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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总有一个中国城！”
      DC Council Chairman Vincent C. Gray ,市议会议长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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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像安良工商会大楼，现在的龙之味餐馆和中国城
都有所改变。可是它们的弹性正显示了市区所具
有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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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
是一个社区文化策略，该社区对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保持
亚裔美国人文化的纯正性满怀热诚，并渴望从其所处的地
理位置获益。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Chinatown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CDS）将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置于

该地区华裔/亚裔文化企业、计划、服务、活动和节庆至佳目的地的地位，使
之成为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城市内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作为一个独特目的地，
中国城位于国家中心（National Mall）与瓦尔特 E.华盛顿会展中心（Walter 
E. Washington）之间，都市地铁系统第二大站的位置，其地位要求它在独
特的历史文化基础上进行发展，在太平洋沿岸国家及印度日益升起的时代充
分利用其国际特性。

中国城面临的挑战
作为中心城市一个久负盛名的地方，现在的中国城具有丰富多彩的亚洲风格
建筑物及标志、餐馆和企业，有长期居民和访客，24小时营运的巴士构成
纽约中国城与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过，作为一块民族聚
集地，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在过去40年中衰落了。1970年，有3000名亚裔
美国人在中国城内及周边生活；现在却不到300人。该地区华裔和亚裔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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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和获取其他机会，纷纷从城市移居郊
区。结果，目前该地区缺少亚洲主题的企业和文化组织提
供的服务、集中度及多样性，而这是构筑不断发展的文化
目的地和居住区所必须的因素。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以
及缺乏用以协调行动的正式策略，很难形成建设性的伙
伴关系。 

过去10年，哥伦比亚特区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城造成了
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它使中国城主要转变成
为市中心娱乐区。1997年建成的Verizon中心（正式名
称为MCI中心）、2003年开张的沃尔特 E.华盛顿会展中
心、Gallery Place及其附近地区密布的剧院和零售店等，
都是对中心城市发展有益的一些实例。它们为该地区创造
了大量生意兴隆的餐馆、就业岗位和密集的白天和夜间
活动。很多中国城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房地产价值的相应增
长，导致华裔拥有的物业被出售、各类华裔拥有的企业破
产、全国性连锁餐馆取而代之。土地价值及其衍生的租
金使得本地人拥有的小型创业企业很难发展，除非它们
能成功利用该地区日夜川流不息的访客。 

中国城的独特机遇
这些挑战并非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所独有，全美国的中
国城及其他文化民族聚集地或多或少也面临相同的问
题。不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首都，这为重塑中国
城，转变为21世纪拥有各种文化和经济投资的新型中国

K STREET

MASSACHUSETTS AVE NEW
YOR

K A
VE

NNSYLVANIA AVE

Walter E.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1 M Visitors Annually

White House
1.5 M Visitors Annually

National Mall
25 M Visitors Annually

Union Station
32 M Users Annually

US Capitol
3 M Visitors Annually

Chinatown

接近主要游览地：DC的中国城座落在游客最常光顾的市中心，位于东南西北的交叉路口，它的形象和品质对
于华盛顿特区在会展中心、酒店总部以及周围的居住区和工作区的投资都很重要。

在１９９７年建造的Verizon中心刺激了中国城以及周围
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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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提供了独特机遇。作为国际化的城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巨大潜力包
括180个外交使团和外国使馆，哥伦比亚特区每年2000万访客中有120万
以上是外国游客，利用这些条件，从中可以创造更多的文化与经济里程碑。
作为其潜力的明证是华盛顿不断发展的坚实零售业市场，包括一些刚到哥伦
比亚特区的零售企业，它们在这里取得的每平方英尺总营收高于它们在全
国其他地区的任何商店。 

为什么不在中国城创建一个有活力的亚裔文化目的地，强化本地居住区，把
文化的丰富性、酒店业和旅游业融为一体，从而发展经济？以现有文化历史
为基础，通过扩展真正的亚洲及国际零售，有可能更充分利用该市仅几个街
区开外的国家购物中心、白宫和会展中心内云集的游客。海外商店和餐馆在
美国寻找店址，包括鼎泰丰餐馆（台湾），上海滩（中国的服装店）、Sanrio
或Hello Kitty（日本的礼品店）。  

中国城转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文化服
务和多样化体验的中心，将有益于中
心城市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旅游、餐
饮和零售业发展，当然也能提供独
特服务，使中心城市作为工作场所日
益具有竞争力，作为服务齐全的居住
区更具有吸引力。中国城尚未开发的
潜力以其独特性和探索海外文化的
吸引力为基础，这对大量会展参与
者、国内外游客及该地区的邻居和
哥伦比亚特区居民都意味着附加
值。

规划程序
哥伦比亚特区委员会主席Gray支持
本举措。哥伦比亚特区规划办公室
和亚太事务办公室与个人、社区组
织、市中心BID、市中心居住区协会

和主要物业业主合作，制定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的具体行动建议。本文件
的内容详述了过去10个月来参与者确定的中国城发展目标及行动建议，包括
《社区手册》之类可能在未来10到15年组织和指导行动的材料。

旨在强化中国城的日益强烈的决心，存在于社区及都市区的各个领域。这种
支持既来自传统华裔居住区目前和过去的居民，也来自很多其他人，这些人

Economic Economic 
OpportunityOpportunity

Cultural Cultural 
ResourcesResources

Tourism & Tourism & 
HospitalityHospitality

投资动态：如果策划合作得当，在文化
与经济发展以及旅游业方面的投资可以
互相支持补充。

600 block of H street, looking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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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在首都原有基础上创设一个文化表现场所具有的价值。为了将中国城
发展成该地区开展亚洲文化、计划和节庆活动的中心，为了使哥伦比亚特区
成为地图上一个会聚传统和当代亚洲企业和节庆活动的场所，需要社区有
持续强有力的领导、富有创造力的合作关系及公共部门的协助。中国城文化
发展策略确立了对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未来的共同远景，清晰阐述了共同目
标，规划了旨在利用机遇和建设社区的各项行动。

社区参与
从规划工作初始至今，社区的参与使我们确信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包括最
杰出的想法，涉及人们关注的问题，反映社区愿望。CCDS项目的四场大型会
议，积极地从社区各阶层召集了80人参加。十五次小型特别工作组会议及
四场大型公开会议提供同声传译服务，包括国语和粤语。印刷材料也译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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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这有助于不懂英语的华裔居民和商人积极参与讨论。通过规划办公室
与亚太事务办公室网站及电子邮件清单服务发布会议信息，张贴所有文件和
讲座材料，使所有人都很容易接触全部信息。此外，亚太事务办公室与各亚
太裔美国人社区组织合作，致力于传播信息，更新这些组织的网站，为访问
网站的中国城商人提供新的信息，亲自邀请他们参加会议，告知他们最新进
展。 

2008年7月31日：发起会议 - 规划小组从主要利益相关方收集信息、问
题和想法，以便更好地了解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

2008年9月10日：首次社区会议 - 规划小组领导预备研讨会，社区成员确
定中国城的优势与劣势。把中英文观点和建议的录音整理成文字。5个重点
关注领域显现出来：
• 社区领导
• 艺术与文化
• 商业与经济发展
• 设计与公共领域
• 居民与居住区 

讨论会参与者的优点、缺陷、机会和对中国城的威胁

600 block of H street, looking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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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0日：第二次社区会议 - 会议前，通过电子
邮件发出通知，要求与会者选择一个主题领域作为关注焦
点，然后根据主题分成5个小组。每个小组集体讨论应对中
国城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的方法，并与双语引导人和/或记
录员一起，给全组做讲座。 

2008年12月10日：第三次社区会议 - 规划小组提交前
一次会议的观点和分析，社区成员分享他们的观点。与会者
报名参加具体的特别工作组，更加深入地参与制定计划和
建议。

15次特别工作组会议 
五个小组在2个月内各举行了3次会议。在这些特别工作组
会议上，规划小组与成员合作，充实中国城的目标，确定主
要行动项目的优先次序。特别工作组的工作直接导致本策
略中提出的优先事项，作为小区域规划策略交给哥伦比亚特
区政府批准。

第一次社区会议，二零零八，九月十日

第二次社区会议，二零零八，十月二十日

居民小组会议，　二零零九，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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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今昔
 

二零零八，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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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特区
中国城的历史

A Portion of Chinatown on Pennsylvania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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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iKSisan Seeing Chinatown one of the features in nearly every
large American city And yet it is a fact that few even though they
travel with the open sesame of police protection ever tee more than the
outer fringe of the little patch of transplanted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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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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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cles kept for maay cycles the

of red are renewed and China-
town becomes gay ia ruby hued bits of
bunting and gloriously brilliant placards
These latter are expressive of good will
and pleasant wishes for the

that is Just dawning Then it ia
that all the colony maxes merry ia hon-
or of the oeeaskm All work that eon
be left undone Is suspended and even
the most unpretentious laundry of
poorest coolie keeps ope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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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 time of general rejoicings of
forgiving enemies and forgetting old
grudges and of the paying off of debts
In this respect the Chinaman is most
scrupulous Every financial obligation
must end with the year lie enters on
the new period with a clean slate and a
elear JLlkewIse he
many sUekjpoC fs
shave wat hVji jiimispm
their slant oyes and have smiled the
Wand smiles of Cathay upon his

A Genial Host
John makes many calls In this festal

period and all his guests are received
with the Celestial equivalent of Happy
Now Year to oranges Chi

nuts and other delicacies and ot
course tea plenty of tea Chinese wises
are sometimes indulged in but set to
any great extent for the Chinaman te
abstemious and the native beverages are
strong The one generally offered to the
guest if say liquors be Indulged IB te a
rice wine white and almost odorless and
of a sickly sweetness It seems harmless
enough but wee to the luckless Occiden-
tal who indulges IB it Us aleoaottc pow-
ers are far beyond those of any Western
drink and Its effects use the stomach
unused to it are disastrous An early

of disstaes gives way to death
ly sickness and evca the vomiting of
Wood and it is often slays before food
CM be retained

Hk Trade
Generally the Chinese merchant oceu

plea a higher rank la the social scale
thou his customers He ie ORe of a little
aristocracy whtafe outside of business
relations does sot mingle with the lowly
Hardworking washer collars and sulfa
But in boaineee it te different John
confines his trade as muck as he can to
his fellow countrymen Eves articles of
American manufacture such as soap
laundry appurtenances etc are pur-
chas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tradesman Washington rTrrifiiij
some good examples of the Chines gea
eral store a store which is ROt

nor yet American but a strang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Eves the largest-
of then to smell compared with the

transacted in them and the wide ex
tent ef the lines of goods handled They
do not believe la specializing these
genial salesmen from the Pacific
all is Mil that comes to their nets They
cloths in the semiChinese fashion that
prevails here their customer from the
breadbrimmed hat beneath which his
queue is securely tucked to the soft felt
shoes that he shuffles along IB as he
walks the street

Strange Assortment of Goods
He him his provisions Chinese

vegetables of American growth or
dessicatod food brought from the
tact shores of acme He trades la
tobacco and pipes in furniture and

yea In opium He soils
the familiar lily bulbs that spring up IB
a saucer of pebbles and water the
nuts that have found hosts of American
admirers and tbc yard bricklike pil

that John vJ cea under his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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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Higher Class Stores

when he reposes IB a word be te a
merchant of parts

If he hoe a monc oly off thtrade
the Chinese te-

net to accenting the eefit of the
country from Caucasian palms Hat te
not enterprising in this respect enter-
prise and China have been contradictory
terms for many centuries Still in Ida
dingy show window you will find dainty
articles of chinaware appealing ato the
American eye tiny fairylike r L-

cevers like inverted saucers Bdant to
keep the aroma of strong tea a close
prisoner and odd little saucers with
porcelain spoons Intended origiaally
for strange settee but now far
more likely te fad a retting place la the
ehiaa closet or aa the wbataet of some
collector of

