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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 37 年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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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

道路布局理念 [1]。本文结合实际，试图通过对传统“胡同”空间形态

的探究，提出解决当前住区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

1  住区的封闭与开放

封闭型住区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1990 年代被引入中国，其后
受到居民青睐，发展速度非常惊人 [2]。新浪网关于是否赞成封闭型社

区开放的调研问卷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不希望住区开放，90%

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住区开放后的安全问题是最令其担心的问题 [3]。

根据赵超对 1 600 多份问卷调查样本进行的分析，安全感、物业管理
的方便性、居民活动的组织，使得居民对于封闭型住区更有归属感，

其中安全感与归属感的相关性最高 [4]。此外，感到隐私被保护，也是

封闭型住区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可见，封闭型住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

符合居民的需求，其中安全感是其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住区的封闭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1）部分城市道路的结构由网状变为树状。尽端式道路的增多，
使得居民的出行距离被拉长。而且我国部分封闭型住区的面积较大，

占地面积约 12~20 hm2 甚至更大 [5]。这种大面积封闭区域，降低了城

市支路网密度，影响城市微循环交通。

（2）城市内外部空间分离，城市的部分空间成为住区居民的“私
有物”。住区内部空间的基础设施需求膨胀，而街道等住区外部的城市

公共空间却因为住区封闭、出行路线拉长导致的可达性较差而缺乏活

力。封闭的住区导致了空间的“纯化”（purification），空间的隔离、公

共服务和设施的私有化所代表的是一种贫富分化现象，对社会关系造

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6-7]。城市空间的“私

有化”，也是人们从公共领域和公共责任中撤出的一种途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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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国家倡导推广的住区开放政策有很大启发。本文着眼

于解读住区开放与封闭，指出住区的“开放”不仅仅是拆

除围墙，而是一种空间重组。文章分析了胡同如何通过建

立道路系统和活动空间，来满足居民交通、交往等活动需求。

最后提出借鉴胡同的空间形态并融合现代住区优势的住区

开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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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有些研究质疑了封闭型住区的安全性。姜超
等人总结大量国际案例的实证结果，并且对环境犯罪理论进

行了剖析研究，指出围栏等空间封闭措施并不能显著降低住

区内的犯罪率 [9]。所以与其说封闭通过减少犯罪率带来了安

全，不如说封闭减少了外来人员的干扰，为居民带来了心理

上的安全感。

可以看出，封闭的空间形态是一把双刃剑，既使居民享

受空间的“私有化”带来的安全感等体验，又在城市与住区

间形成了空间隔离，进而对城市和居民都产生不利影响。“开

放”的精神内涵是将城市公共界面和公共空间解放出来，促

进住区与城市的有机融合 [10]，这就要求“开放”不仅仅是拆

除围墙，而是居住形态的变革。所以“打开”封闭型住区，

是通过住区空间形态的重组，达到打破住区与城市隔离，合

理释放住区空间，恢复城市多样的文化、生活交流，促进城

市发展活力的目的（图 1）。
但是通过使用后评价研究也发现，目前的一些新建开

放式住区存在安全性受到质疑、私密性被破坏、环境受到干

扰、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 [11]。开放住区带来的好处是毋庸置

疑的，但是开放方式规划不够系统（例如直接拆除围墙，直

接增加住区网状机动车道路等）以及对开放的程度把握经验

不足（例如道路布局分级不合理，步行空间安排不合理等），

就会破坏封闭住区的优势，带来上述问题。

2  以开放型住区的视角来看“胡同”

“胡同”一词最早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最初“巷”

通“衖”，在北方地区念作“虹”，有相连通畅的意思。“虹”

的切音为“胡洞”，此后便是北方地区民间对小巷的习惯称

呼。而在南北朝时，吴音“衖”，读作“弄”，所以南方这类

小巷多被称作“弄”“弄堂”“里弄”。元朝的北方小巷，民

间多称“胡同”，但正式命名多采用“弄堂”。后来明代统一

时写作“衚衕”，在清末简化为“胡同”[12]。这时的“胡同”

