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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

称《意见》），这是时隔 37 年再度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的配套文件。《意见》针对积重难返的城市发展难题提出了

种种“破解之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莫过于推广街区

制。《意见》要求：“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

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

约利用。”[1]《意见》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打通城市中大规模的

封闭小区和大院，提高城市道路网的连通性，从而解决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 [2]。《意见》发布后，随即出现了对于因“拆

围墙”导致的住区安全和公共资源被侵占等问题的担忧 [3]。

《意见》中对于如何逐步打开城市中住宅小区和单位大

院、打开到何种程度能有效提高道路网连通性等问题并没有

做进一步的说明。换言之，即尚未制定和出台配套的建设规

范，且未明确街区建设的阈值指标，这将使得接下来的新建

和改造活动无所适从。本文所言之规范指的是与建设相关的、

能够有效指导建设活动的法规、条例和实施办法等具有法律

效力的文件。如何在制定的相关规范中运用阈值指标对新建

和改造活动进行限制和引导，正是决定街区制能否在我国顺

利推广的关键。充分而全面地掌握道路网连通性的度量方法

并运用其对道路网连通性进行准确评估，是在建设施工活动

中有效提高道路网连通性的前提。

1  相关概念

1.1  街区制
中国的“街区制”类似于国外的“block 街区”，是由城

市道路划分的建筑区域，是构成居民生活和城市环境的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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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4]。街区制就是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无围墙

的形式在道路边上直接建设住宅 [5]。它的特点是将小区变成

街区，使小区内的道路实现公共化 [6]。推广街区制应将街区

尺度控制在适当规模，并对街区面积大小和周边道路交叉口

间距长度进行控制，避免因大地块或交叉口间距过大导致对

道路网连通性的破坏。

街区制的概念起源于美国，也在美国的城市规划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国家并不提倡

所谓的“街区制”。二战以后，在总结以往城市发展经验和

教训的基础上，城市街道网络的重要性逐渐受到重视，并催

生出大量的相关研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

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率先提出一套“小街道，小社区”城市化理论 [7]。后

来土地私有国家和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也大多采用这一方

式。中国建设封闭住宅小区的“习惯”始于 1998 年的住房

制度改革，自那以后，福利分房取消，房地产向市场化、私

有化方向转变，安全、私密、幽静的小区环境成为开发商营

销的卖点。目前，街区式住宅在国外已发展成熟，遍布于世

界各大繁华都市，而中国仍存在大量封闭的住宅小区和单位

大院，这些多数是“历史遗留”问题。

1.2  道路网连通性
连通性的英文为“connectivity”，是空间或集合的一种

拓扑性质。道路网连通性指的是道路网中交叉口的密度和道

路连接的直接程度。目前一般认为“道路网连通性”是指在

一定的“道路网密度”基础上，表征道路之间相互连通情况

的指标。该指标可以反映出是否存在较多断头路、丁字路口

等情况，甚至可以反映道路交叉口车流转向不全的情况。连

通性既有内部性（区域内部道路的连接），也有外部性（主

干路和相邻街区的连接）[8]，本文围绕道路网连通性的内部

性进行探讨。

城市道路网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之一，一直以来都是城

市规划的重要研究对象，1980 年代末以来“小汽车导向”的

道路网规划以速度和效率为规划目标，对道路网连通性有着

较高的要求 [9]。一些学者致力于路网的研究，主要验证其连

通性或者路网连接密度以及线形通畅性 [8]。利特曼（Litman）

认为：高连通性的地块表现为交通的通畅、高可达性，或者

有利于物流、服务、活动、出行等各种机会的产生 [10]。

连通性高的路网对民众有众多利好。连通性与路人的活

动等级密切相关，连通性高的环境能提供更多直达的道路从

而缩短到目的地的距离 [11-14]。高连通性路网能够减少主干道

交通量，为紧急车辆腾出空间，还能缩减公共设施连接和服

务的成本 [15]，这意味着更少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尤其是致命

的撞击，这可能与这些区域的低速行驶有关 [16-18]。

但是很多居民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利好，想方设法地

将交通流排除在社区外，认为其不利于交通通畅。在新城市

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达到更高的路网连通性，土地将被进

一步细分 [19]。新城市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得致力于提高机动

车交通连通性和人行交通连通性的规划师一直在寻找能客观

有效评估连通性的方法。

目前国内针对城市道路网连通性的相关研究较少，一般

通过连接度指数来反映 [20]。虽然连接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反映城市道路网的连通性，但并不能全面反映路网连通性