Here too It you are wttitag te pay
a good price you may buy object of
teak wood strangely carved aad fitted
Ugther a veritable riot of Interwoven
dragons and other creatures trash from-
a mythological nightmare Thy are
works ef art though that more
than art to recommend them to the
purchaser That thing Is the touch
of years that never falls to awaken rev
crone in a Chinaman Strange It
may seem this recommendation applies
eves to clothes Some ot the most

articles of wear that Chinatown
affords are the rick heavy silks of
former times sow some three and four
hundred years old But they were made
to last and as they are only assumed
on certain occasions many will outlive
their present owners and pass down to
usefulness la a future generation

Disapproves ef Caucasians
The restaurant is next to the store

the great place of assemblage But hero
the Caucasian baa intruded aad bin
presence ie looked upon with disap-
proval by the Oriental For this reason
some of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are intended for white pa
tronage only and their are ace
hued to chop suey and yakomein and a
few others known to Ameicana la
those places any of the ouiatles that
Chtaase admire are not to be had
for good causes For instance goose
eggs that have hoes stored away ia
clay for several years until they have
reached a high state of decay are not
likely to be la any great demand Aa
educated Catomaa recently when

at the idea ef eating such a dish
was expressed reminded his friend that
Americans were known to be toad of
cheeses when age and certain forma
of maggotlife lend the proper flavor

Has Hk Home Life Teo
The restaurant te the threshold of

Chinatown beyond which the casual la-

vesttgatsr sever pasaes or to permitted
to pass For strange to say John baa
his too To be sure many

fe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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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ypical Shop

of those laboring in this country have
famlHes or bridesbetrothed la the land

jC biLjUuft SCm a few of Ute better
clageegbaVB Mir wives her
dainty l daillaE creatures of Oataay
Wives and women relatives la general
are IB Chinese called the hidden
And such in fact they are Ask any
Chinaman if there are say Chinese w
men la Waahlagtoaa Chinatown Btther
he will deay it or iaunm an ak of

Ignorance Svea who
8 supposed takaow all things going

on the members of police force
have here BO eertaia kaowledsje

And yet WaaMagtaas tiny
contains at leaet three little hutteyed
women of the Middle Kiagdem Their
lives are Indeed hidden they go out

at nil they seldom see even their
husbands most intimate friends Par
haa having been brought up to such a
lot they are contented Yet oae can-

not help picturing them as loagiac for
the faraway lad whore the poppies
bloom and the ehokw tile aaetent-
caaals along which llgatdeckad job
crisp at a saws pace

ef the Mecehaats
These women axe nearly nil wives of

the better CMOS merchants la their
homes their aarrottndings are aa truly
Chinese aa the mesas of ties head at
the house will permit The walls are
covered with bright colored hanging
huge iaaeriptloa reaching from ceiiia
to deer and carious productions from
the sad brushes of native eelebrl
ties The very ceiites are decorated
and manyUaaelled taatera baas down
adding to the general effect

la a te the
Chinese Idea of the beautiful
meats are always small sad are always
overcrowded with articles ef Ia

household occupy one wall surrounding-
a niche wherein a queer Itttle
porcelain Idol chinaware
sniff la a pleased manner at the incense
sticks burning la the brass rimmed pot
of sand below him

Odd Faraitwe
The furniture te buck aad richly

carved If it te not stained teak It te
ebony So the AaMrtoaaChtnese chairs
and Stools are uncomfortable but the
Oriental bed te a thing of torture It
Is a bunk ef wood waist high with a
covering of matting Sometimes a
blanket te used but as everything
Chinese is contrary John sleeps upon
It sal sot under It Beneath his head
be places a pillow that resembles a
brick ia shape and and to covered
with plaited rattan It Is made of herd
felt Inside Its virtue If it has say

la the feet that it will not dtsar

Chinatown and vice are often looked
upon as almost synonymous words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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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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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It te so te other cities but fn
Washington it te iffferent There are
no longer dirjM for the ac
thitar of the aeUee haev fped eut these

spots as sees aa they became
Of course many Chinamen

opluni Taut so long a do
it la their owa abodes they cannot b
molested The public Joint did
a precarious business at Jackson City
up to the time of the fire that helped

pe out that resort
There te of course one unfortunate

nature that seems always to be pres-

ent such circumstance white
women married to Cuinese Often they
are meted with the lowest t coolies

gamblers and general gsedfornoth
chaps If so their te a hard lot

they feel the keen edge their degra-
dation la a daily growing ostracism
Nearly all of such sues go to the pipe
for refuge Lad so the end soon comes

Weaorf Daeky Speeses-

la Wssbrngtea several Chinese
wedded dusky spouses and seem-

ingly made happy chokes John is gen-

erally a good husband sad generous
provider One family hoe been blessed
with a bevy of little almondeyed young4
uses They dress in the Chinese
casfnnw sad are often seen on
Avenue where they are objects of the
greatest iatercM They speak English

equally well but shun all
phkytiates who are not of Chinese pa
reatage

T te the old conventionality that the
I lawns of is a ways to
A make a for man and that

mans sphere lies always cutsMe
the hoe that causes much of mcdru
womans discontent and against which
she protests The purpose of all train

Into the world and to keep tile girl a
sad It is from this inequality and in-

justice that she oenwnds emanclpaioa
says Gentlewoman

The view w a mistaken however
the final ohjeet in the education of l uh

them
Irving at basso

Ia tact It is sad always has been
conviction of mankind that the luv of
both women sad men sabots liviI at
home sad acroreiagly the atm of b h
parcels te to prepare their sons r 1

daughters to properly discharge
duties toward the homo Their o
Is to see both happily settled in JVT S

of their own but ecogniz n the r-

encos between the sexes ana the gr r
share of responsibility a i Ied by n
tore to Ute man they give the boy r9
training necessary to niiie hits o
found and maintain the hume anl ro
the girl the training to carry it or

If the aim of the pari is a 3
taken one It Is at It appli t
partially to both sox s that tli q

be no valid claim C rj Mice ou
of either

If at the great naajoriti ci the v ribelieves the first duty of woman t
the home the training of the ma atemplates also the same duty for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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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的历史与华裔移民
美国的经历密切相关。华裔先是经历歧视，然
后寻求融入美国社会。华裔移民始于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数以千计的华裔逃离中国的经济困
境，希望在加州淘金热中寻找机会。随着加州
淘金热的终结，许多人留在美国，在加州及西部
其他各州从事体力劳动。

起初，中国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得到包容。但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萧条期间及之后，工
作机会稀少，华裔成了替罪羊，被戴上了抢走就
业机会的罪名。这些情绪上升为一系列排外行
为，最引人注目的是1882年的《排华法》，该法
旨在限制华裔移民美国、拥有物业并成为美国
公民。 

为了应对这些困难，也为了回应自身对文化认同
感的渴望，华裔移民在紧密结合的城市聚集地
定居。这些“中国城”包容不同团体，在这里，
人们可以说中文、颂扬中国文化，有经济机会，
并能稳定生活。 

华裔移民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始于1851年。
到1884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一个华裔社
区即“中国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4 1/2大
街附近建立，十几幢建筑物约有100位居民。
到1898年，中国城扩展到包括西北第三大街
的部分区段，到1903年，这里已设有药店、餐
馆、理发店、裁缝店、商人机构和社区组织，可
谓熙熙攘攘。 

中国城的迅速扩张持续到1929年，此时，联邦
政府强制搬迁中国城的全部居民，将该地区重
新开发成联邦三角项目，即一组政府建筑和文
化建筑。该项目迫使398名华裔居民和无数企
业寻找新的安居之所，对抗白人居民的抵制。
尽管遭遇这一巨大挫折，华裔居民和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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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建立了新的中国城，地点位
于西北第5和第7大街。在新的场所，
他们试图重新开始创业，重建文化
及其有形表现。到1936年，有800
人包括32个家庭居住在中国城。他
们建立了中文学校、俱乐部和娱乐设
施。中国城还有许多社区组织，包括
提供社会服务和支持的家族协会，
解决争议的地区协会，以及公民协
会或商人协会。  

1965年的《移民归化法》解除了对
亚裔移民的限制。除了华盛顿市日益
上升的犯罪率，明显高涨的税收以
及日益恶化的商务环境外，1968年
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骚乱促使许
多亚裔和许多其它城市居民移居郊
区，寻求改善住房条件。1976年华
盛顿地铁站开业，它被简单地命名为
Gallery Place（1986年更名为中国
城Gallery Place）。到1977年，哥伦
比亚特区原有的153家华裔洗衣店仅
剩约20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
代初，中国城经历了另一场变革。为了
促进区内商业，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确
定了会展中心和体育馆的重新开发计
划，提议在现位于第9和11大街的中
国城居住区中心地带建造哥伦比亚特
区会展中心（。为了向迁出旧会展中心
位置的低收入华裔和非华裔居民提
供经济住房，并保留中国城的其余部
分，在建设会展中心期间，华裔社团
在位于西北第6和H大街一角的Wah 
Luck住房项目上展开合作。资金来源
于美国住房和城市开发部，于1982年
建成153个单元Wah Luck住房。 

由于公共交通便捷以及获取经济住
房的更好选择，许多华裔继续迁居都
市郊区。随着中国城物业价值的提
升，剩余的华裔物业业主开始出售、
关闭或搬迁自己的企业。到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中国城内只有25%的企业
仍为华裔所有，只剩下30家华裔企
业，这继续为保持现今中国城的纯正
风貌提出挑战。 

将中国城定位为文化目的地和居住区
的最重要举措之一是1986年友谊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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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Friendship Archway）的建造。这座48英尺高、75英尺宽的大门
是美国最大的中式拱门，是中国城的入口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著名地标之
一。它还象征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北京市的友谊。 

参考文献：

Chow, Esther Ngan-Ling. “From Pennsylvania Avenue to H Street, NW: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shington’s Chinatown.” In Urban Odyssey 
(1996)

David Hathaway and Stephanie Ho, “Small But Resilient: Washington’s 
Chinatown Over the Years,” Washington History 15:1 (2003): 42-61.

Asian American Arts and media, Inc. Chinatown, D.C.: a photographic 
journa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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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中国城
友谊拱门
Photos courtesy of Alfred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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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特区综合规划
2006年首都综合规划为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提供了
背景，不仅在整个哥伦比亚特区的核心政策目标方面
如此，而且在中心城市和中国城本身更为具体的政策
和行动上也是如此。核心目标服务于综合规划的广泛
目的，即确立舞台，将哥伦比亚特区发展成“更加包
容的城市，确保所有居民都享有经济机会，保护并保
存我们最珍视的社区事物”。有关中国城，综合规划
通过拓展“小型、本地及少数族裔企业的机遇”，鼓
励创建“专门从事独特商品和服务的文化目的地零售
区”，为广泛目标的实现确定方向和重心。  

综合规划在华盛顿中心区章节提出了有关中国城区域
的具体指引。该规划认识到中国城“苦苦挣扎着保持
其特性”，并建议采取五项政策（如下所示）来解决
这个问题：
•  把中国城作为繁荣的市中心社区加以“维系”
•  把中国城作为“活力社区”和生活场所加以保护
•  强化“中国城建筑品格”的特性
•  支持“中国城的批发”企业
•  提升“中国城的目的地地位”

上述五项政策构成了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的基础，揭
示了其中包含的建议。

2008年中心城市行动日程
中心城市行动日程提出综合策略，利用并指导哥伦比
亚特区中心城市重新开发和增长的机遇。作为一系列
中心城市规划工作的组成部分，行动日程有助于为哥
伦比亚特区市中心发展成为生活娱乐区提供指导，为
哥伦比亚特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包括每年逾
6.3亿美元的年度税收（减去市中心维修费用）。行动
日程关注未来五年的四个主要目的：
•  “哥伦比亚特区居民优先”，首先提供丰富的住房

组合及支持市中心生活的便利设施
•  在独特地区和居住区创建一系列“重要的场所和体

中国城：规划背景

THE COMPREHENSIVE PLAN  
FOR THE NATIONAL CAPITAL:  

D I S T R I C T  E L E M E N T S 

1 0  D C M R      P A R T  1  

D C  O F F I C E  O F  D O C U M E N T S  A N D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I S S U A N C E S    

 I N C LU S I V E  C I T Y: 
F R O M  V I S I O N  TO  R E A L I T Y

ENROLLED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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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持续发展、全球竞争和本地繁荣” 
• “交通选择和步行街”

中国城是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城市的重要场所之一，行
动日程侧重于创建重要场所，支持居民生活，并建设
步行街，这些是中国城成功的关键基础。行动日程也
认识到，向中心城市及其社区如中国城注入公共投资
的迫切需要，以确保它们作为居住区的持续成功并对
广泛的哥伦比亚特区社区作出经济贡献。

从综合规划到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
2006年综合规划提出三项关键行动，来加强中国城
建设。第一项行动是继续并改进中国城的设计评审进
程。该行动由规划办公室持续监管。有关如何完成本
行动的详细建议，见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综合规划
中指定的第二项行动是添加中国园林主题，重新设计
位于第5大街和马萨诸塞大道的中国公园。中国城文
化发展策略提供了详细的行动步骤。第三项行动是主
持最佳实践调研，分析“其他城市保存民族商业区（

Governmen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drian M. Fenty, Mayor

Center City
Action Agenda 2008
Toward a Vibrant, Global,Washington, DC

市中心居民区培植特性：有特点的区域和多元化的特性使得市中心成为一个探讨差异
和体验原始经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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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心城市“中国城”）的经验”。综合规划建议，这项后续调
研应当针对哥伦比亚特区如何“通过土地使用和城市设计决策、监管
控制、商业发展和经济援助及旅游推广”，来保全并复兴中国城。中
国城文化发展策略是该综合规划行动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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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 Heights: Today this neighborhood
is rich with an abundance of Hispanic/ Latino
social and cultural assets, like the GALA
Hispanic Theater, as well as many businesses
and restaurants.

