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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规划师如何“点亮”社区
近年来 ，上海各区相继实行社区规划师制度 ，在加强城市设计 、塑造特色风貌 、打造品质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

目前，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仍在进行规范化、常态化方面的探索。在国外，经过多年的深耕，扮演着“社区经纪人”角色的规
划师已经被认为是社区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努力为社区带去了哪些改变？

“绿色垃圾”怎样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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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榄
“孤岛寺庙”

随着水位缓缓上涨，邻里纷纷逃往内
陆，位于泰国北榄府沙沐钦村的 Somnuek

Atipanyo寺却拒绝向“海水”让步。如今，它
已成为一座“孤岛寺庙”，依赖一座小桥连
接内陆。

此寺所在的泰国湾海岸，曾拥有全球最
大的红树林。这片天然屏障长期保护着珍贵
的海岸土壤。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工业发展
和城市扩张等多重因素作用 ，“海岸保卫
战”最终宣告失败。如今当地至少三分之一
的红树林已消失，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漫步海岸 ，曾经的红树林 “领地 ”，早
已变成大片的虾场、 盐田和林立的别墅、

酒店。一方面遭遇人为破坏，另一方面，仅
剩的红树林也在终日应对着气候变化所
带来的更强海浪、潮汐、海风。去年发表于
科学杂志《自然》的一项研究显示，亚洲和
里海海岸是全球海岸受侵蚀最严重的两
个地区。

现在， 泰国政府正发起一个项目，鼓
励人们自愿植树，以此来恢复宝贵的红树
林生态系统。比如在 Somnuek Atipanyo 寺
附近，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数十人热火
朝天地栽种着小树苗。他们先是在外层种
一圈竹子，内里再栽种上树苗 。竹子可有
效抵御海浪冲击，保护尚且脆弱的 “新生
力量”。尽管居民们努力种树，但有些地区
已经难以恢复。 （摘编自：中国网）

悉尼
电动车环球之旅

据外媒报道， 近日，32 岁的荷兰男子
瓦克在澳大利亚悉尼结束了长达 3 年的电
动车之旅，总驾驶距离约为 95000 公里。

为了证明电动车可以用来应对气候
变迁， 瓦克驾驶一辆大众高尔夫改装车，

从荷兰一路开到了澳大利亚悉尼，经过 33

个国家，共花费了 3 年时间。途中，瓦克受
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开捐助，其中包括
为汽车充电、为他提供饮食和住所。

瓦克表示 ：“我想要展现电动车可以
续航的优点，来改变人们的看法 ，并鼓励
人们开始驾驶电动车。” 瓦克行经的国家
和环境极为多样化，包括土耳其、伊朗、印
度、缅甸、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行驶
路线则完全根据在他的 Plug Me In 网站
上接获的捐助决定。

在这辆汽车改装前，要完成这趟旅程
得要消耗 6785 公升的汽油；但在改装后，

充一次电可以行驶 200 公里，瓦克在电力
方面只花了 300 美元 （约合 2000元人民
币），主要花在澳大利亚内陆偏远的沙漠。

瓦克称， 自从他 2016 年 3 月开始这趟旅
程以来，共有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1700 多
人以各种方式对他提供了帮助。

（摘编自：中新网）

伦敦
治霾撒手锏

今年 4 月上旬 ， 英国伦敦市中心的
“超低排放区”正式施行，对尾气排放不合
格车辆征收每车每天 12.5 英镑(约 109元
人民币)的额外费用。

据报道，新规中需要缴费才能进入市
中心超低排放区的车辆包括：不符合欧盟第
6标准水平的柴油汽车和面包车 (2015年之
前的车辆)；不符合欧盟第 3标准水平的摩托
车(2007年前车辆)；不符合欧盟第 4标准水
平的汽油车和面包车 (2006年前的车辆)；公
共汽车、大客车和货车需要达到或超过欧盟
第 6标准水平，或者每天支付 100英镑。

上述车辆若在上午 7 时至下午 6 时
进入繁忙收费区 ， 还需额外缴纳塞车费
11.5 英镑。若不按时缴纳费用 ，驾车人将
面临 160 英镑的罚款 。此外 ，网约乘客更
需额外多支付 1 英镑。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一份研究报告说，

每天有 4 名伦敦人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呼
吸问题住院接受治疗， 包括一名儿童。伦
敦更有 451 所学校周边空气质量不达标。

