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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无论你是北京土著、还是来到这里的外乡人，或许你只是想在这里驻足片刻；我们每个人对

于北京的胡同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情怀。北京的胡同，布局上大多正东正西或正南正北，走向横

竖笔直；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其名称上也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

迹，反映出不同的人文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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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菜市口出发

　　菜市口名气大多是因为那曾是杀人的地方，是刑场，有不少名人都是被斩首在此。无数个电

视剧中都会提及菜市口，因为这里在旧时曾经是皇城的刑场。

　　现在的菜市口，早已和刑场没了关系，但它周边的胡同却是老北京南城的经典。整个片区以

寺院和会馆文化为主线，将胡同生活与历史联系在一起，意蕴非凡。

　　该区的西侧，有享誉佛教界的法源寺，它不仅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也是中国

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因此在其周边的胡同里，也充满了浓郁的寺院文化气息。

法源寺的西侧有著名的牛街清真寺，还有清真女寺。这些寺院不仅是难得的历史建筑遗存，更重

要的是，它们至今仍然发挥着寺院的重要作用，传播着佛教和伊斯兰教。

　　此外，会馆文化也是这一片区的看点。像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珠朝街的中山会馆、烂缦

胡同的湖南会馆等，都是在北京胡同历史上数得着的建筑；会馆文化充满在该片区的若干胡同中

。虽然这些会馆大多已成为居民院落，但很多建筑保存完好，它们依旧在时代的变迁中忠实地记

录着历史。

   

1、游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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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砖胡同的南首是法源寺，日常对游客开放，门票5元。

　　如果希望在胡同里找到老旧的标语，可去包头章胡同，6号宅门的门联就是“听毛主席话，跟

共产党走”；西砖胡同10号院的墙上也有“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字样；在后兵马街的中段，路

南宅院的墙上还有完整的毛主席诗词。

　　法源寺和牛街之间的胡同目前破坏严重，充满现代建筑，不必花费太多时间。

　　南大吉巷和北大吉巷原有不少会馆，虽然从外观上看不出会馆的模样，但两条小街的历史感

很强，不妨去走一走。

   

2、周边胡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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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截胡同

　　南半截胡同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以南，靠近胡同北端的地方，有一座很明显的院落，这

就是著名的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始建于清道光门年（1826），在南半截胡同7号，现在是普通的大

杂院。1912年，鲁迅初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在这里，他写下了传世名篇《狂人日记》。

　　原来西院有个补树书屋，就是鲁迅当年的住处，只可惜后来这个书屋被拆掉了，现在之剩下

一棵槐树，槐树婆娑，默默诉说历史的变迁。

西砖胡同

　　来菜市口这边游逛，法源寺是必看的，而看法源寺，西砖胡同又是必逛的。

　　法源寺位于西砖胡同的南头，它不仅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也是中国佛学院、

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是培养青年僧伽和研究佛教交化的重要场所。在这样的树荫下漫步

，多了一份禅心与诗意。

米市胡同

　　听名字就知道，这胡同肯定和“米”有关。确实如此，明朝时，这里是米粮集市。米市胡同

位于北京宣武区东南部，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东街。米市胡同形成于明朝，当时这里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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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集市，形成街道，故而得名。延续至今。胡同43号是以前的南海会馆，康有为故居。

珠朝街

　　北段西侧5号院是中山会馆，院内主殿等建筑保存较好，精美的雕刻和彩绘尚存，后会馆辟为

居民院，房屋损坏较严重。其中魁星楼、戏台已拆除，太湖石假山已移他处，花厅、过厅等保存

较好。

牛街

　　牛街是北京市宣武区牛街街道内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街的一段街道，因为在这条街上

回族聚居而闻名，亦因为在这条街上拥有牛街礼拜寺而闻名于世。是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

清真寺，始建于北宋至道二年(996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重修，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大修，

近年又有修缮装饰。寺院面积不大，但建筑集中、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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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街

　　一条南北长街，有云南会馆等，还有57号院“地藏禅林”，现已成普通民居，但寺门上的“

地藏禅林”等字完好。

   

3、美食攻略

　

　　牛街是传统的回民聚居区，这里的清真小吃很多，有工夫的话就多逛逛，多尝尝。以下地方

都值得一去：北京卫校东侧的清真小吃城，里面有爆肚冯、奶酪魏、年记酱肉等；卫校东侧的年

糕李；牛街清真超市一楼的年糕钱；教子胡同南口的致宾楼饭庄小吃部和爆肚满；输入胡同西口

的宝记豆汁店；南横西街东口的小铺豆腐脑；法源寺西里的洪记小吃店⋯⋯怎么样，口水快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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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吧？ 

   

