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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植物地名的景观特征及演变研究
Landscape Feature and Evolution of Plants Place-names in Beijing Area
曾筱雁 尹豪 *
ZENG Xiao-yan, YIN Hao*

摘要：地名以其独有的城市识别性成为人们感知地域、熟知地域的重要载体。而以植物冠名的城市地名则体现该地域植物景观在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和标识作
用，即植物地名的景观地域性。在过去的研究体系中，植物地名是地名体系分类中的一个分支，地名研究侧重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针对植物地名的专项研究不多。
本文单独提取植物地名，通过数据整理和文献考证，从地名规划角度出发，研究古都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特征和景观风貌。研究结果表明，植物地名在北京中心
城区高度密集，主要集中于老城区 ( 西城区和东城区 )，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周边辖区逐渐减少的分布状态。植物地名的增长变化与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紧密相关。
根据地名词源和反映的植物景观不同，植物地名所表达的景观类型主要有 4 类：街巷景观类、园圃景观类、山水景观类、荒野景观类，反映了北京旧有的城市格
局和景观特征。
关键词：风景园林；植物地名；植物景观；地名规划
基金项目：北京市共建项目专项资助

Abstract: With identification and stability, place-names act as the carrier by which local people get familiar with the city. The reflection on landscape feature and
identification i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of place-names, named after plants, are concluded as the locality. In past studies, plant geographical names are a branch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The study of geographical names focuses more on the integrity and system rather than research on plant geographical
n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name planning, this paper studies plant place names separately,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style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ncient capital Beijing, exploring the regional value of plant landscape in urban plann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planning in Beij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ame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city, mainly in the east and west disctricts of Beijing. These names gradually reduced from central
city to surrounding area. The change of plant place-nam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urban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four landscape types, including
streets, gardens,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wildernes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t place names; plant landscape; toponym planning
Fund Item: Special Fund for Beijing Common Construction Project

映的社会文化现象等方面 [2]，研究方法最初以

1 前言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
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的形成与
演变受到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具有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

[1]

。中国地

综述等定性分析法为主，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引入以计算机技术为辅助的定量研究方法。
国外把植物地名称作 Phyto Toponym 或
Plant Placename，
指的是以植物名称来命名的

名的研究角度多基于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

地名，并主要从文化、植物学、地理学、气

民族学等学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地名的

候学等角度展开研究。例如 Bacchetta 研究发

起源、演变、语源、类型划分、地名群和反

现意大利 Iglesiente 地区的植物地名中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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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木本植物，Čargonja 在 Croatia 地区也总

谷山”[7]。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0 年），

基础数据分散，缺乏系统性。因此，首先利

结出类似规律并发现植物地名分布疏密与特

伴随着大量文献著作记述和补充，植物地名

用文献专著、互联网等资料，查询和收集所

定气候区内植物群属相关

[3]

。

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发展势头

[8]

。《水经注》

有涉及植物的地名，进行统计和分类整理，

中国相关研究较少，对于“植物地名”的

记载的北京市境内山水地名共计 105 个，有

定义也较为笼统。本文将植物地名定义为采词

据可考的植物地名也相继出现。其中具有代

来源中含有植物名称或含义的地名。中国相关

表性的山水地名有桑溪（今密云东境清水河）、

文献考证和数据筛选。经考证后，植物地名

研究角度与国外相似，研究范围以全国省市或

桃水（今北拒马河）、独树水（今房山南泉

可分为以下几类：1）含有具体植物名称类。

地县居多。例如师云云等从自然地理学角度出

水河）等。《魏书·地形志》中也有桃花山（今

例如香椿胡同、枣林庄、苹果园等，直接表

发，对中国植物类行政地名分类概述，认为其

怀柔南之桃山）的记载。隋唐五代时期（581—

达具体植物种类。2）含有某类植物名称类。

。张

960 年），城市坊名、乡村地名和军事地名有

例如槐柏树街、四槐居、五棵松等，地名仅

光富在《我国地县级地名中的植物名称概述》

较大数量的增加，但缺乏植物地名相关记载。

表达槐类、柏类、松类植物，尚无法确定其

中从植物分类学角度对地名中的植物种类进行

直至辽金时期，尤其是元代以后，北京见于

具体种名。3）含有与植物相关名称类。例如

定量分析，并认为植物地名分布疏密与地域范

文献记载的植物地名增多，而且大部分沿用

花园东巷、草垛胡同、东花枝胡同等，仅表

至今。

达某种植物景观类型，尚未确切到科属。以

分布受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

围大小有关

[4]

