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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园如何点亮城市角落
近年来，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纷纷意识到城市开放空间的重要性。其中，一些规模很小、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的不

起眼地块经过改造和设计，成了深受市民欢迎的“口袋公园”。

口袋公园如何点亮城市角落，为市民提供家门口的自然空间？以下这些城市的经验或将提供一些参考。

爱丁堡：无处不在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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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Edinburgh）是英国著名的文化古
城、苏格兰首府，位于苏格兰中部低地的福斯
湾的南岸。

爱丁堡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历史建筑亦
完好保存下来。爱丁堡城堡、荷里路德宫、圣吉
尔斯大教堂等名胜都位于此地。爱丁堡的旧城
和新城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
产。爱丁堡的教育也很发达，英国最古老的大
学之一爱丁堡大学就坐落于此。加上常年举办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等文化活动，使之成为仅次
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旅游城市。

近年来，爱丁堡根据城市特点谋求创新发
展，不断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它是怎么做的？

在艺术节庆中践行环保理念

许多人去爱丁堡，是冲着那里长年不断的
文艺活动，而这些活动也引起了环保人士的关
注。

2011年， 爱丁堡的部分文化艺术机构，包
括统筹管理爱丁堡 12 场节庆的 “节庆爱丁
堡”、苏格兰戏剧联盟和苏格兰当代艺术网络，

共同成立了慈善组织“苏格兰创意碳”（Creative

Carbon Scotland）。因深信文化和艺术作为一种
媒介所能实现的社会影响力和渗透力，“苏格
兰创意碳” 意在将文化艺术和环境问题相结
合，用文化和艺术的方式引导其生产者和消费
者以自身的行动出发，减少文化产业、艺术生
产等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深入文化产
业，让艺术家们、文化机构等参与环境改善中
的机制，在世界上属于首创。

过去几年，“苏格兰创意碳”已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机制。一方面，其主站上详列了许多普
适性的“碳管理”建议，比如，指导文化艺术组
织如何记录水资源消耗、差旅能源消耗和日常
能耗、废弃物等，并为之提供了定制表格以便
他们记录；另一方面，“苏格兰创意碳”还建了
一个“绿色艺术入口”，针对观众的绿色行为引
导、建筑和办公室绿色管理、选择绿色供应商

等方面，梳理出一系列建议，并为对象提供了一
些解决方案供应商的链接。

除了这些普适性的建议，“苏格兰创意碳”还
不断推出各种倡议和项目。比如，针对文化艺术
组织的“绿色艺术计划”、针对个体艺术家的“绿
色手工艺计划”。 随着越来越多组织和艺术家的
参与，这些绿色行动倡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以爱丁堡 12场节庆中最著名、 也是全球最
大的艺术节为例，“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为场地供
应商、来此表演的团队和观众分别提出了许多让
这个节庆更环保、更低碳的建议。

具体包括：采用更环保的宣传方式，比如用
社交网络宣传、图章、二维码等方式来减少传单
印刷；鼓励员工、志愿者和观众尽可能采用低碳
的出行方式。爱丁堡本身就有非常完善的公交系
统和自行车交通网络，市中心许多地区步行也能

轻松到达；咨询场地供应商，询问他们的环境政
策、是否有能源消耗检测系统和可供参考的回收
方式；舞台、道具、服装等尽可能使用对环境负责
的产品，争取减少对材料的消耗，或者争取在其
他地点的演出也能重复使用现有的材料；实行高
效、环保的方式处理废弃物。

瞄准“欧洲数据之都”建设

爱丁堡不只有浓浓的创意文化气息，还是一
座崛起中的数据之城。那里有着英国最领先的超
级计算中心和最多的医学数据共享研究机构。瞄
准“欧洲数据之都”建设的爱丁堡，正在开启一个
以数据驱动创新的计划。

在那里， 城市与大学交融不止于空间层面，

在战略规划与创新生态的形成过程中亦是如此。

2011年，“爱丁堡创新”成立。这不是一家以
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其核心目标为爱丁堡大学创
造影响力，从而创造新技能、新公司、新产品、新
服务，最终为爱丁堡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城市财
富。 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我们只有一个股东，

就是爱丁堡大学。本质上，我们把科学技术从实
验室带到现实世界， 技术转移是其中一方面，同
时也代表爱丁堡为大学、为城市产业服务，包括
技术研发、咨询、孵化、培训以及财务资助。我们
在产业方面与外部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对
内拥有强大的学术团队，学者们代表爱丁堡大学
最前沿的视野。”

