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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型校园周边怎么样
■ 本报记者 吴越

2019年 9月 23日 星期一
www.jfdaily.com

责编：高渊 主编：龚丹韵 视觉：柳友娟 13纵深

有学校的地方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每天上下学，孩子们都会背着书包经过校门口，开启一天的学习或者是带着所学的知识回家。

但不少市民发现，校门口还存在一些不那么和谐的“声音”：有些学校地处道路旁边，早晚高峰时总是自行车、助动车、小轿车“车满为患”，让孩子和家长们穿行时都感
到格外紧张；也有的学校缺少校门外的“守护”，附近缺少让人安全过街的斑马线，也没有相关人员进行人流疏导……

在许多城市争创“儿童友好型城市”“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当下，上海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加强校门口空间的设计和管理，营造和谐的校园周边环境？记者试图通过实
地采访和国外相关案例分析，为校园更友好、安全的未来建言献策。

理念友好，才能环境友好
记者：学校周边空间是儿童每天都要经过

的重要场所，城市应该如何营造更和谐、友好
的校园周边环境？

杨雄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党总支书
记、研究员）：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学校并不
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往往与周边建筑和道路相连，

有的紧靠在马路边，有的藏在小区里。所以，当我们
在考察学校及其周边环境的友好程度时， 不妨把眼
光放远一些，在儿童友好型街道、儿童友好型社区甚
至是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范畴内思考这个问题。

1996年， 联合国第二届人居大会首次提出了
“儿童友好型城市”概念。随后，全球许多城市加入建
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行动，目前有伦敦、慕尼黑、

哥本哈根等 870多个城市获得了儿童友好型城市
认证。国内也有不少城市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实践。

这个概念被提得越来越多，但我认为还是
要理解它的内涵。首先要理念友好，要重视儿
童优先发展的理念。也就是说，承认儿童是弱
者， 需要得到保护， 同时承认儿童的主体地
位，尊重儿童的选择。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

再制定一系列的指标， 对具体的空间和环境
进行设计和调整。 校园内部空间要考虑的是
儿童行走的地面材质是不是防滑、 活动设施
高度是不是合理、 护栏把手的空隙是否容易
卡住等等。 在儿童上下学经过的校园周边空
间如街道和游乐场， 则要考虑是否方便、可

达，有没有专用慢行道等等。

此外，儿童友好环境的建设也应该得到法律
的保障，确保良币驱逐劣币。在此基础上加强公
共服务的设计、提升服务效能，并且号召社会各
界集思广益，挖潜力、动脑筋。

记者：提升儿童友好空间“硬件”条件的同时，是否
也应该在安全教育这个“软件”方面多下功夫？

杨雄：的确如此。在日本，中小学生上下学基本
都是自己步行或者骑车， 很少有家长的陪同和接
送。他们的“放手”背后，一方面是校园周边安全步
道的保障，另一方面是对交通安全、人身安全各方
面安全教育的重视和普及。日本儿童从小就接受各
种安全教育， 许多学校的开学第一课就是安全演
习，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强化安全意识。

近年来，上海的学校也对安全教育越来越重视。

根据今年 2月发布的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本市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
实施意见》，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一、四、六、八年级，以
及高一年级，每学期至少安排 8课时，其他年级每学
期至少安排 4课时，进行公共安全教育。幼儿园每周
至少安排 1次涉及公共安全教育内容的游戏活动。

此外，对于成人也需要进行安全教育。接送孩
子的家长是否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不为了自己的
方便造成他人的不便和不安全？ 校园周边穿梭的
外卖车辆行车是否规范，能否得到有效监管？这些
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步行巴士”陪伴上学路

为了还给孩子一条 “说说笑笑、蹦
蹦跳跳”的上学路，英国、美国、西班牙
等国在学校、 社区和家长等多方合力
下，组织起了从家门口到学校的“步行
巴士”。

所谓“步行巴士”，就是由一群或一
小组少年儿童结队步行上学，全程有至
少两位成年人担任“驾驶员”，以监护、

带领的方式陪伴儿童安全地完成上学
和放学的路程。

在西班牙戈德里亚的一所学校，每
天早上，一位负责人和两名志愿者会陪
同 30个孩子走路上学。 他们在不同的
集合地点接孩子去上学。行走的路线经
过当地警察的考察和批准，确保路途的
安全。

