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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老旧小区微更新]
晨报记者 何雅君
“ 想要一个大的活动广场 ， 方便锻炼身体 ”“ 小区当中最好有
凉亭 ，可以聊天 、休息 ”…… 居民在互动版写下对公共空间的使用
意向 ， 密密麻麻 ； 孩子们在画纸上绘出小区未来的模样 ， 五彩缤
纷。
刚刚过去的 “ 十一长假 ” 尾声 ， 一场名为 “ 美好吉浦 人人共
创 ” 的社区寻宝节活动 ， 让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的吉浦小区成为众
人关注的对象 。 作为杨浦区社区规划师先锋种子计划的微更新对
象 ，这场活动给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小区带来了变美的可能 。

建乐园、
办展览，
社区规划师把居民心愿变成真

“微更新”互动
让杨浦老小区“脱胎换骨”
九里亭街道杜巷小区新辟的“口袋公园”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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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泥泞“菜园子”
今朝美丽“口袋公园”
松江脏乱小区一年大变脸
晨报记者 张 益 通讯员 沈莉娜
“ 以前这里没法进来 ， 现在有了健身步道 ， 每天都要走上两圈 ，
再用健身器材拉上几下 ，不要太惬意哦 。 ”九里亭街道杜巷小区居
民项忠本最近乐开了花 。
如今 ， 他出门只要走 5 分钟就能到小区新改造好的 “口袋公
园 ”里 。 和他一样 ，杜巷小区 8000 多名居民也正享受着经过改造后
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带来的便利生活 。

曾经的私开“菜园”变身公共花园
一座崭新的玻璃顶休闲长廊
被绿树掩映着，长廊前的休闲坪全
部铺设了渗水砖；坐在座椅上望
去，面前是缓缓流淌的亭子泾河，
不时有水鸟掠过；
300 米长的健身
步道蜿蜒其中，鹅卵石排成的小路
与两旁的绿草坪装点着脚下的一
方风景，两处健身器材也已安装完
毕。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
不可入的绿地；而在更早，这里曾
是小区居民们的“菜园子”。

这里就是杜巷小区——
—农民
动迁安置小区，2000 年初建造，共
有 自 建 房 326 栋 ， 常 住 人 口 约
8000 人。小区居民中，
老年人和外
来租客占了大多数，
“洗脚上楼”
的居民们曾经一度把家门口的绿
地开垦为“农田”，一有雨水到处
泥泞，小区环境受到很大影响。经
过整治，这片面积约为 5000 平方
米的绿地摇身一变，成为居民们家
门口的“口袋公园”。
杜巷小区居委会书记朱杰介

绍，这座“口袋公园”从今年 6 月
份开始施工，9 月上旬基本竣工。
此次改造涉及玻璃长廊、河道护
岸、新建步道、景观提升等多个项
目，
“我们还计划在花园内增设一
些石碑作品，以图文的形式向居民
介绍‘杜巷’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底
蕴。”
此外，今年还将在小区大门两
侧改造两处面积较小的绿地，届
时，不用步行太远，居民们都能就
近休闲娱乐。

陈旧的老年活动室也升级变身
推窗见绿，出门见景，而杜巷
小区的变化，远不止于此。老百姓
的需求在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
里。
杜巷居民区工作人员在前期
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发觉居民对于
老年活动室的需求较为迫切。“此
前的老年活动室建设滞后、设施设
备老化，
难以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
的需求。”朱杰说，在具体规划过
程当中，街道、社区广泛征集了居
民意见，
完成了对小区老年活动室
的升级改造。
“小伙子，给我把头发剪短
点。”
“好的，
大伯，
您坐好了。”
新落成的花园对岸，一座房屋

内不时传来欢笑声。推开大门，一
间间排列的活动室，展现这样一幅
幅景象：老人们坐在棋盘桌边，两
两“对决”；阅览室内，一位老大爷
正翻阅当天的报纸，一副怡然自得
的模样，
而在他旁边的几名老人正
你一言我一语地热议着正在播放
的剧情。
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志愿服务
站，周一至周五的上午 8 点到 12
点，小区里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
可来这里免费理发。“每天都有
10 来个老人理发，” 便民服务站
里的志愿者告诉记者。除了提供
理发服务外，还有针线包、打气
筒、便民伞、水电简单维修等便民
服务，每天这里都忙忙碌碌的。十

