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应务实 管养要跟上

日前，我省相关部门正式印发《关于
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
实施方案》。 该《方案》要求，对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历史地段
等区域，应增设“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
以便贴近群众生活。 芜湖、铜陵、安庆等
地也计划继续新建一批“口袋公园”。 今
年， 合肥市包河区会升级改造桐城路与
南一环交口、桐城路与芜湖路交口、太平
湖路沿线等近 3000 平方米的旧街头绿
地，新增一批“口袋公园”。 “我们通过补
种开花乔木和植被、 优化植物配置，让
‘口袋公园’在四季都焕发生机。”该区城
管局道路绿化管理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园三分建，七分管。“口袋公园”在
规划建设和后期管理过程中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 记者了解到，在设计时，有的地
方以“见缝插针”方式盲目新建“口袋公
园”，建成后因位置不理想、周围居民较
少导致人迹罕至，造成浪费。 也有的“口
袋公园”内部空间设计不合理，一味追求
绿化率， 大量种植植物， 座椅等设施较
少，形成“绿植与人抢地”的情况，市民在
园内驻足停留时间较短甚至不愿停留，
匆匆而过。

“‘口袋公园’在设计时应明确服务
半径、市民需求度、空间布置等问题，让
这一新兴类型公园真正发挥作用。”王沛
东告诉记者。

开放式的 “口袋公园” 每天人来人
往， 如果疏于养护， 就可能出现设施老

旧、地面垃圾较多等问题，环境和功能发
挥会大受影响。 合肥市民潘女士所在小
区旁边就有一处“口袋公园”，建成后不
久，她就发现园区日常管理“东西有别”：
西边靠近某企业，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打
扫卫生；东边靠近菜市场，本就容易产生
垃圾，日常清理却无人问津，塑料袋、纸
屑果皮等随处可见， 小区居民宁愿多绕
路也不愿就近在东片园区活动。“环卫工

人说，东边不属于她的清洁范围，而菜市
场本就没有保洁员， 所以这块区域没人
管。 ”潘女士说。 她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此事，在清理了不到一周后，东侧区域再
次处于“放养”状态。

“‘口袋公园’建设主体较多，但尚无
统一管养部门 ， 后续维护存在一定空
白。”一位园林专家坦言，应尽早明确“口
袋公园”管理责任方，保证公园建成后可
持续发展。他同时建议，“口袋公园”散落
在城市各个角落， 可以推广设施监管平
台， 一旦设备需要维修或更新可通过平
台及时跟踪处理。

一园有“一品” 小处见精神

近年来，合肥市包河区推进“公园城
区” 建设， 全区公园、 游园数量 92 个。
2021 年以来，该区完成“小公园小游园”
项目建设 6 个、绿道建设 8 公里，累计完
成新增绿化面积 51.78 万平方米。 目前
包河区共有口袋公园 34 处，全区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 14.67 平方米， 居于长三角
地区前列。

顾名思义，“口袋公园” 就是利用城
市的闲置地、边角地、零星空地、小型纯
绿地等，通过栽植树木，铺设园路，增加
座椅、 廊架等建设而成的对公众免费开
放的城市绿地， 因为像口袋一样小巧精
致而得名。随着城区建设越来越密集，能

单一用作绿化的土地越来越少， 在城区
建设大型公园的难度较大。在居民区、城
市道路边改建或扩建的 “口袋公园”，有
效利用了城市狭小空间， 有助于构建城
市微生态景观网络，也让市民推门见绿，
就近享有“小而精，小而美”的公共活动
空间，因而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

去年 9 月底， 位于宿松路与阊水路
附近的信达·天御游园完工。该游园采用
线性分割方式体现快时尚的生活理念，
整体种植风格现代、自然，上木多用分枝
高树冠优美的乔木， 局部点缀中层观花
小乔木，下木多用简约、清爽的自然灌木
与地被。 这一游园是包河区以企业代建

方式新建的，设计、施工质量较好。“不少
开发商注重提升居民小区内外的环境品
质， 因此我们采取这一方式打造了 6 个
‘口袋公园’。 ”吴昊告诉记者。

2017年至2021年，合肥市蜀山区投资
近700万元建成“口袋游园”9个，总面积约
6万平方米。 据该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王沛东介绍，“口袋公园”充分考虑
游园现状条件及周边环境条件变化，针对
不同功能定位，打造“一园一品”各具特色
的口袋游园。 记者看到，“1958轴承园”的
座椅分为实木、钢制等形式，均为施工方
加工定制， 步道也采用了新型环保材料。
“与传统大型公园相比，‘口袋公园’ 必须
充分利用有限空间做足文章。我们把游园
与周围地块历史文化环境相结合，苗木搭
配、景观构造会随时调整，以便达到最佳
效果。 ”宋志豪告诉记者。

