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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方家修胡同

专题

2017 年，北京市以“十有十
无”的标准开展了背街小巷整治
提升专项行动，治理违规开墙打
洞是这一整治行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8月份，网上发布了几篇
有关开墙打洞的报道，引发了舆
论热议，方家胡同作为一个典型
而非典型的案例，成为网络关注
的焦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
们进入了方家胡同，开始长达半
年的整治提升工作。

整治工作中，恢复胡同风貌
便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

不同于其他胡同，方家胡
同并不普通，看似寻常的住
宅、商店、学校里，满是岁月

留下的各种印记。这里有四合
院，有清朝留存至今的工业遗
迹，有保存下来的王府、公主
府、教会学校。总而言之，方
家胡同的风貌比我们预想的要
复杂得多，所以整改思路不能
停留在表面。

在之前的若干年中，和北京
的其他胡同一样，方家胡同也进
行过一系列的整治工作，刷墙、
贴砖、换门窗、加保温、加空调罩
等等。但我们觉得，这样仅仅停
留在“表面”的工作并不是我们
的追求，作为规划师，应当透过
现象看本质，去发现问题背后的
逻辑链条。

1 走进方家胡同
接到设计任务前，我们对

方家胡同的了解很有限，只知
道这个地方离国子监、雍和宫
不远，有个 46 号院很出名，即
使在网络上搜索方家胡同的相
关报道，内容也都基本集中于
各色小店关停前后的对比照
片。在开始工作以后，随着调
研的深入，我们发现方家胡同
是一个人群构成复杂多元的地
方，而这些人基于自身的处境，
对于“拆违及封墙堵洞”所持的
态度也大不相同。

对店主和房东来说，他们
过去主要依靠沿街店铺获得收
益，封堵后，他们的收益和之前
的投入资本都受到影响，显然
对此事很有想法。但在调研中

我们也发现，很多店铺情况复
杂，有直管公房、私房、单位资
产，大部分的产权登记并非商
业性质。这种私自改变房屋用
途的做法，处于现有法规的模
糊地带，未来有必要加强界定
和管控。

但很多胡同里的居民对于
“拆违及封墙堵洞”比较拥
护。一些老百姓表示过去还没
封堵的时候，每天晚上有很多
人（其中很多是老外）醉醺醺
地从胡同的酒吧里出来，还会
大声喧哗甚至吵闹。然而，真
正居住在胡同的人不是这样，
真正的北京老城的生活也不是
这样。

46 号院则是在经历了各

种变迁后，成为了一个以设计、
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办公区。
由于周围文化资源的集中、交
通的便利和租金的适中，它吸
引了近 80家文创企业，其中不
乏国内国际相当有名的设计师
事务所。对于这些设计师、从
业者来说，胡同既是他们工作
的地方，也成为他们生活中占
比非常大的空间场所。

在调研访谈中，很多人表
示，46 号院及方家胡同吸引
他们的是一种多元的融合感，
这里是北京传统的，也是世界
前沿的，而更重要的是，这
里不仅是居民的胡同，也是
工作者的胡同、城市探索者
的胡同。谁的胡同2

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我们
发现，胡同里面居住的人员构
成非常复杂，当然，这样的人
员构成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在过去，这些胡同都是私
宅，但方家胡同的区位在原来
老城城内墙根，属于没人疼没
人爱的那种，后来由于历史原
因形成了很多大杂院，各家各
户开始自己加建厨房、厕所等
等，最后整个院子被挤得只有
一条小道。和新开发的居住区
相比，这样的生活条件，无论
从舒适度还是便利度来看，都
非常不理想，所以有经济能
力的人，基本都搬走了，留
下来都是实在没有能力搬出去
的人。

政府每两三年会系统性地
整治这些胡同，而我们调研的
时候，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
整治的痕迹。往胡同里走一
圈，仔细观察他们的墙就能

知道，哪年刷了一次墙，哪
年统一装了表箱，哪年又统一
装了表箱外面的罩子，哪年统
一装了空调罩，哪年又装了另
一批空调罩……

还有一些墙，就这么看好
像没什么价值，但走着走着，
就会突然蹦出个老大爷给你说
这里过去是个很有故事的地
方。我们仔细去看了看，发现
墙上有些奇怪的纹路，才知道
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清代建的
尼姑庵。后来我们看 2011 年整
治时的照片，当时把外面那层
墙刮掉后，剔出了一个砖雕的
窗，特别完整。但现在又给糊
上了。

所以，我常说，那些年复
一年的整治让墙被刷成了一张
无法再下笔的画布，但我们要
做的，就是要把这张画布慢慢
清理成一张白纸，然后再慢慢
往上面画一张好画。

3 胡同里的痕迹

这次方家胡同的整治工作，
我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做历
史研究、入院调查、规划资源的
整理，还特别安排了两个工程师
长期驻场。可能相较之下，我们
的投入非常多，但我觉得这事就
该这么做。