4、摄影攻略

　　法源寺的丁香远近闻名，如果是在春季游览，这是一个不错的摄影题材。

　　如果喜欢胡同内小巷交错的感觉，可以去醋章胡同与西砖胡同的交界处找找，会有不少的收

获。

　　方盛园胡同西口狭小，小巷感觉强烈。

   

5、交通

　　到该片区游览，乘公交车的话，在广安门大街和骡马市大街上有5、6、102、105、745、687路

等；牛街上有67路；菜市口大街上有603、613路等；如果没有太多时间游览胡同，只是想看看法

源寺，可乘公交车在牛街的“礼拜寺”站或者“牛街南口”站下车，也可在菜市口大街的“南横

街”站下车步行前往，但距离均较远，步行需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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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东单出发

　　东单是北京的一处地区，位于东城区长安街、东单北大街、建国门内大街之间的十字路口。

因昔日在那里有一座牌坊而名。

　　在东单的过街天桥上，有两个烫金大字“银街”。这“银街”显然是相对于附近王府井地区

的“金街”而言的。尽管是“银”不是“金”，但能称得上“银街”这个称号，也已经很了不起

了。这里的商业味道自古有之，它和西单一起成为长安街沿线上对称的两大商业区。

　　东单片区的胡同因为历史上的繁华，因此这里的深宅大院也相对较多，而且绝大多数胡同都

很规范、笔直、宽大；派头十足。东单的胡同，可谓街巷够老，院子够大，老树够粗，门楼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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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够美。

　　礼士胡同、演乐胡同、史家胡同、干面胡同、禄米仓胡同、东堂子胡同、外交部街⋯⋯这些

胡同构成了东单胡同区的精髓。当我们漫步其中，此处不仅讲诉着既往的故事，也展示着胡同鲜

活的现在。

　　东单地区的胡同，从北向南好像是一部演变史，从古代讲述向现代。北部的礼士胡同等多是

清朝时的遗存，而南部的外交部街、赵家楼等胡同，则记录了近代史上一个一重要时刻。

　　来到东单，除了购物，别忘了到附近胡同转转，那里的街巷深处珍藏着老北京的一串串故事

。

   

1、游走攻略

　　禄米仓胡同东首的智化寺不得不去。

　　智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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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建筑完好，其中最出名的是寺内的“京音乐”。京音乐本为明朝宫廷礼仪音乐，1446年传至寺

内。该音乐与佛教音乐相融合，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相传27

代，其独特的工尺谱记谱方式，以及所演奏的曲牌、曲目和使用乐器，都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

值和艺术价值，是极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作北京音乐的“活化石”。

　　智化寺门票20元，每天有固定的“京音乐”演出时间，每次一刻钟。

　　宁郡王府

在北极阁三条西首的71号，王府规模宏大，建筑气派，木雕精美。该王府建于雍正八年，皇帝封

怡亲王允祥第四子弘皎为宁郡王，即建府于此。现府邸大门、翼楼、正殿、后寝、后楼基本保持

完整，是北京现存建筑年代较早、建筑规制较高的一座王府。不过，现在有多家单位占用此王府

，进门参观得向门卫说明情况。

　　赵堂子胡同

3号是相当著名的赵启铃故居，赵启铃是规划设计一代名家，其居所自然也是不同凡响，在他的改

造下，院内修建了一条长廊，将东西八个原来分为两个部分，各院落自成体系，相对分离，又连

成一体，相互呼应，这样既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又不同于普通的四合院。这座院子曾被日寇以

低价强行买走，国民党接收时还以为地下埋有珠宝而将所有地板撬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

外交部接待所和职工宿舍。

　　干面胡同

13号院门楼内有完整的毛主席语录，影壁保存较好，影壁上也涂写着“伟大导师毛主席”等标语

。

　　东总布胡同

62号，也就是东首的南侧是“宝成当铺”，刻在墙上的老牌匾依然清晰完好。　　　　近代史上

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就发生在如今的赵家楼地区，现在的赵家楼饭店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年

火烧赵家楼之处。除此之外，街巷里已难找寻赵家楼事件的踪迹，不过，在前赵家楼胡同正对着

的宝珠子胡同里，后人竖了一块纪念碑。

　北总布胡同

胡同2号是原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驻地。整个院落是当年洛克菲勒用建协和医院剩下的材料为其父母

建造的，所以比较特殊。只是这个大院平时闭门谢客。

　　从此片区出发，可以顺便到古观象台看看。古观象台在建国门边，建于明正统年间，这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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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大量天文观察资料，并存有大型天文仪器，曾经遭到德、法等帝国主义的洗劫，不过已大修

完毕。

   