推窗可见绿

转角遇到美

每天，家住合肥市包河区科大花园
西苑的裴大妈都会到小区南边的科大
花园游园散步，风雨无阻。 “家门口就能
呼吸新鲜空气 ，感受鸟语花香 ，非常舒
适！ ”裴大妈说。 科大花园游园呈狭长
型，面积虽不大，但景色优美，吸引了不
少周边居民。 记者在园内看到，棵棵绿
树辅以大片灌木丛 ， 塑胶路面平实松
软，路两侧设有座椅可供歇息。 不远处
的休宁路公园，很多年轻人在篮球场上
挥汗如雨。 移步换景、动静结合，让这一
路段每天都生机盎然。

此前，这片区域位于高压走廊下方，
属于防护绿地，养护管理频度较低，少数
市民毁绿种菜、偷倒垃圾，破坏了环境，
绿地面积也被逐步蚕食， 附近居民投诉
较多。 2018 年，包河区农林水务局对这
一区域实施改建，通过增种绿植，增加游
乐、健身设施，布置景观小品等方式，让
这个困扰周边群众生活的“脏乱差臭”地
块变成“绿净和美”游园绿地，为周边居
民打造一处小而精的“口袋公园”。

“我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精心设计
主题风格，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了劳
动公园、科大花园游园、罍街公园等一系
列精品示范游园，让群众出门见绿、迈步
赏景。”包河区农林水务局园林科副科长
吴昊告诉记者。

“这里建了一个小公园，漂亮多了，
以后我会经常来！ ”5 月 7 日，市民费大
爷刚走进位于合肥市蜀山区合作化南路
与煤场路交口东北角的 “1958 轴承园”
就赞不绝口。 蓝色软胶路面贯穿这个占
地 2500 平方米的游园，老年人、儿童活
动区和市民休闲广场被草丛和景观小品
巧妙分隔，健身器材、滑滑梯等功能设施
错落有致，几名工人在为绿植浇水。这一
“口袋公园” 于去年 2 月底动工建设，今
年“五一”假期期间正式开放。“游园造价
约 180 万元，以梅花为主要景观植物，并
融入了原合肥轴承厂的文化元素。”负责
该公园施工建设的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宋志豪介绍， 这里原
先是一块荒草地，经精心打造后，给周边
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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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关注

�� 开放共享、 多彩可及的高品质生态空间彰显着城市的软
实力。近年来，我省利用城市的闲置地、边角地改造设计成“口
袋公园”，让群众出门见绿、就近赏景———

““边角料””开辟““绿空间””
■ 本报记者 殷骁

·延伸阅读·

知识付费不可“野蛮生长”

日前，知识付费机构万门大学曝出“跑路”传闻，不仅学员群
被一夜之间解散，机构总部也人去楼空。

知识付费一般指网络用户通过付费方式，购买相关市场主体
所提供的知识信息的行为。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知识付费用户规
模由 2015 年的 0.48 亿人增长至 2021 年的 4.77 亿人，2021 年市
场规模预计 675 亿元，成为互联网经济蓝海。然而，该行业也出现
投资过热、市场主体缺乏必要资质、内容良莠不齐等乱象。作为起
步较早、知名度较高的机构，万门大学风波无疑揭穿了隐藏在行
业背后的种种隐患。 既要坚持对该机构一查到底，也应总结经验
教训，为行业“野蛮生长”画上休止符。

任何行业长期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平稳运行的市场环境。 应
健全行业监管标准，便于监管执法“对症下药”。 提高知识付费行
业准入门槛，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积极运用大数据、AI等技术，一
经发现可疑资金流动，应尽快采取措施，依法问责相关负责人，确
保市场主体合规经营，防范“携款跑路”等情况发生。

免费试用版乍一看“干货十足”，购买付费内容后大呼上当；广
告中声称由业界专家打造精品知识课程，实则“李鬼扮李逵”……
一旦知识付费服务成了“盲盒”，消费者购买前无从判断内容质量
好坏，将难以获得满意体验。因此，应督促市场主体充分保障消费
者知情权，确保宣传内容与实际相符，杜绝虚假、夸大宣传现象。
强化内容审核，防范市场主体以谋求不当所得为目的，利用专家、
权威、内部爆料等名义哄抬服务价格。 要求市场主体提供公开透
明的收费标准，明确告知具体退款流程，便于消费者放心购买。

万门大学“跑路”事件中，除用户蒙受损失外，不少员工也成
为受害者。例如，有员工发现个人工资被强制分为“50%现金+50%
股权”，所谓股权只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创始人号召员工集资
买房，声称将房产增值的收益作为分红等，类似行为均涉嫌违法
违规。有关部门应根据行业特点，优化配套劳动法规，督促市场主
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与全日制劳动者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劳动
协议，严禁巧立名目改变协议内容、变相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若
劳动者属于灵活就业，市场主体应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包括劳动报
酬、休假标准、保险缴纳等在内的细则，探索共赢方案。同时，有关
部门应加大巡查力度，把关行业用人状况，整顿存在违规行为的
市场主体。畅通法律救援服务渠道，协助劳动者维权，追讨合法劳
动所得，营造更加良性的行业雇佣环境。