最开始我们进入到胡同
里，老百姓就很逗，看着我们
说，你们又来了？这回干什
么？刷墙？我告诉你啊，哪年
哪年你们给我刷过墙，哪年哪
年你们又给我贴过砖，现在又
来了，你是不是又给贴一遍？

我们连忙笑说：是是是，再给
您弄一遍。一开始都是这个状
态，老百姓就看着，你爱干干
呗，但是他们一旦有想法了，
就绝对不会配合工作。所以，
把墙面刷成新的很简单，但是
要给老百姓做通工作，让他们

和你一条心，是很难的。
其实在方 家 胡 同 待 的 这

几个月，我们每天最操心的工
作不是画图做设计，而是和各
种 老 太 太 、 老 大 爷 打交道，
当然，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小
故事。

5 那些和我们有关的小故事

我们把整个胡同走了一遍
之后，发现很难从规划角度切
入，因为如果要做规划，总得有
空间来规划，但这里没有，所以
只能想方设法从里面挖掘点小
空间。然后我们“挖”出了一个
小空间，封堵整治之前是两个
酒吧的小广场，后来就变成了
清洁车停车场。我们很纳闷，
难道是因为旁边有公厕，所以
清洁车就把这儿当成停车场了
吗？后来和清洁工师傅们聊天
才知道，其实清洁车有专门停
车的地方，但清洁工师傅们年
纪都比较大，觉得这个小空间
可以晒太阳，所以会把车停在
这里顺便晒太阳。

既然大家都喜欢这个小空
间，我们就做了几个方案，然后
在城市营销所同事的帮助下组
织了一个很正式的“小沙龙”，

把小广场周边院子里住的老头
老太太都叫来，给他们看，让他
们选择，可以把空间整理出来，
做上固定的座椅，你们就可以
坐在这儿晒太阳；或者把这个
空间留出来，你们可以自己做
点活动。大家噼里啪啦说了半
天，甚至还有大爷大妈开始畅
想坐凳要放在哪儿，才能早上
迎着太阳，傍晚看着夕阳。总
而言之，大家一致认为：小空间
特别好，一定要好好整理。

大家想法达成一致，小沙
龙圆满成功，这也算是做了一
次不错的公众参与。接着我们
就得去落实想法。

在落实的过程中，又不断
有新问题。

一开始，这个小空间堆满
垃圾，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清理垃圾。清理不是一件难

事，最难的是，如何想方设法地
防止老百姓再把垃圾堆回去。
那个小空间对着三个门，左边
是厕所，右边是另外一个房子，
左右两边的垃圾堆的最多，我
们就想怎么能够把这空间清出
来使用，又防止他们把垃圾堆
回来。

靠着厕所的这边因为没人
管，所以堆了垃圾也没有人去
清理，我们就先在那儿做了一
个大花池。然后有个老大爷，
他本来在厕所和他的墙之间留
了一条小道专门堆东西用，还
自己做了个玻璃门挡着，和周
围的风貌完全不搭，我们就特
别抓狂，反反复复和他聊，之后
才知道，他其实没什么要求，就
想着不能把玻璃门给拆了，因
为那个小空间他不但要堆东
西，还得过人。我们心想，这诉

求其实很容易解决呀，我们把
这门给换成一个好看的不就好
了？你原来该放的东西你继续
放，你说家里漏水了我也给你
修，你觉得原来家里门头上面
不好那就给你修个好的。老大
爷一听，倍儿高兴，我们又接着
跟他聊，说你这些东西留着也
没啥用啊，反反复复很多次之
后，他也发现这些东西真的一
辈子都不会再用了，清了就清
了呗，不心疼。后来就这么沟
通了几十次，都给他弄好了，他
很高兴，周围邻居也看在眼里。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户。
其实老百姓很简单，他们

的需求也很简单，如果真的耐
心和他们聊聊天，好好沟通，慢
慢的，他们都会把我们的努力
看在眼里，然后越来越支持我
们工作，给我们出主意。

胡同里的小广场

调研发现，方家胡同里的
老年人比例非常高，700米的胡
同里，6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百
多 个 ， 80 岁 以 上 老 人 40 多
个，腿脚好一些的老人，可以
去地坛、二环里的很多地方走
一走、逛一逛，但是对于更多
的老人来说，他们的活动空间
可能只能局限在这条胡同或者
是周围的几条胡同里，所以胡
同空间就是这些老年人社交生

活的全部。
我们走访社区时了解到，

这些老年人其实非常需要一些
活动空间，可以喝喝茶，下下
棋，聊聊天。不过目前社区并
没有类似的活动场地，所以他
们只能在胡同的巷口，或是稍
微宽敞一点的地方坐一坐，走
一走。但实际上，经过之前的