除了作为街道名称以外，也成了一种街区形式。建国后的城

区改造中，“胡同”渐渐成为历史街区的一种。

“胡同”“弄”等名词本就是“巷”在南北方的不同叫法，

指的是相连通畅的一种道路形式。在历史发展中，人们逐渐

以“胡同”等代指这种传统的相连通畅的街区形式。本文中

的“胡同”即泛指这种街区形式，并不拘泥于南北方称呼的

区别。这种街区形式往往商住混合，但以居住为主。我们可

以把“胡同”住区看作一种街区制的开放型住区。

现代城市飞速发展，中国的南北方仍然保留着许多这种

胡同住区。以开放型住区的视角来看这一类经历了两千多年

的经政府规划与自发改造而形成的住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展

现着一种生命力。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显示，北京市以胡同

住区为主的区域犯罪率较之其他区域并没有升高 [13]。对南

锣鼓巷和南池子街区的调研显示，胡同居住的最大问题是密

度大，而非其他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在环境问题中，认为

停车设施需要改善的分别占 4.42% 与 14.29%，认为绿化需

要改善的分别占 11.86% 和 16.84%[14]。对北京胡同地区老年

人居住外环境的调查研究显示，居住在胡同的老人中有 89%

表示经常在胡同内活动，仅有 46% 经常去附近公园。在居

住环境问题中，认为交通不便的只有 11%，居住环境问题主

要集中在夜间照明不足、洗澡如厕不便等基础设施不足等方

面 [15]。

我们应当看到，传统胡同存在容积率低、建筑占地面积

大、人口密度大等问题，环境中也存在拥挤、基础设施缺乏

等问题，而且大多数胡同由政府管理，处于缺乏专业物业管

理的状态 [16]，也有贫富混居等让人产生安全担忧的问题。但

面临住区开放政策，胡同住区恰好协调了居民普遍担忧的安

全、管理等问题与住区开放之间的关系，并且创造了一个交

往丰富、相对安静又可以为城市微循环提供支持的住区空间。

这是值得我们从这种传统的空间形态中汲取经验的部分。

3  胡同住区带来的启发

胡同住区从道路系统以及住区开放程度方面，给现代开

放型住区的建设带来了三点启发，包括网状的分级道路系统、

灵活多样的道路形态，以及多层次的分级空间组织。

3.1  网状的分级道路系统
在古代，北方“胡同”的命名系统比较乱，南方则按街、

巷、弄、衕的等级排列。“弄”即是“胡同”，宽度一般不超

过 7 m；“巷”比“弄”稍宽；“衕”在北方一般称为“小胡

同”，宽度一般不超过 4 m，有的仅有 2~3 m[17]。“街”在里图 1  对住区开放与封闭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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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中位于坊外，主要承担商业用途，所以不属于住区内范

围。在古代的胡同住区中，巷、胡同、小胡同是城市普通居

民的居住地中的三种道路等级。

为了分析封闭居住区和传统胡同道路分级体系的不同，

选取了北京市瀚庭（2 hm2）、静淑苑（4 hm2）两个不同尺度

的现代居住区，与白塔寺周边面积相同的胡同区域（2 hm2

与 4 hm2）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瀚庭居住区（图 2a）与面

积为 2 hm2 的胡同（图 2c）的道路面积分别约为 0.33 hm2

与 0.32 hm2 ；静淑苑居住区（图 2b）与面积为 4 hm2 的胡同

（图 2d）的道路面积分别约为 0.65 hm2 与 0.60 hm2。将四

者以 40 m×40 m 方格网均匀覆盖，以数字由左至右标出横

轴，以字母由下至上标出纵轴，取格网内交点位置作为起点，

格网外缘交点位置作为终点。这样就得到了两组不同面积的

现代居住区与胡同的样本地块，相同面积组地块道路面积相

近，外轮廓也相似。将住区道路宽度划分为 4 m 以下（小胡

同）、4~7m（胡同）、7 m 以上（巷）三种级别，分别统计四

个区域的各条出行路线中道路宽度的组成（图 3）。
简·雅各布斯（Jan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中提到：人行道具有交往特性。好的街区可以在隐私与接触

