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创造儿童友好环境的城市慢行空间整治 
— — 以厦门为例 

文 郭竞艳 

作者简介：郭竞艳 (1980-)，女，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摘要】本文以厦门为例，探讨基于创造儿童友好 

环境的城市l陧行空间的整治和规划设计方法，即如 

何在整治型城市设计中，以儿童为出发点，更新城 

市慢行空间，重塑慢行空间的 “游戏规则”，创造 

安全、适宜、多样、可持续发展的儿童出行友好物 

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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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城市飞速发展的机动车交通，使得越来越 

多的家长选择用机动车接送孩子上学、出行， 

减少了儿童单独出行的机会，儿童独立活动能 

力日渐降低，同时导致上下学高峰时段校园门 

口车流量大、交通拥堵，为解决这些问题，城 

市进行了一系列交通规划整治，但并没有把路 

图1厦门行政区位图 

权真正地释放给步行，儿童仍无法独立应付城 

市交通。 

厦门是一个由海岛和海湾构成的城市 (图 

1)，有着闻名遐迩的完全步行岛屿——鼓浪 

屿，但其它区域的慢行系统并不完善，已建 

的慢行空间主要集中在本岛 (图2)，但慢行 

通道之间联系不通畅、人行二次过街以及非 

机动车交通通道缺乏等问题较多，可以说， 

厦门本岛现有的慢行空间主要是依托条件优 

良的景观资源而建设，而与人们息息相关的 

生活性道路中的慢行空间，以及两者之间的 

联系往往被忽略。 

街道交通空间中新建设的道路一般按规范 

图2厦门本岛慢行环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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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停车和摊位占用的慢行空间 

