼大厦林立的今天，不能及时调整改
造以适应当前文化的规划特色。另外，一处古建筑的留存是一段历史的映刻，但是单凭建筑是无法重构
的，缺乏必要的文字及文献记载，如果被毁坏，也很难复原。

3.2. 文化载体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
建筑作为城市的物质载体，是城市文化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以各建筑为链接的历史街区，更是承载
城市记忆的重要符号。保存城市的完整记忆，就要合理掌控好城市保护区和改建区。为促进城市经济的
发展，政府一方面要拆除老建筑，另一方面要促进交通网的建设，拓宽城市道路，给商业投资，资金流
动提供空闲区位。老建筑在经济发展的面前成为梗阻，只能为经济发展挪位。因此，原有的建筑特色、
聚落形态、历史文化街区形态都发生了改变。城市的空间布局及建筑的特色改变，物质文化支离破碎。
物质文化的支离破碎又与城市的不合理规划相关。为发展经济，盲目拓展经济发展区，大量的城市文脉
被践踏，缺少保护文化记忆的理念，忽视城市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92 年拆除的济南老火车站“津浦铁路济南站”一直都是济南人心中的痛，济南老火车站，是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一座典型的德式车站建筑。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
车站，世界上唯一的哥特式建筑群落，登上清华、同济的建筑类教科书，并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
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称，“建筑的灵魂最核心的因素
是历史载体。济南老火车站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到民国的转变、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军管铁路，再到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段历史，它是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

3.3. 商业开发中文化精神内涵受轻视
近年来，济南市着力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得以保护，如芙蓉街–百花洲历史文化
街区、将军庙历史文化街区、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历史文化街区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为了发挥文
化特色的经济效益，城市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过于追求商业性，依然会
造成城市文化失忆现象。商业性质掩盖了文化内涵的本质，丧失了文化价值。现如今，济南市芙蓉街的
实际价值是为商业店铺盈利经营的文化装饰。

3.4. 过快的现代化建设导致文化符号混乱
当下城市更新的速度和深入程度越发剧烈，城市空间结构在不断地调整，使得原有的建筑群落形态
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种持续不断的更新活动造成了“文化符号混乱”，城市底蕴和特色也一点一点在

DOI: 10.12677/ass.2017.69165

1159

社会科学前沿

胡冉冉 等

消失，导致城市记忆“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当下济南正努力打造四个中心，道路网的建设无疑是四
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环节。济南的城市道路不断地改造升级，人们的记忆对象渐趋模糊甚至消失，这就很
难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牢固的记忆。

3.5. 文化意识淡薄与文化传承危机
人们大多缺少对文化的保护意识与主动汲取文化营养的意识。人们在古迹上刻字留做纪念，更有游
客在护城河洗脚，历史文物古迹仅成为人们拍照留念的取景对象，并不关心文物深厚的历史价值与丰富
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文化出现了传承危机。到目前为止，济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 7 项，例如济南
皮影戏、章丘芯子、东阿阿胶制作技艺、吕剧等；省级立项有 44 项，例如济南面塑、鲁绣、山东琴书、
山东快书、济南烤鸭制作技艺、等；市级立项有 176 项，例如高跷、五音戏、闵子骞传说、华山华阳宫
传说、五月十三祭天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却面临无人传承的尴尬境地。
济南曾经被誉为“曲山艺海”且盛极一时，而今却盛况难再。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
及成本的提高，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走向边缘地带，失去了它本有的优越性。

4. 文化记忆视野下济南城市文化发展策略
4.1. 树立新理念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在构建城市需要记忆的内容时，政府要对城市要进行合理、科学规划，通过立法规范政府行为，利
用制度化的建设让文化治理有法可依，提高效率与效益，切实有效地保护城市文化。为了加强济南城市
文化的建设，济南市政府应该从多方面入手推动济南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应确立文化产业在我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与对策，制定完善财税优惠等配套政策措施，为
建设文化济南奠定基础。发挥法律的作用，通过制度性建设使得文化的治理更加高效。通过立法，明确
政府在城市开发建设与文化资源保护上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公共文化机构要做好政府文化发展与规划的得力助手。城市文化的保护主要依靠档案馆、博物馆这
类公共文化机构力量。档案馆要搜集各个阶段不同形式的文化记忆资料，如图片、影视资料、书籍报刊、
风俗习惯，对搜集的资料既要以文本的形式记录在册，又要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一个数据库；博物馆
要保存文化资料、实物建筑模型或古器物，成为文物古迹的“避难所”，为那些不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所
容的古迹提供集中存在的空间。此外，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向进馆参观的人员介绍每一个文物古迹、城
市精神文化真正的内涵，以促成人们形成自觉的意识与理念。

