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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深圳、长沙、南京、上海四个较为典型的城市为例，从文化友好、空间友好和服务友好这三个方面对地方儿童友好城
市政策规划以及执行落实情况进行了探析。结果发现: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已出台了政策法规，提供制度保障；制定了战略
框架，予以行动支持；取得了实践效果，但存在改进空间。基于此，未来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应加大理念宣传以提升尊重儿
童权力的意识，
建立完善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保障制度，
合理规划布局以拓展儿童友好城市空间，
完善儿童参与友好城市建
设的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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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Shenzhen，Changsha，Nanjing and Shanghai as examples，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lic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
tion of local child-friendly c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culture-friendly，space-friendly and service-friend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issued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n China. A stra⁃
tegic framework has been developed to support related actions. Right now some practica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while there is still

some spac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n our country should spread related idea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respecting children’s rights; establish and perfect a moderately universally benefici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children; reasonably plan the layout to expand the space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impro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hil⁃
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riendly cities;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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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
进，城市规划建设也从注重速度的状态转向注重
质量的状态。儿童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军，
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需要是我们在规划和建设
新型化城市时必须予以重点考虑和关注的问题，
这也是建设人性化宜居城市的应有之义。
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Child Friendly City Initiative，简称 CFCI）于 1996 年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发起。该决议宣
布为儿童谋福祉和提升生活质量是健康社会和
健康城市的最终目标，也是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的最初追求，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话来说就是
［1］
“儿童至上”
。自 2000 年以来，儿童友好型城市
倡议一直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目前，已有 43 个
国家参与了这项运动，并重新诠释了儿童友好型
环境的概念［2］。捍卫儿童基本权利，打造适宜所
有人居住的城市已然成为世界潮流。从广义上
讲，儿童友好型城市（Child Friendly City，以下简
称 CFC）是指一个明智的政府能让城市里的孩子
受到保护使其免受剥削、虐待；能拥有良好开端，
健康成长；能获取高质量的社会服务；能平等接
受教育获得发展；能表达自身意见，参与相关的
管理决策；能参与家庭、社会文化生活；能居住于
安全、干净、绿色的环境中；能有正常社会交往，
并有玩耍娱乐的地方；不论种族、宗教、收入、性
别或能力如何，
都有一定的生活机会［3］。
我国作为拥有 2.9 亿少年儿童人口的世界大
国，也开始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道路进行探索。
拥有 1190 万居民的深圳市在 2016 年申请加入
“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并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
设纳入“十三五”规划。深圳市专门制定《深圳市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2018—2035 年）》
以及概述具体行动规划的《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
型城市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此外，北京、
深圳、南京、杭州、长沙等城市也陆续加入到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的队伍中来，长沙市和深圳市还参
加了 2019 年 10 月在科隆举行的儿童友好型城市
建设峰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有对“儿
童友好型城市倡议”的施行进展状况以及施行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规划的研究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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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对深圳、长沙、上海、南
京 4 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现状加以分析，进而审
视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存在的不足和未来
发展规划，以期为更多城市加入“儿童友好型城
市倡议”
提供实用信息和指导。