Greater U Street Historic District and
Heritage Trail: The historic center of the city's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 with cultural facilities like the
Lincoln Theater, is also home to many
Ethiopian businesses.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future location)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DC Destinations That Express Ethnicity

Rock
Creek

National
Park

National Mall

Union
Station

Florida Avenue Market: This market houses a
diverse mix of recent immigrant whole sale
owners, African American operators, and has
an agglomeration of Chinese and Korean
owned businesses.

Dupont
Circle

Chinatown

 哥伦比亚特区及其伙伴组织已经通过一系列计划，加强特区和居民区族裔性的行动，这些行动
是“遗产体验”，大SHAW/U街和佛罗里达街市场的“DUKE”计划。国家族裔和文化设施则
包括史密松尼国家博物馆的非洲彝美国人历史文化馆和美国印地安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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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行动摘要

團結協作

將中國城發展成為一個文化中心

創造一個物質與感官上的中國城

促進中國城的商業發展

生活在中國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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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國城發展成
為一個文化中心

創造一個物質與
感官上的中國城

增加中国城活力，文化是关键  提升中国城的外观和感觉

关键行动
1. 今年秋季之前制定一个亚洲街头

市场规划！
2. 与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项目合

作，制定一个亚洲主题活动年度
计划。

3. 开始建立一个亚洲中心。

配合行动
•  从事宣传中国城的工作，让中国

城成为所有人的文化景点。
•  建立一个网站或者在其它社交

网点建点，以便与更广泛的人接
触，增加中国城在互联网上的知
名度。

•  为亚洲各国大使馆设立一个轮流
店面展示点 (以及其它临时活动
场所)，让它们在中国城展示文化
活动和计划。

•  建立一个中国城亚裔美国人艺术
家常驻计划。

•  为中国城公园制定常年活动计
划。

•  同歌德学院和美洲艺术博物馆
等相邻机构合作，主办亚洲活动
项目。

•  建立一所亚洲烹饪学校。

关键行动
1. 提倡有创意的招牌和店面设计。
2. 制定一份中国城公共领域总规

划。

配合行动
•  设计一种中国城商家和指路招牌

的框架，进一步活跃街头景观。
•  利用空置店面进行艺术展示或者

其它临时展览。
•  整合服务车辆进出路径和垃圾

存放/搬运地点，使行人能够使用
人行道，同时将垃圾和装卸货地
点遮挡出公共视线。

•  同物业主和市中心商业改善区
(the Downtown BID)合作，协调
确保街巷得到良好的维护和清
洁。

•  更新中国城设计指南，加强中国
城设计审批工作。

•  安装新的亚洲式设计街头景观和
其它装饰物。

•  修改有历史意义的地点说明，反
映华裔美国人从二十世纪30年
代到现在定居美国的历史意义。

目标与行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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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中國城
的商業發展

生活在中國城 團結協作

创建一个多元化和
成功的亚洲风格商业区

关键行动
1. 建立摊贩开发区
2. 将中国城指定为特别文化区

配合行动
•  将著名亚洲风味餐馆引进中国

城。
•  设立一个场地或者店面，可以容

纳许多小型亚裔商家的小店或
者“迷你零售点”，让它们发展成
长。

•  战略性地重新开发和组织中国
城建筑物的二楼空间，租赁 给
亚裔文化专业人员、提供特色商
品及其服务的专业人员和服务人
员。

•  设立一个小型零售点，作为独特
的国际亚洲商品和零售商的样板
或者展台。

•  组织一次“流动盛宴”活动，推
销美式亚洲菜肴和中国城餐馆。

•  支持中国城小型商家开展联合协
调的市场营销活动。

•  组织一个专项小组，负责吸引亚
洲(亚裔)投资和亚洲(亚裔)零售
商。

•  同哥伦比亚特区经济伙伴委员
会(WDCEP)建立伙伴关系，让他
们增加一个中国城区域介绍，以
用于市场宣传，吸引新的亚洲(亚
裔)商家

关键行动
1. 将中国城公园转型为一个美好

的居住园区
2. 在中国城内寻找一个地方建造

华裔特许学校或卫星校区

配合行动
•  市政府和物业业主合作，在建

筑物及街巷安装照明设施
•  在中国城内创建更为安全的巴

士上落站区
•  与零售/药房连锁店（例如

CVS）合作，在正常营业时间安
排懂中文的双语员工或医生

•  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机构合
作，为关键性的服务提供更多的
翻译服务 

•  与城际中国城巴士公司合作，
定期免费送老年人去郊区亚洲
食品杂货店购物

•  寻求具有国内及国际资源的投
资者，创建符合特定文化需要的
养老院设施

•  探索可行的奖励措施，鼓励家
庭到中国城居住

•  与市中心BID、市中心居住区协
会合作，植树种花、安装路灯，
并清扫街道，从而美化街道

关键行动
1. 成立半年度中国城社区论坛，追

踪CCDS的进展
2. 成立中国城商业委员会或中国城

商人协会

配合行动
•  寻找并开发更醒目的社区活动

空间，在各项目上开展共同合作
•  共同合作联络本地和全国经济

住房维权团体，并建立联盟，为
获得市中心经济家庭住房机会
提供支持

•  与区域性和郊区的各个亚洲协
会合作，使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
成为区域性目的地，将更多的文
化表演和盛大活动引入哥伦比
亚特区市中心

•  创建当地学校（包括公立、特
许、私立、大学和学院）和中国
城社区之间的互惠/互助义工计
划/系统

•  参加全国会议，与全国性社区
组织建立关系，分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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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哥伦比亚特区中国
城成为华盛顿地区体验
亚洲文化的景点
将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建成大华府地区体验亚裔美
国人和当代亚洲文化的主要景点，这是有关各方的
共同目标。每年初冬，中国城都成为只有行人可以通
行的文化和庆典的地方，游人涌入中国城街头，观看
中国城的春节游行，这是中国城每年最重要的日子，
吸引着整个地区的游客。中国春节庆典可以说明一年
当中成功举办其它活动的潜力，也许可以根据精心
策划的每年一度的活动计划来实现。哥伦比亚特区
中国城是本地区唯一的在亚裔社区环境中举办活动
和节庆的户外公共场所，有潜力在戏剧性的友谊牌楼 
(Friendship Archway) 之下和周围地带举办其它庆
典、活动和计划，形成这种活力和热情。

街头市场、公共演出、知识展示、电影、以及节庆活
动常年向游人和本地居民提供机会，享受中国城风
情，进一步探索亚洲文化意义和精神。同市中心活动
组织 (the Downtown Events Corporation)、宾州
大街社区协会 (the Penn Quarter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项目 (DC 

Cultural Tourism)、以及歌德学院 
(the Goethe Institute) 合作，可以
在步行艺术浏览 (Arts on Foot)、樱
花节 (Cherry Blossom Festival)、哥
伦比亚特区美食品尝 (Taste of DC)、
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电影节 (DC Film 
Fest) 等活动中加入中国文化内容，作
为在市中心 (Center City) 年度活动
计划中加入亚洲文化活动的起点。

正宗的亚洲商家也能增加中国城的
文化特色。传统的亚洲治疗艺术、
疗法、以及医疗方法，尤其是亚洲食
品、当代亚洲各国的产品、中国艺术
画廊、以及传统的商店和餐馆可以共
同营造一个经济圈，烘托文化特色，
向市中心居民、哥伦比亚特区、以及
游人提供内容丰富的各种服务和景
观。这种经济圈提供了一种这座城市
其它地方没有的、这个地点具有最大
潜力的经历和丰富的产品。

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亚洲各国大使馆
和机构有机会通过在中国城举办临
时展览、当代产品展示、以及文化活

將中國城發展成為一
個文化中心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DC Chinatown, 1997 

1

Dana Tai Soon Burgess & Co. , Washington DC 



Goals of Chinatown: Promote Chinatown as a Cultural Destination  | 27  

动来扩大亚洲活力和精神、文化、以
及经历的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之窗。
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有可能成为与
当代亚洲文化、艺术品、以及经历之
间的桥梁，这些亚洲国家和其它国际
伙伴的大使馆和代表机构对此很感
兴趣。

中国城的街道为各种文化活动提
供了场所，邻近的文化机构也是
如此。中国城毗邻Verizon体育中
心 (the Verizon Center)、Harmon
艺术中心和莎士比亚剧场 (the 
Harmon Center for the Arts and 
Shakespeare Theatre Company)
、国家肖像画廊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史密森美洲艺术
博物馆 (the Smithsonian American 
Museum of Art) 以及壮丽的Kogod
院庭（Kogod Courtyard）、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历史协会（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DC）、以及Pepco公司的爱迪生画廊 
(Pepco’s Edison Place Gallery)，
提供了组织文化活动、展览和表演
的场所与合作机会。中国城目前没有
礼堂，因此对于举办亚洲文化活动，
建立必要的伙伴关系，以便实现本战
略构想设计的活力、时尚、亲切而且
传统的中国城，这些毗邻的剧场和
大型活动场所是关键。

关键行动
1. 今年秋季之前制定一个亚洲街头市场规划！
2. 与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项目合作，制定一个亚

洲主题活动年度计划。
3. 开始建立一个亚洲中心。

配合行动
•  从事宣传中国城的工作，让中国城成为所有人的文

化景点。
•  建立一个网站或者在其它社交网点建点，以便与

更广泛的人接触，增加中国城在互联网上的知名
度。

•  为亚洲各国大使馆设立一个轮流店面展示点 (以
及其它临时活动场所)，让它们在中国城展示文化
活动和计划。

•  建立一个中国城亚裔美国人艺术家常驻计划。
•  为中国城公园制定常年活动计划。
•  同歌德学院和美洲艺术博物馆等相邻机构合作，

主办亚洲活动项目。
•  建立一所亚洲烹饪学校。

Dana Tai Soon Burgess & Co. ,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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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亚洲街头市场是中国城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的定期活动，由一批工
艺品或者食品商家在临时摊位展示亚洲商品和农产品。最理想的是把
I街或者H街这种人们很容易看到的街道的人行道加宽或者临时禁止
车辆通行，举行街头市场活动。这个街头市场只需要很少的基础设施
或者资金就可以启动，商家的摊位费、赞助费、以及活动赠款可以为
这个常年活动提供经费。

