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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公民的种子

水仙花项目活动指南  

为什么选水仙花？

如何处理您的水仙花球茎      
开始

种植指引  

给老师和家长的一份说明: 本指南旨在让青少年在他们的社区中进行简单的第一步…种植一个将于明年春
天开花的水仙花球茎。当您引导青少年完成这些活动时，鼓励他们将此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公民行为，以促
进对城市公园和公共空间的持续兴趣，参与和倡导。这些活动是灵活性的，可以适应各种年龄段。

水仙花项目最初是为了纪念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悲剧而创建的，它是对遇难者活生生的纪念，是一种纪
念的象征，也是一种让公民参与到振兴社区的重生活动的行为。每年秋天，纽约人公园都会在纽约市的
五大区发放成千上万的水仙花球茎。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在公园或公共场所种植这些球茎。自该项目开始
以来，已经种植了650多万株水仙花。在2007年，布隆伯格市长将水仙花命名为纽约市的官方花卉。

1. 秋天种植—在寒冷的气候来临前和在温和的地区。十月是纽约市大部分地区种植水仙花的最佳时间。
2. 在您的社区寻觅公共空间，找一个您想在春天看到盛开的水仙花的地方。这可以是您的家门外或公寓
大楼外，在您学校附近的树木周围，或在任何需要美化的社区公共公园或花园。
3. 获得业主或纽约市公园局的同意 (拨打311) 种植您的水仙花球茎。 (*注意: 避免使用指定为“绿色
街道”的地方.这些地方由纽约市公园局负责维护。)

1. 收集您的工具: 一把铲子，手套  ，堆肥，水，和球茎。
2. 水仙花很耐寒并且能在最恶劣的地方生长。选择阳光充足或部分阴凉的地方。
3. 如果种植在一棵树附近，在树干和球茎之间留出8-12英寸的距离，这样根部就有生长的空间。
4. 清除枯叶和垃圾，混合堆肥，准备土壤。
5. 挖出6英寸深的洞，每个洞之间留出2-4英寸的间隔。
6. 将水仙花球茎放入洞中，尖端朝上，根部朝下。球茎的顶部应该在土壤下面的4英寸。球茎的根部 
 应该固定在洞底部的土壤上。把球茎周围的泥土紧紧的包好，盖住球洞。
7.  把球茎彻底浇水。
8.  在春天时回到这个地方，您将可以看见您的水仙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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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市公园纪念911

谁使用公园?

建议的活动











  

  

  张贴一个标志让人们知道已经种植了水仙花。

  



人们如何使用公园？

谁使用公园?

公园里有什么服务设施?

您在公园看到了什么?

把球茎留在原位，但要检查土壤，确保雨水保持湿润 
。如果没有，每周浇一次水。

在3月初，开始清理枯叶、枯枝、捡起垃圾。

在春天…
冬天过后，您的球茎会开始发芽，需要您的帮助才能生长
。您应该这么做:

成为您公园的管理员照顾好您的水仙花。

。

持续照顾您的水仙花

随着花的生长，定期清理垃圾和杂物。

在花的周围放置肥料或堆肥，以增加土壤的养分。

给您的水仙花拍照，用#daffodilproject分享它们，和标记我们，@ny4p. 
我们将会有很多水仙花的照片在我们的信息流上 – 我们在照片墙和推特上
为@ny4p.

水仙花会一年又一年的开花。在晚春，不要剪掉绿叶，因为它们是植物生存
所必需的。一旦叶子变成棕色，您可以把它们剪下来，帮助植物在冬天补充
能量。

公园是社区的一部分，原因有很多。许多人使用公园进行休闲活动，享受草
坪，公园长椅，操场和运动场。公园也为密集的城市景观增添了美丽和开阔
的绿地。只要看一看，就能知道谁在使用您附近的公园。创建一个简单的工
作表，如右边的工作表，记录您的观察结果和所学到的内容。

分享您的发现:

描述一个典型公园场景，描述人们如何使用公园。

绘制公园地图，突出显示服务和设施。

创建一个博客，发布您的观察，图片和图画，并邀请他人发表评论。

为公园使用者拍照。

水仙花是纪念的传统象征。当花朵盛开时，鲜艳的黄色花朵垂在绿色的茎上 
— 有些人认为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低头默哀的人。在纽约市，人们种植水仙
花来纪念911事件，并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改善公共空间来帮助振兴他
们的社区。通过以下方式与您的邻居分享这条信息:

分发传单或张贴告示告诉人们有关水仙花项目和您种植的球茎。邀请
志愿者帮助您持续照料您的水仙花。制定一个时间表，在秋天和春天
分担责任。

树
花
操场
草坪
长椅
垃圾桶
饮水机

照明
座位
卫生间
草坪护理
园艺
标志

家庭
学校的孩子们
遛狗的人
老年人
跑步者

公园工作人员

骑自行车
与朋友坐在一起

阅读
工作

和狗一起玩
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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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人改善公园  

步骤 1. 评估 . 