二、我国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出台政策法规，
提供制度保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多条中国儿
童保护与发展的法律法规。2006 年修订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让未成年人生存、
发展、参与、受保护等权利得到了更好保障，且明
确规定儿童有权参与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
中。既然儿童权利作为一项特殊的人权，那么我
们必须要考虑儿童特殊的身心需求［4］15。基于此，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 年）》、
《中国儿童
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提出要从儿童身心健
康、优质教育、福利体系、社会环境和保护机制等
方面依法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此外，
为响应
“儿
童友好型城市倡议”
，
政府还颁布了《中国
“儿童友
好型城市”的创建目标与策略措施》，为创建儿童
友好型城市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也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对于儿童事务管理的意识及
责任［5］。总体来说，国家从宏观层面颁布的这一
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对各地方政府建设儿
童友好型城市提供了方向和行动上的依据。
在国家顶层设计指引下，部分省市对儿童友
好型城市建设的相关制度进行了贯彻实施，并在
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了一定创新。国内
许多城市，如深圳、长沙、上海、南京、扬州等提出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构想战略和行动计划，
部分城市还取得了一定实践效果。
2016 年深圳市儿童和妇女工作委员会推出
《关于积极推动深圳率先成为中国首个儿童友好
型城市的提案》，该提案把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的重点落在城市规划、景观设置、教育环境、医疗
卫生、阵地建设上，把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列
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6］。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
成熟，
《深 圳 市 建 设 儿 童 友 好 型 城 市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
《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战略规划（2018—2035 年）》陆续发布。这一系列
政策文件更加重视部门间跨领域合作，逐渐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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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参与、尊重重视儿童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纳
入战略框架中，深圳市在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上
也越发全面和系统。
长沙市也是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先行城
市之一。2016 年长沙市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
设的目标，并准备将其纳入到《长沙 2050 远景发
展战略规划》中。特别是《长沙市创建儿童友好
型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明确提出
了 政 策 友 好 、空 间 友 好 、服 务 友 好 三 大 战 略 目
标。其中，政策友好是对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
儿童友好政策进行研究，提高儿童参与城市建
设；空间友好主要在于优化儿童学习和生活空
间，改善儿童出行环境，创建有利于儿童发展的
友好型空间；服务友好体现在为儿童提供社会福
利、保障其教育服务质量、促进儿童友好宣传推
广等方面。
上海市和南京市均把“儿童友好型城市建
设”纳入到了城市发展构想中，但还没有发布具
体的行动计划。
《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
规 划》提 出 要 将 上 海 打 造 成 为“ 儿 童 友 好 型 城
市”，并从儿童健康、儿童教育、儿童福利、儿童安
全、成长环境 5 个方面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具体的
策略措施。此外，上海市颁布的《关于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上海妇女儿童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一个目标：到 2020
年底要建成 50 个具有示范效应的儿童友好社区
示范点。南京市则重点从“建设儿童友好型公共
空间”发力，
《南京市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标准》、
《南京市城市建筑公共空间设计导则》均强调为
儿童提供充足的游戏空间和活动场地，并在社区
公共绿地空间提供沙池、滑梯、秋千等供儿童活
动的基础设施。
（二）制定战略框架，
予以行动支持
基于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的出台，各省市对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中拟定的行动计划进行了
贯彻实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本研究从文化友
好、空间友好、服务友好三个维度对深圳、长沙、
上海、南京 4 个城市政策文件的执行落实情况进
行对比分析（见表 1）。其中，文化友好指儿童权
利的价值认同，包括儿童参与、儿童发展、儿童优
先三个方面。儿童参与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可参
与性、设计过程的可参与性以及城市建设的可参
与性上；空间友好指对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空间及
出行环境等方面进行优化，创建利于儿童发展的
友好型空间；服务友好强调为儿童提供社会福
利，保障公共教育服务质量，促进儿童友好宣传
推广等。

表 1 4 个代表性城市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策文件的执行情况对比
城市

文化友好

空间友好

服务友好

儿童设计深圳 LOGO

试点社区 67 个

深

儿童对公园建设及图书馆发展发表观点

实践基地 27 个

圳

各类儿童议事会 119 个、议事活动上

妇女儿童之家 686 个

覆盖全市的儿童保健服务网络体系

百场

母婴室 542 间

市、
区、
街道三级孤残和困境儿童救助体系

社区出资购买社会服务项目
“阅芽计划”
“
、步行巴士”
“
、儿童友好电台”

校区周边优化设计
长

儿童自主发展平台

沙

2050 儿童参画活动

公园空间改造设计
15 分钟就学圈
儿童之家 82 个

构建儿童安全网络
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爱心斑马线
上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研讨会

街镇儿童服务中心

海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论坛

社区儿童之家

儿童服务中心
新生儿救护专用车辆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场所

泥塘、翠竹园等社区试点
南

灯光秀，
传递儿童友好声音

莫愁湖西路儿童家庭友好

儿童友好社区促进项目

京

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论坛

国际街区

五塘村“儿童友好社区”
服务活动

青少年儿童体育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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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造文化友好的城市

坛就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儿童友好型学校建设

要打造文化友好的城市，离不开儿童的实际

进行深入研讨。比如，雨花街道、笋岗街道开展

参与。参与是儿童的基本权利，它能够促进学前

了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研讨会，分享了社区公

儿童个体能力、认知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发展 。

共空间规划建设的儿童参与和相关经验。举办

让儿童参与友好型城市建设，既是城市建设发展

主题为“社会因儿童参与更美好”的论坛，引导社

的需要，
也要儿童成长发展的需要。

会大众倾听儿童声音、尊重儿童权利，为南京市

［7］

深圳市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做出了诸多努
力和探索。如，让儿童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并设计