市政府预计，加收“超低排放区”费以
后 ， 两年内可将汽车尾气排放量减少
45%，伦敦有望在 2025 年以前实现大部分
地区空气质量达到欧盟标准。

（摘编自：环球网）

近年来， 我国城市公共绿地建设进展迅
速，令人赏心悦目的同时也生出了烦恼：枯枝
落叶、杂草残花等园林绿化废弃物不断增多。

传统的园林废弃物处置方式主要是填埋或焚
烧，不仅污染环境，也浪费资源。

如何妥善回收“绿色垃圾”，进行再利用？

国外的一些实践或将带来一定启发。

园林废弃物（Garden Waste），也称为园林
垃圾（Yard Waste）或“绿色垃圾”（Yard Trimming），

主要是指园林植物自然凋落或人工修剪所
产生的枯枝、落叶、草谢、花败、树木与灌木
剪枝及其他植物残体等。这些园林绿化废弃
物因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营养物而不同于
日常生活、医用、工业生产等垃圾。因此，园
林绿化废弃物资源的再利用， 在许多国家
都已成为极具生态价值及经济价值的重要
关注点。

网上预约回收公司
上门服务

在实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比利时，人们一般
会从超市购买好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袋来分
装家庭垃圾。 白色垃圾袋用来装厨余垃圾等
无法回收的垃圾；黄色垃圾袋用来装旧报纸、

纸质广告宣传品等； 绿色垃圾袋则主要用来
装花园里修剪下来的树枝、杂草等园林垃圾。

对于从居民处收集来的园林垃圾， 比利
时目前采取的方法是堆肥处理。 这是一种利
用微生物将城市园林垃圾中的有机废弃物进
行降解， 使其转化为有机质的生物化学处理
技术。近年来，比利时政府不断增加投入，对
园林绿化废弃物实行露天堆肥处理， 并实行
市场销售。

在布鲁塞尔等较大城市的绿化服务机
构， 早就开始用混合堆肥的方式处理绿地有
机废弃物。仅布鲁塞尔就建有 15 个大型露天
堆肥场、4 个安置场， 年处理绿化废弃物达
21.6万吨，由非营利组织进行组织、质量控制
和促销。

在新西兰，人们也不再对“绿色垃圾”进

行焚化处理， 同时禁止有机废弃物以填埋方式
处理，而是积极推动堆肥化和再利用政策。在新
西兰，凡是住独立别墅带有花园的居民，绝大部
分都需要处理园林垃圾， 政府鼓励各个家庭把
这些垃圾自行堆肥再利用。如果数量实在太多，

则可以找园林垃圾公司进行回收。

在新西兰城市奥克兰， 大型园林垃圾回收
公司都有自己的网站， 居民可以在网上直接预
约垃圾收集服务， 还可以根据自家园林垃圾的
多少，来选择不同体积的容器以及收集周期。由
于这项服务需要收费， 有些居民会把平时收集
的园林垃圾专门存在院子里， 等到装满容器后
再找专门公司来收。 有些新建造的公寓房很少
产生园林垃圾， 偶尔的一些树叶可以放在生活
垃圾中一同回收。但需要注意的是，奥克兰政府

规定， 生活垃圾中的树叶等有机物不能超过
5%，否则会被拒收。

在德国，国家层面有专门的《循环经济与废
弃物法》。此外，还有一项 Kassel（德国一所大学
校名）计划：将庭园枯枝、落叶、花草等垃圾，厨
房食物残余、 果皮等有机废弃物放入生物降解
塑料袋，再装入收集桶内进行处理。

学者设计街头园林
废弃物收集方式

美国园林废弃物回收和利用的工作开展较
早。不同的州对园林废弃物规定的成分不同，一
般每个州的环境保护署对本地区内收集园林废

弃物的成分、来源都有相应的规定。

如佛罗里达州规定，只收集枯枝落叶、杂草、

草坪和小灌木的修剪物，棕榈树修剪的枝条等园
林废弃物，禁止在收集时混入塑料袋、石块、沙子
和土壤、体积大的垃圾、大的树枝、枝条和处理过
的木制品。洛杉矶市规定，收集园林废弃物不包
括石块、木头、花园装饰物或打碎的花盆：由于塑
料袋和金属丝在堆肥过程中不能分解，因此规定
收集园林废弃物的袋子不能用塑料袋，也不能用
金属丝线来捆扎树枝。而有的州却允许将生的蔬
菜、蔬菜皮和园林废弃物一起收集。

美国也是最早提倡园林垃圾堆肥处理的国
家之一。为了提高堆肥质量，美国提倡根据季节
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将树枝、草和叶子分类收集
或同时收集。由于较大段的树枝不易降解，因此，

