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ston Chinatown Master Plan  Boston Chinatown Master Plan 

波士顿华埠总体规划波士顿华埠总体规划

Community 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社区愿景与措施策略

June 2020
2020年6月

2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

陳家驊 Paul Chan
阿图罗 Arturo Gossage
何远光 Gilbert Ho
黄楚瑜 Chu Huang
郭榮軒 Jung Shen Kuo
李素影 Suzanne Lee
李灿辉 Tunney Lee
刘安琪 Angie Liou
駱理德 Lydia Lowe
蔡倩婷 Theresa Tsoi 

技术团队

Barry Keppard
駱理德 Lydia Lowe
Sharon Ron
徐乙漾 Daphne Xu
Letao Zhang

翻译

陳炳鑑 Ping Kam Chan
黃夏儀  Ann Har-Yee Wong  

顾问

Jeena Hah, 亚美社区发展协会
Kyle Sullivan, 亚美社区发展协会
Bethany Li, 波士顿法律援助处- 亚裔外展部
Giles Li, 波士顿华埠社区中心
Ann Moy, 堡垒村联谊会
Susan Chu, 中华公所
Karen Chen, 华人前进会
Hin Sang Yu, 华埠居民会
Doug Brugge, 高速公路与健康社区评估
Serene Wong, 公路村住客联谊会
Cynthia SooHoo, 昆士小学
Richard Chang, 昆士中学 
Sherry Dong, 塔夫茨医疗中心
Melissa Lo
Nancy Lo

鸣谢以下团体

亚美社区发展协会
华埠商会
华埠土地信托会
华埠主街
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
华埠居民会

中华公所
纽英伦华人历史学会
华人前进会
波士顿市
高速公路与健康社区评估
包氏艺术中心
规划：下城
露丝甘乃迪绿色径
昆士中学
大都会区域规划委员会

本文档由全国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
（ES026980）提供资金支持。

2

嗚
谢



自1990年以来，华埠社区每十年都会聚在一起，制定和发布我们自己的社区发展
愿景和优先事项，作为社区的教育，倡导和组织工具，并为决策者和开发商提供
指南。

在发布《华埠2020年总体规划》期间，COVID大流行爆发了。这不仅意味着在转
而从事在线工作时会短暂地延迟发布，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的计划现在存在于一个
完全不同的经济格局中，该经济格局包括受灾的小型企业，大量失业以及房地产
投机活动的暂时放缓。

我们对建立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社区的愿景依然存在。如果有的话，这场危机凸显
了改善邻里开放空间，锁车和与交通有关的空气污染的影响以及稳定住房对于健
康社区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公认的计划中缺失的关键部分（评
估和更新的社区经济发展计划）。

华埠的小型企业在该地区受到的打击最大。在大流行随后在中国发展的消息传出
后，零售和餐馆客户开始在华埠避开马萨诸塞州其他地区的两三个月。社区的小
企业经济继续受到严重影响的饭店和与食品相关的零售业的支配，这些饭店雇用
的中国工人数量不成比例。

我们社区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旅游和酒店业，遭受大量失业，许多人缺乏带薪病
假或其他福利。那些没有证件的人或可能具有法律地位但在“桌子底下”工作的人
没有公共安全网来追捕他们。

许多中国工人也处于第一线，与家庭保健，日托或杂货店中的低薪工人一样，感
染的风险较高。这些工人将来更容易生病并遭受医疗债务的困扰。

反华情绪的上升也可能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贸易战的仇外心理已被COVID相关
的歧视所取代，影响了更广泛的亚裔社区。

随着我们逐渐从隔离模式中脱颖而出，倾听华埠工人和小企业主的需求和想法将
帮助我们制定针对历史文化区的提案，分区修正案以及为社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利
益获取计划目标。

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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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Letter 1 (Mayor)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2020 年波士顿华埠总体规划與大家見面。我要感谢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以及所有協助制
定此计划和參予构想的人。

华埠是波士顿市最多元化，最有活力和历史悠久的隣区之一。这也是波士顿移民经验的核心。
几代居民帮助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为今天的成功之地，他们继续在许多方面为我们的成功做出贡
献。我们希望为华埠建立一个保留其特色的社区，并涵盖一切誏邻里繁荣发展的未来。

华埠是在 1990 年成为波士顿第一个制定总体规划的社区的领先者，自那时起，他们一直在对
此进行更新。市府为与社区合作实现其在 2010 年总体规划中的主要目标之一，感到自豪，如
将图书馆服务带回社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华埠进行更多令人兴奋的投资。

我们正在制定新的，最新的 Josiah Quincy 昆士高中计划，这是 50 年来，在华埠建造的第一所
新学校。我们扩展了PLAN規劃：市区研究的范围，将华埠纳入研究范围，以研究如何促进市
区的保育，改善和增长。而且，我们正在华埠积极致力于保护和创造可负担住房选择。我们的
首要任务是将家庭和长期居民，保持在他们所爱的社区中。

与往常一样，市府将紧密合地与社区合作，以实现我们对华埠未来的共同目标。由民众塑造的
《 2020 年华埠总体规划》将成为该社区，在未来十年及以后的发展中的指导声音。感谢您参
与此正在进行的过程，我们期待着我们与您之间的持续合作。

波士顿市长韋殊謹上



Insert Letter 2 (State Senator) 

亲爱的朋友们，

我要感谢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以及所有为实现这一愿景，而创建一个更健康，更绿化，更具
包容性的社区的人，为华垾居民和商业服务感到荣幸。作为沙福郡和米德尔塞克斯第一区的
州参议员，为我区居民倡議，始终是优先事项。

在过去的几年中，华埠的房价一直在稳步上涨，租金和所有权选择都变得越来越稀缺，普通
家庭也负担不起。豪宅的涌入，导致华埠住房成本上涨，而为了使华埠維持可负担，我们必
须增加劳动力和家庭住房的供应。

华埠发展的大量涌入，另一个后果就是温室气体排放。从历史上看，华埠一直是本市最拥挤
的街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靠近两条主要高速公路和南站。因此，任何发展计划，都必须
减轻建筑物的排放以及新发展带来的汽车交通量的增加。华埠任何计划重点都需要强调城市
的绿化空间，并减少發展单位的停车位。

华埠 2020 总体规划是克服这些障碍的伟大的第一步。我期待与华埠，波士顿规划和发展局以
及波士顿市的所有居民合作，以确保我们社区的繁荣。

如您有任何疑问或关注，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服务人群，

沙福郡和米德尔塞克斯第一区州参议员 Joseph A. Boncore 謹上

2020年3月8日



Representative Michlewitz can be reached at (617) 722-2240 or emailed

at Aaron.M.Michlewitz@mahous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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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5, 2020

Dear Friends:

As in past years, I am pleased to welcome readers to Chinatown Master Plan 
2020 and to thank the many community residents, business owners, and leaders 
who participated in developing this plan.

Chinatown is important as a historic neighborhood, which has been home to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familie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and as a commercial, 
tourism and cultural center for the region. With the rapid pace of downtown 
development neighboring Chinatow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community to identify community priorities and to chart a path for advancing a 
Chinatown Historic and Cultural District, increases in affordable housing, and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As your state representative, I was happy to lead efforts to address the impact of 
the rising short term rental industry on our district and the Commonwealth, so 
that we can protect neighborhoods and gain benefits from these new forms of 
tourism. I will continue to partner with the community to ensure a stable future 
for Chinatown and to be your eyes and ears in the Massachusetts State House.  

亲爱的朋友们：

与往年一样，我很高兴欢迎读者参予 2020 年华埠总体规划，并感谢参与制
定该计划的许多社区居民，商戸和领导人。

华埠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隣区，自 1 9世纪以来，一直是移
民工人阶層家庭的住所，并是该地区的商业，旅游和文化中心。随着邻近华
埠的市区开发步伐的迅速发展，对社区来说，确定社区优先事项并为推进华
埠历史文化区，增加可负担住房和制定改善社区生活质量的策略提供帮助，
維持健康与可持续性，尤为重要。

作为您的州代表，我很高兴带头努力解决短期租赁行业不断增长，对我们地
区和本州的影响，以便我们可以保护社区，并从这些新的旅游业中受益。我
将继续与社区合作，以确保华埠的稳定未来，并成为麻州议会中您的耳目。

麻州议会
沙福郡第三区众议员（Aaron Michlewitz）麥嘉威謹上

2020年5月



Insert letter 4 (District Counci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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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0, 2020 
 

March 6, 202 
Dear Friends: 
 
It is my greatest honor to represent the wonderful community of Chinatown as your Boston City Councilor for 
District 2. I am beyond grateful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like the Chinatown Master Plan Committee who 
continue to make tireless efforts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and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progress. Chinatown 
is facing the pressures of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but it remains an anchor for immigrants in the city 
and a thriving cultural hub for Asian communities. I applaud the work of the Chinatown Master Plan 
Committee, and the community members who put in so much work in advocating for their neighborhood.   
 
For years, the expansion of luxury properties and the short-term rental industry has destabilized our working-
class families in Chinatown. Because of thi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aking progress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expand housing options for our immigrant neighbors, working class families, 
and longtime residents. This includes developing Chinatown a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that celebrates 
the history of our immigrant working-class families, maximizing affordable housing for our low-income 
families, preserving Chinatown’s existing subsidized housing to ensure permanent affordability, and making 
efforts to increase sustainability to improve community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We can’t do this alone. Such a vision requires strong collaborations between Chinatown organizations and 
residents, the City of Boston, stat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We hope that together we can 
deliver results for the community of Chinatown. 
 
As your City Councilor, I will continue to work hard for you, as it is truly an honor to serve this amazing 
community. Thank you and I look forward to our continued collaboration.  
 