[5]

。

综上，中国鲜有针对城市中植物地名的

形成基础数据库。
其次，根据地名反映植物景观与否进行

上 3 类植物地名基本表达真实的城市绿化景观

研究，而基于城市规划视角针对植物地名的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和自然植物风貌，故本文将其定为研究对象。

专类研究更为匮乏。然而，植物地名不仅直

3.1 数据来源

同时排除其他并未反映实体植物景观的地名，

接呈现城市景观特征，其发展变化还反映城

为了研究植物地名与城市空间要素的潜

市的历史发展和形态演变。因此，本文将以

在联系，本研究不仅包括自然地名、村镇名、

最后，将这些地名的地理坐标导入地图

古都北京为例，基于规划视角研究植物地名

居民点等聚落地名，还包括城市街巷名称。聚

软件进行可视化操作，得到北京植物地名的

景观特征和演变规律，总结和反思北京城市

落地名是区域地名系统中最能有效地反映人地

空间分布图，进而从空间可视化和量化角度

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关系及其发展历史的一个子系统，它不仅能反

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从时间序列角度，

映其本身的地域自然特征，还能显示区域内经

根据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研究植物地

济、文化上的特征……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历

名历史演变的特征。

2 北京地区植物地名概况和发展沿革
北京的地名从明清开始大量产生，在近

史稳定性

如由谐音翻译而来的杨梅竹斜街等。

[9]

。同时，城市街巷名称虽然受城市

规划和管理影响程度较大，但恰好能从反面论

4 北京植物地名统计结果与分析

。根据尹钧科等在《北

证它与城市发展的紧密关系。因此，本研究以

4.1 植物地名时空分布特征

京地名研究》中的分类方法，植物地名既分

《北京地名典》中街巷名称、聚落名称等现存

4.1.1 植物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

500 年的历史发展中，地名的数量从 1 300 多
条增长到近 5 500 条

[6]

[10]

布于自然地名类（地形地名科、水文地名科、

的 2 万余条地名

植被地名科等），同时又出现在人文地名类当

括北京市域 11 个城区和 5 个郊县。

中（交通地名科、园林地名科、水利地名科等）。

为基础数据，空间范围囊

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现存并尚在使
用的植物地名总计 190 条，分布于 14 个市辖

由于金代以前史籍缺载，或地名的更新变

区县（表 1）。西城区的植物地名数量最多，

北京地区植物地名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

迁，植物地名出现零散、不连续现象，不具有

有 112 条，占总数的 58.9%。东城区、海淀区

（公元前 221 年—公元 220 年），这也是北京

可考性。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研

和朝阳区的数量也较多。远郊区县的数量极

地名迅速发展的时期。《读史方舆纪要》中

究的时间范围划定为从金代（1115 年）至今。

少，甚至为零。按照北京市区域规划进行归类

记载了最早的植物地名“黍谷山”：“黍谷山，

3.2 研究方法

统计分析得出，首都核心功能区（东城区和

（怀柔）县东四十里，跨密云县界，亦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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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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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与植物地名相关的专著和研究匮乏，

西城区）的植物地名数量总和达到 137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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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京市植物地名空间区属统计

占总比 72%。在其余的功能分区中，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区、海淀区、

Tab.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lant place names in Beijing

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植物地名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 2 个功能区。
绘制北京市植物地名空间分布图（图 1），显著表明北京中心城

