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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微更新”怎么做？ 杨浦区巧用高校资源创立社区“微治理”品牌

规划师“指点江山”让老小区变得更美
晨报记者 何雅君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创智坊开放
式街区一角， 几片小绿地组成一个
“创智农园”， 里面生长着栽种者精
心挑选过的花草和农作物。有时，居
民会带着孩子前来劳作， 收获亲手
种下的果实。
将一块荒废的社区边角料打造
成 原 生 态 花 园 ，是 “社 区 规 划 师 ”刘
悦来颇为自豪的事情。 作为同济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
师，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带领大家
为小区建起了平民花园式的社区景
观。 而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
细再设计， 也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了
居民生活环境和城区功能品质的改
善。
在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过
程中， 杨浦区巧用区域内高校资源
优势，创立社区“微治理”品牌，通过
融合社区规划师专业力量和自治共
治社区力量， 将社区治理与社区规
划融合推进，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区生活共同体。

调动居民参与“微治理”
刘悦来获杨浦区赋予的“社区
规划师”身份，是在 2018 年年初，
对口五角场街道的社区规划工作。
2018 年 1 月，杨浦区在全市率
先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探索“社
区规划师 + 社区微治理”的联动机
制，邀请 12 名来自同济大学规划、
建筑、 景观专业的专家一一对接辖
域内 12 个街镇， 让过去 “指点江
山”的规划师们走进小区和弄堂深
处发挥专业能力。 社区规划师们受
聘后， 定期与所结对的街道进行沟
通， 将专业的设计力量引入老旧小
区改造更新和公众参与。
在开展社区“微治理”的过程
中，社区规划师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在社区里调动更多居民的参与
热情与积极性。 以刘悦来负责的铁
路新村小区中心花园微更新项目为
例， 这个建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上海市铁路局职工住宅区， 承载
了几代铁路人的文化记忆。 居民们
迫切希望，小区内设施老旧、功能单
一的中心花园环境能得到改善。
在以社区规划师身份设计方案
的过程中， 刘悦来和居民们进行了
深入的互动探讨，确认了“收集小
区废旧物品打造花园，布置有涂鸦、
有植筐的围墙， 结合现有卵石小路
打造一个药草园”等方案。 项目完
成后， 居民们看到自己的点子相继
实现，都很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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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更多居民参与到
社区自治和街区共治中来， 让老小
区变得更美、更好。 ”刘悦来说。

引导居民理性表达意见
社区规划师所面对的， 是一个
社区的发展规划。 他们所面对的对
象，是社区中具体的家家户户，而非
过去熟悉的场地、社区。要完成这种
转变， 规划师们也需要接受培训学
习。
为了帮助规划师们拓宽视野、
创新思路， 更好地探索适合本地的
工作方法， 杨浦区与同济大学共同

开展了社区规划师系列培训， 邀请
专家举办社区规划专题辅导， 将社
区规划经验广泛传播。
而在社区规划开展过程中，刘
悦来还发现， 居民和专业人士应当
有密切的交集， 才能熟悉和沟通彼
此的想法。 因此，在五角场街道，他
招募了愿意参与社区事务的人，组
建社区规划在地共创小组， 共同讨
论社区问题， 引导居民将生活中的
抱怨转化成理性表达，形成提案，在
社区改造中实现。 创智坊小区与国
定一社区之间打通“睦邻门”，就是
成功的例子。
创智坊小区环境整洁优美，集
聚了睦邻中心、 创智农园等优质公
共资源。 一墙之隔的国定一居民区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旧小
区，居民组成较为复杂，但周边配套
比较成熟。 隔绝状态给两个小区居
民都带来了不便， 居民绕行需两公
里以上。 社区规划在地共创小组的
讨论中， 居民对开门的期盼和顾虑
都被收集起来。然而，想开门并非一
时之需，开好门也非一时之功。国定
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文芳曾经做
过创智坊居委会的行政负责人，她
请刘悦来在国定一社区开了一个墙
洞，设置了一枚“潜望镜”，让国定
一社区的居民特别是孩子们从这里
看到墙外斑斓的世界。墙的另一边，
社区规划师团队和创智农园的志愿
者们带着居民在农园一侧的墙面上
画了一扇“魔法门”。
在基层党组织的支持下，社区规
划师团队面向居民时不时组织活动，
详细开展社区规划讲解， 一点点把
“破墙”的想法告知更多居民。 经过
2 年多的铺垫，居民之间的“心墙”
消弭，顾虑慢慢化为共识，反对逐步
转成支持，“睦邻门”成功打开。

培育年轻力量延续服务
这些低成本、 小而美的社区空
间“微治理”破解了老小区在环境
改造中面临的公共空间无序、 经费
资源有限、长效维持不易等难题，激
发了居民的积极主动性， 居民社区
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提升。
上海正在持续探索如何“像绣
花一样精细” 地提升城市管理能
级。记者了解到，同济大学有不少设
计师团队一直在深耕社区， 为社区
更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社区规划
师的身份， 无疑在鼓励他们进一步
深耕社区， 延续城市规划师为城市
居民服务的使命。
从 2018 年到 2021 年，杨浦区
社区规划师制度建立已有三年，规
划师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为了得到
更多年轻力量的支持，去年，杨浦区
推出了社区规划师先锋种子培育计
划 ， 将 原 有 的“1+1” 模 式 升 级 为
“1+1+n”的社区规划师队伍结构。
第一个“1”即社区居民，作为社区
规划的主体。 第二个“1”是先锋种
子计划学员， 能深入社区赋能社区
的专业力量。 “n”是社区周边待发
掘愿意参与社区规划和社区共创的
社会力量，如学校、商铺、企业等等。
刘悦来也参与了先锋种子培育
计划的学员招募和培养。 他说：“社
区规划的新点子可以通过居民共同
参与来实现。 毕竟，家园是居民的，
受益对象也是居民， 居民应该很乐
意。 ”

