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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市北
·区市在行动系列特刊活力海洋之都 精彩宜人之城

■“小巧玲珑”的美
“废弃边角”变身街角公园

今年，市北区细致排查全区的项目
遗留空地，共发现 30 余处，分别位于杭
州路、合肥路等路段。

“对于这些问题，市北城发集团、市
北区城管局等单位将这些‘城市边角’分
配成各单位的‘责任田’，先向土地权属
单位了解土地的具体情况，再多方征求
社区居委会、居民的意见，按照‘一园一
策’的宗旨制定了整体的改造计划。”市
北城管局绿化科相关负责人杨斌介绍，
首批有9处列入改造计划，已有6处变身
为“小而精”的街角公园，不仅装点了城
市容颜，也给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
乐、健身的好去处。

双峰路绿角公园便是在这种契机下
迎来了新生。今年年初，市北区城管局
安排绿化一公司“重启”这片土地。不但
栽植了藤本月季、乔灌木、竹林等，营造
丰富的绿植层次，又安装了座椅、塑胶地
面等设施，并以橙色、黄色为主色调，设
计了五彩墙、“七色花”风车等漂亮的景
观，引来周边居民惊叹。

“别看这里地方不大，但环境很美，
我们一家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走一
走。”家住保利叶公馆小区的孙女士对
这处新公园非常喜欢。“我的两个孩子
特别喜欢在公园里玩。”她指着场地一
侧的坡道说，这处五六米长、高约 1 米
的坡道中间贴心安装了一个蓝色的滑
梯，滑梯旁边做了一个攀岩墙，镶嵌着
五颜六色的攀岩点，特别受附近孩子们
的喜欢，他们一来就迫不及待地爬上爬
下，玩得不亦乐乎。

附近的居民们对这里赞不绝口：“在
年初就听说要改造成‘口袋公园’，我们
都非常支持。天气好的时候，这里可热
闹了，大家都喜欢坐在亭子里聊天或是
在公园里散步，一待就是大半天。”

如今，双峰路绿角公园正展现着城
市中最生动的生活图景：孩子们在干净
的塑胶步道上嬉戏玩耍，老人在绿植环
绕的长椅处围坐下棋，高高荡起的秋千
上传来银铃般的笑声……

■“文化记忆”的美
下沉式“老街巷”留住百年乡情

老城区如何将珍贵的土地资源发挥
出最大的价值？市北城发集团创新向地
下要空间，用“下沉式”设计将一处高低
不平的“三角地”变成充满“海味”的“老

街巷”城市记忆主题口袋公园。
鞍山二路、南宁路路口的东北角，

是一处 1000 余平方米的“L”形地块，
紧邻周边的居民楼。“这里将建设一
处以‘老街巷’城市记忆为主题的口
袋公园。”市北城发集团项目经理鞠
秉霖介绍。

摊开设计图纸，笔者才知道这个项
目有多难。场地不仅内部东西向高差约
2米，与鞍山二路、南宁路也存在不同的
高差，东高西低，最大落差达 3.4米。怎
么设计公园？

连绵起伏的崂山和海浪给了设计人
员灵感。“有了！利用东西高差做‘下沉
式’三级台地，内立面的平面线形沿用
山体轮廓形态，台地沿用层叠的海浪形
态……”经过“头脑风暴”，初步的设计方
案已然成型。

在设计图上可以看到，三级台地以
不同形式的台阶设计和颜色加以区分，
并赋予不同的功能意义：西侧低洼处为
一级台地“街巷客厅”，增加城市形象小
品、休闲座椅、休憩木平台、洽谈空间等；
中间“T”形地块为二级台地“生活剧
场”，增加城市记忆展墙、休闲吧台、剧场
空间等；东侧逐渐抬高，为三级台地“全
龄活动”区域，不但给儿童增设了游戏场
地、攀爬设施、游戏墙、科普墙等，还给成
人安装了健身设施，适合各年龄段休闲
娱乐。