理想的收集方式是将粉碎之前的树枝和草、叶
子分开收集。 堆肥还可以根据不同来源的材料
性质进行合理配比， 如叶子可以和草这种含氨
量高、 利于发酵的原料混合发酵以获得高质量
的产品。

园林垃圾一般有路边收集和社区定点收集
两种方式， 主要是居民将枯枝落叶放置于自家
门前，由市政部门进行收集。路边收集的优点在
于其参与度高， 收集频率根据园林废弃物的类
型、社区大小以及预算开支来确定。收集来的材
料可以放置于室外专用容器（如集装箱）中或者
装载架上。 美国许多州都建立了自己的堆肥协
会，对大众公布联系方式，鼓励居民加入堆肥协
会，并为居民提供各种方便。有些州还免费提供
收集用的容器或袋子； 有的州还规定参加的居
民必须交纳一定费用。 美国还有专门学者结合
园林废弃物收集的具体情况，根据收集路线、时
间、 人工和机械的需求量设计街头园林废弃物
收集的方式。

覆盖也是美国园林废弃物利用的重要方
式，园林废弃物可以直接覆盖，也可以堆肥处理
后再覆盖。在美国，有不少从事有机覆盖物生产
和销售的厂家， 特别是将有机覆盖物染成各种
各样的颜色，起到景观装饰作用，对提高城市景
观效果作用非常明显。 有机覆盖物在美国已成
为一种比较成功的园林绿化建设产品。

（吴越 综合自《人民日报》、北极星环保网、

网易新闻）

“帮助社区实现美好蓝图”

美国的社区规划兴起 20 世纪 60 年代的
社区行动计划， 当时的民权法案确保市民广
泛参与社区的设计和实施。 社区行动计划改
变了之前过于重视物质形态的精英式规划的
做法，强调社会、政治和经济在空间发展上的
综合，从而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

在社区规划体系中， 社区规划师是一个
定义比较宽泛的角色，依职能而聘，如规划师
（Planner）、 理 事 （Commissioner） 和 专 务
（Officer）。社区规划师的职位是社区向社会公
开聘任的，理事由社区委员会选出，而专务由
政府向社会公开聘任。

事实上， 社区的财政专务、 人力资源专
务、 医疗专务和信息专务等都可以称为社区
规划师，参与到社区发展中。他们可以是政府
人员或政府特聘的专家， 也可以是社区委员
会聘用的工作人员或专业人士。 其工作范畴
较广泛，针对需要解决的社区需求，社区规划
师需要组织各利益方参与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 或针对某一领域的社区参与提出专业意
见，充当着“社区经纪人”的角色。

作为社区规划的组织者， 规划师需要熟
知当代社区发展理论，除组织现场调查、公众
调查、 利益相关者调查和征询意见等必要的
程序活动外，还需要负责健全社区组织，开展
社区领导人、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
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素质， 使得参与主体能
有效地参与决策。同时，负责公众参与决策的
法规化和制度化建设，明确专业人员、社区组
织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协作是完成设计的标准
途径，而不是简单走过场。

作为社区规划的参与者，规划师需要协
助社区组织实施规划， 包括向政府申请社
区发展资金和公益性项目、 促进社区和开
发商合作、建造经济型住宅、帮助社区确定
适宜发展的土地和企业前期建设工作、协助
开办就业培训班和指导街道环境改造活动等
内容。

简而言之，规划师不仅是“设计一张美好
的社区蓝图”，更重在“帮助社区实施美好
蓝图”。 受社区规划师角色多元化的影响，

美国大学规划专业过去接收来自建筑 、市
政工程专业的学生做研究生的状况已发生
较大改变， 现在该专业的学生有很多有社
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
背景。

经过多年的发展， 美国规划师已被认为
是为公众谋利的职业， 有成熟的职业规范和
较大的职业独立性。 在美国执业规划师学会
《道德与职业操守守则》中，列在第一位的就
是对公众的职责， 并声明对公众利益负责是

规划师的首要职责。

调配各方资源、反馈居民诉求

美国西雅图的社会规划师活跃度较高。西
雅图于 1994 年推出综合规划，提出“都市集合”

策略。 在社区层面， 为了具体落实都市集合策
略，政府从 1995 年开始编制 38 个社区规划。在
西雅图审计局 2007 年开展的社区规划实施评
价中，93％的被访居民认为社区规划为当地带
来了积极的影响， 尤其在大型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上，社区规划取得了很大成功。