步骤 2. 采访

步骤 3. 评价

  步骤 4. 分享







关于公园的问题…

问自己…

问别人… 

决定…i
•

•

•

让朋友和邻居自己拿一些免费的球茎来种植。我们设想，在未来十年里，每个纽约人都能拥有一朵
水仙花。那几乎是900万多花，所以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积极参与当地的公园活动，向人们展示公园对我们城市的重生和生命有多么重要。参观纽约市公园和
花园的纪念标记，了解事件和人们的纪念。想想为什么公园会是公共纪念的好地方。用水仙花为您社
区的绿地设计一个纪念标记。

收集庆祝社区关于希望的故事，比如帮助改善社区环境的居民简介，或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从而
激发复苏。在博客上分享这些并邀请持续更新帖子。

帮助您的社区变得更美好是积极公民身份的一个例子。确
保您的公园为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提供便利的设施和服务是

一种很好的参与方式。

看看您的公园提供哪些服务和设施。这些可能包括操场，
座位，照明，饮水机，指示公园用户的标志和垃圾清除。

了解人们如何使用公园，他们喜欢和不喜欢关于公园的
那些方面，以及他们希望可以改善的地方。

根据您的学习内容，决定需要什么才能服务更多的人。
访问另一个社区公园来比较所提供的服务。您如何解释
这些差异？

录下您的采访视频或音频，然后发布到YouTube，或在博客上开始一场关于为利益相关者改善公园
的对话。

作为公园倡导者，给当地的报纸或民选官员写信，把您的研究结果和改进建议告诉他们。

在公园举办一场活动，重点介绍社区和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社区绿地的使用和护理。邀
请您当地的报纸媒体和民选官员前来参加。

公园里有什么？

公园需要什么？

是否一些公园用户的需求与他人有冲
突？
我们应该如何平衡许多公园用户的需
求？ 
所有的公园都有相同类型和质量的服务
和设施吗？为什么？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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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Advocate 倡导者 n. 支持一种信仰，一个地方或一项事业的人
Amenity 设施   – n.  有特色的建筑物或地方，增添舒适，便利或愉悦

 Beautification 美化    
 

– n.  改善某些东西让它更美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  – n.  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
Com       m  emorat   e 纪念 –

 
v. 纪念某(些)人或某一事件的东西或地方

    Community 社区  – n. 一个地方或群体，其成员具有与大社会不同的特征，
兴趣或经历

 

Compost 堆肥  – n.  用于给植物和花卉施肥的腐烂有机物质
Hardy 顽强的 – adj.  能够在困难的条件或情况下生存的 
Leisure 休闲 – n.  用于享受的自由时间
Memorial 纪念物 – n.  一件物品或地方，用来提醒人们想起某人或某一事件 

 Revitalization 振兴   – n.    当某物被赋予新的生命
Services 服务   – n.  复数。服务大众需求的工作和活动
Steward管家 – n.  关心照看不属于自己财产的人
Stakeholders利益相关者  – n. . 复数。对一个地方，财产或组织有兴趣的人
Sym b     ol 符号  –  n. 用来代表有意义的事物的图像，物体或单词
Trowel 铲子 – n. 小铲子

网页资源

浏览以下网站，了解更多有关城市公园和绿地的信息。

•  活树项目: 了解他人如何在公共空间使用树木和植物来创建纪念9/11事件
 http://www.livingmemorialsproject.net/about.htm

•  9月11日:查找如何与孩子们谈论9/11恐怖主义行为的技巧
 http://www.9-11heroes.us/talk-children-war-terrorism.php

•  战争纪念碑: 许多公园的纪念碑纪念在战争期间为国家服务的公民。了解为什么战争纪念
碑在纽约市公园是重要的公共空间以激发记忆。

 http://www.nycgovparks.org/sub_about/parks_history/veterans.html

•  和平纪念碑: 了解为什么曼哈顿中央公园的草莓园是和平纪念碑L
 http://www.nycgovparks.org/sub_about/parks_history/strawberryfields.html

•  树木: 领养一棵纽约市树木，为您的街道申请一棵树，或者自愿照顾纽约市的树木和植物 
 www.milliontreesnyc.org.  查看儿童区域的游戏和下载。

•  志愿服务: 每年春秋两季，访问纽约市公园关于免费文化活动和志愿活动在“我的公园日”。
查询时间表或资讯关于如何计划您的活动，请前往浏览。  http ://www.partnershipforparks.org/

•  社区公园: 联系任何纽约市公园经理，了解如何做志愿者，或搜索特定的公园 。
 http://www.nycgovparks.org/sub_your_park/your_park.html

•  纽约人公园:  http://www.ny4p.org

关于纽约人公园
纽约人公园是纽约市唯一一个独立的组织为全市五大区建设更绿化，更清洁，更安全的公园。
纽约人公园致力于确保所有的纽约人都能随时进入优秀的社区公园。我们提供的工具可以帮助社
区为了更好的社区而建设更好的公园。

.

设计: Raven + Crow Studio

: Jacqueline Simmons , Ed.D

下面列出的是水仙花项目的关键术语。

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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