缺乏标示和设施的慢行空间 

设置了慢行空间 (图3)，但这部分资源往往 

只做为街道断面的构成而存在，并没有被充分 

的利用，人行道常常被机动车停车占用；慢行 

系统不连续，存在阻断点，过街困难：没有专 

门的自行车道，交通安全性差；自行车停车、 

租赁、维修等服务配套缺乏：与公共交通系统 

衔接不紧密，换乘困难：道路绿化单一、遮荫 

蔽日效果不佳；街道服务设施不完菩等 (图 

4)。换言之，街道的慢行空间缺乏其自身应 

有的安全性和适宜度。尽管城市倡导 “以步 

行、非机动车为主导，并与公共交通有效衔接 

的绿色交通方式”，但并不完善的物质空间环 

境，带给儿童，甚至是成人并不友好的出行环 

境，阻碍了这种可持续交通方式的有效推行。 

除了街道交通空间本身，与街道相邻的城 

市外部公共空间同样存在儿童环境友好度较低 

的问题，较低的可达性、儿童活动场所的缺 

乏、儿童活动设施的单一、相关配套设施不 

足、安全隐患众多。 

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街道对于儿童而言， 

仅仅是交通通道，仅仅成为联系一个地方到其 

他区域的枯燥线性空间，存在威胁性，缺乏经 

过、停留的吸引力。 

3什么是儿童友好城市 
慢行空间 

城市慢行空间指的是城市道路中步行或 

自行车等人力为移动动力的交通空间，以及 

与街道相邻的供休憩、游乐的城市外部公共 

空间，儿童友好型的城市慢行空间应具备以 

下环境品质： 

首先，街道慢行交通空间——人行道、自 

行车道以及过街通道必需是连续的、安全的、 

宜人的。保证儿童能安全地走在人行道上，安 

全地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安全穿过马路，并 

且沿路有悦目的景观和舒适的路面。 

其次，与街道相邻的城市外部公共空间， 

必需具有高度可达性、安全性、多样性以及生 

态性。可达性即与街道密接，进入方便，同道 

路一体化，成为街道的一部分，同时要满足与 

居住区有适当的距离；安全性指公共开放空间 

设计必需具有一定公众可见度，例如专设的儿 



童监护人的监护场地，或者是沿街有一定的 

“街道活动者和观察者” ；多样性即活动空间 

的设置应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需求，多种功能相 

结合；生态性即公园应有足够的绿量，提供一 

种贴近自然的环境。 

同时，街道周围应具有一定的社会控制。 

街道两侧的建筑作为街道重要的组成部分，应 

该提供一种面向街道的开敞氛围，例如咖啡 

馆、商场等民众停留空间应更积极增加面向街 

道的可视性，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控制，提高 

街道的安全性。 

儿童友好街道环境应该是以少年儿童为 

本，由融合着以上品质的交通线路组成，并联 

系着合适的外部公共开放空间，是一个低碳、 

生态、多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外部公共空间 

网络。而这样的空间网络均可以经由规划设计 

来实现。 

4．1选线的基本原则 

利用生态绿楔 ，展示山海景观。线路的 

选择应考虑如何更好串接并利用现状生态绿 

楔和山海景观资源，依托城市优势景观资源 

建设城市慢行空间，既有利于空间景观趣味 

性的塑造，又使之成为展示城市风貌的 “景 

观长廊”。 

串联公共服务设施 ，方便儿童及民众使 

用。线路的选择尽可能串联主要城市外部开发 

空间、学校、医院、商业服务等公益性设施 ， 

提高设施的可达性 ，方便使用。 

完善交通体系，满足多元需求。线路的选 

择应着重于做好与重要交通节点的有机结合， 

实现人行、自行车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的无缝 

对接，引导建立以步行、非机动车为主导，并 

与公共交通有效衔接的绿色交通方式。 

整合现状资源，落实操作实施。尽量利用 

现状道路上已建成的慢性空间资源进行整合改 

造，提高规划可行性。 

4．2道路断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要满足人行道与自行车道行驶的基本 

交通安全、交通的连续性以及休憩和遮荫等 

功能性的要求 (图5)。断面构成主要包括人 

行道、自行车道、防护及隔离带等。其中人 

行道宽度要求为1—3米；自行车道宽度要求为 

1—3米。有条件的路段，人行道与自行车道之 

间，应设置绿化隔离带等防护隔离措施 ，条 

件不允许的，采用缘石隔离或材质和色彩进 

行区分，同时人行道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和道 

路绿化遮荫。 

4．31t务区的基本要求 

服务区是指为慢行空间配套的各类服务设 

施布置的区域，主要用于提高街道这一线性空 

间的游憩质量。为民众步行、自行车道的出 

行、运动提供休憩或交往休闲的空间。服务区 

的布局可根据具体街道空间，进行拓展或压 

缩，通常于步道断面较宽的区域设置，或者依 

托与街道相邻的城市外部公共开放空间，亦可 

利用街头空地等闲置空间建设。 

服务区可分为基本配置区及特色配置区 

(图6)。基本配置区，即满足基本的交通安 

全、休憩、遮荫等要求，必须按相应标准进行 

配置，例如自行车停车设施、休息区、公厕、 

电话亭等。特色配置区，则可根据路段特点及 

需求设置，形成风格多样的空间，例如儿童游 

图5慢行空间模式示意图一 ． 图6慢行空间模式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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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场、简易餐饮、街头儿童艺术空间等。 

