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2021 Vol.36, No.1

儿童户外空间使用体验四维研究  
—— 以英国谢菲尔德三代人为例

海伦·伍利

文章编号：1673-9493（2021）01-0024-06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20.388

Child Friendly Cities: Changes in Four Dimensions in Children’s Use of Outdoor Environments over Three 
Generations in Sheffield England

Written by Helen Woolley, Translated by Tang Pai, Liu Xiaoyi 

1  儿童友好城市

1.1  儿童友好城市的源起
“儿童友好城市”（CFC: Child Friendly 

City）的概念由联合国于 1996年首次提

出。此概念包涵以下 9个方面的参考标准：

儿童参与城市决策；儿童友好型的法律框

架构建；儿童权利保护的意识；确保儿童

权利得到保护的机构；评估体系；用于儿

童权益保护的经济预算；定期发表城市儿

童发展报告；儿童权利宣讲；以及独立的

第三方儿童权益机构 [1]。CFC 概念起源于

1989年公布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

此公约着重强调儿童在接受教育和健康卫

生保障方面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强调儿童

拥有参与政府决策的基本权利，而其中儿

童参与权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定的儿童

基本权利之一。

目前关于 CFC 的研究，通常集中探

讨参考标准中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方面中

的某一项要素。与此同时，亦有对比研

究，例如：一项国际研究，含 10项细则的

CFC 对比标准，进而综合评价了芬兰、意

大利和瑞典城市的儿童友好程度。细则包

括：儿童居住环境；基础服务（健康、教

育和运输）；儿童参与程度；儿童安全；家

庭构成和人际交往；环境质量；儿童相关

资源提供和分配；生态环境；儿童内心归

属感和稳定性 ；以及儿童福利 [3]。这些评

估标准被应用于研究赫尔辛基和罗马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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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在城市空间中的自由出行范围是评判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基本要素之一。然而，儿

童的自由出行范围通常由儿童的父母严格管控，在此情况下，“户外居家活动范围”（home 

range）这一概念为描述“在父母允许的情况下、儿童以家为起点可以独自前往活动的范围”

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就此课题，世界范围内的研究都指出相似的结果：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入，

城市儿童的户外居家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在这样的背景下，该研究于英国英格兰地区的谢菲

尔德市进行，主要通过半构建式访谈的形式，辅以不同年代的地图档案，分别对居住在城郊

的两个家庭的三代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对比三代人描述的童年经历，结果显示，儿童的户

外空间使用体验在以下四个维度均出现了消减：儿童的户外居家活动范围，儿童使用的户外

空间类型，户外游戏的种类，以及户外游戏伙伴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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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区 [4]。此外，研究人员也认为，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

对于 CFC 的创建可以秉持不同的理解。其理解上的某些差

异来源于在城市生活中，儿童可以同时扮演消费者、使用者、

创造者和生产者等多种不同身份 [5]。因此，CFC 的创建可见

于广泛而多样的研究，如：

• 一项印度的研究通过对比不同城市的规划方法指

出，为儿童提供安全的户外游戏空间与增进城市居民居住

安全、保障城市卫生、提高医疗服务等城市基础建设同等 

重要 [6] ；

• 研究提出，强调儿童参与型设计的户外空间设计指导

方针可以促进儿童参与城市空间设计，保障儿童的参与权 [7]；

• 贝尔法斯特的研究证明，儿童的参与可以为政策讨论

作出贡献，但仅限于儿童相关议题的讨论，且需要合理的收

录机制来实现 [8] ；

•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研究以校园中的残疾儿童为主要研

究对象，强调残疾儿童游戏的权利，为实现残疾儿童友好型

的学校服务作出了贡献 [9] ；

• 研究指出，城市可以为儿童提供积极的自然体验，在

此过程中，规划者需要理解儿童行为并且支持儿童与当地多

样的生物环境进行更多的接触 [10]。

1.2  儿童友好型城市中的户外公共空间
身为景观建筑师与学者，笔者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城市

户外环境设计促进 CFC 的建设。现今对于健康、教育、生

活环境等因素对于个人与社会重要性的研究比较广泛和深

入，这为更好地理解城市中儿童的户外空间体验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在 CFC 户外环境中，一些户外空间是专门为儿童