2、周边胡同详述

礼士胡同

　　“刘罗锅”刘墉的旧宅就在这条胡同里。从东四路口往南，不多远，有条向东的胡同，叫礼

士胡同，是京都小有名气的里巷。

　　“礼士”二字让人想起“礼贤下士”这个成语，是很文雅的名称。其实，在明清时代，这里

是贩卖驴骡的市场，叫“驴市胡同”。清的《帝京舆图》上，就标示为“驴市胡同”。清朝《顺

天府志》说：“驴市胡同亦称‘骡市’。”由此可以窥见，当时骡子的交易仅次于驴。直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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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年间，这儿废除了牲口市场，人们才巧妙地依谐音改称之“礼士胡同”。

　　礼士胡同129号大院即便放到任何地方，都堪称气派非凡。此院落的临街大门为三间，规模浩

大，大门两边为一道八字形屏墙，屏墙和长长的街面围墙上部雕刻着极华丽的砖雕花。这种装饰

墙在北京几乎独一无二。就是门外的便道上，也设有精美的石礅。只是如今这里的主人挂起了谢

绝参观的牌子。“要说也可以理解，当初在这里拍电视剧《大宅门》时，胡同堵得乌泱乌泱的，

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在胡同东首北侧墙壁上，留有“紫气东来”的字样，保存完整，这种街首的字迹在北京已经

很少见了。

干面胡同

　　干面胡同，明朝属黄华坊，称干面胡同。据传此路是去禄米仓运输禄米必经之路，车马行走

，尘土飞扬，居民戏称为“下干面”，故而得名。

　　最值得一提的是胡同西首的61号院，每一个走进大院的人，都会被它的宏大、气派深深震撼

着。它最早是皇太子载淳（同治皇帝）的老师、清代大学士李鸿藻的宅子。抗日战争前是原毛主

席、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已故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岳父的宅院。后被日本特务机关霸占，据说

川岛芳子也在此居住过。解放后为社会科学院宿舍，该院先后住过研究先秦史的王煦华教授，历

史学家顾颉刚和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现前院已经面目全非，后院早已被高楼代替，只有中院幸

免于难，保存至今。

史家胡同

　　该胡同建筑整齐，房屋较好，多为大宅院，据老住户讲，清末中法银行董事长刘福成、名妓

赛金花(傅彩云)都有宅第在此胡同内。胡同内51号院为章士钊先生故居。章土钊辛亥革命后曾任

教育总长，1949年曾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

国内和平协定，遂到香港。后又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随后全家也来到北京。开

始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家，由于两家人口都比较多，居住比较拥挤。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探望

章士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便亲自出面解决章的住宅问题。章夫人选中了史家胡同51号院，是

一个三进院。章士钊认为，一家人住太大了，便将第三进分了出去。章士钊去世后，由他的家属

居住。1984年定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胡同内55号院，大门影壁上有砖刻和亲王诗，两边还有

对联。

内务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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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同内11号院曾是清明瑞的府第。乾隆二十四年(1759)，明瑞随军平定伊犁地区的叛乱有功

，封一等诚嘉毅勇公。道光十四年(1834)，明瑞曾孙景庆袭爵。道光二十五年，宣宗第六女寿恩

固伦公主下嫁景庆弟景寿，此宅人称六公主府。民国后归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为北京市文物保

护单位。胡同内39号院为梁实秋故居。

外交部街

　　外交部街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物遗存，也是目前北京市内保存相对完整的胡同之一

。分布于外交部街的一些重要建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旧址、睿亲王府、藏经馆、协和医

院别墅、通圣堂等。

东堂子胡同

　　东堂子胡同75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33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

院落。一进院有倒座南房5间；二进院有南房4间，北房3间，东、西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

厢房各3间；三进院有带前廊的北房3间。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从1917年到1920年租

住于此。

   

3、购物攻略

　　东单北大街极富商业气息，十分繁华，各种小店比比皆是。大街的东侧，也就是很多胡同的

西口，在修建地铁时大批拆迁，而现在地铁修建完毕，兴建了一批新的富有个性的小店，闲时可

去一淘。

   

4、摄影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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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化寺的万佛阁是木质楼梯，很陡，很有味道。登上万佛阁后可以居高拍摄附近的四合院和

寺院内场景。不过，万佛阁殿堂内是不允许拍照的。该寺内的钟楼和鼓楼都有木梯可上，可透过

楼上的小窗拍摄其他建筑。

　　演乐胡同3号院的马洞，本司胡同27号的垂花门、干面胡同13号的“毛主席影壁”不要忘记去

拍。

　　外交部街的原协和医院别墅区进院需说服门卫，如果不能进去，可以再西侧的东单北大街上

拍到一些建筑。

   

5、交通

　　地铁五号线从东单穿过，到该片区游览，可以根据目的地就进选择合适的地铁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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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东四出发出发