植物地

城市功

植物地

能分区

名数量

市辖区县

地域面积 /km2

西城区

51

112

58.9

首都功能

东城区

42

25

13.2

核心区

海淀区

431

14

7.4

朝阳区

471

17

8.9

城市功能

丰台区

304

6

3.2

拓展区

石景山区

86

1

0.5

通州区

906

1

0.5

以及白纸坊、虎坊桥和崇文门等片区密集分布（图 2）。曾是辽金时期

顺义区

1 021

0

0

最重要的城市水源之一—莲花池附近分布着大量以“莲花”为词源

房山区

2 019

1

0.5

的植物地名，例如莲花河胡同、莲花河东里、莲花池东路、红莲北里、

大兴区

1 036

1

0.5

红莲南路等；沿积水潭往南至什刹海附近的植物地名以表达私家庭园

昌平区

1 344

0

0

和城市街道景观为主，例如百花深处、桃园、柳巷、柳荫街、椿树巷、

怀柔区

2 123

1

0.5

核桃巷等。这是由于明代北京城区逐步向南推移……对外交通、商旅

平谷区

950

3

1.6

门头沟区

1 451

3

1.6

丰富。南城白纸坊至崇文门一带的植物地名分布最为密集，多达 57 处，

密云县

2 229

3

1.6

均表达城市街道景观。这里是清代拥挤的商业区和贫民居住区，街道

延庆县

1 994

2

1.1

区高度密集，由核心功能区向周边辖区呈现逐渐减少的分布状态。进

名数量

占比 /%

一步分析发现，植物地名的分布与地域面积成明显反比关系。从北京
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植物地名的分布态势与城市建设的历史有着一
定的耦合关系：西城区和东城区属于北京的老城区，城区建设的历史
最为久远，从明城墙建成算起，有着 500 多年的城市历史。这里一直
以来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活跃的城市活动和丰厚的城市文化与植
物地名的密集出现有着必然的联系。
中心城区植物地名由北向南围绕莲花池、积水潭、北海城市水系

汇集于崇文、宣武二门

[11]

，城市人口密集，私邸园林兴盛，文娱活动

城市发
展新区

生态涵养
发展区

占比 /%

137

72.1

38

20.0

3

1.5

12

6.4

排布密集且不规则，植物地名词源和数量丰富。
4.1.2 植物地名分布的历史演变特征
据《北京地名典》等史料记载确定其中 180 条植物地名出现的时间，
并将其历史形成过程划分为金元时期（阶段 1）、明清时期（阶段 2）、
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前（阶段 3）、改革开放后（阶段 4）这 4 个阶

密云县

段（图 3）。根据《北京地名典》记载，在金代到元代的历史时期中，

延庆县

有潭柘寺（金）、柳林馆（辽）、高粱桥（元）、垂杨柳（元）等植物

昌平区
平谷区
顺义区
海淀区

门头沟区

名逐渐增多并逐渐聚集在城市中心，空间分布仍较为分散。新中国成立
之后，新出现的植物地名密集分布在中心城区，多达 109 条，是 4 个阶

石景山区

地名出现，零星分布在城址内外，无明显规律。从阶段 2 开始，植物地

怀柔区

朝阳区
西城区

东城区

丰台区

通州区
房山区

大兴区

段中新地名出现最多的时期。而改革开放后，新增的植物地名明显减少，
仅有 37 条，并高度集中于西便门至崇文门一带。

1

2

地名的增长变化与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前，
碍于有限的文献记载和尚未成熟的地名规划，大量地名未能流传使用。
清代以前，地名管理工作围绕行政地名展开，体现当朝统治者的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管理者以地名规范化为要求，进一步推进地名管

1 北京市植物地名空间分布图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lant place names in Beijing
2 中心城区植物地名空间分布图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lant place names in c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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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植物地名受 1965 年北京街巷胡同名
称整顿影响形成地名系列化现象，其中以槐
树街为词源的地名，从槐柏树街北头条至十
条、槐柏树街南头条至十一条，总计达 21 条。
再如根据桃杨路 3 条支路位置不同，将其分
别命名为“桃杨路头条”“桃杨路二条”“桃
杨路三条”，不仅规范管理，也丰富了植物
地名的分布。除此之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城
市危改速度加快，大规模街巷胡同被拆除，
致使植物地名成片消失，也导致阶段 4 植物地
名增长率下降。该阶段北京东西城区拆除和
部分拆除的街巷地名总计 891 条 , 其中植物地

金元时期（阶段 1）

明清时期（阶段 2）

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前（阶段 3）

改革开放后（阶段 4）

名消失共计 93 条。这些植物地名有 68 条集中
在旧城区，25 条分布在新城区。得以幸存的
地名也迫于城市建设需求难以避免其实体景
观消亡的结果（图 4），其中旧城区“名存实
亡”的植物地名成组团分布，主要集中于西
城区西南部广安门、前门和南二环天坛南部。