科学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
方向。

代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深圳 LOGO。市少儿图书

2. 构建空间友好的城市

馆组织“小读者带我走少儿图书馆”的调研活动，

深圳市发布了关于儿童友好型社区、学校、

让来自深圳全市 13 名小读者实地参观图书馆，面

图书馆、医院、公园、母婴室、出行系统七大领域

对面倾听孩子对图书馆发展的想法；积极开展各

的建设指引，目前这在国内是首创，其目的是通

级各类议事活动，在山坪区成立主题为“我的公

过广泛开展试点，打造各类实践基地，复制成功

园我做主”的儿童议事成长营。这一系列举措贯

实践经验，逐步推动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建设友

彻落实了让儿童参与的理念，为儿童参与社会公

好化、优先化［8］。比如，大鹏新区的“儿童友好学

共性事务搭建平台，充分保障了儿童参与的权

习型步道”通过“旅游+科普”的方式为儿童提供

利。目前深圳市开展各类儿童议事会一百多个，

优质的学习探索平台，让城市生活的孩子们也能

开展的议事活动上千场 。

亲近融入大自然；深圳市博物馆专为儿童设置了

［8］

长沙市鼓励并支持儿童参与友好型城市的

“世界野生动物标本展”，邀请并培训儿童作为小

规划和建设。为此，规划部门组织开展了多项活

小讲解员；市儿童医院在儿科诊区、母婴室、雾化

动，包括绘制认知地图、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儿

室等设施设备建设上充分考虑儿童需求，使儿童

童画分析、愿望纸条等，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

能得到良好的就医体验。截止到 2019 年，深圳市

有利于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机制的形成 。另

儿童友好试点一百多个，建成母婴室五百多间，

外，长沙市政府也面向全体公众，包括中小学生，

并计划到 2020 年底公共场所母婴室全覆盖得以

向他们征集设计能体现儿童友好城市的长沙 LO-

实现［8］。

［9］

GO。每个儿童都是城市建设的设计师，儿童参与
城市规划建设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长沙市以保障、拓展中小学及幼儿园周边公
共空间与相关服务为切入点，逐步开展试点工

上海市开展多个论坛以倾听儿童声音，探索

作，以点连线、以线带面，构建儿童友好的城市规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优良道路。如，2016 年中

划和建设管理体系，这是一种新型的规划实施模

国儿童友好社区研讨会，对推进普惠性社区儿童

式。近年来，长沙发布《长沙市中心城区中小学

早期公共体系的建立进行深入研讨，一致强调要

布局规划》、
《长沙市幼儿园布局规划》，针对校区

跟随儿童的步伐、倾听儿童的声音，强调要基于

周边公共交通和空间服务提出相应质改意见，并

儿童视角来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在城市规划建

明确要求推进幼儿园 300 米、小学 500 米服务半

设中广泛听取儿童的意见和建议，
“ 以儿童为中

径全覆盖［11］。自 2015 年提出创建儿童友好型城

心”、
“ 尊重儿童主体地位”的科学儿童观得到贯

市以来，政府开始在全市范围内选取儿童友好型

彻落实，这有利于增加儿童自身参与感和幸福体

社区及校园试点，目前，已有 70 多个街镇申报创

验感 。

建儿童友好型社区。此外，为给儿童打造更丰富

［10］

为打造文化城市，南京市在 2019 年世界儿童

的成长环境，长沙市于 2020 年启动海峡两岸儿童

日点亮象征儿童友好的蓝色灯光，开启灯光秀，

友好型主题公园项目，旨在联合台商将其打造成

向世界传递儿童友好声音。同时，也举办多场论

具有中华传统韵味的儿童游学园。公园中还将

谭 鹂，
史 钰，
魏勇刚：
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现状与展望

总 37 卷

打造儿童友好型体育、科技、艺术等基地，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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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设工作，
为儿童健身提供场地和空间［15］。