　　东四，位于北京东城区中部，东四北大街东侧。元代称十字街。明代于十字路口四面各建一

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又因位居皇城之东，故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牌楼随时间消失后，东四

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而东四地区的若干胡同就排队叫做东四头条、二条、三条⋯⋯一直到东

四十四条。东四的十条的东口就是原来东四牌楼的位置，后来城市改造把这里拓宽了，十条就成

了大街。

　　现在，那些精美的牌楼都不在了，但东四地区的现存街巷依然是北京很“牛”的胡同：这些

胡同里深藏着经典的老院及名人故居，还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说起东四地区最经

典的胡同，那非东四三条到八条莫属，同时这里也被认定为北京胡同保留最完整的传统居住区。

　　此外，在东四十四条以北，还有新太仓、九道弯等胡同，相比而言，这里则显得“乱”了很

多，可有意思的很，有些胡同绕来绕去，进去就再难出来，可以去九道弯走上一次，体验下“找

不到北”的感觉。

   

1、游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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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四头条至十四条都是东西走向，很容易让游人遗忘那些连接它们的小支巷，这些小支巷虽

然看上去没什么气势，甚至显得有些破旧脏乱，但一些院落及小巷的感觉还不错。下面提到的铁

营胡同即使如此，此外月光胡同、月牙胡同等也都不错。

　　孚王府大门在朝阳门内大街上，后墙即东四三条的南墙。道光皇帝幼子奕在1850年封为孚郡

王，居于此处。因其排行第九，俗称“九爷府”。府内建筑众多，大多尚存。

　　东四十四条65号的影壁上仍画着毛主席像，这在北京胡同中已少见了。

　　东四十条路口东南侧的22号还保存有南新仓，此为明清两代皇室仓库之一。其梁柱用材使用

了元代仓廒旧料，保持了明初的仓廒原构，成为北京现存为数不多的历史仓廒实物。

　　东四六条崇礼旧宅不对外开放，而且有保安分别在几个宅门处执勤，即使拍照，有时也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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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拦。

   

2、周边胡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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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四条

　　东四四条胡同东西走向，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中部往南可通东四三条，往

北可通东四五条。东四四条1、3、5号原为房主系清宗室绵宜的宅弟。绵宜号达斋，是道光皇帝的

本家，曾于同治年间任礼部侍郎，其后代姓金。因系宗室辈份较尊，故当地百姓称这房子为“皇

帝的叔叔家”。现该宅保存较好，为某单位宿舍。东四四条3号被列入东城区第三批文物普查登记

项目名单。

　　东四四条五号现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坐北朝南，门口台阶较高，门两旁有几棵高大的古槐

。该院共有三层院落，大门一间，门内迎面有一字影壁，西有屏门，过屏门，有四间倒座房，为

硬山合瓦清水脊；倒座房北有垂花门，垂花门很精致，面为攒边门，东、西、北、三面均有四扇

屏门。与东西屏门相通的游廊将整个院子连接起来。正房三间，为硬山合瓦清水脊，左右各带两

间耳房。正房内部装修为清代旧物，硬木落地隔扇和碧纱窗非常完整。东西厢房各三间，亦为硬

山合瓦清水脊。

东四六条

　　位于东城区东部，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南与月牙胡同、流水巷、育芳胡同

相通，北与月光胡同、南板桥胡同、德华里、石桥胡同相通，属东四街道办事处管辖。因在东四

北大街诸胡同排列顺序为第六得名。

　　崇礼的旧宅是六条的最大亮点。门牌号是63号和65号。崇礼宅的东侧55号院，是著名的“七

君子”之一，爱国人士沙千里的旧宅。

东四三条

　　东四三条胡同东西走向，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中部往南可通东四二条，往

北可通东四四条。明朝属思诚坊，称三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用三条胡同。1949年后称东四

三条。据《燕都丛考》载：“路北有海公府”，现已无存。

　　东四三条77号被列入东城区文物登记项目名单。其中的17号院和35号院内都有不错的垂花门

可看。

东四八条

　　东四八条，同样沿袭了本片区的共有特点，精致的门楼以及粗壮的老树。胡同内71号院，原

是清代为宫中掌管帘子的王姓官吏所盖的一座房子，解放后为教育家叶圣陶故居。院内种满了花

草，有两棵大海棠树，每到春天，枝头缀满了粉红色的海棠花，叶圣陶的好朋友谢冰心、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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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在海棠花开的时候到这里看望叶老。叶圣陶寓此曾创作了许多作品，如《叶圣陶童话选》、

《叶圣陶散文甲集》、《叶圣陶散文乙集》等。

北沟沿胡同

　　胡同内梁启超故居院，为梁启超故居。院内主要建筑尚存，院门外影壁细节仍完好。其子梁

思成也住在这里。

   