使用而设计的，是存在于社区或城市公共空间的儿童“专属

空间”（structured space）[11]——包括公园和校园里的游乐场、

其他类型的儿童专属游乐场地 [12]，以及一些面积更大的城市

公共空间。与此同时，儿童也会使用其他的城市空间——包

括一些原本不是为了儿童而设计的空间，在研究中我们称其

为“被发掘的玩耍空间”（found space）[12]。

总而言之，在复杂的城市空间中，儿童的自在玩耍无

处不在，它们发生在大街与小巷的任何一个地方。倘若一

个城市能被称为 CFC，那么一定意味着儿童能够恣意探索

周围的城市环境，能够在街道上无拘无束地玩耍。然而，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儿童在城市环境中的自在玩

耍反而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探讨儿

童对户外环境的使用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于 2004年发表的英文论

文，该论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研究数据采集于英国谢菲

尔德市。

1.3  儿童户外居家活动范围对于CFC的重要性
当一个城市被视为儿童友好城市时，比较城中在不同年

代儿童的户外游玩经验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户外居家活动范围（home range）[13] 是一个专有名词，

意指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儿童可以在其住家外独自活动的

距离。此概念被学者和研究人员广泛地使用于儿童户外环境

研究中；例如，在 1991年的美国纽约 [14]、2009年的澳洲新堡 [15]、

2005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 [16]、2009年的挪威布鲁蒙达尔 [15]、

2009年的日本东京 [17] 以及 2014年的英国谢菲尔德 [18]。基于

此概念，一些因素被认为带来消极影响，包括城市交通 [15-16,19]、

儿童性别 [13,20-24]、儿童年龄 [13,21,24-26]、儿童是否拥有自行车 [23,25]、

父母对于安全隐患的担忧 [22,24,27]，以及父母的育儿观念 [27-28]。

对儿童而言，在住家附近居住区范围的户外环境自在

玩耍是宝贵的童年体验，这些体验对于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

也有重要意义。在相关研究中，儿童户外居家活动范围通

常被理解为儿童与其所处城市环境沟通的有效媒介，以及

儿童了解城市环境的基本方式 [24]。因此，当此活动范围缩

小或不存在时，儿童发展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会受到 

影响 [16,20,24]，儿童与生俱来的方向感和地理环境认知能力会

受到影响 [29]，儿童对于空间的感知能力和自主能力同样也会

受到一定影响 [30]。在中国不断城市化的当下，也许有学者认

为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但笔者却持相反的态度。因为如同其

他地方的儿童一样，在中国城市中成长的孩子也需要发展社

交能力、了解身处的城市户外环境，以及建立自主能力以得

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2  方法

2.1  研究背景
谢菲尔德市位于北英格兰，人口约 50万。得益于河道

纵横交错、丘陵起伏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它成为 20世

纪世界领先的钢铁生产地，钢铁产业皆已高度机械化并专职

生产特殊钢造产品，较少依赖于人工。如今，谢菲尔德钢铁

产业逐渐衰弱，而高等教育、金融与零售业快速兴起。1960

年代—1980年代，许多过去依靠农业、钢铁业或煤矿开采的

村庄都被纳入扩张的城市范围。与此同时，城郊新规划的住

宅区也加速了城市的扩张。这个城市扩张的过程与世界各地

都市化的进程基本一样。

本文以笔者与格里芬（Elizabeth Griffin）于 2004在英国

谢菲尔德市进行的调查研究为例，探讨城市化对于儿童户外

游戏环境使用产生的影响 [18]。该项目由谢菲尔德大学科研经

费支持，用以研究后工业时期城市发展相关问题。该项目数

据收集由谢菲尔德大学本科学生于暑假期间进行，按照英国

科研项目的标准流程进行。数据收集者本身为在校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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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又涉及两个家庭的三代人，因此出于对调研人员以及参

与人员各项权利的保护，调研前期的研究伦理审核经历了较

为复杂的过程，耗时较长；因此，数据收集的便捷和高效，

成为调研顺利进行的基本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谢菲尔德

作为一个转型中的钢铁城市，自然成了一个具有突出代表性

和数据收集便捷性的理想调研对象。

2.2  研究方法
在我们的研究中，居住在谢菲尔德东部地区的居民被分

为祖父母、父母以及当代儿童三代人，他们的户外居家活动

范围都通过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得以探索和描绘。该研究遵守

研究伦理规定，所有参与者都在清晰明了该研究的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发表的情况下，同意参与该研究。共有