Sincere 
Sincerely,  

 
 
 

Ed Flynn 
Boston District 2 City Councilor 

亲爱的朋友们：

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华埠这美好的社区，担任您的波士顿第2区市议员。我非常感谢华垾总体规划委员会
等社区组织，他们继续不懈地努力改善社区，并为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进展。华埠面临着中产阶级化和
居民流离失所的压力，但它仍然是该市移民的锚点，也是亚裔社区蓬勃发展的文化中心。我赞扬华埠总
体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为倡导邻里所做的大量工作的社区成员。

多年来，豪华房地产的扩张和短期租赁行业，使我们在华埠的工人阶级層家庭不稳定。因此，重要的
是，我们必须继续采取渐进的措施，以改善我们的移民邻居，工人阶層家庭和长期居民的生活质量，并
扩大住房选择范围。这包括将华埠发展为一个历史文化区，以欢庆我们的移民工人阶層家庭的历史，为
我们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最大的可负担住房，保留华埠现有的补贴住房，以确保永久可负担能力，并努力
提高可持续性，以改善社区健康和生活质量。

我们不能独自做到这一点。要实现这一愿景，就需要华埠组织与居民、波士顿市、州政府机构和私营部
门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合作。我们希望可以共同为华埠社区带来美好的成果。

作为您的市议员，我将继续为您努力，因为，为这个令人惊叹的社区提供服务，确实是一种荣幸。谢
谢，我期待着我们的继续合作。

波士顿第 2 区市议员爱德华。弗連謹上

2020年3月10日



《华埠2020 年总体规划》重申了《华埠2010 年总体规划》的目标，该目标的重
点是稳定华埠，使其成为一个以移民和工人阶层家庭为基础的多元居住社区，
并成为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心。 2020 年的更新评估了重要趋势，并着
重强调了以下特定领域的机遇：住房，公共领域，流通，历史和文化保育。因
此，这不是一个全面的总体计划，而是策略和实施方面的更新。

华埠仍然是橙色，红色和绿色地铁沿线重要的邻区和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枢纽。
该邻区体现到迅速发展，并在维护华埠图书馆，启动新的文化计划，开始改善
开放空间以及建造新的可负担住房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纵观其历史，华埠一直受到外部发展压力的挑战，包括1950 年代和60 年代的市
区重建和高速公路建设，1970 年代和80 年代两个十年的机构扩张，以及最终于
2000 年开始的市中心豪华化发展热潮。

二十年来的豪华发展，以及短期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华埠人口结构发
生了变化，房地产的投机增加，并引发了社区中最脆弱的居民和小型企业流离
失所。

作为回应，我们需要加倍专注于稳定华埠工人阶层住宅和小型企业核心的核心
策略和政策：

- 将华埠发展为历史文化区，以欢庆其作为移民工人阶层家庭主要社区的历
史。

- 最大限度地在公共和社区控制的土地上发展可负担住房，特别优先考虑低收
入家庭的住房。

- 保护华埠现有补贴住房的每个单位，并寻求机会以确保永久可负担的价格。

- 寻求机会从私人市场上移走物业作永久可负担性质。

- 改善社区健康和生活质素，包括进行绿化工作，改善开放空间，优先考虑行
人安全，减轻空气污染以及规划气候变化。

实现这一愿景将要求我们在与波士顿市，州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同时，
继续增强社区的声音。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为《华埠总体规划》提供了 2020 年
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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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年” （2018）， 徐乙漾



波士顿华埠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角色，既是移民的登陆地，又是他们继
续生活，工作，购物，寻求服务并维持社会联系
的主要社区。

1990 年的第一个华埠社区规划来自社区成员，
对华埠对可负担住房和机构扩张的竞争需求的担
忧。自2000 年以来的二十年间，豪华住房的繁
荣使移民工人阶层家庭在华埠总人口中所占的比
例下降，这一趋势促使人们为稳定华埠，并保护
其作为低收入阶层移民工人的锚点所做的各种努
力。像 2000 年和 2010 年华埠总体规划一样，这
份 2020 年的文件反映了当地社区的持续目标，即
将华埠定义和保留为锚社区。

作为对以前社区主导的总体规划的更新和延续，
这份 2020 年的文件包括人口数据和对2010 年以
来波士顿华埠变化的实质观察。然后重点介绍了
具体目标和相应的实施策略，以便立即和扩展地
考虑到住房，公共领域，流动和历史保育。接下
来，概述了社区对四个特定机会领域的愿景：华
埠排坊，A 地段和 50 号先驱，菲利普斯广场和 
R-1 地段。 

全面社区规划缺少重要内容及将来工作的建议。
由于规划 PLAN 能力有限，且无法反映重点领域 
：因此此更新未充分评估或制定针对下城几个核
心领域的策略，包括社区经济发展，教育，卫生
或公共服务。

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发布了该 2020 年更新，并
得到了华埠各社区团体的不断投入意见和支持（
请参看致谢页面）。这过程得到了暴露在高速公
路与健康社区评估（CAFEH），及其与塔夫茨
大学，华埠社区土地信托基金，华埠居民会，
华人前进会和大都会区规划委员会合作伙伴的
支持。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拨
款＃ES026980 ，提供对该文件的资助。本文件中
提出的研究结果，想法，目标和策略是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进行多次长时间对话的结果。

该总体规划文件的社区参与过程与由波士顿规划
发展局（BPDA）领导的规划：下城公共过程同
时进行。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的多名成员参加了

规划：下城咨询小组。规划：下城目前正在进行为
期两年的过程，以开发一个共同的愿景和目标，以
维护，增强和发展波士顿下城，并在建立透明的密
度奖励系统的同时，更新其基础分区。

我们希望这份2020 年华埠总体规划文件，将为规划
人员和社区倡导者一样提供有用的资源，并将以其
研究区域内包含的华埠区域，更多的特色和背景来
补充规划：下城。而且，尽管《 2020 年总体规划》
尚未为华埠提出分区计划，但我们的目标和策略指
出，需要对华埠进行仔细划分，以保护历史性排屋
街道的小规模特质，同时提供密集的可负担住房和
社区发展。我们期待与波士顿市和规划：下城就华
埠分区区域的具体建议继续合作。

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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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埠总体规划 2020 更新是一个长达一年的过程，
由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监督，该委员会由居民，
社区组织和当地企业组成，并由顾问团队提供协
助。

社区参与过程始于 CAFEH 项目的计划，即在哈
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对华埠进行 “健康视角分析” 和 
T.H. 陈公共卫生学院的学生的初步支持下，于 
2018 年秋季进行。实质研究和空间分析是从公共
卫生的角度评估华埠的需求。我们会问：我们如
何规划一个稳定健康的华埠？结果报告可在此处
得到。

作为社区参与者了解并谈论社区健康的社会决定
因素，例如住房，经济状况或环境影响，健康视
角分析的工作逐渐成为更新社区未来总体规划的
机会。时机是偶然的，因为波士顿市正准备推出
自己的计划：波士顿下城。

通过社区会议，焦点小组和与华埠社区成员的一
对一访谈，我们收集了参与者的想法，确定了主
题，并收集了有关社区健康状况的数据。健康议
题成为该过程中的优先，是在 2019 年 7 月20 日
举行的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的重点。

在 2019 年 7 月 20 日的上午分组会议中，健康住
房，健康流动和健康公共领域提供了讨论华埠总
体目标和策略的空间。在下午的分组讨论集中
华埠的特定机会领域：华埠排坊，菲利普斯广
场，A 地段和 50 先驱和 R-1地段。我们问：一个
健康的华埠的状况和感觉是怎样？

共有 90 人参加，其中包括不同年龄段的华埠居
民，规划人员和设计师以及活动义工。结果报告
可在此处找到。

为了让社区成员考虑以前的邻里规划中的一个重
要而鲜为人知的议题，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及广
泛的居民群体，与核心参与者和持份者，进行了
三场社区对话会议，讨论关于历史和文化保肓主
题。

这些社区会议和研习班的成果，已向华埠总体规
划委员会朝告，该委员会随后监督了拟定目标和
策略的起草。

社区参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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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导的总体规划的历史
这份《华埠 2020 年总体规划》文件是社区成员稳定和维护波士顿华埠文化活力的持续过程的一部分。
过往的华埠总体规划文件链接如下：

- 华埠社区计划：一个管理增长的规划（1990）

- 华埠总体规划：稳定邻区议程（2000）

- 华埠总体规划：未来社区愿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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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埠 2010 年总体规划回顾

《华埠总体规划2010》重申了1990 年《华埠社区
原始规划》的原则，该原则的重点是维护工人阶
层家庭住所，加强文化遗产和本地经济，保护土
地基础及将华埠与其邻区联系起来。

同时，《华埠总体规划 2010》通过强调以下四个
原则，对 1990 年的原则进行了更新，以反映时代
的现实：

1.华埠将成为一个以移民和工人阶层家庭为基地
的多元居住区。

2.华埠将成为邻近社区的亚裔美国人社区网络，
及可持续社会，经济和文化枢纽。

3.华埠将增强其历史和特色，成为对城市，州和
地区至关重要的独特社区和文化中心。

4.华埠将通过其文化特征和战略位置，发展和经
济多样化。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2010 年规划提出了 11 个目
标：

1. 保护和加强华埠，作为新移民的门户和华裔和
亚裔美国人文化与服务的区域中心；

2.确保保留现有的可负担住房；

3.扩大住房选择的数目和范围，优先考虑中低收
入家庭住房；

4.认定，创建及为社区成员和企业作好准备，并
为他们提供经济发展机会，这些服务将满足当地
居民，亚裔美国人社区，邻近机构以及下城和剧
院区的需求；

5.增加公共安全，改善行人环境，并进行交通规
划，以满足社区需求；

6.培育一个更可持续，更绿化的社区；

7.营造更健康，更清洁的环境，促进居民的健康
和福祉；

8.扩大公民空间，增加开放空间和公园的数量；

9.制定改善社区成员生活质素的政策；

10.增加社区的公民参与；

11.重申华埠与其邻居的联系。

2010 年，总体规划监督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持续
进行的总体规划实施委员会，以不断召集社区领
导者，一起评估与社区愿景相关的机会和威胁。
尽管个人参与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
但总体规划委员会的延续，对社区自 2010 年以来
在实施愿景方面的进展至关重要。