3、购物攻略

　　地铁工程完工后，东四北大街两侧新开了一些店铺，整体装修风格是仿古型的，有不少店铺

做餐饮经营，有些很有特色，此外还有一些个性化的小店，可以进去淘一淘。

   

4、摄影攻略

　　该片区像模像样的大胡同里都有很多老树，这在其他胡同里不常见到，这也构成胡同摄影的

一个经典素材。精致的门楼、门墩较多，要耐得住寂寞慢慢拍，好东西尽量都收到自己的镜头中

。

　　这里的胡同较宽，所以带来一个摄影者不喜欢的问题：两侧汽车停的较多，在拍摄应尽可能

避开，以免削弱胡同气氛。当然，要做到这点，有时很不容易。

　　由于大院较多，可以再住户同意的前提下，多到院子里走走，以拓宽摄影题材。

　　铁营胡同附近的鸽群能渲染胡同感觉，要拍鸽子至少需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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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鸽群一般转着圈飞，要提前研究好鸽子的大致飞行路线；

　　2、选择好胡同的代表元素，如屋顶、街巷等，提前构图就等鸽子飞进预想的画面；

　　3、鸽子飞的较高，而且速度较快，所以按快门时要有一定提前量；

　　4、快门要足够快，才能让鸽子定格；

　　5、侧逆光最好，顺光也可，可以表现鸽子的白翅，不要逆光，否则鸽子就成了一个个黑点；

　　6、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很有可能拍了一小时都没有中意的片子。

   

5、交通

　　地铁五号线在东四北大街上设有“张自忠路”站，游玩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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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新街口出发

　　新街口，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二环内西北角地区的代名词，而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另一个

名词“护国寺”的天下。如今，大多北京人都能说得上新街口的位置，但提起护国寺就哑口无言

了。的确，护国寺只剩下了一座大殿，其辉煌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周边护国寺街、护

国寺小吃、护国寺旅馆、护国寺副食品店等建筑的存在，依然展示着当年曾有的繁华。

　　如今的护国寺只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地标，除了护国寺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那里喧闹的旧事

早已无影无踪了。倒是在新街口大街两侧兴起了现代商业，尤其众多的特色小店，成为众多年轻

人淘宝的好去处。

　　和北京胡同经典的东四、西四、后海等地区相比，这个片区的建筑明显有些相形见绌，整个

片区特别像样的大宅院的院数量甚至抵不上一两条经典胡同。但是，这里胡同保持着良好的原生

态，尤其是护国寺大殿周围，曲曲折折的小巷子让人体会到一直以来的历史味道。那个让人浪漫

且让人心动的胡同名字“百花深处”，还有深藏老舍先生故居的“小杨家胡同”，气派的“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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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其美好的感觉不言而喻。

   

1、游走攻略

　　西海，也称积水潭，与后海通过德胜桥相连，这里在元代时曾设有水关，西海西北角建有镇

水观音庵，后改为汇通祠。汇通祠已于修建地铁时全部拆除，现已重建。

　　西海周边现留有不少历史遗迹。西海北沿29、30号是三官庙，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又

称三元大帝。道教称三官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即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管解厄。旧时北

京共有三官庙、三元庵、三官殿等30余处，这里的三官庙保存较好，现为民居。

　　西海南沿48号有普济寺，也叫华佗庙。清康熙年间曾为大学士明珠家庙。现为民居，有20多

间文物建筑。

　　德胜门箭楼，与前门箭楼一起，是仅存的两处研究古代都市布局，城防设施的实物资料。德

胜门箭楼素有“军门”之称，是京师通往塞北的重要门户。1450年明朝民族英雄于谦在这里浴血

奋战，使蒙古军溃败而逃，保住了北京。正园德胜门位于大军出发北征的必经之道，所以才被命

以谐音“得胜”的吉利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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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胜桥建于明初，桥将积水潭一分为二，桥西称积水潭，桥东称什刹海。清代北京著名的“

镇海三宝”之一的镇海神牛就在得胜桥下，镇海神牛是由德胜桥四周寺庙规制最小的永泉寺，于

清同治年间联同桥西真武庙，两家集资在德胜桥西桥洞上嵌刻的迎水兽，桥存留至今，迎水兽已

无存。

　　小杨家胡同8号是老舍故居。老舍出生在此，在《四世同堂》小说中也描写过这条胡同。小杨

家胡同的西口在新街口大街上，极为窄小，注意盯好街边的路牌，一不小心就会错过。

　　三不老胡同6号是郑和故居。明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之后，这条胡同就改为“

三保老爷胡同”，后逐渐谐音为“三伯老胡同”和“三不老胡同”。目前郑和故居原貌改变较大

，只有部分老建筑尚存。

　　护国寺街9号是梅兰芳纪念馆，是当代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1951-1961年在北京的寓所。该馆