爱丁堡是一座信息数据技术在整个欧洲保
持领先的“大学城”。早在 2006年，爱丁堡就开始
关注数字产业。2018年 8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在爱丁堡大学签署了一项价值 13亿英镑的城市
协议， 其中有 3亿英镑专门投入数据创新计划，

包括建设 5个相关的创新中心，将爱丁堡打造成
“欧洲数据之都”。

如今，爱丁堡的城市战略就是建设“欧洲数
据之都”，“爱丁堡创新” 也将根据大学的研究重
点开拓数据驱动相关的项目。 爱丁堡人相信，大
学是创新灵感的集结地，城市成功的关键之一是
爱丁堡大学强大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以及像“爱
丁堡创新” 这样将知识产权成功商业化的机构。

他们将该研究成果通过签发技术许可给从大学
产生的初创企业和衍生公司，“创新灵感的激发
与产业转化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关键环节。”

2018年 9月，作为五大创新中心之一的爱丁
堡大学“贝叶斯中心”成立。“贝叶斯”源于毕业于爱
丁堡大学的英国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他被公认
为机器学习的创始人。 该中心在数据和人工智能
创新道路上被寄予厚望， 它将通过研究人员和工
业界数据分析师约 600名专家合作， 把研发团队
嵌入大学环境中， 从医疗保健数据中识别趋势以
改善疾病管理， 分析交通数据以改善运输……从
而帮助公共部门和企业改进产品和服务。

（吴越 综合自《深圳特区报》、搜狐网、凤凰
网）

圣瓦斯特·拉乌格
最受喜爱小镇

据外媒报道 ，近期 ，在法国电视三台
的评选活动中， 圣瓦斯特·拉乌格从全法
国 14 个候选小镇脱颖而出，成为 2019 年
“法国人最爱的小镇”。

“法国人最爱的小镇” 是一档创始于
2012 年的电视节目。 该节目把法国本土
13 个大区和海外部分挑选的小镇作为“候
选人”，由观众和网友通过短信 、电话 、社
交网络进行投票，得票数最高者即为当年
的冠军。

报道指出，这种评比对于推广当地的
观光旅游和促进地方发展很有帮助 。但
是，如果小镇没有继续保持其历史和自然
风貌，就会被剥夺称号。

节目主持人伯尔尼称，我们参考当地
的历史遗产、文化和美食等标准对该地区
的吸引力进行衡量， 让世人见到它的美。

他还将该评比活动称为“小镇界的选美比
赛”。

圣瓦斯特·拉乌格位于法国下诺曼底
大区的芒什省，约有 2000 位居民。温带海
洋性气候使该地长年气候温和 ， 十分宜
居，临近大西洋的它还有着美丽的海洋风
光。沿着海岸闲逛骑行或者坐船出海都是
一种独特体验。渔民们出海回来 ，都会带
着新鲜的海产。

当地还拥有世界级文化遗产。法国著
名的军事工程师沃邦在这里的 Tatihou 岛
上，留下了一座壮观而功能多样的观察塔
沃拜塔。 这一遗迹在 2008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被选为“法国人最爱的小镇”后，圣瓦
斯特·拉乌格受到了许多关注。 在当地旅
游局工作的勒佩莱说，“许多人打电话来
祝贺我们并询问住宿信息，以便之后前来
游玩，也有些人开着车就直接来了。”

（摘编自：欧洲时报网）

善通寺
不能吃的方形西瓜

据外媒报道，以生产方形观赏性西瓜
而闻名的日本香川县善通寺市，本月初开
始出售今年的产品。每个方形西瓜售价超
过一万日元（约为 639元人民币）。

据报道，农户在西瓜未成熟的情况下，

将其放在塑料容器中生长约 10 天，形成长
约 18 厘米的立方体。由于栽培管理难度较
高，可以出货的仅占八成左右。因在成熟前
方形西瓜就被采摘， 甜味较少， 不适合食
用，一般作为装饰摆放在百货店和水果店。

方形西瓜大约在 50年前被农户开发，

目前当地只有 9 家农户从事这种生产。除
了日本之外，此前方形西瓜也远销加拿大
和俄罗斯等地。 （摘编自：中新网）

凡尔赛

威士忌毁于大火

金宾威士忌是世界上销量第一的波
本威士忌品牌。然而，在最近发生的一场
大火中，金宾损失了数万桶正在贮藏中的
波本威士忌。

本月初，金宾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凡尔
赛的两个仓库发生了火灾， 毁掉了 45000