正在进行的总体规划过程提供了统一的理解，愿
景和实施计划，极大地帮助了华埠社区主导工
作。 2020 年总体规划中的目标和策略，参考了 
2010 年设定的目标，并为自 2010年以来的变化提
供了背景，因为它们与住房，公共领域，流通和
历史保护等主题相关。以下是自《华埠总体规划 
2010》发布以来，所取得的变化和成就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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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区域中心

华埠仍然是大波士顿地区亚裔和移民社区的重
要本地和区域枢纽。这反映在华埠非牟利机
构的服务基础上。每 4 个波士顿华埠社区中心
（BCNC）接受服务的客户，就有近 3 个是住在
波士顿，昆市或磨顿市的，而 90 ％ 接受华人前
进会服务的客户，亦是来自这些社区。

豪华化和华埠不断变化的人口统计数字影响了社
会服务领域的每个部门。这需要进行彻底的评
估，以探索以下观察结果：

-华埠的大多数服务机构已搬迁或在昆西和磨顿等
社区，开设了卫星站点

-非牟利的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人数有所减少，以
营利为目的的中文托儿中心的出现。波士顿公立
学校的全面学前课程 Universal Pre-K 帮助一些在
职家庭，继续获得优质照顾。

-新的政府对职业和大学途径的关注，似乎增加了
社区中的工作和高等教育机会，但同时也导致了
较低水平英语学习者的学额。

-缺乏用于情绪康健的资源和支持。
鼓励进一步的跨部门和跨社区的伙伴关系，联盟
建设以及创新的计划设计向前迈进。

2010-2020更新

房屋保护与发展

自 2000 年开始十年的豪华发展以来，华埠自 2010 
年以来，在可负担住房的保护和发展方面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的豪华住房使
该地区的工人阶层家庭特质，有被推至边缘的威
胁，而房屋轮候名单很长。

自 2010 年以来，共保存了 1055 套补贴住房，计
划保存 102 套公共住房，丢失了 12套。

波士顿市可负担住房资金拨款的增加，推动了华
埠新一轮的可负担住房发展。从 2010 年到 2019 
年，华埠增加了 2,008 套住房，其中有 1,629 套以
市场价格购买，有 379 套（19％）得到补贴。与
前十年相比是有所改善，当时在 1,177 套中，只
有 168 套（14％）可负担。住房存量的类型也多
种多样，有 51 套新的房屋具所有权机会，另外有 
70 套公寓正在筹建中，以及约 50 套新的 2 卧室
和 3 卧室单位。但是，在华埠附近的 2,115套新住
房单位中，有 1,942 套（92％）是高端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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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2019 年 11 月，华埠商会（CBA）对许多华埠企
业主进行了调查，以了解其客户群的人口数字变
化。尽管在此领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评估和定量
分析，但商户作出了不少观察：

-华埠以外的传统客户群减少

-更富裕的年轻人，讲普通话的客户有所转向

-使用公共交通或乘车共享应用程式的客户增加

-增加甜品，珍珠奶茶或咖啡馆式企业的吸引不
断，改变客户群并减少餐厅的规模

商户推测，在 Malden 和 Quincy 的亚裔企业的增
长，加上华埠缺乏路边停车位，都与这些转变有
关。

安全与行人环境

社区成员已与波士顿交通运输部门就行人和单车
安全，以及其他交通规划问题进行了合作，最近
一次是与“慢速街道”倡议，“ Go Boston 2030” 和 
“ Vision Zero Boston” 合作。尽管行人安全，交通
和停车仍然是社区最关注的问题，但仍进行了一
些改进：

-实施了一些交通管制措施，包括在Kneeland 尼
伦街沿线设置延时信号，以及在 Washington华盛
顿街和 Kneeland 尼伦街的四向交通停车迅号。

-沿 Kneeland 尼伦街和 Harrison 夏利臣道安装的
单车道，以及在陈氏公园和 Harrison 夏利臣道安
装的 Blue Bike 共享单车站。在陈氏公园安装了单
车架。

-现代化停车收费表，可用信用卡和基于应用程式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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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和公园

在华埠继续遭受绿色空间短缺之苦的同时，华埠
向公众开放的公民场所的范围，也有重要步骤地
增加，并使之多样化。

-包氏艺术中心于2017年开幕，为社区提供各种文
化艺术项目。

-华埠临时图书馆于 2018 年在中华贸易大楼开
幕，过去两年来吸引了 104,951 名访客，并正在
计划在Tremont 天满街 290 号，设立永久图书分
馆。

-沿玫瑰肯尼迪林荫大道（Rose Kennedy 
Greenway）的华埠公园（Chinatown Park），最
近更名为凯妮（Auntie Kay）和陈毓礼（Frank 
Chin）公园，现在拥有新园具，PlayCubes，旋转
式公共艺术品和社区项目，并与绿道自然保护区
的维护和维修加强协调。

-MassDOT已与华埠门户地区的 May Sun Plaza 艺
术品维修取得合同。

-菲利普斯广场第一期得以实施，安装了座椅，桌
子，盆栽和鲜艳的设计，以鼓励人们使用这个新
的公共空间。

-在Hudson 乞辰街的闲置私有土地上创建了临时
公园空间，并进行了试点项目和社区花园。

更绿色及更健康的社区

在过去十年中，一些举措集中于社区的健康和福
祉，并包括教育课程，其中包括提高对预防保健
策略和环境健康问题如空气污染。

-服务合作组织致力于改善母语的医疗服务，包括
心理健康服务和预防保健教育。

-华埠机构和商户领导人发起了清洁华埠委员会。

-社区宣传和教育计课程提高了人们对与交通有关
的空气污染，作为公共卫生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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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公民参与

华埠继续转变为一个积极参与的社区，在社区对
话中有更多的社区参与者。华埠的优先事项已在
政策层面，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过去的十年中，华埠在市政选举中的投票率，
相对于全市投票率为84.6％ 至122.7％之间，平均
占全市投票率的94.9％，使华埠成为全市投票率
最高的社区之一。

-社区居民和持份者参与了交通和行人安全，图书
馆服务，文化项目，开放空间，公共地段愿景和
住房需求等规划过程。

-新的社区代表参加了发展审核程序和影响咨询小
组。

-华埠的优先事项已 纳入有关图书馆服务，短期
租赁监管，多元化，对可负担住房或反流离失所
倾重，以及新的可负担住房资金的政策和项目
中。

全家福 1 (2019), Warren Wong
爸爸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家庭郊游照片，因他一直在工作。他每周只休息一天，

通常也会是如常工作。他绝不享受生活，但这就是养家糊口的事。

全家福 2 (2019), Warren Wong

我们登飞美国前的一张照片。直到退休后，爸爸才和他合影留念。谢谢爸爸。

“无名英雄”系列
在华埠内，包氏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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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保卫华埠。
华埠不应该进一步缩水。
界线在不断缩小。 ”

–由华埠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会主持的历史文化保
护会议的社区成员，2019 年 10 月 19 日

华埠占地约 137 英亩，位于波士顿市中心附近。
该社区的北部与下城接壤，东面与皮革区和东南
高速公路接壤，南面与南端接壤，西面与中城文
化区，波士顿公园和湾村接壤。在任何市区环境
中，邻域界限的范围都被认为是单独界定的，而
且永远是可变动的。波士顿华埠也不例外。

在1980 年代，华埠社区委员会（CNC）开始将
华埠的界限定义为北起贝德福德街和西街，东起
京士敦（Kingston）到I-93 / JFK Surface Road，
南起东伯克利街，以及西至Tremont天满街 和
Charles 查理士街。为了更好地了解社区的增长和
变化，《华埠总体规划 2010》所界定的华埠规划
区域更大，该区域向东延伸至 South 南街 / I-93。 
《华埠 2020 年总体规划》更新通过相同的 2010 
年界定其规划区域重点。波士顿规划和发展局
（BPDA）依照华埠社区对 PLAN 规划的修改定
义：下城，不包括机构土地，终点为东面的 John 
F Fitzgerald Surface Road / Albany亚班尼街和南
面的 I-90公路。在以下地图中说明了所有这三面
的界限。

对于 2020 年华埠总体规划，在整个规划策略中同
时提出了 2010 年华埠总体规划和PLAN规划：下
城界限。作为定量数据收集的一部分，仅将重点
更加突出在 CNC 的界限与当前美国人口普查局
的人口普查区域和地块界限进行比较。

人口普查区是郡的一个较小的，相对固定的统计
单位；其人口规模通常在 1,200 至 8,000人之间。
街区块是人口普查区的细分，通常可容纳 600 至 
3,000人。从以下地图（24页）中可以看出，华埠
是包括三个人口普查区的一部分和八个街区块。
由于规模较小，这八个街区块提供了对华埠人口

统计数据的更精确估算；然而，当地官员每十年
更新一次这些细分，这使得将2010 年之后和2010 
年之前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比
较。因此，在以下各节中，人口普查区域界限用
于评估一段时间内的华埠人口统计资料，并在图
中以“华埠和下城” 表示，而在评估华埠当前状况
时，使用街区块组在图中以“华埠” 表示。 

为了与其他华埠社区规划文件保持一致，我们选
择确认华埠的 CNC 社区议会的定义。但是，我
们的分析表明，二十年的豪华化发展已经改变了
华垾地区的人口结构。展望未来，需要进一步的
对话，来确定这些界限是否仍然适用于邻居。

关于界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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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埠界限（规划文件）

界限已参考过 2010 年华埠总体规划，波士顿规划及发展局（BPDA）的规划：下城（2020年）和华埠
邻区议会（1980年代）。 2020 年华埠总体规划是以华埠 2010 年总体规划界定的界限為其规划区域重
点。

2010 年总体规划界限
规划：下城界限
华埠邻区议会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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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区和街区群组覆盖华埠和华埠区议会（CNC）的界限。 在以下“数据概要”页面中，人口普
查区域数据标记为 “华埠和下城”，而街区群组数据标记为 “华埠（CNC）”。