市场主体若想在知识付费行业站稳脚跟，不仅要坚持合规经
营、保障员工劳动权益，也应在品质上多下工夫。还应分析知识付
费市场痛点，及时推出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凭借“干货”赢得用
户认同。金杯银杯不如口碑，期待知识付费行业诞生更多“金字招
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知识消费需求，共同做大市场。

执笔：梅麟

小空间有大“名堂”

“口袋公园 ”尽管袖珍 ，却可以发
挥大作用 。 市民可以利用这个区域 ，
从繁忙生活中跳脱出来 ，享受片刻宁
静 。 在我国和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
“口袋公园 ”闹中取静 、动静结合 ，在
静谧与活力之间找到适度平衡点。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与西藏南

路道路交叉口的一处 “口袋公园”，借
鉴意大利城市台地公园设计理念 ，打

造了如梯田般的台地式复层通道 ，可
减轻游人面对道路车流产生的压迫

感。 这个“口袋公园”还打造了活力运
动区域，填补了周边居民运动需求。

广州增城区街心公园通过下凹

式绿地 、 透水铺装等方式调蓄雨水 。
当绿地蓄水量饱和后 ，就会通过溢水
地漏排进市政雨水管网 。 同时 ，中水
回收利用系统和自净生物厕所系统

可以大大节约水资源。
英国伦敦西区惠特菲尔德花园

改造后 ，通过种植耐阴植物 ，增强了
生物多样性 。 同时 ，该公园在遮阴性
较强的大乔木下方设置可自由组合

的休息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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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巴黎太子广场公园位于几

个街道之间 ， 能观赏到埃菲尔铁塔 、
卢浮宫和艺术桥等景色。 游客在这个
三角形公园最狭窄的地方还能看到

一些著名雕像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和观景体验构成该公园特有魅力。

踏入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

花园 ，游人便能在休息的同时听到花
园中间 8 米高喷泉的落水声 ，该喷泉
特有的喷水时间恰好与市政厅钟声

一致。
（本报记者 殷骁 整理）

“半分菜地”解民盼

■ 本报通讯员 李会 陈枫杨 本报记者 黄永礼

“没想到没地种菜的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等地稍微干点，就
可以种上生菜、辣椒和茄子。 ”5 月 8 日一早，肥东县元疃镇塘西
社区倪岗新农村的许忠所大爷就来到自家刚分到的 “半分菜地”
里整土施肥。像他一样，倪岗新农村 174 户居民就近分到了“半分
菜地”，“半分菜地”是社区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成功案例。

前几年，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卫生质量、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倪岗新农村开始建设。 等大部分群众入住新居后，很快出现了一
个问题：不少村民依然保留着在房前屋后点瓜种豆的习惯，他们
将小区里的绿植拔掉种上了菜。 虽然社区干部多次劝阻，但群众
无处种菜的问题也要解决。

上门问意见，当面听建议。 社区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网格治
理作用， 网格长杨云与 3 名网格员分头到 170 余户居民家中走
访，聊家常、说政策，充分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实际需求。

“绝大多数村民盼望能有一片菜地，自己种菜解决吃菜问题。
社区能不能统一规划？”在网格长工作例会上，杨云将大部分村民
意见上报给了网格指导员陈志祥。 随后，这一问题被提交到社区
“两委”会议研究。经过一番讨论，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回应群众现
实合理诉求，及时选址加以解决。 社区利用实施土地增减挂项目
置换，集中划分出 13 亩土地作为集体菜地。 同时，积极争取人大
部门为民办实事资金 30 万元，平整土地，并为每块菜地修建水渠
和道路。

据介绍，社区按照一套房屋安排一块 40 平方米菜地的标准，
共划分出 190 块菜地。截至目前，已全部分给 174 户居民，平均每
户分到“半分菜地”。 另外，还预留了 16 块菜地给还未建房的村
民，确保到时户户都有菜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片菜地渠相通、
路相连、田成方，每块菜地上还印有编号，以后也不会出现多占一
分、少占一分的纠纷。

“‘半分菜地’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现实问题，方便了群众生活，
也成为倪岗新农村一道风景。”元疃镇党委书记万文红说。以前由
于农村社区事务繁忙、人手紧缺，社区干部与群众之间沟通不够
顺畅，上传下达缺少纽带。 现在，通过扎实开展党建引领网格治
理，网格员定期入户走访村民，效果很好，既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
策很好地宣传下去，又把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及时收集上
来，激活了为民服务“末梢神经”。

“‘半分菜地’的积极实践，以小见大，折射出基层治理的行动
逻辑。 ”省委党校有关专家表示，抓实基层治理就是要把握好“党
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的行动逻辑，回答好“谁来
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课题。 推进基层治理必须把治理重
心沉到基层一线，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引导汇聚各方力量，畅通基
层治理“最后一公里”，走百家门、解百家忧，及时了解群众集中诉
求、积极回应迅速解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不断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口袋公园

荩 5 月 7 日， 市民在合肥市包河区劳
动公园内休憩。 本报记者 殷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