在中国城定期举办亚洲街头市场活动可以成为满足中国城两大需求的
一个主要途径：一个是居民希望购买价格适宜的亚洲农产品和商品的
需求；另一个是举办更多的活动和节庆，以便吸引新游客的需求。中
国城地区目前没有亚洲食杂店，许多这里的居民到郊外购买基本商
品，获得基本服务，这使得他们基本日常商品总消费在中国城地区的
消费部分下降到20%左右。尽管销售亚洲农产品的街头市场并不能取
代食杂店，但是可以开始在本地提供购买这些商品的途径，并且向潜
在的零售商展示对这些商品的市场需求。街头市场还可以吸引前来观
看一系列异国农产品和购买工艺品和特色商品的游客和观光客。中国
城亚洲街头市场会成为吸引哥伦比亚特区居民、本地区居民、以及亚
裔美国人的独特的景点。目前在中国城举办的节庆活动常常摆设了亚
洲工艺品摊位，但是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或者整个地区都没有定期的
亚洲街头市场活动。

关键行动 1: 今年秋季之前制定一
个亚洲街头市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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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市场活动可以增加公众对中国城活动的认识，可以催化许多未
来的活动。街头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城的知名度，可以引发对亚洲商业
和服务的新需求。参与街头市场活动的商家可以获得成长，而且有可
能进入更永久性的店面经营。开发、运营和促进街头市场的工作可以
锻炼和形成组织能力，以便举办更大的活动和节庆，诸如夜市或者灯
节。

为什么重要
• 举办一个独特的活动，可以吸引本地区居民在哥伦比亚特区中国

城饮食购物。
• 为新的亚裔小型企业成长和开发创新产品提供机会。
• 为中国城居民、市中心商业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工作人员

和居民、以及整个哥伦比亚特区提供一个购买亚洲食品杂货的途
径。

如何实现
1. 建立一个中国城有关方面组成的可行性研究委员会进行调查，为

街头市场制定一个商业规划。该委员会应该为下述工作负责：
2. 同诸如宾州大街社区协会(the Penn Quarter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等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它们拥有组织和管理街头市场
的经验。

3. 指定一些人负责活动的后勤事务、与商家签约、申请政府许可、
以及其它重要工作。

4. 确保从本地商家、组织和机构、以及赞助者那里获得“启动”资
金。

Farmer’s Market, Bosto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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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项目预计要同社区领袖、特区政府有关机构、
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一份雄心勃勃的亚洲文化年度活动计划，
并且向更广泛的社区宣传这个计划。各种活动可以在中国城举行，也
可以在特区的其它地点举行。这很可能需要制定一个三年规划，第一
年主要由政府提供资金，在其后的两年减少政府资金。这个项目可以
归属到“亲身体验中国城/博物馆”的项目下，或者其它一些能够打
开亚洲文化之门和其它亚裔美国人经历之门的吸引人的标签之下。尽
管外国代表机构和大使馆通常经费不多，或者工作人员不多，但是仍
然存在与它们合作的可能性。

为什么重要
•  把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树立为亚洲文化与商业之城。
•  为游览中国城加上一系列令人心旷神怡的活动，有可能吸引更多

本地、本地区、以及国内外游客。

关键行动 2: 与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
游项目合作，制定一个亚
洲主题活动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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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利用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之间的
协作关系。

• 加强那些致力于将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发展
成特区热门景点的关键

• 的有关各方的能力。
• 进一步将中国城建成整个特区和本地区亚洲

文化与活动信息“总站”。

如何实现
1. 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项目与关键的有关各

方、规划办公室、以及市长亚太事务办公室
共同准备一份提议。

2. 市长亚太事务办公室和规划办公室负责组
织最初的会议，确保适当的合作伙伴参加会
议。

3. 规划办公室主持确定项目第一年的资金来
源。

4. 一个知名的这个项目的推动者出来主持这个
项目。

5. 中国城有关各方和社区组织确定补充资金来
源、筹款、以及申请赠款。

时间进度：
可以立即开始。启动会议暂时定于2009年7月
9日召开，但是要视经费落实情况而定。计划在
2010年中期或者后期宣布年度活动计划，并且
开展初期活动。

Walter E.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Histor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American

Art Museum

National
Building Museum

Harman Center/
Shakespeare Company

Wooley
Mammoth Theater

Verizon
Center

Goethe
Institut

PEPCO Edison
Place Gallery

Flashpoint

Chinatown

Sixth & I
Synagogue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几个包含剧院、表演和彩排设施的主要文化机构都与中
国城就近或者相邻。他们提供了宣传和分享设施、设
备、推广宣传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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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亚洲中心会成为国际商业中心和文化机构，向人们提供一个体验当代
亚洲产品和文化、以及亚裔美国人历史的场所。这个场所可以采用诸
多形式，可以是中国城内的一个文化机构，也可以是位于国家大草坪
上与外国大使馆/代表团合作的机构。该中心还可以建立多个组成部
分，构成一个全面的机构。亚洲中心可以由许多部分组成，包括下列
部分：
• 中国城社区居民聚会和活动的场所。
• 展示亚裔美国人艺术、历史和文化的展览和表演场所
• 协助为来访者和游客介绍情况的信息中心
• 展示当代亚洲商家、产品和服务的扶植零售商的场所

为什么重要
• 为文化活动提供专门场所，加强中国城吸引游客和本地居民，并

且为他们服务的能力。
• 为国际、国内和本地来访者提供中国城和亚裔美国人经历的真实

的历史记录。
• 为商家提供一个新颖的途径，以低管理成本展示和销售独特的亚

洲商品。
• 为来访者和游客创造一个中国城的景点，可以带来大量的附加效果。

关键行动 3:  开始建立一个亚洲中心
Kogod Courtyard,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Na-

tional Portrait Gallery Museum 
House of Sweden,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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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
1. 同各国大使馆和其它外国组织和机构合作，在中国城

建立一个亚洲文化场所。
2. 与开发商和房地产东主合作，确定有潜力的地点。
3. 探讨通过合并小巷和地块在H街上形成街内小区项

目。
4. 发展社区活动中心的能力，建成一个拥有专业工作人

员的机构，制定任务和目标，进行筹款工作。
5. 与全国各个亚裔组织联系，为这个建筑或者场所的规

划、设计和建设筹集资金。
6. 同诸如史密森博物馆这种已经确立地位的博物馆和机

构建立联系，协助活动规划和展览。
7. 与各国大使馆和其它国际伙伴合作，发挥中国城作为

现代亚洲文化与艺术桥梁的作用。

时间进度：
亚洲中心的开发是一个长期项目，要经过几个步骤才能
完成。目前，中国城专项小组成员可以开始为社区活动
中心选定地点，这个中心可以成为建立规模更大的亚洲
中心的出发点。根据寻找地点和筹集资金的情况，这项
工作可能会在今后2-3年内进行。

亚洲中心的许多组成部分也可以分别以较小的店面形式
开发，以后再并入更大的设施。尤其是促进中国城商业
一节中的“孵化”概念，可以发展成当代亚洲商品的零
售展示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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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从事宣传中国城的工作，
让中国城成为所有人的文化景
点

1.5 - 建立一个网站或者在其它
社交网点建点，以便与更广泛
的人接触，增加中国城在互联
网上的知名度

这是什么？
中国城有大量可以宣传和庆祝的文化活动、项目和其
它活动。另外，中国城可以发挥哥伦比亚特区和本地
区所有亚洲文化活动交流“总站”的作用。许多活动
参与者很多，有一些活动则没有那么多人参加。从事
这些活动，增加参与人数，一个关键就是更加广泛
的协调和宣传。通过协调一致的大力宣传活动，中国
城可以争取吸引哥伦比亚特区内及其周围的140万居
民。中国城制作了一个中国城地图，还有一个组织得
非常好的有关各种活动的网站，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
工作。可以通过协调一致的方式，为这项工作树立品
牌，在精选的媒体上做广告，利用大型公共活动宣传
中国城文化，以及利用其它直接和网上宣传手段，发
起一场大规模宣传活动，扩大这方面的工作。

可以专门雇用一个公关公司，或者请这个公关公司提
供志愿服务，管理和设计一场宣传活动。

为什么重要
不断大力宣传中国城是哥伦比亚特区一个文化景点，
未来前途光明，而且正在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实现这
个光明的未来，这一点对于中国城未来的成功以及吸
引更多的人参与中国城文化活动来说至关重要。扩大
这些活动的规模既可以增加中国城的游客，也可以把
中国城建成本地区文化活动和文化体验的场所。

如何实现
1. 向宾州大街社区协会 (the Penn Quarter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哥伦比亚特区文
化旅游项目 (DC Cultural Tourism)、以及哥伦
比亚特区景点(Destination DC)等其它本地组织
和机构征求有关开发和协调一项不断交流和宣
传计划的意见。

2. 雇用一家公关公司，设计一个宣传计划，或者争
取获得具有公关经验的人提供志愿服务。

3. 在重要媒体购买广告，在网上宣传，开展其它活
动，落实宣传计划。

4. 更加充分地使用画廊 (Gallery Place) 的电视屏
幕宣传中国城的活动。

这是什么？
目前，许多中国城的组织都有自己的网站，但是
中国城没有自己的网站。建立一个哥伦比亚特区
中国城网站，放上能够下载或者互动式的地图和
手册，不断更新文化活动计划表，这样可以提供
高效、时间精确和低成本的途径，向广泛的大众
宣传中国城的活动与特色。这样还可以让游客和
来访者游览中国城，在抵达华盛顿之前就做好来
访计划。在Facebook、Twitter和MySpace这种
社交网站设立站点会使年轻人展示他们对中国城
及其组织和机构的支持。中国城文化社区中心网
站可以作为一个范例，因为这个网站的内容非常
全面，介绍了他们的各种活动项目。

为什么重要
中国城网站会增加人们对中国城的兴趣和知识，
以及对中国城文化活动的了解。这是向广大民众
介绍中国城活动的高效途径。

如何实现
1. 征召一批志愿者，建立中国城网站，并且在

Facebook和Twitter等网站上监视哥伦比亚特
区中国城的状况。

2. 启动一个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网站，并且训
练社区领袖们如何使用和管理。

3. 制作中国城文化景点与活动地图和宣传手
册，并且使人们可以在网站上获得这种地图
和宣传手册。

促使中国城成为华盛顿地区体验亚洲文化的景
点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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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为亚洲各国大使馆建立一
个轮流店面展示点 (以及其它
临时活动场所)，让它们在中国
城展示文化活动和计划

这是什么？
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大使馆都有支持交流和增进对
本国了解的活动计划。由于费用和后勤方面的原
因，大多数使馆目前很少在各自使馆以外举办这
种活动。不过，有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将这种活动
扩大到较大、达到博物馆水平、有特别购物店
面、有独特咖啡馆和餐馆的设施里。作为在中国
城促进发展这类设施的第一步，中国城的组织和
机构可以设法在中国城提供亚洲各国大使馆举办
展览的场地，或者主办这种活动。这种活动可以
在一个店面进行，定期更换内容。在提供店面场
地之前，第一步可以在各种活动和节庆中为亚洲
各国使馆提供临时展位。

为什么重要
• 这项措施是在中国城建立一个类似瑞典之家

(the House of Sweden)那样的永久性文化设
施的第一步，会为中国城创造一个主要的文
化和旅游景点。

• 为中国城提供独特的国际体验和活动，吸引
国际游客等新的来访者。

如何实现
1. 开始在中国城提供免费场所，以便亚洲各国

大使馆展示它们的活动。同哥伦比亚特区文
化旅游项目 (DC Cultural Tourism) 合作，与
各使馆联络，计划举办活动。

2. 同本地物业主合作，确定一个店面场所，开
始筹款或者申请赠款。

3. 同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项目 (DC Cultural 
Tourism) 合作，与亚洲各国大使馆规划店面
场所，举办活动和展览。

使中国城成为国际文化活动和项目景点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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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建立一个中国城亚裔美
国人艺术家常驻计划