华埠界限（人口普查数据）

人口普查区界限
华埠邻区议会界限
街区块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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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区界限
华埠邻区议会界限
街区块界限

DATA SNAPSHOT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Source: 2013-2017 ACS 5 year survey, U.S. Census Bureau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Chinatown 
(CNC)

Chinatown & 
Downtown Boston

Total Population 11,528 14,206 669,158
Race/Ethnicity
White 38.1% 42.4% 44.9%
Black 3.7% 3.5% 22.7%
Asian 48.2% 44.5% 9.4%
Other 2.8% 2.7% 3.6%
Latinx 7.3% 6.9% 19.4%
Nativity and Citizenship Status
Native NA 57.0% 71.7%
Foreign Born: NA 43.0% 28.4%

Born in Asia NA 81.5% 26.0%
Born in China NA 68.5% 11.3%

English Usage at Home and Proficiency

Total population 5 years and over 11,216 13,778 634,280 
Speak English only at home: 45.1% 49.2% 62.4%
Speak an Asian language at home: 26.0% 38.4% 7.2%

Speak English less than “very well” 59.9% 60.9% 33.3%
Economics

Per Capita Income $50,900 $43,309 $39,686 

Median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47,779 $45,350 $62,021 

Total Households: 3,366 5,892 263,229 
Under $15,000 34.2% 30.5% 17.9%
$15,000 to $34,999 20.5% 18.5% 15.6%
$35,000 to $74,999 15.5% 14.3% 23.5%
$75,000 to $149,999 8.9% 11.9% 25.1%
Over $150,000 21.0% 24.8% 17.9%

Total families for whom poverty status is determined: 1,924 2,503 126,885 
Family Poverty Rate 20.5% 16.9% 16.0%

Total population for whom poverty status is determined: NA 11,300 626,118 
Individual Poverty Rate NA 26.6% 20.5%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the Population 25 Years and Over

Total population aged 25 or older: 7,087 9,414 457,113 
Less than High School Diploma 48.2% 26.4% 13.9%
High School Graduates or Higher 33.0% 73.6% 86.1%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44.1% 51.2% 47.4%
Graduate or Professional Degree 23.5% 26.6% 21.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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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 黑人 亚裔
人

多种族或其他 拉丁裔人 18以下 18至24  25至64 超过 64

人
口

百
分

比

人
口

百
分

比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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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出生 外地出生

英语  亚裔语言

人
口

百
分

比

5岁
以

上
人

口
百

分
比



28

 年  年

所有居民 白人家庭 亚裔家庭

华埠 波士顿

家
庭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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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或以下 学士以上学历 研究生或专业学位

华埠劳动力最多的住所（按
人口普查）

25
岁

以
上

的
人

口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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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曾经） 糖尿病（曾经）  高血压（曾经） 有健康保险 有私人医生 有难度明白医生
的意思（最近一
次到访）

华埠的华裔成人（21 岁以上）
波士顿成人（21 岁以上）

华埠的华裔成人（21 岁以上）

波士顿成人（21 岁以上）

成
人

百
分

比



自 1990 年以来，华埠和下城区的人口在增长；在
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邻区估计增加了7700 人。
仅在华埠的人口为 11,528 人。

与这一增长同时发生的是邻区居民的人口变化。
亚裔居民仍然是最大的种族群体，但与2017 年相
比，他们在 2017 年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小。与此同
时，白人居民的比例也在增长。

华埠和市区的整体社会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
例如，最近的估计显示，与 2000 年相比，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更少，获得大学学位的人
数更多。家庭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儿童（18 岁以
下的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年轻人（18 至 24岁）和成年人（25 至 64 岁）的
数量有所增加。

尽管总体人口的社会经济趋势良好，但数据表
明，华埠的亚裔居民继续面临重大挑战。例如，
华埠亚裔居民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仅是白人居民
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小部分，自 2000 年以来，这
一差距一直在增加。

这些趋势可能部分归因于过去二十年的豪华化发
展，吸引了年轻的专业人士和高收入居民。虽
然，这种类型的开发可以带来新的可负担住房和
社区福利，但也可能给现有居民和零售业带来压
力。

数据显示，华埠对可负担住房的需求仍然很大。
华埠有大量居民承受着沉重的住房开支负担 - 将
其收入的 50％ 或更多用于住房开支。毫不奇怪，
在社区主导的 “健康视角” 分析和医院主导的需求
评估中，住房被确定为社区最关注的健康问题。
住房不稳定和与住房有关的压力，与较差的心理
健康结果和更大的儿童发育延迟风险标志有关。
房屋质量差会直接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与室
内空气质量差相关的呼吸和心血管疾病。

经济和住房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反映在华埠居民
的健康状况及其环境质量中。尽管华埠的亚裔居
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有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生，
但在这些居民中，只有三分之二的人，称自己的
总体健康状况良好或更好。这大大低于全市的总
体卫生水平。

居民认为与波士顿其他社区相比，他们受到的污染
物更多，他们将空气质量作为社区会议，专题小组
和访谈中的高度关注。在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修
建了约翰·F·菲茨杰拉德高速公路和麻州收费公
路，穿过华埠的中心，同时避开了较富裕的湾村。
今天，华埠是一个交通严重堵塞的地区。研究发
现，华埠的颗粒物污染浓度要比市区高。颗粒污染
与肺和心脏病有关。

尽管存在这些差距，但华埠还是被居民视为一个安
全而迎人的社区。在采访中，居民表示“在华埠生活
就像家一样” 。零售和人口统计可能发生了许多变
化，但居民仍然称赞社区，文化和饮食，并将其与
自己的幸福感联系起来。

关键议题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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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塑造梦想的房子”（2018），Lily Xie, Crystal Wegner, Yuyi Li, Pihua Liu

这些叶子包含访客对 “ A House Shaped Dream” 的反馈。 “ A House Shaped Dream”是一个
多媒体装置，通过绘画，书写和声音艺术形式，在房屋结构中记录了华埠对绿色空间的

关注，将居民对新公园的渴望，叠加到 30 多年來多个空置的土地上。在安装过程中，邀
请来访者在纸质叶子（如图）上写下对华埠的希望和关切，这些叶子随后形成了房屋兴

建的墙壁。

这个项目是由艺术家 Lily Xie 和克里斯特尔·韦格纳（Crystal Wegner）以及华埠居民
Yuyi Li 和 Pihua Liu 在 2018 年创建的，它是居所实驗室（Residence Lab）的一部分，这

是由包氏艺术中心和亞美社区发展協会组织的具有创意的安居保留住所。
33





2020	-	2030	年2020	-	2030	年
目标和策略目标和策略

大众之门（2019）， Jieyi Chen

华埠牌楼是波士顿华埠的地标建筑。许多游客
拍照证明他们去过那里。

在华埠内，包氏艺术中心



房屋目标

-确保保留现有的可负担住房
-优先考虑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扩大住房选择的数
量和范围

2020-2030 基准测试

2014 年，总体规划委员会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到 
2025 年，在豪华化发展浪潮与 1,000个新的可负
担住房之间取得平衡。华埠的建设，批准和正在
审查中的项目，目前有望达到716 个新的不负担
住房。即 2010 年至 2025 年间占新住房单位的 26
％。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社区应该继续努力达到或超
过这两个目标：

1）到 2030 年，新建或新保存的 1,000 多套可负担
住房

2）保持华埠一半以上的住房价格稳定，以使其成
为工人阶层移民街区

关键价值观和原则

-为家庭和劳动人口提供的住房，特别是为工人阶
层移民的收入水平，提供的极低收入住房

-为历来代表性不足和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房

-混合用途开发和混合大小单位，满足低收入和工
人阶层华埠居民的需求

-绿化机会，屋顶花园，高质量的空气过滤，世代
空间，可增强社区健康和生活质素

-新住房开发的气候变化适应力

目前情况

自 2000 年以来，豪华住房热潮为华埠带来了 
2,638 套新的市价单位。在 2010 年至 2015年之
间，波士顿市报称其社区住房成本上涨了 43％。
其次，短期租赁行业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更多的价
格上涨，并使私人无补贴住房的居民流离失所。
在波士顿今天的华埠，拥有一些最大的社区财富
不平等现象。

在新的可负担住房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补贴用于
极低收入家庭（低于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60％）
，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住房，用于极低收入家
庭（AMI为30％）； 是确定居民的住房需求为最
大的人群。

自 2010 年以来，唐人街与市府合作，在可负担
住房的保护和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
时，数量众多的豪华住房有可能使该地区的工人
阶层家庭特质被边缘化，而对可负担住房的需求
仍在继续增加。

华埠当前库存：

-5,696 个住宅单位
-3,152 市价单位（55％）
-2544 可负担单位（45％）

注意：此处的数据大致对应于 CNC 华埠区议会
的界限，但出于一致性考虑，不包括波士顿大
众公园旁的Tremont 天满街上的豪华住宅开发项
目，该开发项目不在 2010 总体规中。 

自 2010 年以来的更新

-翻新和保存1,055 个现有的补贴住房，失去了 12 
个住房的可负担能力保护。

-伊娃·怀特公共公寓（Eva White Apartments）
共有 - 102 套公共住房，预定进行私人保存和翻
新。

-通过社区保护法（CPA）和包容发展计划

住房目标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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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新的由城市筹集资金推动了新的可负
担的发展浪潮。
-从 2010 年至 2019 年，华埠增加或批准了 2,008 
套住房，其中 1,629 套以市价计，有379 套（19％
）得到补贴。与前十年相比，这是一个改进，当
时增加了 1177 个高端单位，而只有 168 个属可负
担（14％）。

-在华埠附近的 2,115 个新单位中，高端与可负担
比率约为 9:1。

-拥有 51 个新的购房机会，另外 70 个在售公寓以
及大约 50 个新的 2 睡房和 3 睡房单位。

-当新的可负担单位在哈德逊街上线时，有 4400 
个申请 95 个租赁单位和 1600 个申请 51 个公寓。

-随着短期租金的增加，房屋销售价格飞涨。Tyler
泰勒街上的一栋四层楼房屋的价格从 2000 年的 
37.5 万美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90 万美元，再到 
2017 年的 301 万美元。