的现存问题 [21]。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道路网连通

性的度量指标因度量方法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评

估连通性的方法较多，但都各有利弊 [22]。

2  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

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根据度量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两

大类：基于路网结构的连通性度量方法和基于街区形状的连

通性度量方法。以下的几种方法虽然各有优点，但在实际运

用中也各自存在一些问题。

2.1  基于路网结构的连通性常用度量方法

2.1.1  方法简介

规划研究和实践中最常用的基于路网结构的连通性度

量方法有：线—点比值法（link-node ratio）、交叉口密度法

（intersection density）、道路密度法（path density）以及人行

路径直度法（pedestrian-route directness）等 [8]（表 1）。
（1）线—点比值法

该方法采用的指标是线点比值，即在一个研究地块中，

线（点间的道路段）的数量与点（包括交叉口和断头路端

点）的数量之比。该比值越高，意味着两地之间有更多直达

的连接，有更多的路径选择方式。一个简单的方形路网的比

值为 1.0，四宫格为 1.33，九宫格形为 1.5[8]。

表 1  基于路网结构的连通性度量方法

度量方法 线—点比值法 交叉口密度法 道路网密度法 人行路径直度法

图示

分子 m 的数量 的数量 的总长度 的长度

分母 n 的数量 的面积 的面积 的长度

指标 I I=m/n

注：图示中灰色部分为给定的研究地块，蓝色线条为研究地块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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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叉口密度法

该方法采用的指标是交叉口密度，即在一个给定研究地

块中，交叉口数量（不包括断头路端点）与该地块面积之比，

单位为个 / 平方英里。通常情况下，该比值越大，说明该地

块内的路网连通性越高。

（3）道路网密度法

该方法采用的指标是路网密度，即在一个给定研究地块

中，所有道路长度之和与该地块面积之比，单位为：英里 /

平方英里。该度量值反映的是该地块内道路网的服务能力，

数值越大，说明服务能力越强，连通性越高，反之则越低。

（4）人行路径直度法

该方法采用的指标是人行路径直度，即两点之间沿路网

计算的实际距离与两点间直线距离之比。若街区尺度不大，

且道路连接状况良好，有较通畅的人行道，即该比值较低，

到达目的地会相对容易 ；若街区尺度较大，且道路之间连接

性差，有很多断头路，即该比值较高，到达目的地需要行驶

更长的距离 [8]。

2.1.2  小结

基于路网结构的连通性度量方法中，线—点比率法在规

划实践中很受欢迎，在指导建设的过程中，其主要优势是能减

少断头路的数量，其在规划研究中较少被使用的原因可能是因

为它不能直接反映连通性。交叉口密度法由于可以相对直接地

被使用，看起来又很准确，或许是规划研究中最受欢迎的测量

方法，虽然它可以反映真实的连接情况，却并不能反映这种连

接的指向性 [23]。道路网密度法在研究中用得不多，因为在道

路交叉口间距过大，或断头路、丁字路较多的情况下，路网密

度虽然很高，但道路网连通性并不好（其与真实连通性的相关

性不如交叉口密度测量法来得直接，后者只需数出交叉口数

量，以上两种方法虽然同为连通性的衡量标准，却不宜直接用

来进行连通性评估），目前仅在管理层面有一些作用 [23]。人行

路径直度法虽然可以直接反映穿越某城市空间的难易程度 [24]，

但关注这种方法的规划师并不多。迪尔 (Dill）在波特兰的一个

实验案例中对一系列基于路网结构的连通性度量方法进行了

一次筛选，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方法的相关性很高，但在

同一块地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连通性评级 [25]。因此在实践中，

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侧重点对以上方法进行选择。

2.2  基于街区形状的连通性常用度量方法

2.2.1  方法简介

除了上述几种基于路网结构本身的方法外，还可以使用

基于街区形状的连通性度量方法。之所以能运用基于街区形状

的连通性度量方法进行道路网的连通性度量，是因为街区作为

一个封闭的区块，其体量越大，对周边的交通阻碍能力就越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路网中最大的阻碍单位，一个有限的