4.2. 利用文化记忆构建人们精神世界
城市文化一定程度上是依托于人们记忆基础上的，由此形成一种文化记忆。有效记忆是重建城市文
化记忆的关键。要依托语言讲授、影视宣传、文本阅读、仪式训练、旅游走访等多种方式，使得记忆对
象能进入人的大脑。语言讲授上，是语言更加贴近人们的理解力，增加趣味性，使得所讲授的对象较易
为人们所接受，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影视宣传上，影视工作者更要深入挖掘城市的文化特征与内涵，全
面、具体地向人们展示。文本阅读上，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出精品，多做探讨，全面解读城市文化的
内涵。旅游走访上，促进旅游与文化相结合。通过旅游产品的打造，融入当地特色的文化资源，达到高
覆盖率的宣传效果。旅游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给游客真正留下一个深刻的地方文化印迹，使得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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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利用教育手段构建集体记忆
如何从个体记忆上升到集体记忆，教学与口头传授是进行文化记忆的传递与延续的有效途径。从个
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上，主要有两条传播途径：一是同时代集团内部传播，一是代际相传。要让一
种意识为大众所接受，语言的宣传是最佳的传播形式。教学与老一辈大家是文化记忆传播的主要力量。
首先，要在教学中增加文化专项的课程，培养文化课程的专业人才，竭力扭转文化继承的断层现象。教
学对社会思想有着引领作用，对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起促进作用，树立一个向学重文的价值观念。其次，
老一辈大家要多做宣传，进行口头传授，文化部门邀请名师大家多举办讲座活动，精致文化传播内涵，
使得文化记忆能被更多人所理解。

4.4. 利用文化产业打造城市文化精神品牌
文化产业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形式。通过商业化的加工，使得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找到了
合适的位置。一方面，文化产业让文化找到了得以表达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也为经济发展添
加了新的动力。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品的产出，蕴藏在商品里的文化内涵便得到有效宣传，这样一种商
业化的路径让文化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一种潜在的精神文化氛围。城市文化精神绝对可以通过
此种路径得以塑造，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之。文化产业更能促进创新理念的发展，只有不断地创新文
化产业才能保持生命力，这又符合现代城市的发展理念。

4.5. 借鉴西方发展经验，实现自我个性发展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所谓“文化工业”，意指凭借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大
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
在于：排除了文化、艺术的独立自主性，文化成为商品。扼杀了文化本身所应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性，文
化成为一种工业，技术化和标准化。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具有影响性、操作性、强制性，消除了文化原
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堕落为替现实和统治维护的意识形态工具。
“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
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满意······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想，
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在消费了大众文化的快餐后，人们获得的
是欣赏趣味的降低，超越性价值的剥夺，敏感性的削弱，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的放逐，被动机械的反应
特征的培育，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削平，在平庸的文化作品的催眠和灌输下，逐步习惯了对现实采取顺从
和非批判的态度。
他们的批判与反思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的启示：应该尊重文化、艺术的独立性、自主性，张扬文
化本身的个性和创新性，维护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尊重创作者的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保
持文化自我、文化特色，实现自我文化建设。

5. 结语
城市的文化记忆是各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城市文化的反映，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更是人们的精神
归属地，也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城市文化记忆应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定地站稳脚跟，给这个时代的人们刻
下文化的烙印。城市的更新升级过程，理应是科学规划，智慧发展的过程，要重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
在积淀城市内涵，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作用。济南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城市化
的进程中更要集中力量打造自身的文化品牌，泉文化、齐文化、饮食文化、曲艺文化等等，发挥文化创
意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商业气息浓厚的今天，不能让城市文化记忆遭遇不幸[4]。传统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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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创造性，必然激发活力，展现魅力，进而延续城市的文化生命。保持城市的文化记忆要成为每一
位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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