“我们一方面增加公园多元功能，满
足周边居民和学生休憩漫步、健身溜
娃、看剧场、参与社交的需求，另一方
面，把青岛的山海元素、方言元素、文化
特色融入到主题公园里来，让居民在这
里体会到原汁原味的‘老街巷’味道。”
鞠秉霖说。

“家把式儿”“拉呱”“踢蹬了”，看
到“方言墙”上熟悉的腔调，笔者这个

“老青岛”就忍不住笑了起来。除了
“方言墙”，这处公园还设计了“城市更
新”记忆展墙，更新前后的老照片和发
展中照片形成鲜明对比，展示着市北
区的蝶变之路。不仅让家住此处的人
们看了倍感亲切，也会让外地游客感
到分外有趣。

“考虑到鞍山二路车流量较大，场地
内部难以形成安静、内向的空间，我们将
在靠路的两侧设置绿色隔离屏障，降低
城市噪音，同时围合场地，为场地内部营
造安静的花园空间。”鞠秉霖说。

眼下，鞍山二路主题公园一期已进
入施工阶段，目前已完成围墙砌筑、地面
混凝土浇筑，正在铺装大理石，接下来将
种植苗木、安装地上附属设施，预计 10
月初竣工。届时，一处魅力街角将呈现
在居民眼前。

■“细处暖心”的美
生态环境在居民热望中嬗变

越是人口密集的小区，居民对生态
的需求越急迫。市北区对每一处口袋公
园都精益求精，为居民提供最大的便利。

“我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多年了，期
盼着这处公园早日建成，大家有个地
方坐坐啊。”今年 8 月，家住温州路的
徐大爷在看到温州路 52 号口袋公园项
目进场施工时，忍不住对施工人员说
起了愿望。

“你看，周边几个老旧小区连成片，
但缺少休闲、纳凉的绿化环境。”项目经
理于少华指着四周介绍，温州路52号口
袋公园总面积 600 平方米，原来是一处
停车场，这次改造后，将保留一部分区域
提供30个停车位，另一部分改建成连接
社区与城市主干道的流线型街头公园。

“这里将增加能够‘春季赏花、秋季
观景’的绿化景观带，通过铺设灰色的大
理石地砖和明黄色的座椅，把公园划分
为几个不同风格的区域。”于少华谈起了
建成后的样子：在休闲台阶区，老人们可
以在廊架下晒太阳；趣味娱乐区添置了
一个趣味吧台，方便人们在此阅读、会
友；社交休闲区安装了几组简约风格的
休闲座椅，不仅美观大方还经久耐用。

据了解，温州路52号口袋公园项目
从 7 月中旬进场施工，基础工作已经基
本完成。

“每天傍晚，总有住在周边的叔叔阿
姨们过来‘监工’，看看工程进度，提醒我
们注意细节，看得出他们对这里很期待。”
于少华说，周边居民给了施工队大力支
持，当知道栽种后的绿植需要加水灌溉，
而施工方取水不方便时，住在一楼的住户
就插上自家的水管，免费为公园建设提供
水源。为了不负居民期待，施工人员们从
早晨6点干到晚上6点，抓紧一切时间赶
进度，“十一”假期前争取顺利完工。

加上今年新完工的6处，市北区目前
已为居民建起123处“后花园”，在全市率
先建成了“百园城区”。像太平山路榉
园、聚仙绿苑、榉林庭院、瑞湖公园、商河
路等几十处口袋公园，均是利用山头裸
露空地、棚改零星地块、拆违后空地和一
些卫生死角改造而来，呈现出江南园林、
田园风光、亭台楼阁、奇石山景等不同的
景观，处处有新意，四时景不同。如今，
这种“拆墙建绿、见缝插绿”的方式已成
为补齐老城区、人口密度高区域公园绿
化活动场地不足、分布不均衡等短板的
有效措施，为老城区高质量发展再添新
活力。