两个家庭参与了此次研究——家庭 1的研究对象由 62岁祖

母、30多岁母亲与 6岁女儿组成；家庭 2的研究对象由 56

岁祖母、34岁母亲与 10岁儿子组成。虽然这两家人住得很近，

但他们并不认识对方。

在此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收集方法为半建构式采访。在此

过程中，我们先拟定好问题，并以旧地图为辅助，尽可能全

面地呈现受访者的童年户外游戏体验。以现有文献为依据，

采访的问题包括：你通常去什么地方？玩什么？你通常和谁

一起去那里？是谁安排你去那里的吗？你通常在那里玩多

久？你通常多久去那里一次？你通常什么季节去那里玩？天

气是否会对你去那里玩有影响？在采访过程中，受访者可以

表达在游戏场所的游戏体验，而不拘泥于某一个特定的地点。

3  三代人的童年户外游戏体验

3.1  祖辈受访者的童年户外游戏体验
第一个家庭的祖母记得，在她小时候，不用知会父母，

她可以独自去离家 3 km 内的多个地点玩耍。在她自己住家

周围更近一些的家庭户外空间她会玩溜旱冰和跳房子；她也

经常在居住区周围散步和骑自行车；她通常会跟自己的朋友

或同学一起玩耍 ；通常每周一次，但也许随季节的变化而有

所不同。同时，她也可以去离家较远的地方玩耍，例如田野，

在那片田野还有可以钓鱼的小溪。她还可以自己搭公共汽车

去较远的姑姑家。有的时候，她可以和她的兄弟一起骑自行

车去一个更远的地方；虽然这样的骑行这限于夏季和秋季，

在寒冷的冬季骑行是不被允许的。

第二个家庭的祖母也记得不用征求父母的同意，她就可

以独自去离家 1 km 以内的一些地方玩耍。她通常会和 4~5

个朋友一起去他们通常见面的地方玩耍，例如校园运动场。

他们通常是在傍晚的时候在运动场打绕圈球或板球，也有的

时候他们就只是在空地上奔跑。这些游戏不受季节影响，他

们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玩的。如果下雨的话，他们会一起挤着

去小店里躲雨。在更远一些的地方，他们通常会去一个有风

信子的树林里玩耍，大概一周会和学校的朋友去两次左右。

她有的时候还会和学校的朋友一起去离家 1 km 多的商店，

在那儿看着来往的车流聊天。

此外，除了这些可以独自去玩耍的地方，受访也提及了

一些地方的确是需要征求父母的同意才能去玩耍的。这些征

求父母同意的玩耍地点通常是需要骑自行车或搭公交车才能

到的亲戚家、其他城镇、小溪或者是树林。通常他们会在得

到父母同意以后和其他的朋友一同去这些地方玩耍。

3.2  父母辈受访者的童年户外游戏体验
第一个家庭中的母亲说：不需要特别允许，她可以独自

前往离家约 500 m 的一些地方玩耍。这其中包括一个公园，

她经常与她的兄弟和一位堂（表）亲一起去，然后和别的孩

子一起玩耍。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丰富的童年社交经验，因为

“你总是认识其他的人”。她一周大约去五次，通常在课后

或是周末。虽然孩子们去那个公园不需要得到父母的特别允

许，但是她说：“总之他们只要往窗外看，我爸妈就可以看

到我们在公园里”。其中另外一个地点是居住区的小路，她

可以在路上骑自行车。还有一个地点是学校里的操场，那个

时候学校的操场还没有被栅栏围起来，她通常在周末和傍晚

去玩。

第二个家庭的母亲记得在她小时候，她可以不用询问父

母就独自去三个地方玩耍。其一是她每周都会去两次的朋友

家。另一处是和朋友们一起去的某个户外运动场，他们通常

就在那里随意的玩耍、打网球或是做其他一些运动。与此同

时，有其他一些地方是得到父母同意才能去的，例如，必须

过马路才能到的便利店和祖父母的家。

3.3  孙辈受访者的户外游戏体验
第一个家庭的孩子表示，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他不能

独自去任何地方。即便是得到允许，他只能独自去 25 m 外、

间隔 3户人家的一个朋友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他

的父母还会送他出门然后一路注视着他，直到他走进到那位

朋友家。他会跟经常跟这个朋友一起玩，但是他们很少和其

他的人玩，他们的玩伴通常只有彼此。

第二个家庭的孩子也表达了相同的情况，就是在没有得

到允许时他同样不能独自去任何地方。不同的是，在知会父

母的情况下，他可以独自去一些地方玩耍。其中有两处是分

别位于 115 m 和 60 m 处的两个朋友家。他们可以在室内或

室外玩游戏，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偏好在室内玩耍。

通常的情况下他都只跟这两个朋友玩，只有少数情况下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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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孩子加入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可以一起踢足球。此外，