们能在兴趣的带领下“玩中学，学中玩”。为帮扶

3. 建设服务友好的城市

处境不利儿童，长沙市自 2016 年已投入近 600 万

为建设成为服务友好的城市，深圳市正在努

元打造了 80 多个儿童之家，并且目前还有 40 多

力构建覆盖全市的儿童保健服务网络体系和市、

家村级儿童之家正投入建设，以期为农村留守儿

区、街道三级孤残和困境儿童救助体系。2016 年

童打造关爱保护和活动基地，已建成的儿童之家

启动的“阅芽计划”为 0-6 岁深圳家庭的幼儿送去

投放了充裕的书籍、玩具和康复设施，为困境儿

免费的早期阅读包，免费发放阅芽包 9 万多个［16］，

童提供了学习娱乐场地。

这让幼儿拥有了一份更加专业的早期阅读计划

上海市非常重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希望通

和资源。开通儿童友好电台，儿童议事厅电视专

过友好社区建设为儿童提供保护服务，以此保障

题节目，建立儿童友好实践基地 27 个，推出“母婴

儿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如，杨浦区五角场街

室”、
“步行巴士”等服务项目，旨在营造儿童友好

道的两个社区儿童活动点，开设了多个综合性儿

的城市环境［17］。另外，深圳市出现了首个由社区

童社区活动场所，包括专门的亲子绘本馆、儿童

出资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案例，这体现了社会大

托管服务机构、多功能活动厅等活动场所，在假

众为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做出的努力，对建成儿

期活动中心还开展了趣味性讲座丰富幼儿的假

童友好型城市满心期许。

期生活。虹口区江湾镇街道陈列馆开展社区儿

长沙市致力于为儿童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

童规划师项目线下活动——“小小视角中的千年

和教育环境，为此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儿童社会保

古 镇 ”，以 儿 童 视 角 呈 现 千 年 古 镇 的 历 史 人

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如，建立长沙市社区（村）

文

。在奉贤海湾镇建成了高质量、多功能的公

“儿童之家”，对新生儿疾病进行筛查，开展义务

益性儿童之家，其总面积为 330 平方米，服务群体

教育大班额行动等。另外，长沙市各区致力于打

为 0-17 岁的儿童及其家长，包括手工室、议事室

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教育品牌，政府及相关部

等活动区域，且提供早教、思维科创等多元化课

门正在协同努力，为建设儿童友好型学校助力。

程，基本能满足儿童和家长需求。目前上海已有

长沙市妇联开展了形式丰富的儿童友好公益项

80 多个街镇申创儿童友好社区，2020 年将建成 50

目，比如，儿童公益夏令营、冬令营，
“五防”课堂，

家示范点。

儿童性教育公益讲师培训等，长沙市这一系列的

［12］

南京市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规划建设虽然正

行动举措让儿童的幸福感快速提升［18］。

处于初期阶段，但也已有一些代表性项目正在实

上海市基于儿童视角多次开展相关调研活

施，比如，莫愁湖西路正在打造儿童家庭友好国

动，以探索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优良方案和最

际街区，拟建成儿童博览园、博物馆、体育功能区

佳道路。将多个社区进行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等近 7000 平米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在泥塘区

试点，致力于打造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环境优美、

已累计投入 100 余万元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其中

设施完善、服务友好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一方

包括妇女儿童之家、心理调适室、母婴室等免费

面为建立儿童服务中心、儿童之家而努力；另一

开放的公共场所。此外，社区还组织儿童服务队

方面也培训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儿童服务的社会

定期在“爱心小屋”开展绘本阅读、安全教育等活

工作者［19］。此外，上海市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做出

动，不让这些空间设施成为摆设［13］。体质健康是

了相应行动，如，增加新生儿救护专用车辆，设立

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基础，增强幼儿体质健康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场所，以形成更全面系统的救

需要家庭、社区、幼儿园、政府及社会组织等责任

助保护机制。

主体协同努力

。据此，南京市体育部门积极推

南京市在建设服务友好型城市方面专注于

动全民健身，为青少年儿童设立专门的体育功能

打造公共服务项目，最为典型的是鼓楼区五塘村

区，开展“拆装式游泳池”、
“ 笼式足球场”项目试

社区开展的儿童友好社区项目，该项目有利于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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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五塘村社区遵