戏曲音乐节
引爆“国潮”文化热点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北区 2022 群众文

化艺术节国潮戏曲音乐节在大鲍岛休闲文化
街区拉开帷幕，除了戏曲演出以外，还开设戏
曲油画展、戏曲换装体验秀，让广大市民沉浸
式感受传统艺术与时尚风潮完美结合带来的
魅力。

据了解，本次音乐节呈现《春闺梦》《锁麟
囊》等经典程派选段，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
在易州路广场戏曲换装体验秀专区，广大市民
可以体验凤冠、官衣等戏曲服饰，了解戏曲中
不同身份人物的扮相特征。国潮戏曲音乐节
的举办，为辖区群众搭建健康、活力、展现自我
的平台，将名家传承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给广
大市民，凸显市北区文化发展多样化，展示大
鲍岛街区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文化风貌。

（郝玉君）

市北逐一排查市政道路
创造假期良好出行环境

本报讯 “十一”假期前夕，市北区城管局
市政一公司成立专项巡查队伍，分片区、高频
率排查市政道路，列出问题整改清单并严格落
实，全力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假期出行环境。

针对车行道坑洼、破皮情况较为突出路
段，市政一公司避开高峰期施工，安排专人疏
导车辆有序通行，共计维修车行道 5160 余平
方米。针对主次干道、农贸市场商场、公园广
场周边等处人行道破损、盲道不连续以及缺少
无障碍坡道等问题，集中巡查整改，严抓施工
质量，并按照安全文明施工规范做好现场降噪
除尘工作，共维修人行道 4100 余平方米。同
时，该公司每天巡查河道、雨水斗、暗渠口等设
施，共计清理雨水斗 7000 余座，完成河道、暗
渠清淤约850余立方米。

（李文超）

市北实施医疗机构
“双查双纠”模式

本报讯 针对辖区医疗机构多、院感防控
复杂的情况，近期市北区组织 10 个督导检查
组，实施医疗机构拉网式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
同查同纠工作模式。

据悉，该模式以预检分诊、个人防护等 4
大类 16 项疫情防控检查和安全责任、规章制
度、安全检查等10项安全生产检查为重点，建
立每周通报、现场反馈、销号管理、回头整改等
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已督导检查医疗机构
619 所，检查发现清洁消毒不规范、安全生产
隐患落实整改不到位等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问题629个，落实完成整改问题560个，夯实了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基础。 （殷 龙）

市北区举办
少先队辅导员培训班
本报讯 日前，共青团市北区委、市北区

教育和体育局、市北区少工委联合举办了少先
队辅导员培训班，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切实增强
少先队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和专业能力。

活动现场进行了少先队知识技能测试，对
少先队辅导员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进行了全
面系统地考察，并为全区少先队辅导员提供了
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加强了理
论学习和工作交流，实现全区少先队辅导员

“持证上岗”。下一步，市北团区委将聚焦提升
少先队辅导员政治素质和专业化水平，持续加
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激励辅导员做好知心大朋
友、当好“红领巾”引路人。

（刘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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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通知
根据工作安排，《市北专刊》于 10 月 6 日

（周四）停刊一期，10月 13日（周四）恢复正常
出刊。

市北区融媒体中心
2022年9月29日

一出家门就能健身、赏花、观景，园园不同景，步步有
新观。在市北区，117个各具风姿的口袋公园扮靓了居
民的家门口。市北区以创城为契机，巧妙地把城市主次
干道、路口街角、社区周边等空地变成居民家的“后花
园”，率先在全市建成“百园城区”。今年截至9月底，又
有6处新的口袋公园完工，2处口袋公园正在建设，让居
民对“宜居”有了更直观的体验。

百余“后花园”尽显千姿之美
市北区在全市率先建成“百园城区”

□崔冬妮 文/图

■宣化支路口袋公园用竹林围合出静谧的空间。

■居民在温州路口袋公园新装的凉亭处休息。

▲双峰路
绿角公园日前
完工，深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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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路
口袋公园里新
栽的红枫燃起
一树火焰。

■太平山口袋公园内，园林山水韵味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