在英国伦敦，情况也大致相同：参加
“步行巴士”上学的孩子以及带队的“驾
驶员”都会套一件反光亮色马甲，以提醒
机动车驾驶者避让。“巴士” 的路线设计
则以 10 至 30 分钟的步行时间距离为
宜；同时，“巴士”会像真实的公交车一
样，严格遵守时刻表，雨天也照常运行。

有了“步行巴士”，走路上学的过程
成了孩子们每天的第一堂课。有学生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跟朋友们一起
上学，在路上聊一点学校的事，还会讨
论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这样能认识一些
新朋友，还能进行一些实践活动。”活动
负责人表示：“孩子们之间也会相互帮
助，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会肩负起照顾小
一点的孩子的责任。”

不仅如此，孩子们还可以借此机会了
解所在的城市，熟悉社区并且学习一些生
活常识。 一位负责每天接送孩子的工作
人员说：“孩子能在这个活动实践中学习
交通安全知识。 现在他们是遵守规则的
行人，未来可以成为合格的驾驶员。”

校园地带多举措保护行人

韩国十分注重道路安全设计。自
1995年以来， 韩国实行了一整套项目，

改善街道环境，促进交通安全。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在首尔实施
“校园地带改善项目”，旨在确保儿童从
家里前往幼儿园、小学和保育机构时能
有安全的街道。该项目的重点实施区域
位于学校等儿童常去的机构周围。

这些片区使用限速牌和减速带等
措施降低车速， 建立行人专有路权，并
利用清晰的标志区分人行道和车行道。

同时新建行人护栏， 进一步保护儿童，

使其免遭危险。

此外，学校主要出入口 300米之内
均安装了交通信号灯和限速标记，并在
“校园地带” 区域道路上用醒目的红色
油漆刷上“校园地带”和“保护儿童”等
字样，提醒驾驶员小心通过。此外，通往
学校主要入口的道路上禁止停车，降低
了车辆停靠时和儿童接触的可能性。

截至 2012年，韩国已经在超过 1.5

万个校园地带实施了这一项目。根据韩
国交通研究所的估算，仅这一个项目就
能使校区内的儿童交通事故每年减少
32%。后来，韩国政府逐渐把安全街道的
创建区域扩展到公园、社区中心等其他
儿童集中的区域。

对 标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有功能性，也给人带来愉悦
记者：您在愚园路“2017城事设计节”期间

对一间幼儿园的入口空间进行了微改造， 当时
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窦义年（璞作建筑设计（上海）有限公司主持
建筑师）：最初去看的时候，发现那是一块不引人
注意的空间。它的南端接愚园路口，北部尽端是幼
儿园大门，东西两侧分别是商铺的外墙，整个场地
虽然有 4米宽、10米的进深， 但在三面合围之下
显得空间相对不积极，还堆放着许多杂物。

不同的空间拥有不同的性格， 我们可以通
过色彩、标识、设施等方面的变化来改变空间带
给人的感受。 对于面向儿童的校园周边空间来
说，我们通常希望它是明亮、欢快的，能给人带
来愉悦的。 所以当时采用了醒目的黄色防滑材
质， 在地面上拼贴出了斜 45度的斑马线图案，

结合留白的英文字母标语， 形成了一个活跃的
校园入口空间。 对幼儿园大门也做了一个 “提
亮”的处理，以黄色 45 度格珊和蓝色穿孔板组
成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新大门。

其实，在国外许多校园空间和面向儿童开发
的公共空间的案例中，都会运用到彩色地面的设
计。相对简单的指示牌和标志，地面的大色块给
人的提示作用更强。尤其是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
周边，往往还没靠近，人们就能够清楚地注意到
有一个学校的存在。 对于进出这个区域的人来
说，在心理上也起到了提前认知和缓冲的作用。

记者： 不同空间的设计往往根据使用者需
求的不同作出改变。校园周边空间的使用，以家
长接送孩子上下学时停留、等候居多。针对这个
情况，您做了哪些处理？

窦义年：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正
处于读幼儿园的年纪，作为一个建筑师爸爸，我
也在思考这方小天地究竟能给家长和孩子们带
来什么。在观察中，我发现那里每天都上演着别
离与重逢、不舍与期盼的“大戏”，我想通过设计
来回应这些动作和情绪。