4．4色彩指引和标示体系的建立 

清晰明确的色彩指引和标示体系方案将使 

慢行空间规划更容易被民众尤其是儿童所接 

受，方便使用，提升满意度。 

色彩指引体系主要包括功能区的区分和地 

面导向标志。慢行空间的铺地建议以不同的材 

质和色彩进行划分，明确区分不同的活动功能 

区。例如红色代表自行车和滑轮路面色彩；绿 

色标示散步、行动缓I曼=者路面色彩等，而地面 

上的导向标志则统一采用黄色。 

标示体系主要包括人行与自行车系统道路 

标志、标示牌、指示牌、路线图、解说手册 

等，应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形象和色彩进行表 

达，多以图片说话，简明易懂，易于识别。 

4．5过街通道的改善 

过街通道的改善目的在于减少人行的二次 

过街，在道路同一平面解决过街问题，平面过 

街通道改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行车横 

道，连接自行车道且无设置人行天桥或地下通 

道的道路交叉口，应设置自行车横道；二是自 

行车左转弯候车区建议红线宽度4o米以下的城 

市道路交叉口设置；三是自行车停车线提前 

区，红线宽度40米以下的城市道路交叉口可考 

虑设置。 

而立交过街通道改善主要针对红线宽度 

4o米以上城市主干路，必须设置人行天桥或地 

下通道。 

保证所有人行与自行车过街通道进行无障 

碍设施设计 ，使残障的儿童同样可以参与到 

户外活动中，与其他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 

5儿童友好的城市 
外部活动空间的创造 

儿童的活动空间不仅要易于到达，而且应 

该根据儿童的不同兴趣提供相应的场所环境， 

规划设计应该表达这样的差异性。高密度的城 

市开发导致城市外部开放空间有限，为儿童另 

辟场地作为活动空间可操作性低，因此选择性 

地将儿童活动场地与不同功能的开放空间融 

合，使之满足原本的功能，同时适用于儿童活 

动，使空间的利用集约而多元，这也是城市外 

部空间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模式。 

所以在儿童友好外部公共空间的整治部 

分，主要采用现状整改和见缝插建两种方式进 

行建设，选取现状条件较好的开放空间进行改 

造，包括城市公园、街头绿地、城市广场等。 

创造以儿童为本的城市公园。利用现状公 

园增设儿童交通公园，为儿童创造交通安全训 

练营，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学习基础交通安 

全知识，培养儿童交通安全意识。并选择植被 

茂密，物种丰富，景色优美的花木主题公园， 

建设儿童自然认知园，并将解说系统结合公园 

步道设置，使儿童在游玩的同时了解更多的科 

普知识。将原本需要单独设置的空间，通过同 

一 个场所表达出来，减少了空间的占用，丰富 

了场所的功能，满足了儿童、监护人活动多元 

化的需求。 

创造以儿童为本的街头广场。利用与人行 

与自行车道密接的空地开发以儿童为主题的休 

闲小广场，不定期举办主题活动，给予儿童在 

户外公共场所表演、交流的平台。例如巴西库 

里蒂巴 (Curitiba)的街道，每逢周六都会在 

街上铺设很长的白纸做为画卷，来到这里的孩 

子都会得到画笔和颜料 ，在白纸上做画，父母 

亲在一旁观看。而沿广场设计若干小体量特色 

建筑，作为餐饮休闲区域，并结合广场设置露 

天休闲茶座、咖啡座等户外空间，提供儿童监 

护人一个理想休憩、交流场所，使儿童和监护 

人在同一空间中拥有各自活动的领域，有效解 

决了儿童活动受到过度监督和儿童监护人停留 

空间配套不足的问题，提高儿童活动的自由 

度，同时保证了适度的社会控制力。 

创造以儿童为本的街头绿地。与社区内慢 

行系统密接的公共绿地，若有条件改造应优先 

考虑儿童活动空间的创造，增设连续的、符合 

不同年龄层的儿童游戏空间，既可以形成一个 



较好的活动氛围，又有利于儿童游戏方式的转 烈欢迎，也引发诸多城市纷纷效仿。 

换。 

除了以上依托现状基础上的改造的方式， 

更应该在城市设计的阶段进行规划预留，明确 

属于儿童活动、游玩的开敞空间，将儿童友好 

环境的建设融入城市设计中。当然，城市设计 

作为一个儿童友好慢行空间创造的重要手段， 

更多的是物质空间环境的创造，而儿童友好环 

境的形成同时还需要相关的社会计划、政策的 

推动以及良好的管理机制和实施体系。 

6鼓励儿童独立出行政策 
的推行 

鼓励中小学生步行或者骑自行车上学 (图 

7．8．9)，独立使用城市慢行空间，倡导低碳的 

出行方式。在欧美国家中推行的 “步行校车” 

(Walking School Bus)：是一个组织成人 

监督小学生步行上学的计划，每天由两名家长 

护送孩子们步行到校 ，有固定的 “行车路 

线”、 “时刻表”与 “车站”。这是一个既可 

以使孩子得到锻炼，鼓励孩子步行，并且达到 

节能减排的优秀政策，应该在小学的校园内推 

广，建议以一、两个学校和邻近的社区为试 

点，组织步行上学，再逐步宣传推广。 

社会推行公共政策伊始，公务人员、政府 

单位的身先士卒无疑是对民众最有力的号召，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街头警察骑自行车巡行 

(图1O)，以自行车为公务车来倡导自行车文 

化，推行绿色交通。在片区慢行物质空间得到 

改善的同时，地段片警巡行可以采用这一模 

式，给予社会步行或自行车出行正面的导向。 

同样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包括 “自行车出 

租车” (图1]．12)。在公共场所、办公楼、 

快速公交站点附近修建充足的自行车停放设 

施，便于市民出行和换乘。同时可供游客租赁 

游览，创造通过骑自行车感受城市自行车文化 

和城市魅力的完美途径。在法国巴黎，你可以 

免费租用自行车3O分钟，并方便地在遍布城市 

的车站归还车辆。这一创举得到了巴黎市民热 

7儿童友好慢行环境监督系统 
的构建 

除了建立儿童友好街道的物质环境，以儿 

童为本的社会环境和关注儿童自身的想法同样 

十分重要。 

儿童虽然未达到法定年龄投票表达意愿， 

社会亦没有太多正规途径让他们表达所想，这 

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意见或不关心社会。构建以 

儿童为监督人的监督平台，给予儿童对自己生 

活、娱乐环境的 “友好度”进行监督、评价， 

提供儿童参与设计的机会和平台。例如设立 

“儿童友好的城市慢行空间”网站，将街道 

“绿色交通”与网络评价系统接轨，让居住于 

该片区的儿童了解参与对绿色交通的量化评 

图7步行校车宣传海报 (注：引自新映网) 图8步行上学 

图9骑自行车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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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 

图1O阿姆斯特丹骑自行车巡行的警察 

图1 1办公楼自行车租赁点 图12码头自行车租赁点 

比，选出他们认为最方便出行的街道，并通过 

这一平台，针对慢行空间是否方便孩子出行， 

是否易于联系公园、学校、商场等，残障人士 

是否也能畅行无阻等问题提出建议，以此促进 

片区儿童友好环境的建设与完善。 

8结语 

卡罗林 ·威兹曼在 “活动场地：城市—— 

设计少年儿童友好型城市开发空间”中提出 

“整个城市的每一部分，都应该设计为适合少 

年儿童玩耍的场所”，而慢行空间作为儿童独 

立出行和活动的主要场所，应该赋予其足够的 

安全性和适宜性，支持和鼓励儿童步行。城市 

规划层面，所能提供的是以儿童为出发点，对 

城市慢行空间，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和规 

划方案，但更需要社会提高对儿童环境友好度 

的关注，有更多以儿童优先权和利益的公共政 

策、公共项目的落实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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