中保持平衡，具有一种特殊的“共享气氛”[18]。在四个区域

出行距离统计中可以看出，网状与道路分级是胡同住区形成

“共享氛围”的基本空间框架。

（1）两个胡同区域中宽度小于 4 m 的道路总长度约占出

行距离总长度的三分之一。上下四分位数①分别为 20 m 和

18 m，说明在大部分出行的路线中，都会经过这个尺度的道

路。而在汉庭和静淑苑小区，宽度小于 4 m 的道路的长度在

出行距离中占比较少，且没有体现在多数路线中，没有形成

道路系统中的一部分。

不同宽度的道路拥有不同的出行体验。根据人类学家爱

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尺

度分别为亲密距离（0~0.45 m）、个人距离（0.45~1.30 m）、

社会距离（1.30~3.75 m）、公共距离（3.75 m 以上）。在住区

中，社会距离是易于产生交往的舒适距离 [19,20]，而这个社会

距离与小胡同等级（宽度小于 4 m）的道路尺度相近。著名

的水城威尼斯，其街道的平均宽度正好为 3 m 左右。这个尺

度的道路对活跃住区的交往氛围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使道

路成为公共交往空间的一部分，可以满足居民对居住区内交

往空间的需求。

（2）在瀚庭与静淑苑居住区，宽度大于 7 m 的道路长度

在出行距离中占了大部分比例，中位数分别为160 m和204 m，

图 2  选取地块网格平面图 图 3  区域内各点出行需要经过的三类道路长度统计箱型图

① 在统计学中，上四分位数与下四分位数分别表示数据中排序后处于 75% 与 25% 位置上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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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这两个道路系统中，居民在大部分步行出行情况下，