街区尺寸能够准确地反映连通性的高低。基于街区形状的连通

性度量方法主要有三种：街区周长法（block perimeter length）、

街区面积法（block area）和街面长度法（block face length）[22]。

（1）街区周长法

该方法通过测量街区沿街面的各边长度获取街区的周长

值，用以反映该街区在道路网中的阻碍能力，从而评价道路

网的连通性，一般认为周长越大，阻碍能力越强，对连通性

的负面影响越大。

（2）街区面积法

该方法通过测量，计算出街区的面积，通过面积的数值

反映其在道路网中的阻碍能力。通常认为面积越大，阻碍能

力越强，道路网连通性越低，反之则越高。

（3）街面长度法

该方法通过测量街区在交叉口之间沿街面的距离，作为

衡量街面长度的量度。在实践中，为了保证出现贯通型的道

路，常常以十字路口为测量的起始点（不包括丁字交叉口）。

与以上两种方法类似，度量值越大，街区的阻碍能力越强，

道路网连通性越低，反之则越高。

2.2.2  小结

基于街区形状的连通性度量方法看似是直接有效的连通

性测量方法，然而经过进一步检验，这些方法都暴露出一些

较为明显的缺陷。街区周长法通过限定周长而不限定边长的

方式虽然可以保证一个平均连通性级别，但灵活的边长难以

起到较好的管控作用（图 1）。街区面积测量法显现出更大

的不确定性，尽管图中三个街区的周长一样，但它们面积却

在依次减小，第三个街区的面积不到第一个的一半，显然通

过周长来反映连通性存在很大的缺陷。街面长度法在规则路

网中比较实用，但很多城市和郊区并不是基于规则路网而是

基于不规则路网或者不规则模式布局的，如果此时运用该方

法就会将度量结果放大（图 2），可见该方法对不规则路网

的适应性也不强 [16]。

注 ：图中三个街区的周长都是 1 600，但面积和街面长度各不相同。

图 1  街区边长和面积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 [2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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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城市将街区周长法与街面长度的上限值相结合，试

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控制。以上三种基于街区形状的度量方法

在规则路网中便于操作，但很多城市和郊区的路网往往呈现

出不规则的布局 [16]。

2.3  基于街区形状的连通性新度量方法——街区单元法

2.3.1  方法简介

鉴于以上方法存在的一些弊端，斯坦格尔·保罗（Stangl 

Paul）提出“街区单元法”（block section）用以识别出贯通

型街道间最大的阻碍区域，通过“阻碍能力”的大小来反映

连通性 [22]。街区单元法通过测量街区在某个方向的最大间距，

并将其作为度量“阻碍能力”的指标。它指的是：街区周长

上或者一个被指定路网（包括街道、巷道、人行道，根据调

查和管理的需求进行选择）封闭的区域上任意两点间的最大

距离（图 3）。这些两点间的连线可能完全被包含在街区内

部（图 4中的 a地块），可能落在街区边缘（图 4中的 b地块），

也可能在街道边界外的某个位置（图 4 中的 c 地块）。

2.3.2  小结

即便是形状不规则的街区，也可以运用街区单元法进

行路网连通性度量。对照图 5 可以了解到用街区单元法测

得的某街区与规则的街区尺寸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若一

个不规则形状的街区单元测量值为 600 英尺，则其高于一个

400 英尺×400 英尺的正方形街区的街区单元测量值；若一个

街区单元测量值为 750 英尺，则其高于一个 600 英尺×400 

注：  图中 a 街区四周没有十字路口，若用街面长度法只能取最近的两

个十字路口之间沿 a 街区街面的距离，即测得结果为图中红色虚

线所示距离，此时度量结果明显被放大。

图 2  街面长度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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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用街区单元法测得三个规则地块的任意两点间的最大距离为各地

块的对角线。

图 3  街区单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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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尺的长方形街区的街区单元测量值。