桶波本威士忌。 金宾发布的初步报告称，

大火可能是由于雷击引发的。

这场大火持续了一整夜，放置波本威
士忌的仓库是一种宽敞的多层建筑，有足
球场大小、六到七层楼高 。这些建筑又叫
作“堆屋”，采用简单的木质结构 ，没有保
温装置，冬冷夏热。建筑内设有很多搁架，

上面放置波本酒桶，让酒体在季节性的温
度变化中在桶内膨胀或收缩，从而产生焦
糖的气味和颜色，以及香草、太妃糖、黄油
和烟熏等多重味道。

在这次被摧毁的建筑中贮存着 45000

桶波本威士忌，根据官方通告 ，这一部分
损失占到全部 126 个桶装仓库、330 万库
存的不到 1%，并且大多数年份仍然很浅，

不会影响供应。然而，被烧焦的酒体流入
小溪，对当地的河流和鱼类可能会造成一
定影响。

虽然这次天灾对波本威士忌爱好者
的实际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几万桶好酒被
损毁依然值得难过。 （摘编自：界面新闻）

小面积吸引大人流

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公园用地面
积紧张，而绿色空间，正是为人们提供日常休
闲的不二佳选。在用地矛盾与人群需求的情况
下，口袋公园应运而生，以其微小、便捷、亲切、

安全、位置灵活等特点，在寸土寸金的城市空
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突破了传统公园绿地的
面积限制。它们见缝插针地嵌入钢筋混凝土的
城市空间，缓解了城市环境与人们生活之间的
矛盾，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为城市注入
了活力。

20世纪中期，面临城市化与大面积的建筑
扩张，绿地空间不断被挤压，美国提出了“微型
绿地”的公园形式，以解决人与城市的发展矛
盾。“口袋公园” 最早由美国风景园林师罗伯
特·泽恩于 1963年 5月，在纽约公园协会组织
的展览会上提出。口袋公园指的是规模很小的
城市开放空间，常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
结构中。1967年，罗伯特·泽恩在美国建设的佩
雷公园对外开放，标志着“口袋公园”这一新形
式城市公共空间的问世，为城市绿色空间的形
式提供了新的设计参考。

佩雷公园 （Paley Park） 位于美国纽约 53

号大街，于 1967 年 5 月 23 日正式开园。它在
规模和功能上很好地响应了曼哈顿的条件，以
独特的方式弥补城市中有限的公共设施。据统
计， 它的面积仅占纽约中央公园的 1/8000，但
每天的游客数量却不容小觑，年平均面积游客
量是中央公园的两倍之多。

是什么原因让佩雷公园以如此小的占地
面积，却吸引了成倍的人群？

首先是以小见大的设计手法。公园三面环
墙，西南侧为入口。入口两侧为特许经营店，为
往来的行人与休憩的员工提供方便、实惠的饮
品与点心。为了分隔空间，面对大街的开放入
口以台阶进行场地划分，人们可以通过入口处
四级台阶和两侧的无障碍坡道进入场地，将园
内空间与繁忙的人行道分开。

其次，公园内以植物、水景等软质景观元
素为主。公园主体的树阵广场，营造轻松氛围，

为游人提供宽敞的活动空间。公园角隅摆放的
草本花卉花钵，随季节更换的花卉色彩，形成
了不同的景观。同时，公园左右两面墙上覆盖
的藤本植物———爬山虎、常春藤等，增添公园
绿量，并为人们提供绿色景观。

再次，充足的户外休息空间。树阵下方灵
活移动的桌椅，铁丝网做成的椅子搭配大理石
材质的小桌台轻巧却不影响周围的环境，为人
们提供自由享受的休闲场所。这些不固定的休
闲空间，可以根据人们的使用需求，带来多样
的交往可能。

最后，利用“愉悦”消减环境嘈杂并提供视
觉中心。 公园后方高 6米的水幕景瀑布作为景
墙正对公园入口，具有很好的观赏效果，瀑布流
水产生的水流声，巧妙地缓和了城市的喧嚣。另
外，潮湿的水汽使人如置身于自然之中。到了晚