需要经历 150 m 以上 7 m 以上宽度的道路。在两组胡同出行

距离统计（图 3）中，宽度大于 7 m 的道路总共占了三分之

一左右的长度，中位数分别为 42 m 和 49 m。

根据交通方式所需道路宽度研究，宽度为 1.5~2 m 的道

路可以保证居民便捷安静的步行空间；宽度为 3 m 左右的道

路仅能满足机动车单向通行，限制了日常机动车交通，但特

殊情况下可以通行；而宽度为 4~5 m 的道路可以适当地通车，

但也可以起到限制车速、限制路面停车的作用。以上三个层

级，从空间形态上限制了机动车的通行，是开放的胡同保持

较为安静氛围的重要原因。宽度大于 7 m 的道路，可以使机

动车较为顺畅地通行，可成为城市所需要的机动车交通微循

环道路。两个胡同的数据说明即使住区开放，大部分出行路

线中，仅有不到百米的距离容易受到机动车干扰。而如果瀚

庭和静淑苑小区的道路系统不经过重新规划就直接开放，会

使机动车长驱直入，严重影响步行出行质量，物业管理的压

力也会增大。通过道路分级形成适宜的开放程度，再结合物

业管理进行调控，是比较好的选择。

（3）瀚庭和静淑苑居住区内各点出行时需要经过的三类
宽度的道路中，在部分路线，仅仅为到达小区周边的点，就

要经过超过 400 m 长的宽阔道路，超过了人的舒适步行距离。

而且上下四分位数差距达到 160 m 和 134 m，显示出住区中

各个位置步行出行距离有较大的差距，道路系统中步行出行

距离不公平。相比之下，在两组胡同的出行路线分析中，每

一种宽度的道路总长度中位数差距不超过 50 m，上下四分

位差距不超过 80 m，极值也未超过 300 m。可以看出在“胡

同”中，每一种宽度等级的道路在居民出行时均占有一定的

比例，且在大多数的路线中，出行距离均较短，形成了分级

的出行道路系统。

胡同住区与现代城市多见的封闭住区分别以两种空间形

态解决住区内出行便捷、公平、安全的问题。住区封闭意味

着步行绕行与机动车需求增大，为了保障方便、平等的停车、

通车待遇，会考虑全住区优先布局宽阔的机动车道与停车位，

即以机动车主导住区交通。住区开放则意味着步行便捷与机

动车使用需求降低，分级意味着步行的安全、舒适与机动车

流的限制。同时，机动车的就近停放，减少了住区内居民交

往的机会（图 4a, 图 4b）。而通过便捷、公平、安全的步行

道路连接停车场，也是机动车行驶、停放与居住建筑拉开距

离的前提条件，为住区内居民的交往创造了机会（图 4c）。

所以特别是在建成的封闭住区中，不改变以机动车交通为主

的道路体系，就无法达到住区开放的目的。

总之，胡同中网状分级的道路系统，就是在步行出行与

机动车出行之间找到一种较为和谐的处理方式，在隐私与接

触中保持平衡，然后通过适宜的尺度创造“共享气氛”。需

要注意的是，胡同住区道路系统的形成是网状形态与分级思

想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与住区的开放相辅相成。

3.2  灵活多样的道路形态
胡同在我国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期间除了政府的规

划以外，民众的自发改造也对胡同的空间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以说胡同也是一种以时间的历练反映居民需求的住区形式。

最初，经典的胡同类型以“鱼骨形”“长格栅形”“篦梳

形”为代表，在后来形成的胡同形式中，因为居民生活状况

的不同，有些地块被兼并、分割产生了一些灵活的、斜线的

道路。胡同逐渐呈现出不规则网格形态，例如由居民自发改

造形成的“树杈形”“斜线和折线形”等胡同类型 [21]（图 5）。
直到现在，北京市老城区内还保留着大面积这种胡同道路系

统，与现代住区中简洁的道路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图 2 的四个区域中，以区域内各点出行时每段路线的
总长除以经过的路段数量，得到每条路线中路段的平均长度

（图 6）。在路段平均长度的箱型图分析中，从两个胡同区
域内各点出行时，经过的路段平均长度的中位数均为 23 m；

a

b c

交流、活动

机动车

步行路线

机动车路线

建筑

活动空间

图 4  机动车交通与住区活动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5]改绘

图 5  “胡同”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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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四分位数分别为 19 m、25 m 与 21 m、30 m，数据普遍