他还可以独自去他的朋友的祖父母家玩耍，只是这样的情况

并不多见，每次也不会去玩太长的时间。

3.4  越过父母允许范围的户外游戏场地
与父母和祖父母的访谈证实了儿童有与生俱来的好奇

心——在他们的童年，在父母的允许范围以外玩耍确实是童

年体验的一部分。第一个家庭的祖母说，虽然在他们那个年

代，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冒险的精神，也没去过那些所谓

不应该去的地方，但的确“如果我们骑上自行车，父母根本

无法知道我们去了哪里”。第二个家庭的祖母回忆着说，小

的时候，她们会站在酒吧外面着听里面播放的流行音乐。然

而，这是父母不允许的，因为酒吧鱼龙混杂，并不是一个孩

子应该去的地方，她回忆道：“有一次，我只是和朋友站在

酒吧外，但是一定是有人看到我在酒吧附近然后告诉了我父

亲。然后当我看到爸爸从路那头走过来，我就知道我闯祸了。

虽然我们就真的只是站在酒吧外，还不是站在门口，这就已

经让我爸爸怒不可抑了”。

第一个家庭的母亲说，她不被允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小

区。因为她的父母认为那里交通情况复杂，或是因为那个小

区居住的人员情况有点复杂。然而她承认，偶尔她也会违反

父母的命令骑着自行车去那里玩。因为那个居住区外有一个

陡峭的坡，为了挑战自己的车技，他们其实会沿着坡骑上骑

下，而不是进入那个居住区。她说在那个坡上骑车是需要“有

点胆量”的。第二个家庭的母亲说，因为她的父母认为有一

片林地太危险了所以不允许她进去。她只有在父亲的陪同下

才可以去，但是不能独自一人去。不过，她有时确实喜欢在

没有父亲的陪伴下和朋友一起去冒险。她说他们任何季节都

去，而且“越泥泞越好”。

3.5  三代人之间的比较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三代人的童年户外游戏体验都有

很多的区别，这些差异可以归因于以下几方面因素逐年递减

所产生的影响 ：

• 父母所允许的儿童户外玩耍的距离或范围 ；

• 父母允许儿童前往的户外空间种类数量 ；

• 参与户外活动的次数与类型数量 ；

• 玩耍伙伴的数量。

4  研究发现及探讨

4.1  户外居家活动范围缩减
很明显地，相比较于其他两代人，祖父母辈拥有更加宽

广的户外居家活动范围。而且，父母辈的户外居家活动范围

也比当今的儿童要广泛。现如今，儿童在没有成人陪伴的情

况下是几乎寸步难行的。

4.2  开放空间的多样性减少
通过采访可以发现，在祖父母的童年，儿童在许多不同

类型的户外空间玩耍，例如田野、小溪、居住区附近、学校操场，

有风信子，小溪，小溪上还有木桥、树林，以及便利店。在

父母辈的童年，儿童可以玩耍的户外空间类型已经开始减少，

例如，居住区附近的公园、居住区的街道、没有栅栏的学校

操场、运动场和朋友家。然而现如今，儿童不被允许独自去

任何地方，除了可以在父母注视下独自穿过街道去朋友家。

4.3  活动次数与活动类型减少
在祖父母的童年，他们有相当丰富的活动类型，例如在

田野奔跑嬉戏，在小溪里钓鱼，在路边玩耍，滑旱冰，跳房

子，爬山，骑单车，采风信子，在小溪的桥上玩，在路边看

来往的车流和围坐聊天。此外，还有绕圈球与板球之类的球

类活动。在父母的童年，第一个家庭父母辈受访者童年时也

曾骑单车，滑旱冰，玩许多不同的球类活动，而第二个家庭

的父母辈受访者则有更多打网球和其他球类的经验，同时也

喜欢在马路上和同伴随意玩耍。但是，现如今两家的儿童没

有以上任何一项游戏的体验。

4.4  玩伴人数减少
兄弟姐妹、朋友和同学都是祖父母辈人童年时的玩伴。

他们会呼朋唤友地一起出门玩耍，大概 10~20人一起到约定

好的地点，有时还会在玩耍的地方遇到另一群儿童。在父母

那辈人的童年，兄弟姐妹、堂表亲和朋友同样也是户外玩耍

的伙伴，但一起玩耍的人数相较于祖父母辈有所减少。然而

现如今，儿童较通常与一两个玩伴一起玩耍，这还是发生在

他们都得到父母的允许的情况下。

4.5  综合户外游戏体验减少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从祖父母辈人的童年到当代儿童的