因此，在装置设计方面，我认为这个空间需
要满足的功能包括互动、等候和遮蔽。于是，我
们利用局部墙面做了穿孔板互动游戏墙， 让孩
子们可在此进行拼贴积木的互动游戏， 同时沿
墙面用钢管折叠了几个休闲座椅， 供家长和孩
子进行休息，缓解接送过程中的焦躁情绪。

记者： 这也是让学校与周边街区的空间形
成联系、关系更加融洽的一种做法。

窦义年：是的。我认为校园和周边的空间不应该
被简单粗暴地隔离开来， 并不是只有高墙大院才能
带来安全，也不是杜绝所有商业活动才能带来美观
和整洁。在许多城市，校园分布在城区的各个角落，

与周边的居民区和街道是融为一体的， 如果提供
完善的设施和友好、开放的空间，周围的力量对儿
童的关注和监护起到一定的作用。我想，一个更具
活力、守望相助的空间，对儿童成长也是更有益的。

对 话

校园空间辨识度不高
道路缺少物理减速措施

自从接下了接送孙女上下幼儿园的 “重任”

后，家住静安的邓老伯对马路上的横道线变得格
外敏感。校门口有没有横道线，最近的横道线是
哪条， 旁边有没有交通信号灯和减速路标等问
题，成了他在制定接送路线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让邓老伯感到安慰的是，孙女所在幼儿园门
口的东西侧各有一条横道线，其中离家更近的西
侧横道线处还有交通信号灯，从那里过街不用担
心有的机动车不愿避让的情况。

随着城市中机动车辆数量的不断增加，不论
是在道路较窄、路网较密的城区，还是在车道较
多、空间较为宽敞的城郊，许多家长都把校门口
的人行横道斑马线视为一条条“生命线”。

在记者走访的中小学、幼儿园门口，均有横
道线的设置， 且路旁都配有蓝底白图案的标识
牌，提醒人们从此处过街。在一些双向车道较多
的路段，道路中央还设置了几根警示柱，避免助
动车及自行车驶上横道线，阻碍行人过街。由于
学生早晨到校时间往往与早高峰重合，部分学校
在交通繁忙的校门口专门组织了由家长志愿者
和学校职工组成的家校交通志愿服务队，穿着反
光马甲或戴着袖章协助学生过街。

尽管许多校门口都设置了黄底黑图标的标
识牌来提醒司机注意经过学校路段，但据滴滴司
机唐师傅观察，有些路边树木生长茂盛，往往会
遮住一部分标识牌，也有的标识牌的方位与交通
信号灯较远，驾驶员可能会顾不上看。唐师傅认
为，整体来说，学校周边空间的辨识度还不是很
高。“倒是开着导航软件的时候，经过学校路段都
会有专门的语音提示，驾驶员会有意识地松一松
油门，放缓车速。”唐师傅说。

有调查显示，儿童平均眼高 110 厘米，约是
成人的 2/3；水平视野为 60°，约是成人的 1/3。儿
童平均步伐为 67 厘米，在同等时间内步行距离
仅为成人的 70%-80%。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
儿童安全过街， 光有地面横道线和标识牌也许
还不够。

如何让道路设施由“隐性”变为“显性”，从而
发挥更大作用？市民许女士认为，不妨参考肯尼
亚首都内罗毕的做法。据她介绍，在内罗毕，车辆
驾驶员和乘客通常不用“看”就能知道前方有学
校。原来，当地在校门口的双向车道前后都安装
了凸起的阻速带，人们只要感到轻微的“一颠”就
会自觉放缓车速，礼让过街的学生。

在记者走访的中小学、幼儿园门口，暂时都
没有看到相关的阻速带和减速丘等物理减速
措施。

助动车没有限速
随意逆行、掉头谁来管

校园周边临时停车难， 一直是令许多家长
“头疼”的问题。记者看到，在一些学校门口，有所
属辖区交警队为学校“定制”了一块醒目的临时
停车公告牌，树立在校门口，注明了“接送学生
临时停车”的具体时间段。也有学校放学时，交警