分布在 20~30 m 左右的范围内。而在瀚庭居住区和静淑苑居

住区中，中位数分别为 44 m 和 86 m，上下四分位数分别为

33 m、63 m 与 77 m、105 m。

比较灵活多变的道路系统形成了适宜步行的空间节奏，

有助于提升步行的体验。平直、单调的道路会让人觉得枯燥，

而每 20~25 m 有所变化转折，或者有节奏感的重复，将一条

路线打破为不同的路段，就可以打破枯燥，使空间感受更加

紧凑，实际感觉距离缩短 [22]。在所选的胡同区域出行时，经

过的路段基本符合 20~25 m 的空间转折节奏；而两个现代居

住区的道路组织则较为平直枯燥，而且简单道路系统使得步

行路线中的分段数并没有根据住区面积的增大而增大，上下

四分位数的差距也说明了在住区内各点出行时，步行节奏的

体验并不公平。胡同区域灵活多变的道路系统，不仅使实际

出行距离更短，感觉距离也更短，体验也更加丰富。

同时，这种道路系统正是形成机动车微循环交通的需要。

“巷”即“胡同”承担的责任与城市支路是不同的。在城市

中，这些街区级微循环路网主要负责过饱和时段机动车交通

的分流；在住区中，则主要负责将机动车交通与非机动车交

通连接到城市中 [23]。许多研究都分析了北京市中心城区胡同

的道路开放对城市微循环作出的贡献，但忽略了其灵活多样

的道路系统通过限制车流对胡同内居民的生活实现的保护。

一些学者在分析了荷兰代尔夫特（Delft）的交通模式后，提

出在城市微循环道路系统中，以蛇形或锯齿形道路来降低车

速，可以形成慢行机动车道路 [24-25]。鱼骨状、斜线和折线形

的胡同，是同时结合了网状、分级与蛇形、锯齿形道路形态

的慢行机动车道路系统。而且比起城市尺度下的直线道路，

这种灵活多样的道路体系更加贴合建筑的布局和形态，设计

精度更加符合住区的尺度。这种慢行的机动车道路系统，可

以减少外来车辆对住区的影响，有利于和谐、平衡地达到城

市微循环交通的需求。

总之，胡同通过居民的自发改造形成了适宜步行的节奏，

同时形成了限制机动车行驶的路网结构，在开放式住区的建

设过程中，具有借鉴意义。

3.3  多层次的分级空间组织
住区的外部空间作为居民日常交流活动的主要载体，需

要提供不同私密度的空间。目前很多封闭住区的绿化和景

观设施设计得非常精美，却存在鲜少有人使用的状况。而

胡同空间虽然没有各种设施，甚至有的空间十分简陋，却

可以聚集许多的居民活动。当我们将住区看作一个完整的

空间，而非建筑空间、交通空间与活动空间等空间的叠加

时，道路也就成了组织和划分各种活动空间的很重要的部

分。住区内的空间，如果向着宽阔的道路有出入口，即使

它的设计元素、尺度都是私密的，也会因为车流、噪音等

问题，无法构成私密空间的体验。而在一条狭窄的胡同中，

即使没有设计特定的私密空间，也会有居民愿意搬两把椅

子坐下，聊一些较为私密的话题，更何况胡同拥有以建筑

围合而成的各种院落空间。

在胡同空间中，道路的分级划分了交通方式、流量和交

往的尺度，实际也是为住区的空间私密性等级进行了划分。

再配合相应的设计元素与尺度，就可以形成开放、半私密、

私密的空间等级层次（图 7）。而由宽阔的机动车道构成路
网的住区，道路分级无法实现，私密性就很难得到保障，从

而缺少半私密和私密的公共空间。

缺乏空间的有效分级也会导致空间感受的跳跃以及使用

方式的单一，从而降低空间整体的吸引力。而且建筑与机动

车道路之间缺乏过渡和围挡，也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面

对这样的住区，仅仅拆除外边界，不但不能活跃住区气氛，

反而使得住区的整体环境更加复杂，本就缺乏私密性的交往

环境会更加恶劣，居住建筑也将暴露在城市交通中。而在胡

同，居民从建筑空间，到住区的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开

放空间，再到城市的开放空间，空间感受是连续的，空间的
图 6  区域内各点出行经过路段平均长度箱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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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是多样化的，私密与半私密空间为建筑提供了过渡

和围挡。适宜步行的交通系统，也在对机动车进行一定隔离

的同时，将“人气”带入各个空间。

而且，空间的连续性和多样化，保留了公共空间中的私

密空间——院落的体验感受，为传统邻里关系的形成提供了

空间。在我国，传统的邻里关系是一种家庭与家庭间的非法

律性关系，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其维系的关

键，是十几人到几十人的小团体拥有一个共同的私密空间。

这部分最私密的院落是一种小尺度、小范围的“集体私有

化”空间，在建筑入口前形成了一种空间阻隔，可以减少外

来人员的干扰。且外来人员进入建筑前，首先要进入一个邻

里圈中，这形成了一种对犯罪的“社会性”防控力，使得社

区的安全性自发地提升。胡同中的住户并不是向城市敞开大

门，也被封闭的外部空间所围合，只不过由于胡同的空间分

级，这种封闭的私密外部空间尺度很小。这也是胡同虽然开

放性高，且物业管理缺乏，但犯罪率并不高的一个原因。

4  借鉴胡同空间形态的住区开放策略

胡同开发时期的人口密度、建造条件等都与现在住区不

同，但居民对步行空间和活动空间的本能需求是相同的。所

以不能盲目照搬套用原有模式，而要从传统的智慧和经验积

累中汲取精华。其目的是在促进住区与城市有机融合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保留封闭住区的优势（表 1）。
根据对胡同空间的研究，本文认为网状、分级、灵活多

样的道路系统和与此道路系统相结合的空间等级划分，是胡

同值得被现代住区借鉴的一套完整空间组成方式。而现代住

区的容积率、楼间距、绿地率、道路面积占比、消防通道等

规划标准，以及隐形消防通道、绿色停车场等设计手段的应

用，对于开放和封闭的住区来说都是科学的。在开放型住区

的新建和改建过程中，结合二者的优势，就可以创造更加合

理的空间（图 8）。
在具体的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住区道路物理维度 [26]

