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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是现代化城市 

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也是一个开 

始不久、需要深人探讨的内容。本文通过对北 

京和莫斯科几个小区儿童友好型开放空间的基 

础设施建设、社会反响和效应的调查和 比较 ， 

对北京的儿童友好城市开放空间尚需改进的内 

容进行了分析，提出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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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儿童友好型城市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 

国际社会兴起的一个新概念和新实践，从维 

护儿童基本权益的理念出发，意在为儿童创 

造一个友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培养儿童良 

好的性格、健全和健康的心理，对世界积极 

正确的认知。这个目标要通过多种手段和途 

径实现，儿童友好开放空间是主要渠道之一。 

近些年，莫斯科在积极打造儿童友好城市形 

象，在儿童友好开放空间建设方面取得了十 

分显著的效果，对于北京的城市建设具有一 

定的启示。 

2 问题由来 
儿童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时期，这个时 

期的人接受了怎样的认知，对其一生将会产生 

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因此，对儿童的早期教育， 

给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帮助其健康成 

长，形成良好社会认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社 

会意义的话题。还在 2O世纪8o一9O年代之 

交，儿童成长环境问题就进入了联合国议题 

中。1 99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会议上正 

式提出了 “儿童友好城市” (Child Friendly 

Cmes一简称 CFC)这个词。儿童友好城市已 

在意、西、德、法、克等十几个欧洲国家不 

断发展，亚洲和拉美一些国家也在开展。到 

201 6年，在全世界已经有 4OO多个城市获得 

了联合国授予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认证，比 

如西雅图、伦敦、哥本哈根等。遗憾的是， 

在中国还没有 “儿童友好型城市”，一些城市， 

如北京、深圳、长沙、武汉、石家庄等正在 

努力0。在一些有关城市规划的文章或者学术 

论文中，也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从不同方面 

进行了研究和阐述@。这些或理论或实践的探 

究，无疑将对中国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起到 

启发和引领作用。 

从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标准看，建设适宜 

儿童的、能够充分体现儿童权利的城市，其要 

素有很多，一般城市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因此， 
一 些城市以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适宜于儿童 

的 “强项”来体现对儿童的友好：有的城市 

以便于儿童上下学的良好的城市交通为特色， 

有的以条件良好的儿童医院为专长，有的以 

开设良好的游戏空间为重点0。本文主要关注 

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儿童友好环境，对莫斯科 

和北京加以比较。在儿童友好型城市构成中， 

儿童友好开放空间属于硬件部分，属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但实际上会对其他的一些软 

环境，产生尤其是人文环境很大影响。 

3 莫斯科印象 ：近年儿童友好 

开放空间建设成效明显 
由于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的人口下降成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 

“瓶颈”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 

经济和实力的逐步提升，为了鼓励人们多生 

育，俄罗斯政府对儿童的关爱从制度、政策 

到具体措施都先后出台。比如，给多子女家 

庭以住房、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城市 

基础设施上注重儿童设施的投入。在这方面， 

莫斯科作为最大城市，在俄罗斯起到了领先 

和带头的作用。从 2013年起，在三年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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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一具体设施情况 

图 1(摄影：关达宇 图 2(摄影：关达宇) 

时间里，莫斯科几乎所有居民区都重建或者 

完善了原有的儿童户外开放空间，从道路修 

缮到场地重建再到器械投入，一系列五颜六 

色功能各异的儿童游乐设施在各个小区附近 

安置下来。这是让孩子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也是家长很满意的举措。笔者根据自己所见， 

对莫斯科的儿童友好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一 

些调查 。 

在莫斯科，沿着工会大街南行，到奥 

斯特拉维佳诺夫大街，那里是老旧居住区， 

居民有工程师、教师、商店营业员、银行职 

员，也有外来租户。在被称作堪阔瓦大水塘 

(50̂b山0西K0HbK0BcK 两几pyA．) 旁， 有—— 

处儿童活动场。这是 201 4年新建的儿童游乐 

设施，每天傍晚就成了儿童游乐的最佳场所。 

孩子们在那里荡秋千，打滑梯，捉迷藏，坐 

跷跷板，玩转盘。在所有的施工都已经结束 

后的几天，那里还运来了一条大木船，“船上” 

