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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改造 每个细节讲究融合
现代元素渗入胡同保护 邻里关系透着碰撞妥协
不过 300 米长的笤帚胡同，是条典型的
老北京南城胡同，它很窄，窄到连机动车都无
法通行。设计师何哲和两位合伙人沈海恩、
臧峰的事务所
“众建筑”就隐藏在胡同里一个
不起眼的小院中。这里距离正乙祠戏楼不
远，
“以前是戏班、小商贩等居住的地方”，跟
北城的宽大四合院相比，笤帚胡同所在的大
栅栏街区，每个院落都要狭小拥挤得多。
从 2013 年 10 月开始，
“ 众建筑”带着他
们全新的设计理念和产品加入到“大栅栏更
新计划”当中。和以往修旧如旧的胡同保护
方案不同，何哲他们的想法是渗入现代元素，
“我们保护胡同中那些传统积淀的部分，在不
做破坏的提前下加入现代化的预制构件，改
善居民的居住质量”
。
杨梅竹斜街 72 号院改造过程。

一个小院
三段历史
大栅栏很特别，对外地游客来说，
它
就是那条游走着铛铛车的商业街，但大
栅栏实际远不止这一条街。大栅栏及东
琉璃厂文保区，是离天安门最近的、保留
最完好、规模 最大的一 片历史文化街
区。如果说大栅栏商业街还原了老字
号、老饭馆、老戏楼，那大栅栏街区里的
小胡同则保留着过去商人、戏班等居住
的四合院。用清朝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
做对比，现在的大栅栏街区几乎保留了
当时完整的结构和肌理。
“众建筑”所在的笤帚胡同 37 号就
是大栅栏街区一个普通院落。2013 年
加入“大栅栏更新计划”时，
“众建筑”得
知这里大多院落狭窄且权属复杂。对建
筑设计师来说，最难的无异于有限空间
内的有限改造，但他觉得，这样似乎更有
利于北京胡同目前的生态。
大栅栏更新计划于 2011 年启动，是
在北京市文化历史保护区政策的指导和
西城区区政府的支持下，由北京大栅栏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区域保护与复兴
的实施主体，
创新实践政府主导、市场化
运作的基于微循环改造的旧城城市有机
更新计划。相关部门希望在尊重现有胡
同肌理和风貌的基础上，将这片街区建
成新老居民、传统与新兴业态相互混合、
不断更新、和合共生的社区，实现大栅栏
区域可持续发展，复兴大栅栏本该有的
繁荣景象。
“过去有些历史街区的做法比较干
脆，就是大拆大建，老房子全部铲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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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宜家那样
DIY 改造
起来新的‘古董’。改造的尺度非常大，
改造完了之后却面部全非。”何哲认为，
修旧如旧并不一定适合于胡同改造：
“对
胡同、对四合院来说，
什么是旧？是还原
到 100 年前还是 200 年前。”
以笤帚胡同 37 号为例，这个小院
至少暗藏着三段历史。正房年岁最老，
是一直保存至今的明清建筑，
“ 正房的
大梁是上好的木材，现在已经很难再找
到这种木料”。厢房稍新一点，是 20 世
纪 60 年 代 翻 新 的 ，
“ 用 上 了 水 泥 瓦 ”。
倒座房（指中国传统建筑中与正房相对
坐南朝北的房子，又称南房。
）是最新
的，建设于唐山大地震之后，
“使用了当
时比较流行、又很便宜的钢木桁架”。
“如果按修旧如旧的理念，
应该修成
什么样呢？哪个时间段算是旧的？”何哲
的做法是，把小院里每个阶段的历史符
号都保留下来，比如正房的大梁、厢房的
水泥瓦、倒座房的钢木桁架。而其他涉
及居民生活的部分 ，用 现代元素去置
换。
“我们的观点是，一定要有一个新旧
的区分。新的就是新的，不是假古董。
旧的就是旧的，是真古董。”
从 2013 年 10 月开始，
“ 众建筑”带
着他们全新的设计理念和产品加入到
“大
栅栏更新计划”当中。居住与保护、传统
与现代，在这四年的实际操作中有碰撞、
有妥协，更多的是融合和渗入，何哲说，
“最终希望将为胡同改造而做的设计，
演
进成批量的产品，
降低成本、
降低门槛，
让
更多居民感受到现代设计的便利”
。