该方法同时适用于周边是规则路网的街区和不规则路网

的街区，操作简便易行，对街区的阻碍能力能有较为直观的评

估，但是在规范中只运用该方法设置上限值进行限制的话，有

可能出现一些过于狭长的街区（图 4 中的 d 地块），因此在运

用该方法进行规范的制定时可以考虑再加入一个街区面积的

下限值进行限制。通过两个指标进行控制，可能具有较高的可

操作性。

3  研究展望——阈值指标的设定

随着城市环境的日益严峻，人们越来越关注规范对城

注：  测量的起止点边界是道路中心线。该图反映的是规则路网街区（矩

形街区）的街面长度和与对应的街区单元测量值之间的关系，阴

影区域显示的是街面宽度为 100 英尺以上的街区可能对应的街区

单元值。阴影上标注的数字为街面短边的长度。

图 5  街区单元值与规则街区的街面长度的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绘制

街面长边的长度（单位：英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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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阴影部分为两块封闭的街区，图中连线为 a、b、c 两块街区内任意

两点间最大距离对应的连线，其距离即两块街区对应的“街区单

元值”。a 街区的连线落在街区内部，b 街区的连线落在街区边缘，

c 街区的连线落在街道边界以外，d 街区为典型的过于狭长街区。

图 4  街区任意两点间最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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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产生的影响 [26-27]。无论一个城市是否制定了如杜安

尼（Duany）所建议的刚性管理规范 [27]，或者如本 - 约瑟夫

（Ben-Joseph）所建议的灵活的管理规范 [28]，最重要的是一定

要有一套明确的规范让建设与改造有据可依。事实上，尼莎

和尼尔森（Nisha & Nelson）就曾提出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进

行决策，制定管理条例 , 引导城市设计 [29]。

在中国，推广街区制的设想不应只是一座空中楼阁，应

重点考虑如何将设想落地、如何具体实施。仅仅出台《意见》

是远远不够的，对政策的语焉不详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无

所适从，甚至会产生因对政策的误读而导致的新的社会问题

（如“乱拆围墙”的现象）。此时亟须出台与《意见》相配

套的规范，对具体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和改造）进行刚性

和弹性相结合的制度约束，对如何逐步打开城市中住宅小区

和单位大院、打开到何种程度做一个详细的规定。如此才能

使改造和新建等建设活动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3.1  成都模式——街区面积法 + 道路网密度法
自《意见》发布后，全国各省市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纷

纷作出响应，表示将积极在本辖区内推广街区制。如上海市

为此编制了《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等技术导则；安徽省住

建厅表示已组织相关处室对文件开展研究学习，后期将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广西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完善城市道路网络系统，优化