有滑梯，小台阶，还有小小的迷宫和小窗子。 

每天孩子们在里面开心地玩耍，大人则放心 

地坐在草坪上或者水塘边的椅子上聊天，一 

派祥和。 

那两个水塘边除了有这样新建的儿童游 

乐设施之外，还有传统的游乐或者运动功能： 

夏天孩子们可以跳到水塘里游泳，跟野鸭戏 

耍，拍照，喂鸽子，还可以躺在岸边的草地 

上晒太阳，兴致所致也可以跟小伙伴们在草 

地上开个小型 party，孩子们随意玩耍，家长 

坐在一起聊天。 

冬天 ，当水塘 刚刚结冰 时，孩子们可 以 

穿着冰鞋在那里滑冰，或者坐着冰爬犁在冰 

面上滑行。待到大雪完全盖住水塘后，冰面 

上已经不能滑冰了，孩子们就拉出各色各样 

的爬犁，在岸边的土坡上打爬犁。 

莫斯科是一个有水有山有树的城市，水 

塘和山坡不少，这种又有现代特点又承继传 

统元素的儿童游乐设施在莫斯科城区几乎每 

个居住区都有，并且功能各异。有造型别致、 

独出心裁的滑梯，也有装扮成小船和小房子 

的秋千、躺椅，还有复杂的迷宫，可以悠闲 

地坐着下国际象棋的桌椅⋯⋯设计者在求新 

和求变上可以说费尽心思 。 

4 视觉北京：城市开放空间中 

的儿童元素有待完善 
关于北京的儿童游乐设施建设，在文章 

《北京老旧小区中心绿地儿童活动空间营造 

研究》中已经有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介绍。 

文中指出，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在北京 

属于较新的概念。根据一项调查，自 “十二五” 

以来，北京常住出生人口逐年增加，出生率稳 

中有升，2014年已达到 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 

平，出生率为9．75‰。“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 

北京符合生育政策的家庭有将近 4成有意愿 

生二孩。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中，O～14岁儿 

童 213万人，占总人 口的 9．9％。随着二孩政 

策的落实，儿童数量会有一定增加。而与此 

形成对比的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儿童友好度 

却普遍偏低。除学校，营利性游乐设施场地 

等设有专门为儿童活动设计的空间及设施外， 

北京公共场所、居住区中心绿地等活动空间， 

大多为成人使用者服务，缺乏适宜儿童生理 

特征和心理需求的活动空间及设施@。 

笔者在调查中也感受到，自从上世纪末 

国内开始在居民区广泛推广锻炼器材以来， 

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城市，包括大中城市， 

居民区锻炼场所和器材的设立越来越完善， 

给了居 民以锻炼的空间和设施。无论 白天还 

是傍晚，在那些安置着锻炼器材的空间里， 

④具体情况可见俄罗斯莫斯科网站hfjps：／／yandex．ru／images／searc te×f=AeTcK̈e％2。MecTa％200T 

amily：yes&parent—reqid=1474297866239345_472792∞ 1745424691648742-sas1—1718&source=wiz． 

⑤ 张建、吕攀 ，北京老旧小区中心绿地儿童活动空间营造研究，收录于 ~(2016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中。 

H L4R％20B％20,V,OCKBe&slype=image&lr=10590&noreask=1＆f 



图 3一裘马都内儿童活动场 (摄影 关达宇) 

一 些老人悠闲地做着各种健身活动。那是一 

个十分和谐的生活空间。但是那些锻炼器材 

和设施对孩子们来说，尤其是对儿童，却不 

很适合，有些设施还可能因操作不当给孩子 

带来伤害。于是，孩子们就只能在大人锻炼 

身体时，或者大人跳广场舞的时候满地跑。 

这样的设施和环境显然对儿童不能算是 “友 

好”的。对于中国的几亿青少年儿童来说， 

是根本不够的，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和身心健 

康。 

当然，随着设施的完善，在一些新型住 

宅区已经专门设置了儿童开放空间。对此， 

我进行了一些走访和调研。在导师的指导下， 

我们选取了北京市内五处现有居住区，对其 

内部儿童游乐场地设施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各居住区儿童游乐场地 

面积大小不一，条件不一样。不过，在设施上， 

都有一个比较接近 的特点 ，就是场地 比较狭 

小，场地内的设施种类单一，缺乏想象空间， 

儿童可以使用的设施不是很多。并且，从基 

础设施的结构、功能上也缺乏针对不同年龄 

段的专项设置。 

具体设施情况见表 1。 

此外，在观察中我们还发现，不知是由 

图4一凤凰城内儿童活动场 (摄影 关达宇) 