-波士顿市于 2018 年通过了短期租赁法规，但社
区认为强有力的执法是至关重要。

即将到来的发展影响：

开发商目前在Beach必珠街25-29 号，Harrison夏
利臣道15-25 号以及在Lincoln林肯街125 号华埠排
楼对面的一座主要办公大楼的酒店提议，引起了
人们对交通堵塞和高层建筑继续蔓延的担忧。

一般的挑战

-最需要的是为极低收入和很低收入人口提供住房
-新的可负担住房的可用地段短缺
-公共资金有限，难以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
-时间安排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建筑成本会增
加
-住房抽奖系统使华裔居民很难进入新的经济适用
房，而因迁离而流离失所的人没有优先返回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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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Data 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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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 家庭 ELI 长者 市价单位 受契约限制的可负担单位

极度低收入
极低收入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新
的

住
房

单
元



策略

1. 通过监控补贴到期日子，来保留现有的补贴住房，并确保可负担而不会驱赶租户。

该邻区大约有 2500 单位受补贴的可负担住房，是将华埠保持在地图上的锚点。社区可以继续与波
士顿市密切合作，以监督住房补贴的期限，并倡导使用地方，州和联邦资金来维持可负担。如可
能的话，租户或社区所有权可永久保留可负担性。

 2.在大同村停车场，Herald先驱街 50 号和 12 号地段，推动当前有关可负担住房发展的提议。

 3.优先考虑 R-1地段，A 地段和 阿灵顿Arlington街152 等公共或社区拥有的物业，因为它们代表   
 着重要的立即和即将到来的机会，以扩大可负担住房。

12 号地段

关于开发 105 个可负担租赁单位和 63 个可负
担公寓，华埠图书馆以及 250 个塔夫茨共享
服务单位和 Double Tree Hotel 双树酒店扩建
停车位的建议。

大同村停车场

建议发展 85可负担的租赁单位和 39 个替换停
车位。
Developer also proposes high level air 
filtration to mitigate traffic-related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先驱街 50 号

先驱街 50 号是中华公所 CCBA拥有的，长期指定
为住房用途。
-建议以 185 个市价和 120 个可负担单位，148 个
停车位和 14,000 平方英尺的商业空间
-需要及时取得进展，以通过包容性开发计划，充
分利用 Shawmut所物街112 的资金承诺，用于非现
场可负担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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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地段

-处置用于开发可负担住房的 R-1 地段
-考虑华埠用户的生活质素和健康状况，在 
Parcel R-1地段平衡开放空间和住房需求
-包括混合用途住宅在内的开发共识。对于
这个地区，可负担的家庭住房是一个优先事
项。

阿灵顿街 152 号

-Josiah Quincy昆士中学前校舍，以前是林肯学
校，将随着新校舍的开发而腾空
-旧学校建筑可转换为可负担住房或高级住房



A 地段

-在先前的总体规划中确定为优先住房地点，
现时计划是用于新的 Josiah Quincy 昆士高中
校园。
-需要立即进行可行性研究，以探索在计划中
的学校之上，发展可负担住房的可能性。

25号地段 / 华埠排楼区

-25、26a，26b 和 27 地段是 MassDOT 麻州交通
部拥有的地段，计划用于大规模开发和Reggie 
Wong 黄述沾纪念公园
-社区租赁将保护 Reggie Wong Park 黄述沾纪念公
园至少15年
-MassDOT 麻州交通部拥有的 Parcel 25 地段可能
会在今年（2019-2020 年）发放用于劳动力人口住
房发展
-项目将对华埠和皮革区产生重大影响

中华贸易大楼

-中华贸易大楼是在Boylston保士顿街 2号 ，目
前由 BPDA 用作商业租赁物业，并在地下层
供作社区空间。
-社区成员表示有兴趣在未来利用中国贸易大
楼建设以社区为主导的住房，商业和/或服务
空间。

好彩大厦

由牛津地产拥有 Essex 和牛津拐角处，是作
为社区福利协议的一部分，具可负担住房发
展的潜力，曾提议在林肯街 125 号建办公大
楼。参看Phillips Square Opportunity Area菲利
普斯广场机会区。

泰勒街78号

这座历史建筑由天主教大主教区拥有，以前
是玛丽诺修女会的住所，可保留下来，并改
建为小型可负担住房。

排屋街

随着一代房主的年龄增长，以及波士顿的《短期
租赁条例》生效，市政府可以与社区合作，采用
诸如社区土地信托模式，生活财产协议，或具有
长期可负担契约的房屋维修补助金之类的创新方
法，来保护社区。华埠的一些历史悠久的红砖排
房屋，便可永久成为可负担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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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考虑并寻找机会将私有土地重新开发，以建造可负担住房。



5.制定支持住房策略的政策和用途分区修正案。

-增加地方和州的收入作可负担住房用。
-支持制定地方包容性发展和联系政策，租户购买权，以及其他增加市府权力和选择的建议。
-重新评估多样选择试点的政策，并扩大因被驱赶和城市更新而流离失所的邻区居民的选择。
-修改用途分区，以保护核心排屋街，同时允许公共地段的密集度。将非牟利和免税地点重新划分
为非牟利或可负担住房。
-对弱势租户实施更强的防流离失所保护措施。
-改革规划，发展和分区管理，以增强社区的声音和问责。
-鼓励提供适当的预留规划设计和减少暴露于空气污染的设计特征。
-探索是否可能征收空置税或计划，以将枯萎的房产转化为社区具生产力的用途。
-监督短期租赁条例的执行，以确保投资人业主将单位保留在住房存量中。

公路村停车场

社区反对将该地点重建为 25 层高，在 2003 年， 
Trinity Financial 提出的主要是以市场价格计算的
高层建筑。设计合理，规模较小的发展可增加可
负担住房，而不会牺牲邻居的生活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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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堂

波斯纳堂（Posner Hall）是塔夫茨大学
（Tufts University）四层高的研究生宿舍，位
于大同村（Tai Tung Village）对面的哈里臣
街 200 号。尽管塔夫茨大学没有计划發展該
处，但代表们确认，只有大约 3％ 的健康科
学学生住在学生公寓里。通过增加学生住房
或成为混合用途住房，可建立机构/社区伙伴
关系，该场所的未来再开发，可缓解住房压
力。



住房策略地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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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提议 即将到来的机会 私有土地

12C 地段

大同村停车场

Herald先驱街 50 号

R-1地段

阿灵顿街 152 号

A 地段

25号地段 / 华埠排楼区

中华贸易大楼

泰勒街78号

排屋街

好彩大厦

公路村停车场



“在我流离失所之后，房主立即将我们的旧房子出租
给短期租客。当我新家下面的单位变成Airbnb 民宿
时，我的家人感到没有安全感。每隔几天就会有不同
的人进出，这里很嘈吵。最近，华埠有很多居民像我
家人一样。由于豪华化，许多长期家庭面临租金上涨
而流离失所，我们的许多房屋都变成了永久性的短期
租戸。” 

-- 黄美群，Johnny Ct 流离失所的居民

“自 2015 年以来，我已经从 乞辰街103 号迁出以至流
离失所。当我看着新大楼建成并接近完工时，我仍然
找不到稳定的住房。我没有任何机会搬回那里 ” 

   -- 余佩英, 乞辰街Hudson Street 103 号前居民

“我和我的妻子住在华埠的一间屋子里。每层有8 个
单位，一个共用浴室和厨房。我们用一间小电饭锅在
卧室里做饭。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但是，那是在唐
人街，我们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小地方中，即使租金
大约是占我们收入的50％，我们已经申请了许多老人
和资助住房的地方，时间超过8 年，但仍在等待名单
中。有每个月1200 美元的可负担的单位，房租都差不
多等于我们的全部收入。我和我的妻子只想入住稳定
的住房，但我们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 梅鹤鹏，夏里臣Harrison街 86A 号居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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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目标

-扩大公民空间，增加开放空间和公园的数量
-培养更可持续，更绿化的社区，以改善生活质素
-建立更健康，更清洁的环境，促进居民的健康和
福祉。

2020-2030 基准测试

-华埠的树冠覆盖率达 27％
-绿地占开放空间的比例增加，尤其是沿步行街
-在 12C 地段上的永久开放华埠图书馆

关键价值观和原则

-建立绿色和/或开放空间的网络
-改善现有公共和私人开放空间的可及性
-为华埠的开放空间和公园中所有年龄段的所有社
区使用者提供全年项目；
-在华埠利用统一的设计元素，在视觉上将公共领
域联系起来
-建立气候变化适应力，扩大树木资源和绿化面
积，并利用适应策略，减轻洪水和极端高温的风
险
-减少开放空间设计中与交通有关空气污染的风险

目前情况

在采访和社区研讨会期间，居民谈到了华埠居民
目前可用的有限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是一个广
泛的类别，涵盖了从草地小公园到铺好的篮球场
的所有设置。这些空间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可
为居民提供社交，参与娱乐活动或享受大自然的
场所，来增强公共领域。

市府的公园公平地图显示了市区十字路口地区和
华埠的开放空间不足。根据2015 年《波士顿开放
空间和康乐规划》，包括华埠在内的波士顿中部
地区，每 1,000 居民有 2.17 英亩的受保护开放空
间，而城市平均水平为每 1,000 居民 7.59 英亩。

为了使居民能够从公园中受益，他们必须易于接近
并且被认为可以安全到达。居民指出，由于道路不
安全和社区资源有限，在获得康乐机会方面面临挑
战。 2015 年的规划发现，“现有的公园设施分布广
泛……它们的规模和数量有限，不能充分满足这个
不断增长的社区的需求。”