1.8 - 规划中国城常年活动 

这是什么？
艺术家常驻计划资助一个艺术家在一个社区内生
活1到2年，创造艺术作品。通常向他们提供住
房和年度生活补助，维持他们的生活。艺术家常
常在本地画廊出售他们的艺术作品，同时规定他
们向社区捐赠一批作品，协助建立一个博物馆。
在一批社区，艺术家常驻计划在创造连带经济发
展，以及在完成艺术画廊和博物馆，营造成功的
艺术氛围方面都非常成功。例如，哥伦比亚特区
政府的常驻诗人Dolores Kendrick同华盛顿地区
公共交通局合作，把学生的诗作放在公共汽车
上。中国城亚裔美国人艺术家常驻计划可以资助
一个亚裔美国人艺术家创作反映中国城和亚裔美
国人经历的艺术作品。

为什么重要
•  纪念亚裔美国人的经历
•  艺术家常驻计划是在中国城发展独特文化产

业的低成本途径。
•  有助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能会支持其它形

式的文化经济发展。
•  这是通过正确的支援措施建立艺术画廊和博

物馆的良好孵化器。

如何实现
1. 开始先研究其它艺术家常驻计划，看看哪些

东西有效，哪些没有效果。
2. 找到场所，通过赠款或者捐赠来确保资金
3. 向绘画艺术大师计划宣传这个计划。

这是什么？
户外活动是把人们吸引到中国城来，向他们提供
创新文化艺术品的低成本途径。这种活动可以包
括工艺品市场、户外电影系列、音乐表演和身体
锻炼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既可以吸引更多对亚
洲食品、产品和服务有兴趣的顾客，有助于支持
中国城的商家，也有助于在中国城建立更大型的
文化项目，例如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由于经常性
的活动而禁止车辆在中国城通行是不实际的，但
是如果有适当的许可，中国城公园几乎可以立即
使用。另外，中国城公园很快就会得到改建资
金，使这个公园能够吸引更多的聚会和活动。

为什么重要
• 这是低成本和有效的手段，能够举办活动，

吸引人到中国城来，帮助中国城的商家。
• 使目前利用率不高的场所得到更多的利用，

有助于加强中国城的治安。
• 进行活动规划，吸引使用者到公园来，有助

于为中国城公园营造一种更有中国风味氛围
的工作。

如何实现
1. 除了在中国城文化社区中心每周三次的太极

拳锻炼活动以外，开始在中国城公园每周定
期举行户外太极拳锻炼活动。

2. 策划一个初始活动计划，例如电影系列放映
或者工艺品市场。

3. 同国家公园管理局联系，取得举办文化活动
的许可。

通过计划活动和创造性艺术，纪念亚裔美国人
的经历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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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同歌德学院和美洲艺术博
物馆等相邻机构合作，主办亚
洲活动项目

1.10 - 建立一所亚洲烹饪学校

这是什么？
哥伦比亚特区以著名的博物馆和丰富的文化活
动而闻名，每年因此吸引了1500万国内游客和
120万国际游客。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可以从这
些资源中受益匪浅，尤其是中国城的地点(也就
是说，从国家肖像画廊和歌德学院可以徒步走到
中国城)。同这些机构结成伙伴关系可以使社区
组织有能力组织更大型的活动，吸引更多的人，
促进诸如亚洲电影节、春节庆祝活动、以及其它
亚裔美国人为中心的中国城和亚洲活动项目。

为什么重要
• 与其它机构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便开

发新资源 (志愿者、资金等)。
• 有了这些机构的大型场所，有关组织可以主

办/组织大型活动，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
• 大型活动提高中国城的知名度。

如何实现
1. 开始与毗邻机构联系，看看中国城如何能够

参与他们现存的活动项目，并且和他们一起
集思广益，寻找新的活动项目设想。

2. 建立年度联合活动项目 (例如，亚太裔美国
人电影节(APA Film Festival)或者春节庆祝活
动)。

这是什么？
在中国城的亚洲烹饪学校会鼓励在中国城形成
一种创新亚洲菜肴的文化。它会使中国城成为
本地区亚洲美食的权威所在。烹饪学校计划有
可能支持中国城的餐馆，并且让它们参与，而
且会使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成为那些想认真学
习烹饪的学生和那些把学习烹饪作为娱乐消遣
的人聚集的一个地区(也许是全国)中心。从短
期来看，烹饪项目可以先与类似Zola的现存的
烹饪学校合作开始。

为什么重要
• 吸引各种各样的天才烹饪学生和烹饪爱

好者，给中国城提供一种独特的地区性活
动。

• 通过开展更加创新的竞争，支持在中国城
建立高水平餐馆和零售商店。

如何实现
1. 创建一个中国城餐馆社团，在它们的厨房

里创建一个烹饪系列课程，建立中国城的
烹饪教学。创建一个中国城餐馆联盟，组
织、计划和筹款。

2. 进行调研，确定活动规划的需求、场地要
求、以及在中国城建立烹饪学校的费用。

3. 征询著名厨师的协助，例如旧金山的甄文
达(Martin Yan)、波士顿的蔡明昊(Ming 
Tsai)、以及亚洲各国大使馆来访的厨师，
支持、赞助、或者提供厨艺展示活动，吸
引人们注意，吸引人们向中国城烹饪学校
投资。

建立临时和永久设施，主办表演、博物馆、艺
术和其它文化活动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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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城的建筑物
和公共空间开发成
亚裔美国人文化的
活舞台
在整个规划过程中，参与者都表示希望哥伦比亚特
区中国城在外观和感觉上更像中国城，在熙熙攘攘
的大街上挤满了居民、游客、购物的人、以及卖东西
的人。中国城的街头给人有趣的体验，热气腾腾的
烹饪味道、生活的声音、色彩斑斓的招牌、诱人的店
面、独特的建筑物和各异的材料—这一切都反映了
传统和当代文化，构成了中国城的街头体验，形成了
华盛顿亚洲文化的中心。

目前，中国城的公共空间—街道、人行道、以及空
地--并没有完全支持这种文化特色、理想的活动、
以及理想的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的商业交流。没
有几个地点可以进行街头娱乐表演、摆放小贩售货
车、以及开咖啡馆。在有些地方，甚至连一对夫妻
能够并肩走过的舒适的人行道都没有。建设迷人的
街景，包括解决灯光问题、人行道的铺设材料和花

样、街头家具，甚至在中国城某些
地段拓宽人行道，以便适应一系列
活动—散步、坐下、户外进餐、人行
道上的小摊贩、还有街头表演。精
心设计中国城的灯光照明、人行道
家具、人行道的铺设材料和花样、
以及相应的建筑和常年维护投资，
需要物业主、商家东主、市中心商业
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以及
各个特区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中
国城的建筑设计、店面、橱窗展示、
招牌、店面灯饰、以及其它设计在营
造中国城街头体验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不过，我们过去错过了这种创
新的机会。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的
很多亚洲特色是通过招牌实现的—
一片片生气勃勃、五色缤纷、竖起来
的招牌，这和美国以及世界上华人
商业区的传统特色相一致。在这方
面也存在营造更加丰富、更加多彩
的视觉体验的机会。

根据中国城设计指南，哥伦比亚特
区政府规定授权组成的中国城设
计审批委员会目前提倡和鼓励在建
筑设计和招牌设计上体现华人特
色。这个审批程序有时被物业主和

創造一個物質與感官上的中
國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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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东主所误解和忽视，这个审批
程序规定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内部
建立适当的执行机制和发放许可
程序，以便促进我们今天设想的中
国城的视觉质量，并且鼓励在设计
方面更加具有创造性和多样性。修
改过的指南会鼓励新颖和当代亚洲
式设计，也鼓励传统设计。尽管取
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如果要分别满
足三个审批程序的设计要求，即中
国城规定、市中心历史区和艺术画
廊招牌三个审批程序，改进视觉和
外观体验，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
作。整合和协调，加强与物业主和
商家东主的联系，制定落实规定的
程序，这些都有可能产生更有创造
性、更吸引人的建筑、设计、招牌和
展示。

中国城可以成为更令人心旷神怡、
更令人好奇的地点，而且可以成为
交流文化知识与体验的论坛。尽管
有些感觉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
我们可以通过改善中国城实体外观
的方方面面来强化这种感觉。中国
城的商家东主用亚洲书法自由和正
宗地表现自己，通过利用色彩和一
系列亚洲式设计、在人行道上摆摊
或者摆放桌椅、有活力的店面、以及
商业展示扩大营业，这些都是加强
中国城街头体验的关键。

关键行动
1. 提倡有创意的招牌和店面设计。
2. 制定一份中国城公共领域总规划。

配合行动
• 设计一种中国城商家和指路招牌的框架，进一步

活跃街头景观。
• 利用空置店面进行艺术展示或者其它临时展览。
• 整合服务车辆进出路径和垃圾存放/搬运地点，

使行人能够使用人行道，同时将垃圾和装卸货地
点遮挡出公共视线。

• 同物业主和市中心商业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合作，协调确保街巷得到良好的维护和清
洁。

• 更新中国城设计指南，加强中国城设计审批工
作。

• 安装新的亚洲式设计街头景观和其它装饰物。
• 修改有历史意义的地点说明，反映华裔美国人从

二十世纪30年代到现在定居美国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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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商家招牌和店面设计是协助向来访者和潜在顾客传递正宗的中国城感
觉的主要外观因素。中国城的几个有历史意义的店面和招牌传递了一
种文化传统感和特色感。不过，许多建筑都使没有特色的店面和小招
牌，没有传递欣欣向荣、令人心旷神怡的中国城特色。有两大主要障
碍妨碍更多的商家悬挂更大、更活泼的中国特色招牌。第一个障碍是
许多中国商家在申请新的中文招牌许可时遇到困难。第二个障碍是，
根据特区招牌规定，目前在中国城不允许悬挂那种具有中国城特色的
有创意的大型招牌。

招牌许可申请被拒绝主要有三个原因：招牌制作商和商家东主常常不
了解对中国城招牌的规定，常常在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悬挂了招
牌；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部门目标相互矛盾；
以及设计审批过程经常非常冗长，而且商家东主花费很高。通过在中
国城设计审批工作中同所有有关各方进行合作，制定强化的指南，然
后向终端使用者宣传这些指南，这些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强化
的指南可以包括可以激发灵感的有创新和创意的招牌和店面设计范
例，以及招牌、橱窗展示和店面摆设和设计的实际建议。一项长期工
作是修改中国城招牌规定，允许悬挂更大、更活泼的招牌，补充在艺
术画廊的招牌。这要求同消费者和规范事务局(DCRA)合作，并且在哥
伦比亚特区市政议会通过立法。这还要求同本地区居民和商家密切磋

关键行动 1:  提倡有创意的招牌和店
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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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确保新招牌无损于周围地区和中国城居民区。

为什么重要
• 亮丽的有创意的亚洲式招牌有助于促进中国城的商业。
• 使中国城的街道看起来更加生机勃勃，更有活力。
• 清楚地向来访者显示中国城地区。
• 为每年1620万国内外游客增加文化体验。
• 鼓励本地区9万3000位在市中心商业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工

作的人到中国城来消费。

如何实现
1. 组建一个中国城招牌特别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中国城设计小

组委员会成员、史迹保护办公室人员、中国城商家东主、消费者和
规范事务局(DCRA)和规划办公室，弄清相互矛盾的问题，制定可能
的解决办法。

2. 规划办公室和史迹保护办公室将制定和公布新的方便使用者的指
南。

3. 中国城指导委员会将向中国城商家、物业主和招牌制作商公布和散
发新的指南。

4. 4招牌特别委员会将同消费者和规范事务局(DCRA)合作，与居民磋
商，制定中国城地区新的招牌规定，允许悬挂更大、更活泼的招
牌。

时间进度：
• 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在招牌规定问题上同市政府合作，这项工

作可以马上进行。我们很可能会在2009年底之前看到招牌审批工
作和指南的改善。

• 同消费者和规范事务局(DCRA)合作修改招牌规定会需要比较长的
时间，有可能需要一、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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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公共领域总规划是一份指导文件，告知政府各部门和物业主应该对中
国城街景和公共场所进行哪些改进。这份文件将以市中心商业改善区
(the Downtown BID)街景规定中规定的中国城基本街景内容为基础。
中国城公共领域总规划将为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提供指导，包括：
•  确定设置公共艺术品或者纪念物的地点。
•  指定装卸货地点和建筑物进出地点。
•  具体规定灯饰和街头家具(例如长凳)和人行道铺设。
•  确定可以拓宽人行道的地点，以便为行人和商店商品户外展示提