于设施安排不合理，还是距离远，在原本不 

是很普遍的儿童游乐设施中，个别居住区内 

儿童游乐设施使用率并不是很高，有的设施 

上还蒙着比较厚的灰尘，看起来长期处于无 

人使用状态。有些设施看起来很漂亮，但是 

其游乐功能并不是非常强的，比如，滑梯短小 ， 

儿童费了很大力气爬上去，但是坐着下来的 

小滑梯很短，稍大一点的孩子就不适合了。 

而小的孩子爬上去又很困难，家长也无法帮 

忙，于是，这样的设施基本上就是闲置的摆设。 

还有攀爬设施，很矮小，却又很陡，直上直下， 

孩子爬的时候并没有爬山的感觉。这样的设 

施一看就知道，是 “大人的想象”的结果， 

尽管是为 了孩子而设计 的，但 是并不能完全 

满足孩子的游乐需求。 

近几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 

新生儿的数量有所提高，家长对孩子的成长 

环境也有了新的要求。作为中国的首都，儿 

童友好度的提升正在成为家长越来越关注的 

问题。 

5 莫斯科的经验及其对北京儿 

童友好城市开放空间建设的启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从昔日的两个 

超级大国、世界两强之一沦落为二流国家， 

直到现在也没有 恢复元气。而中国的国际地 

位、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世界大国， 

今日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没有中国参与就很 

难解决。因此，可以说，如今中国与俄罗斯 

在经济实力上不是一个吨位的。不过，两者 

都有社会主义的历史，在制度上和历史传统 

上具有一定的相近度。尽管在人口水平和经 

济实力等方面，北京与莫斯科有着极大差异， 

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莫斯科的儿童友好开放空间建设提供了 

几个方面的经验 ： 

第一，从时间上看，这是一项想抓、认 

真抓就能够落实的工作。可以立足长远，但 

是短期内也能够见到成效。还在新世纪之初， 

莫斯科就已经把关注儿童权益和生活环境作 

为一项主要任务。2007年 9月，在莫斯科召 

开了城市儿童保护全球大会，其主旨在 “帮 

助市政府建设爱幼城市，保证青少年获得教 

育、民事权利和社会包容。”这也可视为莫 

斯科开启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步伐。不过， 

这项工作的效果在那之后的几年中并不是十 

分明显。2013年索比亚宁就任莫斯科市长后， 

就把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作为一项主要 

⑥艾莉娜，儿童体育设施的规划与设计莫斯科的实践，北京交通学2012年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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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莫斯科城市 

基础设施以及儿童开放空间建设就有了很大 

改观。无论从建设速度还是成效来看，都是 

有目共睹的。这为莫斯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了亮色，赢得了居民的极大认可。 

第二，从空间上看 这项工作只要有一 

定的用地范围，就可以落实。有人说，莫斯 

科人少，不像北京那样拥挤，有山坡，有水， 

也有空地。北京没有那样的条件。的确，莫 

斯科有着北京无法比拟的条件：有连片的城 

市森林，有水塘，有空地，有山坡。不过， 

这些儿童游乐设施多半是因地制宜而建造的， 

不需要拆掉原有设施。这说明，儿童开放活 

动空间并不需要太大的场地，只要保证每个 

居住区范围内能够覆盖上就可以了，而找一 

个公共空间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三，从儿童身心体验看，效果已经十 

分明显。在俄罗斯的青少年儿童里，过胖或过 

瘦的孩子并不多，多数孩子都很健康。俄罗斯 

被称为 “战斗民族”，也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是因为他们具有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 

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对于一个民族 

的性格养成来说，这是十分可贵的@。实际上， 

俄罗斯孩子也非常爱看书，在地铁上可以看 

到孩子们手里拿着书在专心地读。那些孩子 

也很少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他们非常遵守 

秩序，上下车都会排成队列。家长之间的交 

流也很畅通。这都是对集体精神和合作精神， 

以及社会价值达成共同认知的基础，与他们 

从小就生活在与人交流的空间中不无关系。 

第四，从城市文化建设看。前面介绍的 

是儿童开放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一 

种视觉体验，而用辩证思维来理解，就是从 

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从昔日老旧的儿 

童设施或者压根没有儿童游乐基础设施，到 

出门就可以接触，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 

仅仅给孩子们带来了随时随地地的欢乐，也 

提升了城市的色彩：在大半年都是寒冷的沉 

闷色彩中的莫斯科，这些儿童设施为每个小 

区增加了亮色。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城市文 

化内涵。同时，从中也可以明显感觉到，莫 

斯科对待儿童的友好态度，至少在开放空间 

上是很直观的、可以体验的，儿童在那个城 

市有得到重视的印象，似乎应了那句 “儿童 

是祖国的花朵”、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的 

说法。 

最后，不能不说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 

题。上述照片中的那些儿童游乐设施多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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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主要原因是那些设施基本上都是近 