对开放空间的审核发现，有几个开放空间并未公
开，并且很少有植物生态。植物生态可抵消市区的
热岛效应，在市区中，拥有大量深色铺盖面，比同
一地区的近郊和郊区吸收更多的热量。在有树木遮
荫及草皮表面的地方，吸收到的热量较沥青少，植
物覆盖地区是缓解健康岛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极
高的热量可能导致中暑或加重现有的医疗状况。种
植区还可以缓解洪水，这既可能导致遇溺和触电死
亡等直接不利健康影响，也可能导致因霉菌暴露或
供水污染而遭受疾病等间接危害（华埠 2020 总体规
划 HLA，2019）。总体而言，华埠在暴雨或暴风雨
期间都有雨水泛滥的风险，而随着海平面上升，这
种风险将增加。

认识到植物覆盖对可持续性和健康的关键作用，波
士顿市承诺种植 100,000 棵树，以使到 2030 年全市
树冠覆盖率达到 35％。然而，以 8％ 的树木覆盖
率，包括华埠在内的波士顿中部地区，就远远没有
实现这个目标了。一份华埠树木清单发现，该邻区
的通道几乎没有提供成熟树木遮阴，而且，几乎所
有较大的树木只可以在 Eliot Norton 公园以南的一
个街区找到。该清单确定了 23 个现有的和 350 个新
的潜在种植地点，这些地点将需要去除人行道混凝
土，以便种植树木。通过这些站点，清单报告的作
者估计，华埠的树冠覆盖率将增加到 27％。

自 2010 年以来的更新

-包氏艺术中心于 2017 年创立，为社区提供各种文
化和艺术项目。
-华埠临时图书馆于 2018 年在中华贸易大栖开放，
过去两年来，吸引了 104,951 名访客，这表明了巨
大的需求。在借出的 49,359 本书中，有 11,914 本借

公共领域的目标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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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占 24％）是汉语，26.735 本少年读物和 1,654 
本青少年读物。其他服务包括借出 9,626 张CD和 
DVD，使用 7,589 台次的笔记本电脑，数百本期
刊，数码和有声读物以及各种儿童和成人项目。
正计划在 Tremont 街 290 号设立永久图书分馆。
-沿玫瑰肯尼迪林荫道（Rose Kennedy Greenway）
的华埠公园（Chinatown Park），最近更名为
陈毓礼（Frank Chin）黄丽蓉（Auntie Kay）
伉俪公园，现在拥有新的公园设置，游乐立方
PlayCubes，旋转式公共艺术品和社区项目，并与
Greenway Conservancy 自然保护区，在维护和维
修方面加强了协调。
-麻省交通部已与 May Sun Plaza 艺术品订立华埠
排坊地区的维修合同。
-在 Hudson 乞臣街地段闲置的私人土地上，创建
的临时公园空间和社区花园。
-菲利普斯广场第一期得以进行施工，安装了座
椅，桌子，盆栽和鲜艳的设计，以鼓励人们使用
这个新的公共空间。

一般的挑战

-气候变化适应力差
-华埠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尤其是洪水和极端高温
-洪水泛滥的风险高，准备不足；在暴雨期间，洪
水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低树冠覆盖
-使用基于波士顿树木清单的模型，确定了全市基
准树木树冠覆盖率为 27％。在华埠，据估计树冠
覆盖率不到 10％，2020 年 1 月发布的《街道树清
查报告》指出，华埠几乎没有成熟树可以遮荫。

-邻居的谈话突显了华埠增加植物覆盖率的困难。
狭窄的人行路可能难以种植，有些人认为绿叶植
物覆盖加剧了乱扔垃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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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ealm Data 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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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与BPDA合作，与私有公共场所的业主和/或管理人进行对话，以期使这些场所对华埠居民更为   
开放和方便。

2.寻求机会以确保社区控制和使用公共空间。

- 使用社区土地信托模式，通过租赁保护并建立对 Reggie Wong 黄述沾公园的社区控制。实施维修和安
全改善。
- 由市府或社区拥有的地役权可确保持续不断的公共出入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
- 社区管理的微电网，以防停电。微电网通过从中央电网岛来提高弹性。由微电网服务的建筑物可以充
当避难所，社区成员可以在那里寻找住所，给电话充电，获得医疗帮助等。

3.继续倡导通过扩展项目和建筑设计，将华埠与绿色通道联系起来，以使空间与多样的华埠开放空间使
用者更相关。

4.优先通过绿化网络连接华埠，尤其是在行人使用率较高的街道上，例如必珠街和哈里臣街。请参阅流
通策略 #2。

5.通过改善华埠不同邻区之间通道的步行可能力（例如通过收费公路和马津尼路）来改善社区连通性。
参看流通策略 #3

6.与市府和 “波士顿为树木说话” 等团体合作，鼓励创新的计划性机会来增加可穿透的表面和绿色植物。
例子包括屋顶园艺，邻里植物交流和种植小巷。

7.让社区参与现有公共空间中城市设计建议的规划和官方渠道。参看菲利普斯广场和华埠排坊机会区。

有关公共领域 Public Realm 目标，背景内容和策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CDC 亚美发展协会在此处发布的《开放空间计划》Open Space pla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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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son 乞臣街地段：支持创建永久绿色空间
- Metropolitan 大都会庭院
- 66号 Hudson乞臣社区和露台空间
- 塔夫茨医疗中心在华盛顿街空间
- 塔夫茨大学拥有的物业，位于泰勒街以及华盛顿和天满街之间
- 大同街至马津尼路



公共领域： 目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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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氏艺术中心
华埠图书馆 (临时)
华埠图书馆 (永久)
华埠公园

Hudson 乞臣街地段

菲利普斯广场



公共领域：策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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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dson 乞臣街地段

Metropolitan 大都会庭院

塔夫茨大学停车场

66号 Hudson乞臣

塔夫茨医疗中心

塔夫茨大学拥有的物业，位于泰勒街

马津尼路



流通目标

-增加公共安全，改善行人环境，并参与交通规
划，以满足社区需求
-培养更健康，更清洁的环境，促进居民的健康和
福祉。
-制定改善社区成员生活质素的政策

2020-2030 基准测试

-交通事故有关的行人零伤亡

关键价值观和原则

-确保华埠街道上的行人安全，适合各个年龄段的
唐人街使用者
-改善华埠行人路的清洁度，尤其是在不必珠街地
区

目前情况

社區成員對行人安全，交通，停車和垃圾收集有
很多憂慮。根據波士頓市的交通數據，每天有成
千上萬的車輛經過華埠的街道。儘管華埠的街道
上汽車交通繁忙，但大多數居民仍將步行作為主
要交通方式。

虽然华埠居民主要是步行往返，但交通拥挤对华
埠的道路和人行道使用者，构成了安全威胁。波
士顿零视野的数据说明了华埠内的许多街道和十
字路口，容易受到行人，骑自行车者和机动车碰
撞的伤害。对行人来说，波士顿最危险的街道和
十字路口是位于华埠。仅在 2017 年，华埠就有 
18 辆车撞倒行人。

在过去两年中，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特别集中
在 Kneeland 尼伦街和 Washington 华盛顿街。在
采访和小组对话中，社区成员列举了由于道路不
安全和社区内资源有限，而在获得康乐机会方面
遇到的挑战。游乐场和绿色空间以及安全的人行

路和人行横过道，都鼓励体能活动和社交活动，进
而可以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道路并不适合所有使
用者的观感，会阻止华埠居民走出社区，而变得活
跃。 

自 2010 年以来的更新

社区成员已与波士顿交通运输部就行人和单车安
全，以及其他交通规划问题进行了合作，最近一
次是与 “慢速街道” 倡议，“ Go Boston 2030” 和 “ 
Vision Zero Boston”合作。尽管行人安全，交通和
停车仍然是社区最关注的问题，但仍进行了一些改
进：

-实施了一些交通管制措施，包括在 Kneeland 尼伦
街沿线，设置延时信号以及在Washington 华盛顿街
和 Kneeland 尼伦街设四向交通停车信号。

-沿 Kneeland 尼伦街和 Harrison 夏理臣街安装的单
车道，以及在陈毓礼公园和 Harrison 夏理臣道安装
的 Blue Bike 公享单车站。在陈毓礼公园安装了单车
架。

-现代化的停车收费表，可用于信用卡和基于应用程
式付款。

一般的挑战

BPDA将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进行了一次对话，但
是在Kneeland尼伦街上看到，设置新的自行车道会
给不认识的行人带来新的安全隐患。

停车是社区会议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小商戸东主
担心，由于缺乏停车位，他们正在失去部分客户
群。同时，华埠居民寻求减少乘车辆出行，并减少
附近相关的交通空气污染。由于机会成本高，停车
引起了实际的担忧。用于创造额外停车位的土地和
资源，可用于增加开放空间和/或可负担住房。

同时，更高的建筑密度和更多住房中居民的数量将
创造更多的交通流量。

流通目标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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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解决垃圾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创建一个
业务改进区（BID）在市区工作，但是对于向企
业所有者收取额外费用存在公平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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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Data 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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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 公共交通 单车 步行 其他

16 岁以上工人的百分比

波士顿

华埠



社区指认的流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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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流通问题

行人安全

人行道垃圾问题

可改善的路口

I-93坡道



策略

1.与波士顿交通运输部和公共工程部门合作，通过交通缓和设计解决方案和其他人行横道，改善唐人街
的行人安全。

2.寻求改善人行路条件并增加街道绿化时，应优先考虑必珠街和夏理臣道的行人通道。这包括确保顺
畅，平坦的表面，更宽阔的人行路以供行人通行，种植盆栽的街道树以作绿化遮盖，以及改善垃圾/回
收基础设施。请参阅公共领域中的策略 #4。

3.通过改善华埠不同区域之间路径的步行可达能力，来改善社区连通性。虽然Beach St心珠街和Harrison 
Avenue 夏理臣道是华埠居民的主要步行通道，但优先考虑善待行人设计的其他街道，包括Harrison 
Avenue 夏理臣道和Washington Street 华盛顿街，它们沿着收费公路将华埠连接I-90州际90 号公路和
Marginal Road 马津尼路。请参阅公共领域中的策略 #5。