现存有剧本、图书、照片等文物。票价10元，周一休息。

　　徐悲鸿纪念馆在新街口北大街53号。此处原址是徐悲鸿的故居。目前馆内陈列着徐悲鸿的多

幅名作。票价10元，周一闭馆。

　　西海西沿郭守敬纪念馆在汇通祠内，为社科类专题人物纪念馆。周一闭馆，票价2元。

大半截胡同17号院有棵大榆树，春天的枝丫伸出路外，触手可及，这在大都市里很难见到。

   

2、周边胡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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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深处

　　百花深处是北京街巷名称极雅者。不知道多少张“百花深处”的门牌照片被报刊使用。《北

京琐闻录》中记载：“明万历年间，有张姓夫妇在新街口南小巷内购买空地二三十亩，种青菜为

生。渐渐地有了钱，在园中种植树木，叠石为山，挖掘水池，修建草阁茅亭，使这块菜地成为一

个十分幽雅的所在。又辟地种植牡丹、芍药，在池中选票莲藕。夏日，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驶上

小舟往来天绿波之中，香风扑面，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在黄菊澄香之秋，梅花晴雪之冬，均有四

时皆宜之感。当时城中士大夫等多前往游赏。因此北京人称它为百花深处。

　　虽然现在的巷子里有些凌乱，但是依然可以找到与“百花深处“对应的浪漫意境。

八道湾胡同

　　在新街口，从后公用胡同拐进八道湾以后，就感受到里面的窄小和曲折，和北京其他类似的

胡同一样，八道湾里大多是一般的普通民居，没有大宅门，多为如意门和墙垣门，房子也都不高

，还是按照坐北朝南的规格建筑的，所以胡同更像是院落之间的过道了。八道湾的11号是周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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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的故居，也是周作人晚年的住处。胡同越往西就越狭窄，到最后分成了两路，分别通向已经拓

宽的赵登禹路。

正觉胡同

　　胡同的得名缘于胡同内的正觉寺。现在已经荒废，但是保留下来的主殿，依然传递着曾经远

去的寺院气息。

棉花胡同

　　是条南北走向的长巷。北起罗尔胡同，南至护国寺街。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宛署

杂记》作“绵花”胡同。清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绵”讹作“棉”。1965年罗儿胡同、斗鸡坑

胡同部分并入。棉花胡同六十六号为蔡锷故居。蔡锷，自松坡，梁启超的学生，护国运动的领袖

之一，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而彪炳史册。现被中央气象局作为宿舍，大体完整。

   

3、美食攻略

　　护国寺小吃店在人民剧场对面，这里的炒烤肉非常地道。护国寺副食店旁有个小店“二姐门

钉肉饼”，味道不错。

　　西海南侧有些特色的餐馆和酒吧，其中西海鱼生等处比较出门，这些地方不仅有特色菜品，

还可以在船上设席，很有情调。

　　谭家官府菜在梅兰芳故居对面，护国寺大街10号，菜馆内是老北京四合院独特的建筑风格，

在这样古朴的庭院吃着传统私家菜，很有一番意境。

   

4、摄影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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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片区很多胡同不太规整，多弯道或拐角，对于摄影者来说，这倒是一大幸事，这样更容易

拍出小巷情调。像金丝胡同、护国寺西巷、护国寺大院、小杨家胡同等都能拍出拐弯抹角的街巷

感觉。

　　这里有些胡同今年未改造，虽然略显破旧，但原汁原味的胡同味道还很不错。

   

5、交通

　　来本片游览，可乘地铁2号线在积水潭站下车，南行即是新街口。

                                               29 / 43



�������

北京胡同攻略2
  

六、从宣武门出发

　　宣武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许多名人故居既保存了传统精华，又赋予了时代内容。这里的

胡同不那么气派，但小有小的灵气；也不是特别出名，但自有韵味。

　　由于原处传统的居民区，所以，胡同中的遗存依然充满古老的气息。像头发胡同，胡同名称

从明代起就沿袭至今；像抄手胡同，在老北京若干个以“抄手”命名的胡同中，已成为最“正宗

”的“抄手”；而新文化街39号院、众益胡同的5号院均以原始的木制小楼向世人展示着历史的生

存状态。

　　因为与长安街、西单等北京城的核心地带为邻，因此近现代的历史也在向胡同中渗透。新文

化街的鲁迅中学、文华胡同的李大扎故居、文昌胡同的张雪玲行辕等，还有大街的名称“佟麟阁

路”，无不通过一个个名人展现着近现代历史的一幕幕。

　　更值得一提的是宣武门的南堂和佟麟阁路的中华圣山会教堂。这两个教堂的存在使宣武门周

边充满了西式的味道，教堂高高耸立，与传统的胡同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并交相辉映，使中西文化