（包括街道长度、路网密度、社区出入口布置、边界界定等）、

住区道路形态维度（包括围合程度、路网特征、可达性等），

以及住区道路的文化维度（包括公序良俗的融入等）。

（1）在网状道路街区制的推广过程中，要注意道路分级
体系的建立，以道路宽度来区分车行与人行。保障住区内有

图 7  封闭住区与胡同空间对比

表 1  封闭住区与胡同空间形态各自达成目标的方法

目标
封闭住区空间形态

封闭住区优势保留
胡同空间形态

交通安全 封闭 / 道路分级、人行

道等人车分行策略

网状、分级、灵活多

样的道路系统

财产安全 封闭 空间等级划分

便于管理 封闭 网状、分级、灵活多

样的道路系统

隐私保护 封闭 空间等级划分

封闭住区问题解决

活跃住区内公共活动 活动空间设计 道路、空间等级划分

促进城市公共空间使用 — 网状、分级道路系统

提升城市发展活力 — 网状、分级道路系统

缩短步行出行距离 — 网状道路系统

增加城市支路网密度 — 网状道路系统

形成生活偏好与文化认同，

恢复邻里关系

活动空间设计 道路、空间等级划分

减弱社会分异 — 开放

图 8  传统胡同与常见封闭住区形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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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步行道路系统，增加小尺度道路的路网密度，以小尺

度道路连接建筑与活动空间。步行道路系统可以参考胡同的

尺度，分为小于 4 m、4~7 m 两个等级，或按照住区实际情

况进行设计。由于小尺度路网不再由胡同拥挤的居住建筑围

合，而多由绿地围合，所以可通过隐形消防通道的建设来兼

顾住区的消防要求。住区中机动车道路应当同时结合所在片

区与住区的规划，并与建筑和一些较为私密的活动空间之间

保持一定距离。

（2）在道路的形态方面，以减慢车速为目的，可以根据
建筑或者场地的其他条件，更加自由地设计机动车道路形态，

增加曲折程度。在非机动车道路的设计上，有了独立的小尺

度路网，就可以不局限于在机动车道路两侧设立便道的方式，

可以综合场地状况，设计有宽度和节奏变化的道路系统，使

路网除了交通功能，同时承担住区聚落活动。一方面满足居

民的“自然运动”，即由空间结构本身决定的人们运动分布

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促生适当的“迷宫系统”，即充满控

制力、安全感、归属感的空间状态。

（3）在具体的外部空间设计中，可以结合不同住区的需
求，在小尺度路网骨架中增加各种形式的私密与半私密空间。

要注重空间的私密度与分级的结合，保障私密、半私密空间

的私密性。同时以私密、半私密空间的过渡和围挡，为建筑

创造安宁的环境。例如，可以在每栋居民楼下增加一定围合

的私密院落，不但是邻里关系形成的场所，也是住区开放后

保护安全和隐私的方式；小尺度路网作为住区最具活力的空

间，两侧应当增加一些半私密活动空间，为路网吸引到的人

流提供活动空间，保护传统邻里关系的同时为新的交往活动

提供空间。

总的来说，借鉴胡同的空间形态，主要是借鉴其规划体

系以及开放程度经验。完成住区开放目的和要求的同时，尽

可能地调节人车关系，维持居民需要的安全感和私密性，保

护住区的环境，减小管理难度。

5  结语

“胡同”产生于中国古代并发展至今，诠释了中国文化

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不但是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符号，

也是传统居民活动的外部空间体现。与其他的住区开放、人

车分行策略相比，从胡同住区中汲取的策略是低开发、低风

险的，而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特别是对于不适宜大兴土木

的已建成封闭住区，以及需要节约开发经费的新建住区等，

有更加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这种从胡同住区中汲取的设计

智慧，本身就具有灵活、自发改造的特点，应当以发展的眼

光去看待它。其与现代的住区开放、人车分行策略并不矛盾，

如果可以与现代的开放、人车分行策略相结合，也是对中华

文明的一种发展。探索胡同作为住区的优势，并应用于实践，

既是弘扬传统文化，又是当今的住区与城市所需。因此，立

足于住区开放政策的本质和精神内涵，剖析住区封闭的优势

与劣势，研究胡同的外在形式和深刻内涵，采取扬长避短的

方式推广胡同的住区外部空间形态蕴含的理念，对于稳步实

现住区开放有很大的帮助。

注：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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