志愿者指导孩子练习踩单车

虹口“阳光儿童”在暑托班感受关爱
晨 报 讯 为缓解暑期特殊儿
童的看护难问题，为特殊儿童家
庭提供“喘息”服务，继 2019 年
首次办班之后，虹口区残工委今
年继续为孩子们开设了爱心暑
托班。
4 个班级约 30 名学生都是
特殊儿童， 他们有的患有自闭
症，有的是智力障碍、听力障碍
……他们被称为“阳光儿童”。
今年的爱心暑托班设在广

中路小学， 该校原有随班就读的
残障学生， 因此教学楼设有无障
碍卫生间、特教老师办公室、感统
训练室等设备，专业又齐全。开班
前，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王业
红在王剑校长陪同下一起检查了
各项准备工作， 并就疫情防控和
托管服务提出了改进意见， 一切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本次暑托班特聘请了 4 位
特教老师担任班主任， 并从上海

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
学院等高校招募了 20 多位志愿
者，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虹口区残联四级调研员严国
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阳光儿童
爱心暑托班是政府为民做实事的
项目。暑托班开设的初衷，是为了
给阳光儿童创造集体生活的氛
围，让他们学会与人接触和交流，
同时， 也让这些长期照顾特殊儿
童的家庭得到喘息的机会。

“家门口的生态花园”可赏花观鸟看天象
申城最大社区生境花园在长宁区新泾镇绿八居民区开园
晨报记者 郁文艳

自然的“家门口的生态花园”。

观花聆听鸟鸣如临仙境
不仅是一个种满花草的花

走进绿八居民区的乐颐生境
花园， 一根根色彩绚丽的 “站鸟
桩”矗立在花草丛中，等待鸟儿来
上面歇脚。 花草丛中，还有一个小
小气象站， 可以观察和记录温度、
适度。
一旁， 是静静流淌的南渔浦。
居民告诉记者，这里常可以看到小
白鹭等鸟儿掠过水面。 也因此，河
边设计了一条鸟类科普长廊，珠颈
斑鸠、白头鹎等上海常见鸟类的形
象和科普知识贯穿其中。
再往前走， 可见一座索桥，桥
下一条旱溪穿过， 四周种着杜鹃、
桂花等花卉植物， 引来了蝴蝶翩
飞。 当雾森系统打开，不仅可以浇
灌植物，更营造了仙境。
仔细看地上，还有老鼠、母鸡
等小动物的脚印制成的科普铭牌。
两个大喇叭是用来听自然界声音
的“天籁剧场”，比如鸟鸣或者风
雨声。 这里，成为小朋友感受大自
然的沉浸式课堂。
何谓生境花园？在大自然保护
协会生境花园项目负责人俞霖琳
看来， 生境花园可以简单理解为
“具有生境功能的花园”， 也就是
能提供生物生存环境， 又兼具观

居民头脑风暴让花园更美

园，更是一个可以观鸟、看天象、记
录天气变化和探索自然的野趣天
地。 昨天，申城最大的社区生境花
园——
—乐颐生境花 园 在 长 宁 区 新
泾镇绿八居民区正式开园。 同时
开放的还有新泾镇剑 河 路 599 弄
金虹苑的常馨生境花园。 至此，长
宁区的生境花园已经达到 8 个。

赏、休息和户外休闲活动的花园。
乐颐生境花园总面积 732 平
方米，可以说是目前上海最大的生
境花园，分四季花园、生境驿站、蝶
恋花溪、疗愈花园、自然保育区五
大功能区域，包含日观天象、白鹭
观澜、岩石花园、心灵索桥、大地涌
泉等“生境十八趣”，一花一草一
物的背后蕴藏着自然界的规律和
奥秘。
昨天，与乐颐生境花园同时开
放的还有剑河路金虹苑小区的常
馨生境花园。花园在打造时秉持返
璞归真、融合自然的原则，设有枯
木花园、金虹小筑、常馨秘境等多
个空间板块。花园种植了不少本土
植物， 还原土地原有生态系统，成
为居民了解自然、亲近自然、感受

“这里原来也是一个绿地，你
看，这些水杉树都是原来的；索桥下
面因为是电缆井， 所以建造花园时
不能填埋， 就设计成索桥……”在
乐颐生境花园里， 绿八居民区志愿
者戈兆宏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
绿八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观
锡介绍， 从花园建设初期开始，居
民区党总支、居委会便召集居民代
表，联合设计方、施工方等每周召
开一次联席会议，建成什么样？ 怎
么去建？ 居民有什么需求？ 这些问
题都在一次次交流中得到解决。
居民们不仅从各自的专业、所
长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还身体力
行，参与花园建设，同时用镜头记
录花园每天的变化。
常馨生境花园的营造过程中
同样也充分听取了居民代表的意
见，共收集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
居民的设想和提案 50 余条。
昨天公布的长宁区生境花园
地图显示， 从 2019 年 11 月虹旭
生境花园开放至今，长宁区建成了
泰安生境花园、 乐邻生境花园、乐
居生境花园等 8 个生境花园，位于
8 个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