供更大空间。
•  指定应该设置新树木、植物、街头招牌、以及街头灯饰的位置。
•  具体规定应该设立什么样的泊车和路边限制。

制定公共领域总规划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会让中国城社区参与规
划未来中国城的外观。

为什么重要
•  制作一份正式的设计和加强“中国城街头体验” 的路线图。
•  总规划有助于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开发商等私人伙伴、或者市

中心商业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的街景和维护计划。
•  有助于政府和私人领域有重点地为中国城街景项目提供资金。

关键行动 2:   制定一份中国城公共领
域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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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一个争取从特区、联邦或者私人计划和赠款获得资金的框
架。

如何实现
交通局(DDOT)和规划办公室(OP)将会同中国城有关各方和市中心商业
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制定一份中国城公共领域总规划。

时间进度：
我们可以立即开始制定中国城公共领域总规划的工作。落实修改建议
的工作最早可以在明年开始，可能要两、三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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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设计一种能够进一步活跃
街头景观的中国城指路招牌

2.4  - 利用空置店面进行艺术展
示或者其它临时展览

这是什么？
图像展示是中国城街头体验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有创意和生气勃勃的招牌、亭子、地
点标记和地图有助于营造中国城特色和环境
感。这些东西如果设计精巧，放置得体，会
给那些进入陌生地区的来访者一种舒适和宾
至如归的感觉。

为什么重要
全面的招牌和指路招牌战略会向来访者和游
客提供一种视觉指南，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城
及其服务内容。还会有助于创造一个可以轻
而易举地与该地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城“品
牌”，可以帮助促进本地商家的生意。

如何实现
1. 同市中心商业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合作，为中国城开发一种新的图像身
份，以及一套指南，通过各种招牌来加强
这种身份，包括灯柱彩旗、亭子、以及指
路招牌。

2. 把图像指南同市政府已经确立的招牌规定
进行协调。

3. 同交通局以及公共空间委员会合作，制定
一份中国城招牌计划。

这是什么？
中国城现有将近12个空置的一楼店面。在它们
等待未来商家进驻期间，这些空置店面可以很容
易变成临时文化展览和展示场所，展出和销售亚
洲艺术品。有了这种场地展示艺术品，本地艺术
家可以帮助中国城成长，扩大中国城在销售额达
到3亿5200万美元的国内游客市场上的份额。这
种临时的展览空间不需要新的开发，向中国城艺
术家提供了一个获取更大知名度的低成本途径，
也向公众提供了一个与中国城艺术接触的便利途
径。最终结果是扩大中国城的文化能量，给该地
区增加新的景观，给街景增添活力。

为什么重要
• 空置店面使中国城显得死气沉沉。

• 艺术展示将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赞助现代亚
裔美国艺术家的文化表达。

• 增加艺术品展示和销售会向中国城一个主
要市场顾客群提供更多的吸引力：就是国内
外游客。他们占据了中国城销售额的20%以
上，但是目前中国城在这个销售额达到3亿
5200万美元的市场上只获得了不到3%的份
额。

如何实现
1. 同物业主共同找出空置店面，将它们与艺术

家或者文化机构挂钩。
2. 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店面规划和筹款工作，

以便支持展览者。
3. 申请艺术赠款，向艺术家提供补贴和佣金。

将中国城发展一个有熙熙攘攘的商家、宽阔活跃的
人行道、以及吸引人的公园和露天场所的行人乐园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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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整合服务车辆进出路径和
垃圾存放/搬运地点，使行人
能够使用人行道，同时将垃圾
和装卸货地点遮挡出公共视线

2.6 - 同物业主和市中心商业
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
合作，协调确保街巷得到良
好的维护和清洁

这是什么？
装卸货和存放垃圾地点在中国城占据的人行道空
间不成比例，给人一种中国城脏乱的印象。重新
调整和整合装卸货和存放垃圾地点，把它们从人
行道上移开，或者减少占据人行道的空间，这会
有助于减轻人们这种印象。还可以使用装饰物品
遮挡装卸货和垃圾存放地点，营造一种管理良
好，尊重访客的氛围。

为什么重要
• 有助于使中国城外观更清洁、更安全，可以

吸引更多的商家。

• 在人行道上存放垃圾有碍观瞻，有臭味，吸
引害虫，妨碍行人的活动。

• 装卸货路径占据了宝贵的人行道空间，而这
些空间本来可以用来摆放桌椅、户外进餐、
销售产品、一楼零售、以及种植花草。

• 街道让人不满意，使在市中心工作的人对
于到中国城一带购物望而却步（他们是中国
城最大的顾客群，在总销售额中占据34%）
。目前，在这个不断扩大的销售额达到5亿
8100万美元的市场上，中国城占据的份额不
到13%。

如何实现
1. 在制定公共领域总规划过程中进行一次调查

研究，以便满足中国城装卸货路径和垃圾服
务方面的要求。

2. 同交通局、公共事务局、以及私人垃圾公司
合作，确定服务车辆和垃圾搬运较好的地点
和时间。

3. 将精心设计的垃圾和装卸货地点融入中国城
街景改善的全面规划之中。

这是什么？
中国城街道属于本市最繁忙的街道。由于有
大量行人，这些街道也属于最脏的街道，需
要额外的维护。尽管这个问题并不是商家造
成的，但是商家东主和市中心商业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有责任照顾中国城街道，确保
这些街道有助于营造一种健康的商业环境。市
政府有责任在街道残破时进行修缮。目前，许
多商店东主清扫和照顾自己门前的人行道，但
是也有许多商家东主不这样做。市中心商业改
善区(the Downtown BID)也清扫中国城的街
道，但是它要清扫的区域很大，而中国城只是
一小部分。中国城商会可以将有关各方召集在
一起，讨论制定一个改善中国城街道维护状况
的计划，为实现更清洁的街道迈出第一步。

为什么重要
• 清洁的街巷给人一种印象，即中国城是一

个值得去的生机勃勃吸引人的地方，会吸
引更多的顾客光顾餐馆和商家，会让中国
城有安全感和吸引人的感觉。

• 清洁的街道会提供一种氛围，吸引新型亚
洲(亚裔)投资，例如著名亚洲菜餐馆或者亚
裔美国人博物馆。

如何实现
1. (通过一个商会或者某个组织)组织一个商家

东主和市中心商业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可能的解决
办法、以及反复出现的各种问题。

2. 为所有有关各方制定一个维护和清洁职责
的行动计划。

共同努力，确保中国城的建筑物和大街小巷清洁、
维护良好、安全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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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更新中国城设计指南，加
强中国城设计审批工作

这是什么？
中国城设计审批工作主张在新建和整修开发项目
中表现正宗的中国文化。2006年的全面规划指
示规划办公室定期审议这项工作，在必要时更新
内容。中国城设计指南将向申请者和审批者提
供明确的指示，确保新设计提升中国城的身份特
色。更新的设计指南与指定文化地区相结合，将
为中国城的外观环境树立一种理想模式。

加强中国城设计审批委员会工作不仅规定要同消
费者和规范事务局(DCRA)合作，提供更好的落实
规定机制，而且修改了审批工作本身，使之更加
通顺，更便于申请者遵守。

为什么重要
•  在开发商和物业主在中国城建设时，新指南

将有助于提供更好的指示，以便确保中国城
的身份特色在本地区开发建设中得到维护和
促进。

•  加强执行规定会确保新的开发项目符合设计
指南。

•  调整理顺以后的审批工作会更便于申请者遵
守规定，而且会缩短审批时间。

如何实现
1. 2006年的全面规划指示规划办公室与中国

城有关各方合作，修改和更新中国城设计指
南。

2. 规划办公室与中国城设计审批小组委员会合
作，将调查可能的改进之处，使审批工作简
捷合理。

将中国城建成高质量和引人入胜的建筑和设计
之城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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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安装新的亚洲式设计街头
景观和其它装饰物

2.9 - 修改有历史意义的地点
说明，反映华裔美国人从二
十世纪30年代到现在定居美
国的历史意义

这是什么？
街头景观营造出一个氛围，加强了中国城的迷人
之处。这些景观为生气勃勃的行人提供了一种环
境，鼓励人们在中国城流连忘返、探索、和他人
交流。彩旗宣布文化活动和社区庆典活动；人行
道铺设材料和图案鼓励路人流连和探索；树木和
花草提供了荫凉和绿色环境；街头照明夜间在人
行道上投下一束温馨诱人的灯光。这些都有助于
确保中国城的建筑物、街头景观、露天空间和招
牌反映出中国和亚洲特色。
  
为什么重要
会有助于为H街提供一种中国城色彩艳丽的氛
围。

如何实现
1. 征召专业设计师协助社区确定中国城的“亚

洲特色”。
2. 同交通局(DDOT)合作，安装灯饰和永久性亚

洲街景景观。

这是什么？
中国城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许多地方属于市
中心历史区域。这个区域覆盖的地区比中国城
大得多，而且并没有提及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
的历史意义。修改指定景点内容，反映中国城
独特的文化遗产，会允许和规定开发商和物业
主保留中国式建筑，修建能够体现这种遗产的
建筑物。

为什么重要
• 会鼓励保留中国城的中国式建筑。

• 授权修建照顾华裔美国人建筑遗产的新建
筑。

如何实现
1. 同史迹保护办公室人员共同研究将中国城

指定为中国城历史区的可能性。
2. 游说物业主和商家支持争取将中国城指

定为历史区，以及扩大中国城历史区的工
作。

3. 与史迹保护办公室签约，或者出资雇用一
位咨询顾问，准备指定历史区申请。

确保中国城的建筑物、街道、露天空间和招牌反
映中国和亚洲特色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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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多元化和
成功的亚洲风格
商业区

促进中国城商业发展意味着留住现存商家，扩大市
场，吸引一批多元化的新商家，提高亚洲风格商家
的集中程度。哥伦比亚特区作为美国的首都，根据
目前已经与亚洲建立的联系，有潜力成为一个体验
当代亚洲文化的具有活力的地区。这将加强现存商
家和未来新的小型商家以及中国城以国际区域身份
对国内游客的吸引力，也将加强对希望了解美国国
内亚洲文化的外国来访者的吸引力。

中国城需要新的亚洲风格商家，尤其是能够填补市
场空缺的具有特色的商品和服务，例如中医中药治
疗、健身和矿泉疗法、当代居家和烹饪产品、亚洲服
饰、玩具和技术商品、以及顶级亚洲菜肴。支持亚
洲(亚裔)商家的企业发展需要对空置场地作确认、
整合和市场宣传的工作，确保建立“样板”场地，以
便小型新商家能够成长。由于目前的经济不景气，中
国城一些一楼和二楼场地空置给小型亚洲风格零
售场地提供了试用机会。另外，开发有组织的摊贩市
场和其它临时市场是在低管理费用条件下扶植小型
商家的关键步骤。

一个再次受到关注、重新振兴的的强劲和活力焕发
的中国城文化景点，它的生机和文化魅力有可能使
中国城及其周边地区的物业主获益。要提升中国城

促進中國城的商業發展
亚洲产品服务和文化机构的集中程
度和多元化，需要物业主/开发商、
中国城商家东主、以及本地、全国、
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

中国城文化发展战略(CCDS)的工
作培养领导人才，创造新的伙伴关
系，使一些人有机会同国内外人士
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同他们一起建
设中国城的商业。另外，要创造一个
具有风格鲜明的景点以及一个丰富
和吸引人的地区，可能有必要通过
政府利用各种现存的经济发展工
具和奖励计划提供支持与协调，如
同市中心其它景点地区所经历的一
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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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retail spaces characteristic of independent merchants