至全社会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的意识

循儿童友好理念，结合社区儿童和家庭的需求，

尚未完全形成。学前教育立法缺失、政府监管不

组织开展各类拓展服务活动，以促进儿童更好地

到位，在此背景下更应当承担起为儿童人身权益

发展，
提升家庭幸福指数。

保驾护航的责任，进一步完善儿童社会保障体

（三）取得实践效果，
但还存在改进问题

系，不断修订和完善虐童治理法律政策，不断调

通过对以上 4 个城市关于儿童友好型城市建

试多部门协作机制［21］。另外，在建设儿童友好型

设政策文件执行情况的分析发现，他们对出台的

城市上，已有研究也指出儿童医疗保障体系不够

政策文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落实，在实施过程中

健全、基础教育优质发展不够均衡、适度普惠型

取得了初步成效。
“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从一

的儿童福利制度不够完善、儿童保护体系有待健

开始的抽象概念变成现如今国内许多城市的共

全、儿童参与长效机制也尚未建立等问题［22］。除

识。其中，
“深圳样本”和“深圳速度”值得我们肯

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省市在建设儿童

定。自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目标以来，深圳

友好型城市过程中尚未建立监管体系，即使部分

市就以政府为主导，各部门、社会大众协同发力，

省市存在监管也主要是以自评自测为主，并未形

努力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不但颁布了儿童友好

成科学系统的监管监测机制。由此可以看出，我

型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而且制定了具体的

国在儿童友好城市的规划建设上还需付诸更多

行动计划，通过试点领域的先行带动，让儿童参

努力，距离建设成功并获得儿童友好型城市认证

与城市规划建设平台的创设，深圳市在 2019 年 6

还任重道远。

月荣获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胜奖”。 经过
［17］

4 年的努力，长沙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大格局
已然形成，以儿童为中心，建成了行政+社区、学
校、企事业、公益组织、媒体协调的儿童友好型城
市治理体系［18］。
这是深圳市和长沙市通过努力取得的成绩，

三、对我国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未来
展望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儿
童可以随时随地玩耍、生活、学习的友好空间和
安全出行的城市环境［23］。此外，还要为儿童提供

但在部分城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过程中，儿童

社会服务，多方面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的权益保障还没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予以支持，

目前，国外比较成熟的案例包括英国的“步行巴

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活动参与这两方

士”
（walking bus）、荷兰代尔夫特的“儿童出行路

面的关注不够、投入不足。
“尊重儿童主体地位”、

径”
（children's travel route）和美国丹佛的“见学地

“尊重儿童基本权利”，这样科学的儿童观念和意

景”
（learning landscape）等等。这些项目基于儿童

识尚未深入人心，基本还未达成社会共识 ，较多

视角，在空间布局、交通出行、环境创设、资源配

省市尚未建立基于儿童视角来审视城市发展的

置等方面保障儿童相关需求和权益，并且在城市

价值观。如，近年来上海携程亲子园、北京红黄

规划中重点从安全性、可达性、游憩性、参与性进

蓝幼儿园等一系列虐童事件的爆光，是给我们敲

行考虑，这对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具有非常重

响了警钟。儿童权益、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基

要的指导意义。针对前文提到的我国儿童友好

本精神、
《幼儿园工作规程》涉及到的儿童保护和

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国外建设儿童

管理等等都未得以更好地实现。学前教育政策

友好型城市的成功经验，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应该贯彻《儿童权利公约》指出的儿童优先原则，

以期为更多城市加入“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提

优先考虑儿童的利益和需求，尊重儿童身心发展

供实用信息和指导。

规律和特点，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20］。但虐童事
件恰恰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儿童优先保护原
则、儿童优先发展原则等相悖，幼儿教师群体乃

（一）加大理念宣传以提升尊重儿童权力的
意识
建成儿童友好型城市离不开政府、社区和儿

谭 鹂，
史 钰，
魏勇刚：
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现状与展望

总 37 卷

童的参与。然而，实际上与政府的热情相比，
“儿
童友好型城市倡议”没有得到当地社区的充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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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规划布局以拓展儿童友好型城市
空间