4.2 植物地名的景观特征
地名实际上是山峰、河流、街道等地物
的名称、位置以及相关背景在地图上的表达。
根据地名词源和反映的植物景观不同，植物
地名所表达的景观类型主要可分为 4 类：街
巷景观类、园圃景观类、山水景观类、荒野

3

景观类（图 5）。不同景观类型的植物地名反
映了北京城市及周边丰富的景观风貌。同时，
这些地名所标示的景观也体现了城市发展的
历史特征。
4.2.1 街巷景观类
街巷景观是植物地名表达中最多的景观
类型，共 71 条，占总数 46%。这些地名通常

5

在北京老城区的胡同街巷，其中东城区共 10
3 各历史时期新增植物地名分布图

条，西城区共 61 条。这是因为街巷与胡同是

Distribution of new plant place names in historical periods

明清时期北京旧城最主要的公共空间 [12]，是

4 北京地区“名存实亡”植物地名分布
Distribution of Plant Place Names with Vanishing Landscape

老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历史信息

5 植物地名景观分类

储存的重要载体。

Classification of landscapes with plant place nam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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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献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街巷景观
类植物地名主要有 2 种表达方式：街头巷尾或

河道有关，其中山林景观 7 条，水文河道景观
22 条。

area in Beijing

院落门前点缀的几棵大树，例如东城区中槐胡

表达山林景观的植物地名主要分布在北

同、三川柳西巷，西城区椿树上头条、椿树

京西北部、东北部的太行山山脉和燕山山脉。

馆街等，是此类植物地名最主要的命名依据；

植物地名标示着北京北部和西部郊区的自然群

其次，受胡同宽窄所限，少数地名以行道树景

落风貌，也暗含北京地形地貌特征。这类植物

观为表达方式，如海淀区槐树街，西城区柳巷、

地名涉及的植物有：松、柏、菊花、梨、榆、

东松树胡同等。

椴树、枣、栗、柘树等 20 种。其中，有不少

4.2.2 园圃景观类

地名与松树有关，如密云县有松树峪，平谷县

园圃原义为：“种植果木菜蔬的田地。”

地形特征
山谷
山崖
山沟

植物景观
自然菊花谷、自然柏树林
和榆树林
自然翠柏林
人工梨树林、几株高大榆
树

通名
谷、峪
村
沟

山岭

自然椴树林

岭

山坡

人工枣树林、自然栗树林 庄

丘陵

梵刹院落内的柘树、柏树 寺

平地

自然榆树林

地名
菊花谷、
柏峪
柏崖村
梨树沟、
榆木沟
椴树岭

有黄松峪，延庆县有松树沟，门头沟区有柏峪，

这里包括私家庭院、菜地、果园、花圃等种

房山县有八棵松等（表 2）。相关研究认为这

植形式，包括自然田园景观和人工生产景观。

些植物地名反映了北京周边山区针阔叶混交的

这类地名共 43 条，主要分布在南部丰台区和

植被特征和历史上的植被风貌 [13]。植物地名的

西南部石景山区。

呈现与地形特征联系紧密，包含的地形名词有：

北京南部有平坦的自然地形和水草肥美

表 2  北京山区植物地名分类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plant place names in mountainous

堡

枣树庄、
栗园庄
潭柘寺、
黄柏寺
榆林堡

峪、沟、口、坡、岭、山等。

的土壤条件，明清时期曾出现多处皇家花卉

现存表达水文河道景观的植物地名大多

种植基地和皇家果园，形成规模相当的园圃

数分布在城市内部的河道附近，如菖蒲河、

类地名多出现在城市核心功能区外围，即老

景观。丰台区地名“草桥花乡”标示的地区

莲花池、三海水系（北海、中海、南海）等。

城区的边缘，或是海淀区和朝阳区等近郊区，

原来是明清两代的皇家花卉产区。历史文献

历史上北京水系兼有漕运供水、解决城市生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城市近郊区的景观

记载了清代北京花卉产地的情形：“今右安

活用水和美化皇家环境的宫廷苑囿用水等多

风貌，标记了城市发展演变的印迹。

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
①

为京师养花之所。 ”

重功能

[14]