“拆违及封墙堵洞”，有些地儿
就空出来了，而这些空间其实

可以很好地实现老年活动站的
功能，有了这样一个初步设想，
我们就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

在和大健康研究中心的同
事交流后，结合东城区养老驿
站的模式，我们最终锁定了目
标——一个“拆违及封墙堵洞”
之前的饭馆，旁边还有一个菜
站。我们想，如果把这两个空
间结合起来，面积足够了，而且
也能满足老年人日常买菜、休

息、聊天这样的日常需求。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们分

别向街道办事处和东城区民政
局正式提出这个建议。从街道
的角度来看，这个区域的确需
要一个养老驿站。而东城区民
政局也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情，非常支持把方家胡同养老
驿站做成一个样板。而后经过
几个月的实施，方家胡同养老
驿站终于在今年1月开业了。

张罗出来的养老驿站

剪不断理还乱的线

做胡同风貌提升工作的人
都知道，房屋的附属物其实是
最难处理的。每次走进胡同
里，看着满墙各种各样的线，真
是欲哭无泪。但是，这些线虽
然乱，但都是老百姓家里实际
在使用的，动哪一根线都会有
人跳出来说：我们家电话怎么
又断啦？我们家老爷子都八十
多岁了，正取暖呢，你给我把电
断了，老爷子有点事你怎么办
啊？之类的。

以方家西口为例，这里有
若干条线，为了弄明白这些线
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的设计
师专门画了一张图，一根一根
地把这一团乱麻摘清楚。后来
图画出来我们才发现这里有强
电有弱电，有入院的线也有入
户的线，有一次性统一架设的
也有后来增加用户逐步新加
的。而这所有的线归属于不同
的管理部门，好不容易各种沟
通让某个部门来挪了线，另一

边就又装了个新的上去，这种
事情数不胜数。

有一次，我们讨论说有两
根特别粗的强电电线过街了，
看起来不好看，该怎么处理。没
想到有部门就悄无声息地改了，
关键是那些线都得套上钢管，他
们改完之后，新立的三根钢管直
接捅别人家窗户上，还比人家
窗户多出一截。我们就去协商，
说改的时候能不能改稍微低一
点，他们说不行，规范要求必须一

米八以上。我就指着旁边一根，
问那这根怎么一米五啊？他想
了想说，那是以前做的，反正新
做的我要做一米八。

和建筑相比，管和线往往
并不被重视，但从实际的空间
效果来看，胡同风貌的乱很大
程度上是这些附属物的混乱。
只要有一户居民就需要有一路
线，所以要想让线变得清清爽
爽，人口密度不降是不成的，架
线不考虑风貌也一样不行。

胡同整治这个工作
对于一个专业设计机构
来说不是什么大工程，但
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又
很杂、很广、很深。杂到
我们各方面的知识都需
要再去了解、学习、补充，
广到我们最后投入了规
划、文保、交通、市政、景
观、建筑、照明、结构八
个不同专业的近 40 名职
业设计师，深到每天会和
各种老头头、老太太、施
工队、街道沟通、交流、磨
性子。到最后，就感觉，
在方家胡同的这几个月，
真的不是在“修胡同”，而
是在“修行”。

其实，胡同的问题，
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不可
能依靠一次整治就解决

掉所有问题。同时，整治
是个催生健康社区、人文
环境的工作，而不是表面
的焕然一新。真正地去
和老百姓交流，倾听他们
的诉求，解决他们的问
题，再把整治的理念传播
出去，渐渐地，胡同里骂
街的老百姓就少了，一起
出主意的人也就日渐增
多了。现在方家胡同的
风貌收拾的越来越好，我
们心里很开心，但是人心
的改变才是我们更想看
到的，当有一天，大家都
能把这条胡同当做自己
家来爱护，知道应该共同
解决问题，知道为了公共
利益可以稍微让步并且相
信让步之后能有更多回
报，这，才是更好的开始。

4 我在方家修胡同，
“修行”的“修”

“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更像是在胡同里修
行。”方家胡同“百街千
巷”环境整治项目负责
人，北京清华同衡规划
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曹宇钧说：“方家胡同整
治算是我遇到过最‘事
儿’的项目。一开始，我
们站在一个仿佛可以超
越‘整治’的层面，以一
个规划师的身份进入其
中，但随着工作不断深
入，愈加感觉我们地位
的卑微，直到最后和大
爷一起蹲路边讨论怎么
晾衣服时，才真正领悟
到我们是在做什么，才
真正认识到我们所扮演
角色的复杂与综合。”

环境提升后的方家胡同，青砖灰瓦，一派清幽闲适。

胡同里的文化味儿十足。

原居民出租商用的 51号院被街道改造成养老驿
站，让老人有了暖心去处。

原来的32号院路边菜店升级，引入悠惠万家超市
化经营，商品种类达1500多种。

经过改造提升后，胡同里的居民感叹：胡同味道又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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