应，即使是已经获得认证的儿童友好型城市，也

有学者认为判断一个城市的儿童友好程度

有一半以上的公民不知道或不太了解儿童友好

主要有两个核心标准：儿童独立行动的可能性和

型城市倡议。意大利“儿童友好型城市”项目审

环境对于儿童的意义［28］。因此，在城市建设过程

查报告指出，提高相关认识是未来的一项重大挑

中，应合理规划空间布局，给儿童创造独立探索、

战。提供广泛灵活的传播平台很重要，如，通过

亲身体验的空间环境条件，满足幼儿社会交往、

学校和相关机构的网站进行宣传。此外，社区观

情感交流的需求。具体而言，可以从城市、街道、

念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这需要政府建立长久的

社区三方面层层细化，进行规划建设。就城市尺

行动计划和稳定合理的预算分配

。因此，需要

度而言，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城市的开放空

加大科学理念的宣传，加强对政策制定者、城市

间，保障儿童空间权益及空间安全。美国丹佛市

设计者、媒体工作者、儿童工作者、教育工作者、

同当地公立小学合作，将校园场地打造成城市开

儿童家长等重点人群的培训，推动全社会形成尊

放空间，在这种“见学地景”中不仅为儿童提供了

重儿童、热爱儿童、保护儿童的意识，进而提升社

娱乐设施，还包括自然公园、公共休闲区等多样

会公众尊重儿童权利的责任意识。

化的见学场所，这不仅有利于城市开放空间的拓

［24］

（二）建立完善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保障
制度

展，而且学校中的安全保护措施也更到位，空间
安全性更强［29］；就街道尺度而言，街区内部构建

国际经验表明，完善儿童社会保障制度，尤

安全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做好街区绿化，在学

其是普惠型的保障制度对建立儿童友好型城市

校附近设置安全标志，为儿童上学打造安全、趣

是非常必要的。亟需颁布指导建设儿童友好型

味、连续的步行路径。比如，美国波特兰珍珠区

城市的法律法规，坚决对侵犯儿童合法权益的违

内主要的交通网络都设置于街区外围，并规定街

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例如：德国慕尼黑颁布

区内的驾驶速度不得超 30km/h。街区内部主要

《儿童与家庭政策指南》
（Child and Family Policy

为线性布局，方便幼儿穿梭玩耍［30］；就社区尺度

Guidelines）以指导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加强儿

而言，需构建利于儿童交往、接触的活动场所。

童权益保障工作

；建立健全儿童医疗保障制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在公园、游乐园等户外空间

度，合理配置儿童医疗卫生资源，建立并完善儿

的活动频率与其社交障碍行为和多动症问题呈

科医生培养与引进机制；加强对儿童心理健康知

显著负相关，社区绿化程度越高，幼儿越不容易

识的普及和儿童健康的管理，提高建档率和使用

产生情绪情感问题［31］。因此，儿童友好型社区不

率。深入开展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做好儿童营养

一定必须安置大型游乐设施，但需要依据实际条

改善工作，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积极探索儿

件，尽可能给孩子们创设宽阔的户外体育活动空

童早期教育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地普及 15 年教

间，增加社区间的绿地或娱乐场地的连通性、可

育，全面提升儿童受教育水平，建立健全儿童社

达性，
提升儿童的出行机会。

［25］

会福利体系。为特殊儿童或困难家庭提供特殊
津贴或支持，如，美国“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

（四）完善儿童参与友好型城市建设的长效
机制

计划”
（Aid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缺乏正式组织机构反

称 AFDC）通过对申请帮扶的家庭或儿童进行评

映儿童的真实声音，缺乏相关的监督管理机构调

估后，直接由政府提供现金进行资助

研反馈城市建设的儿童友好性问题。即使深圳、

。俄罗斯

［26］

在每个地区专门为天才儿童设立了资助中心，尽

长沙等城市已有促进儿童参与的行动计划，但从

量为真正有天赋的特殊儿童和家庭提供相应的

行政管理层面来看，儿童议事会里的“小代表”们

援助与支持，
助力他们获得成功 。

都是由成年人选拔推荐的，这种代表性和选举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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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民主性仍存在一定问题。因此，选取儿童代

的方式，这有助于建成最符合儿童发展、家庭预

表参与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与建设，推动建立儿

期以及社会和城市发展需求的儿童友好型城市。

童参与保障机制，探索儿童诉求表达、权利保障

［参考文献］

和反馈机制非常有必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0 年发起了“在城市
中成长”运动（Growing Up in Cities，简称 GU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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