，是城市重要的基础水利工程，也

暗含城市历史变迁和丰富的文化价值。聚集

5 结论与讨论

除花卉种植景观外，这里果园种植也很

河道周边的植物地名标示了依托城市水系的

普遍。如丰台区的“石榴园”，曾是清代的皇

植物景观的存在。例如菖蒲河沿展现风荷曲

与老城的城市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标示

家石榴园所在地；石景山区“苹果园”现为北

岸、翠蒲绿苔的水岸植物景观，柳荫街、垂

的植物景观特征是体现旧城风貌的有机组成

京 1 号地铁线的站名。明朝时期，这里百余亩

杨柳展现柳荫水趣、拂岸清风的滨河大道景

部分。植物地名与街道、水系、城市周边的

土地上种满了梨、桃、苹果、杏等果木，其中

观，柳林馆表达郁柳成林的水泊码头景观，

自然风貌有着直接的呼应关系，是城市发展

以苹果收成最好，后来逐渐改为苹果专类园，

等等。

的重要印记。街道胡同和城市水系是北京老

由此得名“苹果园”
；再如黄瓜园，旧时为菜地，

4.2.4 荒野类

城区的重要城市元素，植物地名的使用与两

遍地种植金针菜（又名黄花，谐音讹称为黄

少数植物地名表现了坟地和荒草地的景

植物地名主要集中在北京的中心老城区，

者关系紧密，所呈现的景观形象是城市景观

瓜）。这类地名从字面上反映了北京地区生

观风貌，归为荒野类，此类地名统计有 12 条。

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同和城市水系是北

产性树种或作物的种类，也从侧面反映出特

标示的植物景观形式简单，主要为多年生草

京老城文化的重要载体、旧城保护的重要内

定历史时期城市周边的植被风貌。

本植被和零散的乔木组群。例如，木樨地—

容，植物地名所承载的植物景观元素和特征

4.2.3 山水景观类

原为大片的苜蓿种植地，后取谐音，定地名

也不应被忽视，这是维护和保持城市特色不

与山水景观联系在一起的植物地名共有

为“木樨地”；马连洼—原指成片的马兰花；

容忽视的部分 , 需要引起重视。大多植物地名

29 条，反映的景观与北京的山林风貌和水文

五棵松—原指坟地周围散植的 5 棵松树。这

所代表的植物景观风貌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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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消失， 其景观风貌的保护具有紧迫性和
挑战性。
标示具有一定景观特征的植物地名，能
够很好地表达城市特色、塑造城市的地域性特

Formation of Plant Administrative Place-names in China[J].

14-21.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6,

Zhang Song, Zhen Xuefeng. From Historical Features

30(2): 88-90.

Preservation to Urban Landscape Management—Based

[5] 张光富 . 我国地县级地名中的植物名称概述 [J]. 生物学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pproach[J]. Landscape

教学，2016，41（9）：2-4.

Architecture, 2017(6): 14-21.

Zhang Guangfu. Plant of County Names in China[J].

征，但是这在现代城市的建设中未给予足够

Biology Teching, 2016, 41(9): 2-4.

的重视。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北京城市建设

[6] 张燕来 . 北京地名的语言学考察 [D]. 北京：北京语言大

的快速发展，不再积极使用植物地名标识城

Zhang Yanlai.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Place Names in

市，城市的可识别性建构不再依托植物景观，

Beijing[D].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更多地仰仗于标志性建筑。在现代城市普遍

[7] 顾祖禹 . 读史方舆纪要 [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缺乏地域性特征、城市面貌趋于“千城一面”

1(11)：482.

的情况下，区域性植被风貌的构建是塑造城市
特色的有效途径。城市景观保护、营造和管理，
需要在城乡规划管理体系中逐步充实完善

[15]

，

因而在城市规划中，植物景观的建设以及与
之相关的植物地名的规划不应成为被忽视的
问题。

学，2000.

2000.

Gu Zuyu. Essentials of Historical Geography[M]. Beijing:
Zhong Hua Publishing House, 2005, 1(11): 482.
[8] 尹钧科，孙冬虎 . 北京地名研究 [M]. 北京：北京燕山出
版社，2009：30.
Yin Junke, Sun Donghu. Research on Place Names in
Beijing[M].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2009: 30.
[9] 王彬，司徒尚纪 . 基于 GIS 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 [J]. 地
理研究，2007，26（2）：238-248.
Wang Bin, Situ Shangji. Analysis of Place Names
Landscape Based on GIS in Guangdong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7, 26(2): 23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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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春明梦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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