西雅图社区规划的核心宗旨是通过市政府
的引导和支持， 与社区居民共同谋划社区未来
的发展前景。在这场规划活动当中，政府和居民
是两个核心主体， 整个规划编制框架的设计有
助于政府为社区提供资源和指引， 同时最大限
度地发挥居民的主观能动性， 带动公众参与规
划编制和实施过程。 为了社区规划编制的顺利
开展，西雅图市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机构，聘请了
社区规划师来担任规划指引、 管理及监督等工
作；同时，颁布了相关政策文件，控制规划进程。

在机构设置方面， 市政府首先成立了社区
规划办公室与社区规划咨询委员会， 前者的职

责是控制规划编制的核心政策和理念， 制定关
键性纲领，并对规划进程进行监管；后者则协助
前者开展规划，对具体的问题（如政策制定、编
制具体流程）提出操作性的建议和解决办法，两
者关系密不可分。

为了与社区能够有密切联系， 并更好地辅
助社区开展工作，社区规划办公室聘请 10 位技
术人员作为项目经理， 一方面向市政府汇报规
划编制进程，同时协调统筹其他各部门资源；另
一方面向社区传达核心思想， 并参与社区规划
工作的开展，帮助社区组织公众参与、解决冲突
纠纷、 提供专业的规划建议。 在规划编制过程
中， 西雅图市政府要求社区在规划前成立筹备
委员会，以开展公众参与，并充分筛选社区主要
问题。

在规划实施阶段， 西雅图按照社区边界重
新整合形成 6个规划区，每个区涵盖几个社区，

并聘请一位区域经理负责规划的实施； 各职能
部门在规划区中设立权力下放机构， 区域经理
与各机构负责人共同组建跨部门工作小组。同
时， 区域经理还充当了沟通社区居民与政府机
构的重要角色，调配各方资源、反馈居民诉求。

此外，市政府和各邻里议会共同开展了“社
区规划优先行动识别”项目，帮助各部门与社区
组织有重点地开展规划实施工作。 居民在政府

的协助下为各自社区识别 4 个—5 个优先行动
项目，并提交优先行动报告，包括按照优先次序
排列的项目名称、项目简介、领导实施部门、参
与实施部门和各部门联系方式等内容。 在此基
础上，将所有行动按时序列入行动数据库，各部
门根据数据库中的项目信息， 进行项目具体分
配与认领，确保每一个项目的实施。

邀请居民自己动手做设计

在西雅图华埠国际区， 社区规划师和公益
组织以及当地高校共同推进项目， 不仅在住宅
建设方面为居民提供帮助， 还积极开展各类相
关的社会服务活动。

在美拿街，他们进行了街道改善项目，增加
街道绿化、融入自动排水的设计，也融入一些文
化历史方面的元素。对于社区内的儿童公园，更
是提出了更新方案。原先的公园是封闭的，从外
面看不到里面。现在，他们把公园打开，小朋友
有了更多活动的地方， 不同年龄层使用者的活
动空间也变得更多。 整个空间变得更有活力之
后，不只是小朋友可以来，大人也可以一起来，

为社区内的居民互动提供了空间。 庆喜公园扩
建计划也是如此， 为居民争取到了更多进行休
闲活动和聚会的场所。现在，很多大型活动可以
在那里举办。

更重要的是， 社区规划师不只做实体空间
的改善， 还积极让居民可以参与到社区微改造
项目的推动当中，确保这些意见可以被吸纳。在
参与的过程中，居民们开始熟悉什么是设计。规
划师还会邀请他们自己动手做设计， 而不仅仅
是提供一些意见。当居民懂得做设计的时候，就
知道怎么跟规划师沟通， 还可以把自己的意见
转化成图像，更高效地回应设计者。

社区中的青少年在参与社区规划后， 也会
对各类规划和设计萌生兴趣。 对社区规划师来
说，青少年的参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由于
很多青少年是双语家庭出身， 所以可以扮演非
常好的跨语言、跨文化沟通的角色，举办活动的
时候有助于让不同的群体参与进来。

另外， 社区规划师还尝试推动社区组织发
展，让这些新的组织在城市更新、社区营造方面
扮演积极的角色。 比如西雅图的 IDEA Space创
意空间， 就是从社区合作中发展出来的新团体。

它实际上是一个社区设计中心，主要进行设计方
面的工作， 同时也为社区内的商家提供改善店
面、招牌和商品展示的服务，甚至参与一些产品
的设计。此外，这个设计中心还负责起了社区的
安全保卫工作，组织安全巡逻队。他们认为，在社
区安全改善后，原本的一些死角空间就可以慢慢
活跃起来。

（吴越 综合自《规划师》、凤凰网、“大鱼营
造”微信公众号）

堆肥处理后，园林垃圾成为“绿色产品” 新华社 图

规划师带动居民一起设计社区发展蓝图 达蒙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