参与校门口的交通指挥，并放置一块可移动的临
时停车牌，告知家长。

但据家住浦东的顾女士反映，孩子所在的小
学周边都是居民住宅， 每天车辆进出非常繁忙，

虽然有了专门划出的临时停车位，但这些车位常
常被小区内的过夜车辆占用。早晨上学时，有的
车辆依然“杵”在那里，道路依然拥挤。顾女士还
反映称：“有时候周边超市和店铺进货的大卡车
还会经过‘凑热闹’，造成校门口更加拥堵。有的
家长没办法，虽然不放心，但只好在路口放孩子
下车，让他们再步行进学校。”

针对这些情况， 有家长建议根据实际情况，

将校门口路段设置成分时单行道。但即使有了单
行道，烦恼也依然存在。在松江上班的朱小姐告
诉记者，自己每天上班的路上都会经过一间幼儿
园和一间小学，两个学校的校门离得很近，早高
峰路边都是学生和家长。 虽说那条路是单行道，

但由于非机动车道允许双向行驶，一些骑助动车
和自行车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有时随意转弯、掉
头以及横穿马路，存在一定的交通隐患。朱小姐
无奈地表示：“我们开车的是把车速降到 30码以
下了，但助动车谁来限速，违反交通规则谁来管
呢？”

家住浦东的刘阿姨所在的小区周边也有两
所紧邻的学校，早晨去菜场的路上，她常常见到
周围小区的家长牵着孩子步行去上学。她告诉记

者，由于小区门口和校门在同一侧，为了不穿马
路，家长一般都带着孩子在人行道上逆行。“人走
走也就算了，关键是有的家长骑着助动车在人行
道上逆行，一边开还一边按喇叭，大家只好躲躲
开。”刘阿姨说。

刘阿姨观察到， 中学里的孩子稍微大一点，

很多都骑着自行车来上学，到了学校就在路边一
停。原本就比较狭窄的人行道空间一下子就被占
去一半， 两个方向的行人交汇都要侧着身走，助
动车一开更是乱了套。 一旦上街沿没空间了，助
动车就下到非机动车道逆行，更加危险。

此外，还有人提到了晚高峰时期忙碌穿行的
外卖骑手。有家长反映称，经常看到外卖骑手开
着开着就到了机动车道，经过学校路段也没有减
速慢行，要是几个小孩子过街打打闹闹不注意看
车，很容易造成擦碰。

遇到临时施工
有无更精细管理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还有不少学校“藏”

在小区内部，但由于校门口位置往往对着小区主
干道，学生上学、放学时也存在一定的忙乱。

市民李先生和母亲分工明确，每天早晨由他
送孩子到对面小区内的幼儿园上学，放学则由其

母亲来接。令他颇为烦恼的是，整条路上的小区
最近都在进行雨污分流工程改造，从小区门口到
内部常有工程车辆进出，原先就不宽敞的道路边
更是临时堆放着一些钢筋和黄沙，给行走造成了
一定的困难。

李先生提出，“小区施工我们是理解的，但相
关的建筑材料和车辆造成的隐患让我们不太放
心”。他表示，自己送孩子时通常是“速战速决”，

不在路上过多停留。 但放学时由家中老人来接，

走路没那么快，孩子们通常还会和同路的同学聊
天、玩耍，“这时候就特别希望校园周边能够划一
块安全区域，至少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可以放心
行走、没有车辆干扰的地方。”

最近，邓老伯发现接孙女回家的路上多了几
块“屏障”———由于施工，人行道上三分之二的地
方都被围了起来，横道线的一端挖了路之后铺上
了厚厚的钢板。尽管行人还能走路，但经过的自
行车和助动车比较容易打滑。他告诉记者，有一
天放学时看到一个骑共享单车的小伙子遭了殃，

正常骑车过马路的时候为了避让旁边的自行车，

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整个人摔在钢板上。于是，

邓老伯决定临时改变回家路线， 换一条路走，宁
可多走几步也要绕开。

当学校周边遇到临时施工， 除了竖立围栏合
围施工区域、摆放标牌和横幅告知行人外，市民呼
唤更精细的管理，确保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

改造后的校门空间更具色彩，同时满足了亲子互动、家长等候的需求

紧挨小区主干道的幼儿园，临时施工导致校门口颇为混乱 虽有限速标识，但市民呼吁安装更有效用的阻速带

接送孩子上学时，有家长骑助动车在非机动车道逆行 均 吴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