街区路网结构，推动具备条件的城市开展街区制试点。但包括

以上省市在内的多数省市都未出台配套规范或者未运用阈值

指标对新建和改造活动进行引导。这些缺乏具体实施措施的文

件和《意见》一样，仍然会导致在街区制的推广过程中的“无

所适从”。而四川成都在这一方面先试先行，为国内其他地区

“街区制”的推广积累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经验 [30]。

3.1.1  “小街区规制”的要求

早在国家出台《意见》之前，成都就于 2015 年提出了

“小街区规制”这一城市规划理念，并开展了相关的课题研

究，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将城市小街区模式规范化、制度化，

用“规制”的制度形式保障街区制的实施，规制中包含以下

两项运用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的内容 [31]。

（1）依据“街区面积法”，确定不同类型“小街区”的

尺度规模。按照“小街区”功能的不同将其分为“以商业商

务功能为主导”和“以居住功能为主导”两类。前者的尺度

宜控制在 0.8~1.5 hm2，不宜超过 2.0 hm2 ；后者的尺度宜控

制在 2.0~3.0 hm2，不宜超过 4.0 hm2。

（2）依据“道路网密度法”，缩减街区尺度，提高道路

网密度。规制规定成都市整体路网密度不低于 10 km/km2（高

于国家不低于 8 km/km2 的要求）。商业商务功能主导的“小

街区”的路网密度不得低于14 km/km2；居住功能主导的“小

街区”的路网密度不得低于 10 km/km2。

3.1.2  政策的实施及成效

成都的“小街区”规划采用渐进式的推动模式，先选择

重点区域进行试验，积累经验并形成集中示范效应后，再向

全域范围进行推广。目前正全力落实“小街区规制 9+N”行

动，全面推进 9 个示范区建设和 18 个街区整治 [32]。成都运

用技术手段对中心城区路网系统进行了全面评估，发现主要

存在两方面问题 [30]。

（1）路网密度不足。目前成都中心城区规划市政道路网

总长度达 3 900 km，路网密度达到 8.0 km/km2，虽满足国家

标准，但低于“规制”要求的 10.0 km/km2 的标准。

（2）不同区域路网密度差距较大。一环内路网密度

10.3 km/km2，一环至三环之间的路网密度为 7.9 km/km2，

三环以外的路网密度为 7.1 km/km2。

有鉴于此，针对“建成区”和“未建区”，成都分别采

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30] ：在建成区，通过“城市修补”的方式

增加贯通型街巷，开放公共设施类街区，充分利用现有的内

部公共通道，并鼓励混行交通方式；在未建区，严格按照“小

街区规制”规划建设市政道路，且在方案报批的文件中，明

确提出增加公共通道的要求，以保证足够高的路网密度。除

此之外，成都还充分利用河道水网新增了许多沿河道路，在

提高路网密度的同时，塑造了高品质的慢行通道系统。

通过以上途径，共增加“街巷”长度 1 200 km，规划路

网长度达到 5 100 km，整体路网密度达到 10.4 km/km2。在

中心城区较为成功地完成了路网改造。

成都这种明确了尺度和规模要求的模式能够科学高效地

推动改造和新建活动的有序实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据

可查，这种做法也可以为其他地区街区制的推广提供经验。

从成都经验可以看出，道路网连通性度量的各项指标和方法

在出台配套规范方面将大有可为。

3.2  上下限组合模式——街区单元法（上限）+ 街区面

积法（下限）
鉴于上文中提到的街区面积法和道路网密度法存在的一

些问题，本文尝试提出运用街区单元法和街区面积法的上下

限组合模式。推广街区制或许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完成。

（1）运用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为道路和街区设置阈

值，可行性较高的方法是采用“街区单元法”（上限）和“街

区面积法”（下限）进行联合限定，并将具体的限定方法和

阈值设定应用到与《意见》相配套的规范中（如《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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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改造前该地块街区单元值为 390 m（黑色标注），大于 300 m，不

符合假定的规范；通过打通道路（绿色标注）的方式改造后，分

成的两个街区的单元值分别为 267 m 和 256 m（红色标注），小于

300 m，符合假定的规范。

图 6 南京市南冬瓜市小区南部地块改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百度地图绘制

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各地方的道路设计规范等）。这可能是

街区制在中国能真正得以推广的关键一步。

（2）根据上述法规和条例诊断现有道路网中存在的问题，

并依据其中的阈值设定对问题地段进行改造。据此可以逐步

打开城市中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上述阈值可以用于判断小

区和大院应在何处打开，具体开放到何种程度比较合适，能

够做到有选择地“拆围墙”，避免乱拆围墙的窘境。假设江苏

省的技术规范中采用“街区单元法”对阈值进行设置，假设

上限值为 300 m，则南京市南冬瓜市小区南部地块等街区均应

按照规范中的阈值设定进行相应的改造（图 6）。
（3）根据规范中的阈值对新建街区的规模进行控制，严

格按照规范中的阈值设定进行建设。假设江苏省的技术规范

中采用“街区单元法”和“街区面积法”对阈值进行设置，

假设街区单元值上限值为 300 m、街区面积下限值为 1 hm2，

则新建街区在建设时都应满足这两个条件，以避免阻碍交通

的大而封闭的街区再次出现。中国的新城或新区建设中亟须

有这样的规范进行指导，否则将可能重蹈事后拆围墙的覆辙。

4  总结

我国推街区制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

虽然相应的《意见》已经出台，但配套的法规和条例仍然缺

位，这就导致了当下改造过程中“乱拆围墙”和新建过程中

“屡教不改”的窘境。

国外在街区制推广过程中将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引

入法规和条例中的做法为我国街区制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上文介绍的几种方法是目前国际上关于道路网连通性度