得到有机融合。既保留古朴风韵，又包容近代历史和西方文化，这就是宣内胡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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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走攻略

　　南堂，也叫宣武门教堂。它是北京历史最久的天主教堂。宣武门天主堂共有三进院落，大门

为中式建筑占据了教堂的第一进院落，其后的东跨院为教堂的主体建筑，西跨院为起居住房。教

堂主体建筑为砖结构，面向南方，正面的建筑立面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三个宏威的砖雕拱门并

列，将整个建筑立面装点得豪华而庄严，整个建筑里面磨砖对缝，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教堂建

筑的室内空间运用了穹顶设计，两侧配以五彩的玫瑰花窗，整体气氛庄严肃穆。1996年宣武门天

主教堂列名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圣公会教堂在在佟麟阁路85号，是北京地区建设较早、规模较大的基督教中心教堂。建

筑平面呈十字形，屋顶为中国式坡顶，顶部有2个八角亭作为天窗及钟楼。2004年被公布为划定保

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即文物建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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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水河胡同16号宅院内有个刘韧剪纸屋，门上有招牌，还有中英文对应的告示牌，每逢六、

日对外接受参观。

   

2、周边胡同详述

新文化街

　　新文化街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街，两边绿树成荫，很有味道。

　　新文化街东段路北是鲁迅中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旧址。院内的建筑显得沧桑古朴，而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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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门以及门前的上马石都保留着原样，忠实地记录着历史；街边的院墙，既不失坚固又不忘精

心的打扮，在厚重的墙体上装饰了一些生动的细节，俨然成为一堵艺术墙。

　　新文化街的中部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克勤郡王府。这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王府之一。

现在，这座王府保存较为完好，大门十分气派，王府内的建筑如后寝门、后罩房等也比较完整。

此王府现被用作新文化街第二小学（先被合并为第二实验小学）。

　　这条街和鲁迅的文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当年以刘和珍为代表的女师大学生就是由这里出发

，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的。

头发胡同

　　头发胡同是北京西城宣武门内一条僻静的胡同，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

路)，长约一华里。

　　就是这样一条普通小巷，曾是许多知识分子流连忘返之地：西头路北为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

，藏书甚富，莘莘学子埋首用功于此；东头路南一条名叫抄手胡同的小巷，二三十年代称为海市

界小市，连同头发胡同东口，以及室内大街路西马路便道上，摊贩林立，另有十数家旧书店和字

画店，文人雅士多涉足其间。

　　在胡同中部的25号院，院门是典型西式的，十分气派，门上还残留着精美的雕刻，上面刻着

两枚树叶并衬着一朵美丽的小花，精致、生动。

文华胡同

　　小宅门很精致，有的门联保存尚好。胡同24号，是李大钊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

后来又成为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寓所。李大钊故居向公众开放，封尘的传奇历史，等待着您的解读

。

   

3、摄影攻略

　　南堂和中华圣公会教堂都允许拍摄，教堂建筑风格以及建筑细节都是较好的摄影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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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关注头发胡同与受水河胡同之间的夹道，打弯的小巷、斑驳的墙壁、古旧的石磨都是极好

的摄影题材。

　　东太平街的街道有不少石磨，很有历史感，可留意拍摄。

   

4、交通

　　此片区交通方便，乘地铁2号线在宣武门站下车向北行走，或者乘1号线从西单下车，向西南

行走，均可到达此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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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国子监出发

　　

　　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分布着集贤门（大门）、太学门（二门）、琉璃牌坊、

辟雍、彝伦堂、敬一亭。东西两侧有四厅六堂，构成传统的对称格局，是我国现存唯一一所古代

中央公办大学建筑。

　　这里位居老北京城的最东北角，是历史留给现代人的极为有价值的胡同片区之一。这条街也

是北京城最适合散步的街道之一，尤其是夏日，绿树成荫，舒适恬静。老北京的素美在这里表现

的淋漓尽致。

　　与此相比，临街而居的雍和宫里更是热闹非凡，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

以及通教寺则进一步加深了该片区寺院文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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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走攻略

 

　　雍和宫门票25元，门票是一个由小光盘制成的门卡，进门插卡。光盘对雍和宫进行了详细介

绍，有收藏价值。

　　雍和宫建筑群的形成，在清代的历史上，前后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经历王府、行宫

、庙宇三个时期；时至今日，建筑历史三百一十五年（1694——2009）。

雍和宫

　　殿宇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檀之像”；春来丁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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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影扶疏，满园芬芳；夏日盆盆荷花亭亭玉立，香气盈溢；入秋核桃银杏果实累累；冬季苍松