“都在说胡同改造，
其实需要改的是
与生活有关的部分，居民们关心的也是
这部分。而需要保护的文化细节，很多
与生活不相关。”
自从把事务所搬到胡同里，
何哲和同
事们进行了大量的体验和调查，
他们知道
很多居民们依然留恋胡同，
并不想搬离，
“他们更多是对取暖、
卫浴、
上下水这些生
活配套不满”
。但此前的改造方案都过于
死板。大栅栏街区传递出来的信号却是
完全不同的，
在政府主导下，
“自愿腾退”
成为主流。愿意搬迁的就接受安置，
搬迁
后留下的空房子，
政府就做其他规划，
其
中有些就交给
“众建筑”
做改造实验。
胡同老房子的主要问题是漏水、
漏风、
返潮、
基础配套差。根据
“众建筑”
的方案，
老房子承载历史的主体结构得以全部保

留，
将一个预制好的、现代化
“盒子”塞进
去，
形成
“房中房”
“
，我们叫它
‘内盒院’
”
。
经过前期测量、设计，联系工厂加
工，再运输、安装，一套“内盒院”就可以
完成。制作盒子使用的主要是保温复合
板，
窗户使用断桥铝，
外层采用一些不锈
钢材料。所有的部件只需要一把六角扳
手就能安装。一间屋子大约一天时间就
能完成安装。
“考虑到胡同普遍狭窄，
大型设备不
便运输，我们就采用这种平板运输结合
DIY 安装的方法，实际上跟安装宜家家
具很像。”何哲说。
相对于潮湿、漏风的老房子，
“ 内盒
院”保温的材料意味着更节能，
更简易的
施工意味着节省人力。而整体改造成
本，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只需几万元。

同脊房的
改造关系学
“从技术上来说，
已经没有难点，
现在
的难点在
‘关系’
。
”
大栅栏的四合院，
权属
关系复杂，
连一个屋脊下的房子也不一定
是同一属性。
“这种同脊房，
屋架都是连着
的，
但很可能一家是私产，
另两家是公房，
改造起来要牵扯的关系就复杂了。
”
在改造杨梅竹斜街 72 号院一间房
屋时，一个空调外机的位置就改了三四
次。
“你家改造装空调，但是邻居家不乐
意，因为你的空调外机可能正对着人家
卧室。改动之后，又对着另一家客厅。
噪音、挡光等等都是问题。”何哲说，
胡同
里人与人的关系太近了，
近到无法回避。
好在“内盒院”的优势就是快捷，对
邻里的影响被降到最低。杨梅竹斜街 72
号院的东大妈，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了
“内盒院”后，动了改造的心思。除了常

规设计，设计师还为东大妈找到了一块
洗澡的地方。原先，因为没有独立的洗
浴间，东大妈只能利用两扇门形成的犄
角，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充当洗浴间。设
计师在嵌进东大妈家的盒子上，加装了
可推拉的洗浴间。
“设计灵感来源于东大
妈本人，这是她几十年生活在四合院的
生活智慧。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每一
处细节都透着邻里关系的碰撞和妥协。
”
在 东 大 妈 之 后 ，又 出 现 了 赵 大
爷 ——经过改造后的房屋给了女儿更
多隐私，
接着，
又有了樊小姐——在与邻
居的妥协中，
找到理想的采光效果。
何哲对北京晚报记者说，现在技术
已经不是问题，
需要做的是由设计师、街
区、政府一起给居民们提供更充足的改
造动力。
本报记者 孙毅 D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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