量比较常用的方法，虽然各有利弊，但在指导街区改造和建

设的过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多种方法的联合使用，往往能

够优势互补，达到较好的管控效果，其中街区单元法（上限）

和街区面积法（下限）联合使用是适应性较好、可行性较高

的选择。

从国外推广街区制的经验来看，出台与《意见》相配套

的规范是中国推广街区制的必由之路，相关部门应予以重视，

早做准备。运用适宜的道路网连通性度量方法，在与改造和

建设相关的规范中设置限制性指标（阈值），或许可以使我

国推广街区制的工作平稳有序地推进。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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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认为，“傅立叶在拱廊街中发现了法伦斯泰尔

(Phalanstère) 的建设原理。拱廊街随着傅立叶向相反的方向转

变，这种转变具有超凡的魅力：虽然拱廊街起源于若干商业

目的，但是，对于傅立叶来讲，拱廊街变成了居住地。法伦

斯泰尔变成了一个由拱廊街构成的城市。傅立叶以法兰西帝

国严格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绚丽色彩的毕德迈雅式的田

园。左拉在他的《劳动》中延续了傅立叶这个观念，而在《泰

雷兹·拉甘》中却与拱廊作别。在批判格律恩（Carl Grun）

时，马克思为傅立叶做了辩护，马克思强调了傅立叶的‘庞

大的人的理念’。马克思还注意到傅立叶的幽默。如同希尔

巴特在《玻璃建筑》所写的那样，保尔（Jean Paul）同样在

他的《乐瓦娜》中把傅立叶推崇为教育家，实际上，傅立叶

是乌托邦主义者。”

墨尔本市中心最近 10 年来的商业设施改造不无傅立叶

的法伦斯泰尔的影子。“廊道是一种建筑物内部的交通方式，

人们足以低看宫殿和大城市了……法国国王堪称文明的君主

之一，他的杜伊勒里宫甚至都还没有一个门廊。国王、皇后、

皇室走出他们的马车时，也躲不掉打湿衣裳之类的尴尬，小

资产阶级在一家店铺门口打车时，同样遇到这类尴尬。国王

周围一定会有很多侍从为他撑着伞……但是，国王还是没有

一个门廊或屋檐，让他的客人们避雨……让我们描述廊道，

叶齐茂>>> 译者随笔

它具有和谐宫的最诱人的特征……法伦斯泰尔没有室外的道

路或没有开敞的道路。一个宽阔的走廊把中央大厦的所有部

分连接在一起，在整个建筑的第二层楼展开。在这个宽敞走

廊的每一个尽头，都有由柱子支撑的架高的过道，还有很令

人神往的地下过道，这个地下过道把法伦斯泰尔的所有部分

以及相邻的建筑连接起来。这样，一系列有顶的走廊不仅美

轮美奂，而且因为供热和风扇，冬天尤其舒适……因为建筑

的第一层会与马车入口相交，廊道不能安排在第一层。所以，

廊道或连续柱廊是沿着二楼延伸的。法伦斯泰尔的廊道沿着

中央建筑的一边展开，延伸到中央建筑的每一个建筑翼的终

端。这个建筑的每一翼都包含了两排房间。这样，每排房子

的一边可以看到田野和花园，另一边则可以看到廊道。廊道

的高度为三层楼，一边有窗……厨房和某些公共大厅都设在

第一层。法伦斯泰尔的主大厅不应该布置在第一层。这样做

有两个理由，第一，老人和儿童爬楼梯比较困难，应该住在

这个建筑比较低的楼层里。第二，应该让孩子们远离成人的

生产活动。第二层的餐厅地板上设计一个活门。这样，可以

把桌子放在楼下的厨房里，进餐时，通过楼板上的这个活门

把桌子拿上来。大型公共活动期间，这些活门特别有用，譬

如来了旅游大篷车和旅游团队，因为一时间人太多了，一般

的餐厅坐不下。廊道里也可以布置餐桌，楼下就是厨房，通

过这种活门，把食物送上餐桌。”

本雅明对“法伦斯泰尔”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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