4.与波士顿交通运输部和波士顿警察局合作，以改善交通法规的执行。 

-安装雷达速度路标以提高管制交通速度

-加强单车交通法规的执行并考虑指定的单车交通灯

5.与波士顿公务局合作，探索并实施针对华埠街道上过多垃圾的编程和设计解决方案，例如额外的垃圾
收集日。改善垃圾收集的执行。

尼伦街路口

-在夏里臣道和尼伦街四路交通停车讯号
-乞辰街和尼伦街的其他人行横道

必珠街

-在基埠排坊区域优先考虑行人安全。Beach必珠街和 John 
Fitzgerald Surface 道的交叉口，被确定为繁忙和危险的地
方，但也是行人横过的重要地点。
-调整必珠和林肯交叉路口的交通方式
-使用诸如交通灯熄灭之类的交通缓解元素，并使用高速摄
影机来减缓沿必珠街的车辆通行探索，利用十字路口的艺
术品，进行改善十字路口的潜力
-从夏理臣道（Harrison St）到华埠排坊（Chinatown 
Gate），使必珠街为单向或仅作行人路，以增加行人空间
-扩大行人空间，将为增加绿化和座位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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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寻求改善人行路的条件，使其对行人更加友善。这包括确保顺畅，平坦的表面，更宽的人行路以供行
人通行，绿化以及垃圾/回收基础设施。

7.增加来自波士顿近郊（如昆士市和磨顿市）的劳动力人口，顾客和社会服务客户群进入华埠的公共交
通的可达性。支持改进 MBTA 地铁和公交服务基础设施。倡导 MBTA 地铁的低收入票价。

8.在批准有关改变街道方向性的建议之前，请 BPDA 和 BTD 波士顿交通运输部门与公共程序分享交通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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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文化保育目标

. 保护和加强华埠，作为新移民的门户和华裔和亚
裔美国人文化与服务的区域中心
-华埠将增强其历史和特色，成为对城市，州和地
区至关重要的独特社区和文化中心。

2020-2030 基准测试

-华埠命名为历史文化区
-通过土地用途分区保护历史悠久的排屋街道
-保留历史建筑并将其撤出投机市场中
-可见和互动的标记建立移民历史足迹径

关键价值观和原则

尽管南湾/华埠社区拥有丰富而迷人的 190 年历
史，但它并没有得到与邻近的较富裕社区（如背
湾或笔架山）相同的认可或保护。仅关注地标建
筑保护的传统方法，无法解决华埠的社区稳定优
先事项，及被认为是豪华化的潜在驱动力。

北美市区华埠被建立为新移民和种族隔离和迫害
避难所的著陆点，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中产阶级
化和遭受流离失所威胁。一种新的历史和文化保
护方法，不仅要保留具有重要建筑意义的建筑
物，而且还要寻求华埠作为一代移民工人阶层居
民和小型企业的锚点的稳定特征和作用。

历史文化保护框架是稳定华埠未来的总体计划
中，以前从未探索过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华埠
的历史和文化特色与维护工人阶层的住宅和小型
企业核心是息息相关的。

对保护的更广泛定义包括实体建筑物，历史标记
和街道景观，还包括传统企业，公共艺术，文化
习俗，历史文献以及教育活动，例如华埠的社会
历史之旅。

目前情况

-随着豪华高厦的大量涌入，亚裔移民的工人阶层
人口与较富裕的白人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
-虽然仍然拥有一个强大的小型企业份额，但许多
迎合工人阶层居民的最小的设置已经关闭或搬迁
了。
-位于泰勒街（Tyler Street）上的原本昆士（Josiah 
Quincy）学校建筑，已被纳入国家历史名胜名
录。
-1990年，麻州历史委员会确定华埠是符合国家登
记注册条件的地区。
-波士顿地标委员会（Boston Landmarks 
Commission）在 1997 年对华埠的旧建筑进行的一
项调查，将其许多 19 世纪的建筑称为具有重要建
筑意义的街景。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火爆，导致投资者业主提出
了拆除或扩建历史性排屋的新建议。
-纽英仑中华历史学会领导了记录美国本地华人历
史的工作。其他几个社区组织也有项目来记录，
欢庆和宣传华埠独特的历史。

一般的挑战

与文化规范和现有居民社区相反，保育通常与有
形建筑和建筑环境因素相关。人们对保育可成为
豪华化力量的方式有了很高的认识。

策略

1. 在波士顿的短期租赁条例通过之后，迅速抓住
机会将历史悠久的排屋保留可负担住房。倡导财
务和技术支持计划，以促进快速购买高价值物
业。

2. 围绕华埠的 “占位” 和公共艺术项目建立支持，
以欢庆其历史并创建 “移民历史足迹”。

3. 探索对华埠用途区划代码的更改，以创建排屋
覆盖分区。具有与其他波士顿排屋分区相似的尺
寸限制，拆除延迟和房客的优先购买权。

历史和文化保育的目标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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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波士顿地标委员会探讨可能的 “历史街区” 选
项及其对社区稳定目标的利弊。

5. 继续在全社区范围内讨论该区域内可能的发展
准则。

6. 探索能稳定为华埠居民服务的小型企业和非牟
利组织的计划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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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育：相关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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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Josiah Quincy）学校

纽英仑中华历史学会

排屋

玛丽诺修女会的住所



“对于工薪阶层移民来说，在历史上，华埠具有极其
重要的历史意义。我相信保存排屋是重要的，因为它
们是邻区的历史特征。餐馆和面包店对附近居民以及
驾车人士也至关重要。”

“对我来说，虽然我在西医诊所寻求护理，但我寻求
医疗的另一个方向是通过草药，我只能在华埠找到这
种医疗。当我去看中医时，也看到很多其他人在等取
中草药,。我注意到有强烈的广东传统来煲汤。这些汤
水需要特定的成分，如杞子，我只能在华埠找到。”

“华埠是移民的理想登陆地点，及满足其他需求，了
解美国文化，并站稳阵脚的切入点和起点。”

-- 华埠居民参加历史文化保护社区会议（2019 年 10 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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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denChi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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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P Concentrations

Credit: Patton AP, Zamore W, Naumova EN, Levy JI, Brugge D, Durant JL.  Trans-
ferabil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Regression Models of Ultrafine Particles in Urban 
Neighborhoods in the Boston Are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49:6051–6060.

华埠和摩顿周围的污染浓度

背景

直接住在 93 号和 90 号州际公路旁及南站附
近的华埠居民。附近繁忙的道路和柴油火车
交通加剧了空气污染，这使华埠成为人们最
优先考虑的健康问题。道路附近的空气污染
包括汽车，货车和其他车辆产生的颗粒和气
体。其中，超细颗粒（UFP）是首要关注的
问题。 UFP 很小，很容易进入人的肺部，血
液和大脑。

十多年来，UFP 超细颗粒一直是在华埠进行
复杂健康研究的重点。这项由暴露在高速公
路社区与健康评估研究（CAFEH，更多信息
请参看http://sites.tufts.edu/cafeh/），提供
关于高速公路污染如何影响居民的深入，详
细和针对特定地点的信息。

华埠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CAFEH 广泛的空气污染监测发现，在以下
的情况下，华埠的 UFP 浓度通常较高：如寒
冷的天气，低风速，高流量和高速公路的顺
风侧。收集到的数据用于计算和预测华埠的
年平均 UFP 浓度，发现这些浓度远高于作比
较的社区，例如 Malden。

即使在控制了多种因素（例如吸烟）之后，
华埠居民对 UFP 的暴露程度也较高，血液中
的炎症水平较高。虽然对于感染而言，炎症
是有益的，但长期的低度炎症可能会增加心
脏病，呼吸道疾病和神经系统健康状况的风
险。

幸好，减少空气污染的策略可以有效减少负
面健康影响。例如，CAFEH 最近的一项研
究发现，室内空气过滤可以降低华埠参与研
究者的血压。

华埠的空气污染

减少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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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

进气口位置

壁障

高速公路上的平台设计

土地用处和设计

公园设计

通过适当的更换和长期维护，过滤器可以有效地改善室内空
气质量。过滤条件应为最低效率报告值（MERV）13 或更
高。便携式空气滤清器还可以降低颗粒物的浓度，但百分比
较低。

通过将进气口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移动，尽可能远离交通，
可以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考虑到整个华埠的 UFP 数量很
多，最好在屋顶上放置建筑物的进气孔。

业已表明，障碍物可以减少污染和噪音。在当地交通流量大
的区域应谨慎使用，在这些地方，污染会困在非高速公路一
侧。

如果设计正确，在高速公路上装上平台，可以从平台部分清
除所有与公路相关的空气污染。该策略的共同利益包括市区
的联系和创造生产土地。

增加空气流通量的城市设计实践，可以更有效地分散污染。
不应将敏感的土地利用置于污染源的顺风方向。

公园在改善和改善环境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康乐和休
闲区应远离主要道路。在生产食品的花园中，种植根茎类蔬
菜，因为它们往往会在所食用植物的部分，积聚较低水平的
空气污染物。

建筑设计

可以设计新的建筑物和作装修，通过密封外墙的窗户和其他出口，来防止污染的室外空气进入。 “密
封” 的建筑物应与充足的通风和经过过滤的新鲜空气结合一起使用。

减少空气污染的策略

市区设计

精心设计的社区和绿化空间，可以减少步行者和当地公园使用者的暴露在污染中。

50-90%

~50%

10-50%

~40%

10-50%

~40%

暴露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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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 （2019），Justine王

在这一刻，华埠的居民处于各种运动状态。

在华埠内，包氏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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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地区机遇地区

“下雪了”（2019），Jieyi Chen

波士顿华埠在冬季下雪，这里的道路几乎被雪覆盖。当积雪覆盖道路
时，它看起来很美，因为白雪皑皑，使建筑物脱颖而出。

在华埠内，包氏艺术中心



机遇地区
华埠总体规划委员会已经确定了几个地点，作为社区规划和愿景规划的优
先重点，我们将其称为机会区。与华埠 2010 年总体规划中确定的锚地区
相似（并重叠），这些地点既可以预测即将到来的发展活动，又可以看到
锚定和稳定华埠未来的机会。