分热闹。
去年，杜巷老年活动室经过改
造后，共有 8 间活动房间，设有日
间休息室、影视室、书画室、健身卫
生室等功能场所，配备有休息座
椅、
空调、电视等服务设施，满足了
老年人生活照料、便民服务、文化
娱乐等生活需求。完善的设施和贴
心的服务，让居民们都竖起了大拇
指——
—“这里改造后果然不一样，
各个功能室功能多，设施很齐全，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没
事也可以来这里坐坐，和邻居们聊
聊天，真的很开心！”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升级和
扩容社区生活圈，让老年居民们老
有所乐、老有所得。”朱杰说。

老旧小区要搞微更新，
并非粉
刷一下墙面、
改造几处设施那么简
单。在里面住了几十年的居民们到
底需要什么样的改变？
怀着疑问，
五角场街道的社区
规划师刘悦来带着种子计划的学
员们来到吉浦小区调研。该小区建
于上世纪 90 年代，面积不大，活
动空间不多，
只有一个小小的健身
广场，以及正门转角处的一个小花
园。调研发现，
拥有更多的公共活
动场地，是居民们的普遍心愿。
为了探索小区公共空间更多
可能性，种子计划发起了这次寻宝
活动，藉由规划师的专业眼光和敏
锐度，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空间，并
在与居民互动的过程中，挖掘出对
微更新有想法的居民，
将他们的想
法列为参考，
甚至推动实施。
刘悦来向记者介绍，参与种子
计划的学员，是来自高校、研究所
或者设计工作室的青年规划师，有
着专业的设计理念和丰富的设计
经验，但缺乏与居民直接互动的实
践机会。这场寻宝活动，正好将青
年规划师和小区居民“凑”到了一
起。

规划师们为居民开辟了什么
样的活动空间？在 16、
17 号楼的
地下室，一场拍照活动给出了答
案。
这处地下室层高 3.6 米，停了
不多的电瓶车，还有些空间没用
上，有点可惜。规划师们将这里布
置成临时摄影棚，为居民拍照，将
各地风光作为背景，合成到照片
中，投影给居民并分享到微信群
里，弥补大家疫情期间不能出城游
玩的遗憾。
同时，他们也在收集小区的老

照片，准备做个怀旧摄影展，策划
更多社区公共艺术展。“原来，地
下室也能用作公共活动空间！”居
民们恍然大悟。
小区缺少孩童玩耍的场地，
居
民呼声很大，大家又有什么高招
呢？
在交流互动环节，一位住在这
里的复旦教师提议，不如众筹做一
个沙坑，占地不大，
又容易实现。
她
的建议得到了家长们的普遍赞同。
刘悦来告诉记者，这样的想法若由
居民个人直接向社区反映，可能显
得突兀。在活动中提出，
既能得到
更多响应，
还能得到社区规划师的
助力，使其更容易实现。

活动中，在规划师的倡议下，
居民们把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意向
写在了互动版上，那些有价值的意
见得以被更多人看到。
一对老夫妇提出，小区垃圾箱
房边上的灌木丛旁还有空地，长年
用来堆积废弃物，十分可惜，能不
能利用起来呢？规划师们经过商
讨，决定结合居民意见，将这块
“废地”再度利用，设计成符合儿
童友好社区理念的儿童乐园。孩子
们有了活动场地，
下一步可以成立
小区儿童议事会，
让孩子们自己商
议还要做什么。
沙坑、乐园、展览……这些令
人期待的元素被孩子们定格在画
纸上，交到了规划师手中。
刘悦来表示，
在接下来的微更
新改造中，它们都将变为现实。
“微更新不仅仅是规划师的任务，
未来社区公共空间离不开居民的
共同参与。我们的规划口号是‘让
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有意思’，让更
多居民参与到社区自治和街区共
治中来，
期待通过社区寻宝节这样
的模式创新，让老小区变得更美、
更好。”

规划师和小区居民就小区改造进行互动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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