童年，儿童的户外游戏体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突

出的表现为 ：锐减的儿童自由出行范围、户外活动使用的空

间类型、户外活动方式以及户外游戏伙伴的数量。这些变化

总结如表 1。

5  结语

笔者明了此研究是定性研究且参与研究的受访者为少

数。研究的局限性是由较短的研究时间和招募大量参与者所

面临的困难所导致的。然而，见微知著，虽然受访者数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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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但是他们所分享的故事足以让我们深入地窥探不同的三

代人的童年户外游戏体验。

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现状，笔者的研究团队针

对中国城市中的儿童户外游戏体验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并深

入调研了数个中国城市①。同时，该研究也强调了在快速城

市化过程中，三代人之间的一些变化。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可

以鼓励未来的学者或者规划师、设计师在规划中国的城市和

农村发展时，能够从儿童的角度考量户外环境体验对儿童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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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代人户外游戏体验变化

受访者 户外居家活动范围 户外活动使用的空间类型 户外活动方式 户外活动伙伴

家庭 1 祖父母 3 km
操场、小溪、山丘、叔叔家前的草地、

家附近

在操场上跑着玩、在小溪钓鱼、在小路上

玩、滑旱冰、跳房子、爬山、骑单车

自己玩或者跟哥哥、朋友、以及学

校同学玩

家庭 1 父母 460 m
房前的停车场、环绕家的小路、学校

的操场
骑单车、轮滑、各种球类运动

朋友、弟弟、亲戚家的孩子、以及

玩耍时遇到的其他玩伴

家庭 1 儿童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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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2 儿童 无 叔叔或阿姨家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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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秦奕）

城市研究中，存在许多竞争性的范式。我们可以把城市

经济和交通行为与网络科学、异速生长、分形几何的发展联

系起来解释城市如何发展。如果真的建立起这种新科学，我

们不仅有可能把上述学科本身的成果结合起来，而且还有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城市规划师发展他们基于大规模经验数

据的那套操作理论。就规模和比例而言，城市究竟有多大，

其规模与城市的活动密度、建成区 / 自然空间体量的关系如

何，以及城市中的物资、信息和人员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维

持这种形式，我们都没能清楚地认识。我们还没能清晰地看

到人口密度的意义是什么，不同几何形状的城市分别需要多

少能源和成本，以及，在我们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

如何使用可行的政策去提高紧凑性和控制蔓延。

上述新科学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当城市规模增长时，

城市通过异速生长在形式上发展变化，这样就改变了维持城

市的能量平衡。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城市的不同规模和形

式意味着不同的地理优势，这也再次让我们怀疑，理想的城

市规模应该是什么。网络科学提供了一种方式，把城市规模

与网络形式联系起来，网络形式使城市以不同方式发挥其功

能。网络动力学能够用来追寻材料如何加工，加工剩下的废

料和污染对其他城市活动有何影响。网络动力学正是这种新

科学的一个内在部分，它可能给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思想基

础。通过信息、物质和构成城市基本功能的社会网络，把城

市规模与城市的比例和城市的形式联系起来，进而让我们认

识气候变化的影响，寻求比较好的经济绩效，认识因为劳

动力市场和住宅市场的错误所致的棘手的种族隔离和贫困

问题。

我们刚刚开始认真地建立城市如何作为复杂系统运行的

理论。当然，我们知道，那种完全不考虑城市功能的理想几

何规划，不可能解决任何一种当代城市病，网络科学、异速

生长、分形几何这些学科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规划的局

限性。当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城市的复杂性，才可能会以比较

适当的方式实施规划干预。我们提出的这些不同思路，可能

在解决问题上比过去城市规划更有效率。挑战在于如何积极

地丰富这一新科学，并将其发展到可以成功地规划更好的城

市。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

编译自 Michael Batty. The size, scale, and shape of cities[J]. 
Science, 2008, 319: 76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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