计划：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波士顿下城，Parcel R1 地段愿景研讨会和开
放空间计划研讨会，均在过去一年为在这些地点的社区愿景提供了机会。

 

A - 菲利普斯广场
B - 华埠排坊
C - R-1地段
D - A 地段至 50 Herald 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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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价值观和原则
社区成员的优先事项是为飞利浦广场在推动永久
性设计：

-反映华埠的文化历史
-为社区提供空间
-延伸至必珠街商业区
-提供多代景点
在温暖和寒冷的天气下

介绍
菲利普斯广场（Phillips Square）是三角形的宽
大街道，从彩丝街（Chauncy Street）与艾塞克
斯街（Essex Street）汇入夏理臣大道（Harrison 
Avenue）。该处被选为《华埠 2010 年总体规划》
中的锚点地区，并在 BPDA 领导的一系列规划研
讨会中，被设想为华埠的第二个入口。在第一阶
段的实施中，涉及种植盆箱，鲜艳的标记和街头
设置，有机会让社区参与，为菲利普斯广场创建
更具永久性的设计，其中包括反映华埠的历史和
文化的街头设置，种植和公共艺术。游客进入社
区，并为不同世代提供开放空间的设施。

社区反馈
该公共空间将为一系列用户提供便利，包括附近
的年老居民，游客以及居住在华埠的年轻家庭，
他们已经常光顾该地区，但不一定有休息或享受
公共场所的地方。

公共空间的设计应包括座椅，绿化和喷泉。
建议在炎热和寒冷的日子里，吸引居民和附近商
户参与的计划包括：

-流动商贩
-图书馆手推车
-社区花园种植箱
-冬天的取暖火坑

机遇地区: 菲利普斯广场

所需空间的质量包括：
-与艺术和文化相关
-一个安静的休息地方
-春节期间设有季节性服务亭的节日

社区成员表示有兴趣将公共空间扩展到夏理臣街
至必珠街，以提高步行可达力，并在华埠最繁忙
的步行街和商业区建立绿色网络。将夏理臣街
（Harrison Avenue）变成一条单向街，向南朝必
珠街（Beach Street）创造更多公共空间的提议，
进一步体现了这一点。该地区面临的挑战是在改
善公共领域的同时，保持本地商戸的停车位。

 好彩大厦

作为 益石士Essex 街和牛津Oxford 街拐角处社区
福利协议的一部分，可负担住房发展的潜力，由
牛津地产 Oxford Properties 拥有，该处提议在林
肯街 125 号建办公大楼。

共识是有兴趣用可负担的家庭住房重建 Ho Toy 
好彩大厦。与会者比较并对比了新建建筑与翻新
现有建筑的好处，并最终选择了可以提供社区空
间的新建筑，例如屋顶花园。

社区愿景设计研讨会之后提出的其他考虑因素，
包括定 Ho Toy 好彩大厦为历史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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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广场如何成为通往华埠的门户？”

-2019 年 7 月在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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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参与者的绘画和笔记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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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价值观和原则
使华埠排坊区域对开放空间的用户和行人具有亲
切，方便，安全和有吸引力的环境。

介绍
华埠排坊是最易辨认的邻里图标，向所有进入华
埠的人发出信息。预计将在林肯街125 号的华埠
排坊对面，并在MassDOT 麻省交通运输部拥有的
25 号地段（华埠排坊特别研究区的一部分，也被
称为《华埠总体规划2010》中的南湾锚地区）的
一个街区外，将进行重大商业发展，在社区带来
挑战和机遇。莘埠排坊周围是社区的几个主要公
共开放空间-华埠公园（更名为Chin陈毓礼公园）
，Mary SooHoo 司徒丽英公园，Reggie Wong 黄
述沾公园，以及临时的 Hudson 街社区花园。沿
Kneeland 尼伦街的交通拥挤，北面93号州际高速
公路的重铺路面，以及南面的高速公路出口，都
面临着艰巨的交通条件，必须解决，以加强华埠
排坊区公共场所之间以及华埠与邻近地区之间与
Leather District 皮革区的行人连接。

社区反馈
该地区的首要问题是交通安全，改善和增加开放
和绿化空间，噪音和空气污染以及加强行人流通
性。

华埠排坊前交通繁忙。通过调整必珠和林肯上的
交通模式，使用交通缓解元素并使用速度摄像
头，标牌和交通摄像头，使道路更安全。

陈毓礼公园（唐人街公园）

- 在陈毓礼公园（Chin Park）种植更多的绿化植
物。斜坡道的高架草床将使维护更加容易。
- 环绕 Chin 陈毓礼公园，沿公园边缘设有植物屏
障，以确保在该地区玩耍的儿童的安全
- 通过扩大象棋和西洋跳棋的空间以及增加带有
健身器材的健身角，可以鼓励华埠公园中更多类
型的用户使用该空间。
- 社区成员讨论了华埠公园中使用的设计元素（
例如宝塔屋顶，水元素和竹子），这些元素可以
在华埠的公共领域中其他地方使用，以视觉上将

用户连接到华埠。

夏理臣街地段

ACDC 亚美社区发展协会与 Pao 包氏艺术中心
合作，于 2019 年夏季将夏理臣街地段 （Hudson 
Street Lot）用作社区花园和临时公共艺术装置的
场所。从长远来看，人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永久性
绿化空间，灌木和树木，并希望通过与学校和学
童的合作，来鼓励使用该空间。

黄述沾公园

黄述沾公园（Reggie Wong Park）没有足够适合华
埠居民的项目和用途。很难造访，而空间未被邻
居充分利用。通过设计元素和行人环境的改善如
树木和长凳，以及公园中的方便设施，增加华埠
与黄述沾公园的连接。

-渴望社区提供多代空间；包括不同世代的游戏和
健身器材，
- 黄述沾公园（Reggie Wong Park）种植更多树
木，座位和运动设施。
-通过设备存储设施，座位，南端的空气污染屏障
以及黄述沾 Reggie Wong 公园的公共艺术，来扩
大和改善 Reggie Wong 黄述沾公园。

绿色通道

与绿道保护协会合作，增加华埠排坊公园的绿
化，可渗透的表面并进行项目。寻求合作伙伴的
机会，以扩大和改善公园空间。

机遇地区: 华埠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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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使华埠牌楼区对空间的使用者和行人来说，是一
个宜人，方便，安全和吸引人的地方？”

  - 在华埠健康设计工作坊中提出的问题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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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参与者的绘画和笔记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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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地区: R-1地段

关键价值观和原则
R-1地段是未来可负担住房开发的优先地点，应尽
快进入公共处置程序。

介绍
R-1地段是该地区附近仅有的未开发和未指定的城
市拥有的地段之一，自 1990 年代以来，一直被用
作塔夫茨大学和塔夫茨医疗中心的地面停车场。 
2017 年底，社区，机构和波士顿市达成了一项协
议，塔夫茨大学将其开发权转让给 Parcel R1，并
逐步巩固其在附近的停车场用途。

华埠 CLT，亚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其他社区合
作伙伴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有远见的对话，重点是
开发 Parcel R-1 地段，以满足可负担房屋和其他
社区需求。 R-1地段是 2010 年华埠总体规划中，
被指定为重要社区发展用地的公共场所之一。

社区反馈
社区成员更喜欢带有可负担的家庭住房的多功能
住宅开发项目。讨论了带有 1-3 个卧室单位的各
种大小的家庭住房。讨论的主要设计考虑因素包
括建筑物的高度以及在街道水平和屋顶上创建开
放空间。

建筑群的开放空间很重要，可以在不同的高度建
造。还可在不同高度建造 Parcel R-1 地段的未来
开发项目，并在三层相连排屋对面的哈佛南街边
缘，兴建较低的 FAR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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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在 Parcel R-1 地段上平衡开放空间和住房需求
考虑到华埠用户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

  - 在 2019 年 7 月的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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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参与者的绘画和笔记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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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区域：Parcel A 地段至 50 Herald 先驱

关键价值观和原则
该地区的首要问题是租金上涨，亚洲杂货店的消
失，高速公路的空气和噪音污染，行人路的通行
性以及行人安全。

介绍
A 地段今年被命名为Josiah Quincy 昆士中学新校
区的地段，长期以来也被视为重要的社区发展
点，以可负担住房为目标，而在Mass Turnpike 
麻州收费公路上，则面是50 Herald Street 地段，
该地段已租出。在 1980 年代由塔夫茨医疗中心
（Tufts Medical Center）共同开发了可负担住
房。 先锋Herald 街 50 号周围的区域在 2010 年华
埠总体规划中被称为 “纽约街锚点地区”，以表彰
其在该地区的悠久历史，并期待着Albany-夏理臣
走廊沿线的重大发展。纽约街地区高端住房的快
速增长，突显了公共和社区拥有的土地对于最大
限度地提供可负担住房，以促进社区稳定的重要
性。公共领域和交通状况的改善对于增加华埠和
南端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社区反馈
- 讨论了设计元素，例如使用照明和美化环境（
从高速公路上的公园到重型种植箱），以增强 
I-90 麻州收费公路上的华埠社区联系。
- 社区成员还对当前跨高速公路人行道的无障碍
问题表示关注。他们建议对所有区域的人行道进
行 ADA 符合性审核。
- 高架人行道和街道平整设计可以改善行人安
全。
- 有兴趣在 A地段的学校顶部建造可负担房，但需
要更多有关财务和法规的信息。也对新教学大楼
上的绿色屋顶和/或屋顶花园感兴趣。
- 社区成员建议在高速公路上以及房屋和学校建
筑物周围，使用物理屏障和种植屏障，以减少噪
声和空气污染的暴露。
- 空气过滤和通风是房屋和学校的重要考虑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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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通过收费公路连接华埠社区？”
 

 - 在华埠健康设计工作坊中提出的问题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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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参与者的绘画和笔记
2019年7月



健康华埠设计研讨会参与者的绘画和笔记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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