几年来新安装设置的，并且基本上都是在乌 

克兰危机出现以来，俄罗斯受到西方经济制 

裁，加上国际油价不断下跌，俄罗斯经济形 

势不好，国家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做的。这从 
一

个方面说明了俄罗斯和莫斯科政府对儿童 

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似乎也说明，对儿童 

游乐设施的投人，与国家财力的关系并不是 

直接的，关键是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有很多设施并不需要过大投入，只要在建设 

时想到孩子们，从孩子们的需求考虑，把投 

入的方向向孩子们作出倾斜就可以。 

近代中国文人胡适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看一个国家国民的文明程度，只要看他们怎 

样对待妇女和儿童就够了。的确，儿童的教 

化和受重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所体现的是 
一

个国家的文明水平。自联合国提出建设儿 

童友好城市这一概念，如今已经过去2O多年， 

在全世界已经有 400多个城市得到认定，而 

作为全球的人口第一大国，有着大约4亿儿 

童的中国，却没有一个儿童友好城市，这与中 

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都是不相称的。 

另外，近年中国执行了3O多年的计划生育政 

策进行了调整，生育二胎成了今年中国国民 

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尽管目前生育二胎 

政策落实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但是 “街 

上小孩子在增加”，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在此情况下，怎样对待儿童，提高城市对儿 

童的友好度，不仅可以反映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水平，国民文明程度，也对儿童的教育、 

人格培养，以及未来几代人的人口素质产生 

重要影响。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应该在这方面做出示范。对此，笔者建议： 

1)在整体城市开放空间中给儿童一定份 

额，对儿童开放空间建设予以足够重视，并 

完善对于儿童游乐空间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 

儿童不像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那样可以为自己 

的权益大声呼吁，但不呼吁并不表明他们没 

有话语权，也不表明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 

就满意了。城市建设一定要尊重每个人，儿 

童作为社会群体中的弱者，理应得到特殊的 

照顾。当然，由于人口众多，空间狭小，原 

有场地所限，北京的自然条件和场地条件并 

不如莫斯科那样好。但是，对儿童成长问题 

的关注更多地还是体现在是不是以此为重， 

是不是充分利用了现有条件，是不是充分发 

掘了可能利用的条件。在这些方面，北京还 

是可以有更大作为的。如果在所有新建小区 

中，都对儿童开放空间提出法规规范和要求， 

或者在市政建设中单独列出，其落实应该会 

是很快的。 

2)在儿童开放空间建设上，从“为了孩子” 

角度出发，多注意孩子们的需求。既然是儿 

童开放空间，其基本设施应以孩子们的权益 

和利益为主，从孩子们的要求出发。如，明 

确儿童游乐设=沲对于使用儿童的年龄段划分。 

现有儿童游乐设施大多数并未划分使用儿童 

的年龄段，对于3—12岁的儿童来说，不同阶 

段身体发育情况差距是巨大的，相应的设施 

尺度、比例、安全性也不尽相同。如对于O～3 

岁儿童使用的游乐设施，应加强对图形、质 

感、颜色的感知与探索，而对于 6岁以上儿 

童使用的游乐设施，则应侧重团队意识的培 

养、灵活性与创造力的锻炼。另外，相应建 

设配套设施。在儿童游乐设施旁应适当布置 

家长看护座椅，同时针对幼JJ＼JL童可设计与 

家长一同使用的游乐设施，如有保护措施的 

秋千、可供家长与儿童一同乘坐的跷跷板等。 

此外也应在儿童游乐设施旁布置含儿童厕位、 

母婴室的卫生问，可供洗手的纯 争水水源及 

饮用水水源。这些条件看起来比较琐碎和过 

于细化，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只要需要就 

应该是被考虑的内容。 

3)在儿童开放空间建设中，更多地体现 

科学性和人文性。在一般概念中，儿童游乐 

设施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做游戏的场地和 “大 

玩具”。孩子们能“玩”就可以了，但是，在 “玩” 

中长知识长见识，是 “玩”的更高境界。给 

孩子们配置一些具有科学启发性的 “玩具”， 

对于孩子的科学认知肯定是有很大启发的， 

这在一些航模、船模、车模以及变形金刚等 

类型的玩具中，早就有体现。这样的设计理 

念完全可以运用到儿童开放空间的建设中。 

从前文中莫斯科堪阔瓦水塘边的那一条 “大 

船”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 

好的游乐空间，大人费了多少心思。这对培 

养孩子的科学和创新意识之分必要。另外， 

在游乐中，还可以培养孩子的集体精神。合 

作意识，在一些设施中，有意加上这类元素， 

对于培养儿童的人文精神也是十分有益的。 

总体看，目前北京 (或者说在中国的绝 

大多数城市)儿童开放空间建设还有很多需 

要做的工作。无论是从培养下一代的角度出 

发，还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看，给儿童 

创造良好健康的成长空间，在这方面多动心 

思 ，给予更多关注，都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