上，瀑布还能射出霓虹灯光，引人注目。

有文化和记忆的公园

继纽约佩雷公园之后，口袋公园这种新形式
的城市绿地空间在美国各处不断涌现。 后来，英
国、法国也在城市中因地制宜，建造了不少口袋
公园。

卡姆登区是英国英格兰大伦敦内伦敦的自
治市，面积 21.8平方公里。在伦敦城市绿色整合
与城市微更新的发展战略下， 区政府投资 3500

万英镑， 在此背景下，LDA事务所对伦敦西区的
绿色空间进行改造设计，新建了马戏团王子广场
（Princes Circus）、阿尔弗雷德广场（Alfred Place）

和惠特菲尔德花园（Whitfield Gardens）三个口袋

公园。

口袋公园的设计旨在为附近居民营造出远
离繁忙喧嚣的绿色空间，为上班族提供更多的户
外用餐与休闲空间，契合区域总体改造的“人性
化慢行体系”建设模式。同时，口袋公园中的绿色
基础种植有助于改善区域小气候，为当地居民与
工作者创造健康的活动空间。

马戏团王子广场位于沙夫茨伯里大道，原为
一处繁忙的城市广场。通过新建人行道，保障行
人的安全通行，并连接了周边的考文特花园和大
英博物馆。设计取消了从布卢姆斯伯里街到沙夫
茨伯里大道的通行连通交通线路，营造出一个公
共广场， 并提供了较为宽敞的慢行交通空间，保
证了行人与自行车的安全通行空间。公园中的绿
色种植创造为口袋公园提供了宁静的休闲场所。

马戏团王子广场中还设有公共饮水设备，体现出

人性化关怀。

阿尔弗雷德广场原为一个路边的空地，通过
通行路段设计与公园两侧进行植被种植，形成了
一处“口袋绿洲”。

惠特菲尔德花园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旁，光
照不充分。改造通过种植耐荫植物，增强生物多
样性。同时，在遮阴性强的大乔木下方设置休息
座椅，可自由组合的座位可以为使用者提供灵活
的餐饮、休闲、活动集会空间，带动周边活力。另
外，设计师充分保留了原址的菲茨罗维亚壁画和
战争纪念碑，展现出该口袋公园的文化内涵与历
史记忆。

法国最著名的口袋公园当数巴黎的太子广
场。400多年前，亨利四世建造了这个广场作为赠
送给其儿子亨利八世的礼物。今天，人们到巴黎
游玩时，它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地区之一。

太子广场呈三角形， 位于西岱岛的西端，在
17世纪时被视作皇家广场。新桥建成后，国王亨
利四世下令修整与新桥中部相接的太子广场。

1907年， 人们在太子广场的两侧建造了 32栋楼
宇，它们面向塞纳河，砖石和板岩的阳台面向新
桥而立。广场的中央有一座国王亨利四世骑马的
铜像。这尊雕像铸造于 1818年，前身是法国大革
命时期被融化的一座古老的铜像。

如今的太子广场公园坐拥巴黎最好的商业
地段，广场周围开满着各式各样具有法式情调的
商店。有轨电车穿境而过，叮叮咚咚有着复古的
情调。游客可以在街边的咖啡馆，来上一杯香浓
的咖啡， 也可以坐在广场上晒着和煦的午后阳
光，享受街景。

根据周边需求进行设计

世界各地的口袋公园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综
合起来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公园
一般为周边社区服务， 人们从住处到达公园的
距离一般在步行时间 5 分钟—10 分钟以内；第
二，较大型的社区口袋公园，面积为 100 平方米
以内，可以为 500-1000 的社区人口提供休闲空
间；第三，如果考虑社区常住人口的年龄、人口
结构等基本特性，则会按照体育、游戏、绿化等
各方面比较集中的需求进行特殊设计； 一般社
区的这种公园讲求安静，也会考虑进行园林造景
和栽种绿植。

由于各个社区的情况不一样，留给设计师的
设计空间也有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要通过与
周边居民的充分协商，制定实施策略和产生设计
思想，以为社区服务作为基本原则，从小规模、可
行性的方面入手。

由于口袋公园的经营与管理不像大型公园
那样能容纳较大的群体和具有轰动性大众旅游
效应，因此它的设计、经营与管理与传统公园不
同，会遇到一些新的困难。对设计者和管理者来
说，要积极与社区开展交流和沟通，制定长期工
作计划，确保公园建成之后的良好运营。

（吴越 综合自《中国绿色时报》、“城市设计”

微信公众号、筑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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