关键行动
1. 建立摊贩开发区
2. 将中国城指定为特别文化区

配合行动
•  将著名亚洲风味餐馆引进中国城。
•  设立一个场地或者店面，可以容纳许多小型亚裔商
家的小店或者“迷你零售点”，让它们发展成长。

•  战略性地重新开发和组织中国城建筑物的二楼空
间，租赁 给亚裔文化专业人员、提供特色商品及其
服务的专业人员和服务人员。

•  设立一个小型零售点，作为独特的国际亚洲商品和
零售商的样板或者展台。

•  组织一次“流动盛宴”活动，推销美式亚洲菜肴和
中国城餐馆。

•  支持中国城小型商家开展联合协调的市场营销活
动。

•  组织一个专项小组，负责吸引亚洲(亚裔)投资和亚
洲(亚裔)零售商。

•  同哥伦比亚特区经济伙伴委员会(WDCEP)建立伙
伴关系，让他们增加一个中国城区域介绍，以用于市
场宣传，吸引新的亚洲(亚裔)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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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中国城的亚洲风格街头摊贩可以立即改变中国城的外观和感觉，营造
出亚洲城市那种街头熙攘热闹的气氛，为中国城现存的商家提供扩
大经营的机会，为新商家提供发展机会。目前，由于人行道宽度方
面的限制和空间方面的规定，中国城大部分地区不允许街头摊贩经
营。本市规划办公室(OP)、交通局(DDOT)、以及消费者和规范事务
局(DCRA)目前正在共同修改摊贩规定，以便允许建立摊贩开发区，
给摊贩可以在该区域内什么地点经营提供更宽松的规定，可以提供什
么样的商品和服务方面提供更好的协调。

拟议中的建立摊贩开发区的工作, 会允许社区和商家东主同规划办公
室(OP)、交通局(DDOT)、以及消费者和规范事务局(DCRA)合作，制
定一项将摊贩融入中国城的摊贩策略。中国城可能的摊贩策略可以包
括促进亚洲商品和服务、将产品销售同已经在中国城销售的产品进行
协调、以及协调摊贩位置阻挡或者遮挡现存商店的问题。

为什么重要
•  为扩大现存商家的经营和协助新的小型商家发展和成长创造机会.
•  为中国城商家销售商品和服务提供更多的途径，有助于为在市中

心商务区工作的9万3千就业人士扩大他们购物的范围，这些人每
年在市中心商务区消费掉2亿2千9百万美元。

•  为街头增加活动和生活气息，营造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 让商家和物业主有一个途径对中国城摊贩的类型和地点提供建议.

第一项关键措施：摊贩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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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
1. 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在哥伦比亚特区市政议会

通过立法，授权建立摊贩开发区。中国城商会
以及个人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下列方法促
进这个立法，确保在议会获得通过：

2. 同中国城内和周边的商家谈话，传递信息，回
答它们关心的问题，并且争取它们支持建立中
国城摊贩开发区。

3. 向哥伦比亚特区市政议会成员表达对这项立法
的支持，鼓励他们帮助通过建立摊贩开发区的
立法。

4. 在立法通过之后，同消费者和规范事务局
(DCRA)共同制定中国城摊贩开发区指南和规
定。

时间进度：
正式建立摊贩开发区的立法目前正在市政议会审
批过程中，但是可能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通过。一旦这个立法被通过，落实立法的规
定也要被批准。有关规定可能要三到六个月完成
和批准。一旦有关规定草拟完成，可能要三到六
个月建立起中国城摊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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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通过建立获得市政议会批准承认的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中国城特别区
域，突出中国城的文化地位。文化区会得到经费，可以通过广告和其
它宣传，以及在文化领域和文化商业的关键投资来发展扩大中国城的
文化资产。通过制作特别的指路招牌、出版物和地图向访客介绍中国
城。还会协助计划中国城的文化活动和节庆活动。最理想的组织结构
是类似市中心商业改善区(the Downtown BID)这样的协调一致的由
专业人员运作的公共私人伙伴组织。这样一种伙伴组织可以利用华府
特区资源对来自中国城物业主的捐款提供对应数额的捐款。

中国城文化区有助于把中国城变成投资目标, 吸引有兴趣向中国城的
游客和本地访客推销产品的亚洲(亚裔)文化商家和机构。目前，这些
游客每年在特区的消费大约是20亿零8千万美元，而中国城只拿到
其中的5千9百70万美元左右。中国城有增加这个市场份额的巨大潜
力，不过，它需要对文化产品经销商进行协调，而且需要高质量和水
平的商品和服务，例如能够吸引访客和游客消费的独特的国际购物体
验。

在本地区亚裔美国居民和中国城之间重新建立联系，这是本策略的一
个重点。将他们重新吸引到中国城因为他们也是中国城一个没有开发

第二项关键措施：将中国城划定为特别 
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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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市场顾客群。目前，大多数本地
区亚的裔美国人没有什么理由到中国城
来，因为大多数民族商品和服务已经可
以在他们郊外的住宅附近获得。本地区
亚裔美国人目前每年在餐饮店的消费达
到19亿美元。而中国城在这个市场上的
份额极其微小，还不到0.25%。吸引这
个市场顾客群更大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创
造独特的地区性服务，例如餐饮服务，
使人们愿意花费20、30分钟的时间到
这里的餐馆进餐。

创造和吸引高水平的文化产品经营，需
要私人开发商和公共经济刺激计划的大
量投资。在中国城发展新的亚洲(亚裔)
文化企业和机构可以通过提倡一系列措
施实现：对亚洲(亚裔)文化企业提供税
务优惠，推展和宣传中国城的投资机
会，以及促进土地使用规定/优惠方面
的调整，为亚洲(亚裔)商家和机构创造

Chinatown

Major Developments
Recently Completed

Planned

Walter E.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Verizon
Center

City Center

Convention Center
Hotel City Vista

700
6th St

Trammell
Crow

NPR Redevelopment

The Arts at 5th and I

600 Mass
Ave

The DuMont/
455 Mass Ave

Gallery Square

 在中国城附近有好些刚落成的和在开发的主要建筑。中国城内有两座新建筑还是空置，提供了开发亚洲亚裔
商业群的临时装置和样板区或者其它经济活动的机会。s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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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华盛顿特区已经有无数成功的经济
开发范例，包括Columbia Heights、宏伟
大街计划(the Great Streets Project) 、以
及NoMa计划。

在中国城为新的亚洲(亚裔)文化事业开辟
新场地比较困难，因为缺少尚未开发的地
皮。不过，在许多新开发的项目中还有一
些空置的一楼零售场地，因此的确还有机
会。目前，中国城总共有11处空置的一
楼场地，总面积将近2万5千平方英尺，
场地面积从858平方英尺到1万零446平
方英尺不等。这些场地可以转成文化企业
或者事业使用。不过, 这些场地不包水电
杂费的房租开价一般都很惊人：每年每平
方英尺高达35美元到55美元。如此昂贵
的租金使任何文化企业或者机构都无法进
驻这些场地。其它地区使用的抵税或者减
税措施则会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可以向把
场地租赁给亚洲风格零售/文化企业的物
业主提供这些税务优惠。还有零售奖励计
划(The Retail Incentive Program (RIP))
，也是让物业主受益，而不是直接让租户
受益。不过，为物业主提供的抵税优惠通
过向物业主提供租户改装和适应性补贴，
以及租金补贴，有助于降低租户的费用。

为什么重要
•  有助于重点协调中国城商务促进和发

展工作。
•  对于吸引独特的亚洲(亚裔)零售商至

关重要，这种零售商可以使哥伦比亚
特区中国城成为顶级亚洲文化购物地
点，但是却无法在中国城昂贵的租金
环境下竞争。

•  通过强调和促进中国城的文化地位，
为中国城的亚洲风格商家创造商业和
就业机会。

•  吸引那些能够带来亚洲产品和大量资
本、有助于营造一种国际氛围的投资
者。

如何实现
1. 中国城商会将负责组织一个物业主、

开发商、商家、文化机构、居民、以
及发展的机构组成的联合会，支持建
立中国城文化区。

2. 中国城商会将同负责规划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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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市长共同制定一个中国城文化区商业规划。
3. 中国城商会将同民选官员共同在市政议会提出并

且协助确保通过有关立法。
4. 中国城文化区一旦建立，将制定一个在60天之内

就开始的两年工作规划，内容包括立竿见影、容
易落实的项目。最初的一个行动措施就是让亚洲(
亚裔)零售商/文化事业使用空置场地。

时间进度：
建立中国城文化区的工作可以立即开始，不过，市政
议会批准这个指定文化区域的立法可能要一、两年。
建立一个由专业人员组成的中国城文化区办公室可能
要两、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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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将著名亚洲风味餐馆引进
中国城 

3.4 - 设立一个场地或者店面，
可以容纳许多小型亚裔商家的
小店或者“迷你零售点”，让
它们发展成长

这是什么？
食品和餐饮是今天中国城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占该地区零售业的50%以上。不过，目前中国城
最缺少的是让顾客品尝独一无二美味菜肴的享有
国际盛誉的著名餐馆。这种餐馆常常邀请亚洲国
家的厨师远道而来客串，提供绝对独一无二的异
国风味菜肴。这项工作形式多样，既可以是一家
大型饭店，有能力常年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和宴
会，也可以是一系列小型独特的亚洲风味小馆，
每家以一种特别的菜式或者美味见长，可以安排
在同一个地点，成为创建世界级景点的一个码
头。一系列同时举行的文化和娱乐活动很可能会
与这种独特的亚洲风味餐饮中心交织在一起。

为什么重要
•  有助于使中国城成为世界级观光点，吸引本

地区和国内外访客来体验独特的高质量亚洲风
味餐饮。

•  少数族裔零售商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千8百万
美元，然而中国城地区的84个零售商当中，
只有33个属于少数族裔。一家著名餐馆可以
提高人们对中国城高质量亚洲菜肴的需求，也
会增加对亚洲餐馆数量上的需求。

如何实现
1. 开始进行宣传，确定/找到餐馆和/或者海外亚

洲风味烹饪中心。
2. 确定具体设施和地点，落实租户改装资金(包

括必要的家具、装修和饭店、设备的完整安
装)。这个设施应该是营造亚洲风格零售、文
化、消遣和娱乐场所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
分。这个设施很可能由拟议中的文化区财政奖
励和资助计划提供资金。根据设施的规模、所
需改装的程度、以及必要的市场推展和宣传预
算，费用会有所不同。

这是什么？
中国城的特色之一就是生气勃勃的街头零售，包
括小商店、人行道上的摊贩等等，表现了给新移
民和企业者的经济机会。经过协调的零售扶植计
划—不一定在一个场所—通过吸引新顾客光顾老
商家和为小型亚洲风格的文化商家提供新机会，
可以在中国城振兴零售环境。

为什么重要
• 为小型亚洲式零售商在中国城站住脚提供低

成本场所。
• 将新的亚洲(亚裔)商家引进中国城，从市中

心商务区工作人员、本地区居民、以及本地
居民每年490亿美元消费中争取潜在的销售
额。

如何实现
1. 整理一份样板/迷你零售点计划的潜在场所清

单。
2. 确定和鼓励潜在的亚洲风格小型或者特色商

业服务。
3. 为这个计划发展一个商务规划。
4. 确定计划管理能力或者雇用计划管理人员。

促进高质量亚洲式购物和餐饮体验，给原风味
小型亚洲(亚裔)商家的机会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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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策略性地重新开发和组织
中国城建筑物的二楼空间，租
赁给亚裔文化专业人员和提供
特色商品及其服务的专业人员
和服务人员 

3.6 - 设立一个小型零售点，
作为独特的国际亚洲商品和
零售商的样板或者展台

这是什么？
中国城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中，许多二楼场地都空
置着，或者用来存放货物。尽管这些场地对于大
多数零售商家并不十分合适，但是对于亚洲文化
行业来说是适宜的，这些行业商家很少或者根本
没有随意走进来的顾客，他们包括针灸一类的医
疗诊所、亚洲裁缝一类的服务行业、以及律师等
专业服务。这种对小型和专业化领域市场的商业
吸引力可以使中国城对各种各样的大量的顾客形
成特别的吸引力。重新开发这些二楼场地，中国
城可以为几十家这种文化行业商家提供价格适中
的场地，让它们成长。