翠柏白雪压枝，可得四时之雍和景象。

　　通教寺

在东直门内北小街的针线胡同内，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它最早为明代一太监创建，清代明改

建为尼寺，更名为“通教禅林”。1941年时，由尼僧印和为住持。这时庙已破败，殿宇倾圮，佛

像残毁。1942年，开慧胜雨接管后，四处募化，对该寺进行了扩建。将山门改为坐西朝东，又迁

移寺庙周围的居民，庙区扩大到4亩多地（近300多平方米），还将庙更名为“通教寺”。

　　雍和宫北侧，隔着北二环就是地坛公园

，地坛，又称方泽坛，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为北京五坛中的第二大坛，坐落在安定

门外东侧，与天坛遥相对应，与雍和宫、孔庙、国子监隔河相望。地坛是一座庄严肃穆、古朴幽

雅的皇家坛庙，是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祗神”之场所，也是中国最大的“祭地”之坛。

   

2、周边胡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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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街

　　国子监街，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清代名“成贤街”，因孔庙和国子监在此而得名，又称国

子监胡同。经过修缮后的孔庙和国子监已经恢复了历史上的格局与规制,正式对外开放,北京孔庙和

国子监博物馆正式开馆。

　　这条街上共有四座过街牌楼：街东西口各一座，额坊题“成贤街”；国子监附近左右各一座

，额坊题“国子监”。该牌楼两侧路北均有石碑，用满汉文镌刻“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因东为

孔庙，西为国学（国子监），符合“左庙右学”的规制。

方家胡同

　　方家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北部，雍和宫大街西侧，属安定门街道办事处管辖，呈东西走向。

东起雍和宫大街，西止安定门内大街，南有支巷通交道口北三条，北与公益巷、青炭局胡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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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胡同相通。全长676米，宽7米，沥青路面。两侧门牌1—71号，2—76号，空缺66号。　　　胡

同内尚有清朝末年办的北京第一代图书馆——京师第一图书馆，已为民房。

五道营胡同

　　五道营胡同呈东西走向。近些年这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彭浩翔监制的电影有很多场景的

取景都在这条胡同里。走在胡同里，总能见到三三两两的老外。有悠闲的游客，也有投资的店主

。这里是继南锣鼓巷之后，又一个小资聚集的地方，有情调的特色餐厅、咖啡馆、特色小店；一

个都不能少。一些在南锣鼓巷、鼓楼开的老店，很多都在这条胡同开设了分店或新店。

交道口北头条

　　交道口北头条到三条最具代表性，精美的门楼绝对让你叹为观止！

交道营胡同

　　胡同里的宅院不错，有几家院内种着柿子，柿子熟时，小院特有感觉。

   

3、美食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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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一位美食家，千万不要错过簋街！来到簋街，满眼都是高挂的红灯笼，空气中弥漫

的是那喷香的麻辣感觉。

　　簋街周围有许多大使馆，这也使得国外的游客和国外在京工作人员能够方便的品尝到正宗的

华夏美食。每年簋街在外宾身上创造的利润就达到上千万元，在这条一公里多的大街上，150多家

商业店铺中餐饮服务业的就占90%，餐厅密度之大在京城恐怕难以找出第二家。因此簋街也被称

为是北京的餐饮一条街。当你在深夜游玩时，热闹的簋街灯火辉煌，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北京的另

一大魅力。

　　簋街，这条街在夜色阑珊的城市之中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条街在今天也是京城美食集

中展示的一个绝好场所。

　　雍和宫北，地坛南侧有一家“金鼎轩”，24小时营业，中式风格，川粤菜都有，生意相当火

爆，经常要排队。

　　国子监街26-1号是叙香斋素食府，很中国化的装饰风格，平时很多老外在此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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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摄影攻略

　　雍和宫大门内的甬道以银杏林闻名，秋天银杏叶变黄时，景色十分优美，是北京秋景之一。

如果秋季来此，建议选择光线较好时进宫游览，拍摄。

　　地坛的秋景也很出名，同样是缘于银杏，地坛北门内的银杏大道尤其出位。拍摄银杏的话，

只需购买2元门票，方泽坛的票就可省去。如果不进园的话，可以去地坛东门，东门外面广场的银

杏树也成规模，同样可见金色风景。

　　晚上可去拍簋街，到处都是红的耀眼的大红灯笼，意境十足。

   

5、交通

 　　地铁2号线、5号线，设有雍和宫站，从该站出地铁，向南即是雍和宫，向北即是地坛，如

果在安定门下车，可以再向南步行10分钟，进入国子监街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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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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