为什么重要
• 文化行业能够满足对不易获得的服务的特别

需求，在中国城建立一种独特的服务领域。
• 文化行业在中国城的生存艰难，因为在那里

的营业额比饮食业小得多，而那些饮食业商
家可以在昂贵的一楼零售场地拿出比它们高
的租金，争取到这些场地。

如何实现
1. 在物业主中进行调查，确定潜在的可以重新

开发的二楼场地。
2. 利用奖励计划的物业主将装修二楼场地，租

给文化行业商家。

这是什么？
今天，亚洲开发和生产很多设计新颖、大胆创
新和质量超群的新产品。许多这些品牌和产品
还没有引进美国，或者只在有限的地点销售。
中国城作为首都的一部分，可以成为许多这些
新型和令人激动的公司展示产品的展台和出发
地。作为在中国城促进这类零售商发展的第一
步，中国城的各个组织和机构可以争取在中国
城提供场地，展示现代亚洲零售商和生产厂家
的商品。可以在一个单一的场地组织这种展
示，展示内容定期更换。在提供店面场地之
前，第一步可以在举办活动和节庆时设立临时
场地，为亚洲公司展示产品。

为什么重要
• 本措施是为亚洲(亚裔)商店和零售商在中

国城开发更永久性零售点的第一步。
• 为中国城提供能够吸引诸如国际游客和高

档次顾客等新访客的独一无二的国际购物
体验和产品。

如何实现
1. 先在中国城的活动中为亚洲(亚裔)零售商提

供免费场地，展示产品。
2. 同本地物业主合作，找到符合中国城经济

开发区奖励条件的零售场地。
3. 同国际经纪人合作，为亚洲零售商规划零

售场地。

开发中国城商家的亚洲文化产品，增加对文化
体验和服务新市场领域的吸引力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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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组织一次“流动盛宴”活
动，推销亚裔美式菜肴和中国
城餐馆

3.8 - 为中国城小型商家开展联
合协调的市场营销支持

这是什么？
中国城的“流动盛宴”活动将以户外节庆的形式
展示中国城餐馆的菜肴。参加活动的餐馆将在指
定的品尝场地提供一美元到两美元一份的小份品
尝食物。这些餐馆也可以向公众开放它们的餐厅
和厨房，以便进行特别展示。纽约中国城举办的
中国城美食品尝活动有50多家华人餐馆、蛋糕饼
家和茶座参与，提供的食品包括广州口味、上海
口味、北京口味、台湾口味、香港口味、马来西
亚口味、越南口味、泰国口味、新加坡口味和日
本口味。这是一个成功的先例。“流动盛宴”向
人们展示中国城独一无二的烹饪产品，促进本地
区餐馆的发展。

这个活动的另一种形式可以是“厨师比赛”，公
众投票选出哪个餐馆的厨师提供的菜肴“最好”
。可以把参赛食品菜肴分类(比如米粉类、面条
类、头台开胃点心类、汤类、甜点类等等)，以便
使每个餐馆不仅有一次赢得蓝绸带的机会。
 

为什么重要
“中国城流动盛宴”活动不仅会在活动期间鼓励
更多的消费(而且带来更多的收入)，而且会激励
亚洲(亚裔)经营者在中国城经营更优秀的餐馆，
提供更高水平的菜肴。

如何实现
1. 同现存节庆活动的主办者合作，例如宾州大

街社区协会 (the Penn Quarter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步行艺术浏览)和亚裔妇女商会
(Asian Women in Business) (纽约中国城美食品
尝)，计划举办一个类似规模的活动。

2. 同一个中国城的商业协会合作，或者创建一个中
国城餐馆联合会进行协调和筹款。

这是什么？
正宗的小型亚洲(亚裔)商家赋予中国城自己的特
色。不过，这些商家往往没有市场推展能力和宣
传自己。成立中国城商业协会可以集中资源，为
联合市场推展工作提供资金。这样一个协会可
以通过出版宣传中国城亚洲(亚裔)商家的旅游手
册，设计一个介绍本地商家的哥伦比亚特区中国
城网站，抓住有影响的来华盛顿会议中心参加会
议的市场顾客群，协助开发尚未挖掘出来的市场
顾客群。

为什么重要
对独立商家提供市场营销支持会增加中国城对小
型特色商家的需求。

如何实现
1. 建立一个中国城商业协会，集中资源，为市

场推展工作提供资金，并且争取本地旅馆酒
店参与。

2. 同会议中心和旅馆酒店合作，散发好客宣传
材料。

为中国城展开宣传和市场推展工作，吸引新的
地区、全国和国际顾客群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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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组织一个专项小组，负责
吸引亚洲(亚裔)投资和亚洲(亚
裔)零售商

3.10 - 同哥伦比亚特区经济
伙伴委员会(WDCEP)建立伙
伴关系，让它增加一个中国
城区域介绍，以用于市场宣
传，吸引新的亚洲(亚裔)商
家这是什么？

专项小组成员负责同地方政府和社区积极合作，
确认并且将社区批准的亚洲风格商家和投资者引
入中国城。能够给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带来独特
亚洲文化体验的适当类型的亚洲(亚裔)零售商还
可以吸引本地居民高达450亿美元的消费。国内
游客可以带来高达16亿美元的消费。专项小组将
由拥有房地产经验、亚洲(亚裔)商家经验、开发
经验、市中心零售经验、国际商务经验、以及地
区商务关系经验的各种人员组成。

为什么重要
• 吸引新投资和新商家，使中国城发展成长。
• 增加亚洲风格商家和投资者的数量，将有助

于加强中国城的商业氛围。
• 新投资和新的亚洲风格零售商会为中国城居

民和游客/访客增加亚洲文化体验。
• 为哥伦比亚特区带来450亿美元营业额的潜

力。

如何实现
1. 几位指定的中国城成员制定一份专项小组规

划，明确专项小组的目标和设想，以便取得
能够实现的结果。

2. 与市长办公室人员举行最初的会议。向市长
提供一份比较短的专项小组优选候选人名
单，候选人应具有丰富和成功的哥伦比亚特
区政治和商务经验，同亚洲国家有广泛的联
系和关系。

3. 建立专项小组，落实关键的当务之急。

这是什么？
中国城区域计划介绍作为一个市场宣传工具，
详细介绍本地区的各种统计数字和概况。

为什么重要
• 突出强调了中国城最重要的事实，对潜在

的亚洲(亚裔)商家或者未来的居民有帮助。
• 突出强调中国城地区的商业机会。

如何实现
1. 同哥伦比亚特区经济伙伴委员会(WDCEP)

建立伙伴关系，计划和申请这个项目的经
费。

2. 同哥伦比亚特区经济伙伴委员会(WDCEP)
一起制定这个项目的时间进度表。

3. 向哥伦比亚特区经济伙伴委员会(WDCEP)
提供一份准备包括在区域介绍里的本地组
织的名单，作为询问中国城事务的联络名
单。

4. 制作区域介绍。
5. 提供一份向公众散发这份材料的市场推展

计划。

吸引新投资和新商家，使中国城发展成长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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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国城的服务
和品质，创建美好
的中心城市居住区
中国城的核心是居民。没有积极、有爱心的居
民支持企业活动、拥护政府服务、关注居住
区的品质，并相互照顾，任何居住区都无法生
存。与整个市中心居住区一样，吸引新亚裔和
非亚裔居民，要依靠高品质的生活，并能与广
受欢迎的哥伦比亚特区及郊区选择进行竞争，
而这意味着居住区必须拥有丰富的便利设施，
包括能为老年人、家庭及年轻专业人士提供各
类公园和绿地、学校、商店及住宅选择。创建
健康的城市居住区还意味着确保中国城能持续
为英语能力较差的新移民提供经济住房和诱人
环境。  

中心城市和中国城要有坚挺的住房市场，必须
具备各种服务，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居住
区的活动范围包括所有典型场所：图书馆、药

生活在中国城
店、杂货店、银行、咖啡馆和邮
局等，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方
便的服务对中国城及其他居住区
都至关重要；这会使得更多的人
选择步行而不是开车，会鼓励支
持本地企业，创造社区内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 

中国城与若干其他中心城市居住
区相互重叠，包括Mount Vernon 
Triangle和Penn Quarter。各居
住区之间的界线，在每个人头脑
中的印象各不相同，但都是市中
心居住区协会的一部分，该组织
加强居民、企业主及工人之间的
联系，并为通过合作确保市中
心这个“生命体”的健康奠定基
础。 

公园和广场代表城区居民生活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们强化
社区意识、地方特色，为居民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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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共空间。享有优质户外空
间及绿地始终是居民选择居住区
时的主要标准之一。这些便利设
施的缺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的缺
憾，而且与哥伦比亚特区中心城
市和中国城的生活相关。其实中
国城拥有数个步行即可抵达的户
外场所，不过，它们在设计上令
人失望、缺乏适当的维护、很难
获准举办盛大活动和节庆活动。
在第六街与I街的中国城公园（中
国城公园）内，由国家公园服务
处控制的专用地有为恢复亚洲风
格设计及适当维护提供可能性，
并有望成为社区聚会及举行盛大
活动的好地方。 

居住区小学对所有居住区都很重
要，对于重新考虑以城区作为抚
育孩子最佳地点的家庭而言，其
重要性更是日益凸显。哥伦比亚
特区在附近有一个特色鲜明的优
质公立学校，通过双语教育、中
国文化熏陶及课程，推广中国及
亚洲文化，这可能是加强中国城
作为文化目的地及活力居住区的
关键因素。

关键行动
1. 将中国城公园转型为一个美好的居住

园区
2. 在中国城内寻找一个地方建造华裔特

许学校或卫星校区

配合行动
•  市政府和物业业主合作，在建筑物及

街巷安装照明设施
•  在中国城内创建更为安全的巴士上落

站区
•  与零售/药房连锁店（例如CVS）合作，

在正常营业时间安排懂中文的双语员
工或医生

•  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机构合作，为关
键性的服务提供更多的翻译服务 

•  与城际中国城巴士公司合作，定期免
费送老年人去郊区亚洲食品杂货店购
物

•  寻求具有国内及国际资源的投资者，创
建符合特定文化需要的养老院设施

•  探索可行的奖励措施，鼓励家庭到中
国城居住

•  与市中心BID、市中心居住区协会合
作，植树种花、安装路灯，并清扫街
道，从而美化街道



62 | 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

这是什么？
中国城公园位于马萨诸塞大道的十字路口，在I大街与第五大街之间，
目前维护很差，尽管它是中国城内唯一的公共户外场所，但当地居民
或市中心工作的职员很少前去。通过充分设计及维护，该公园可以更
好地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包括：为中国城的老年人提供绿荫下的座
椅、为居民提供绿草成茵的户外区域以供玩耍和锻炼、为儿童提供玩
耍设施、并为所有人提供消遣娱乐的植被与园艺空间。设计完善的中
国城公园还将在居民中间培养主人翁意识，使社区“收养”并照看公
园 。

该公园是马萨诸塞大道进入中国城的重要门户，面向城市的北部。公
园还将成为中国城的重要地标，是中国城社区及访客可以聚会的地
方。在特殊场合，例如中国新年，公园可以提供庆祝场所，游行队伍
可由此出发或结束。在日常情况下，公园可沿着西北第五与第六大街
之间I街路段举办每周街市。由于大街会暂时禁止机动车通行，它可以
起到步行广场的作用，公园会提供足够空间，使购物者可以停下来享
受购物，并观看集市上人头攒动的情景。 

市中心BID目前计划对公园进行基本复原。长期计划则将翻新公园，融
入中国设计主题，为中国城创造一个真正地标，以及一个当地亚裔居
民和游客能够认同的地方。

关键行动 1： 将中国城公园转型为
一个美好的居住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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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重要
• 为目前缺少公园的市中心居民休闲消遣提供可

以使用的绿地
• 作为中国城在马萨诸塞大道的门户标志 
• 为举行特殊的户外盛大活动和计划提供场所
• 提升社区的物业价值
• 翻新公园、设立新公园项目是一种显而易见、

影响深远的方式，促使社区成员共同合作，实
施立竿见影的积极变化。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1. 与市中心BID合作，完成公园第一期复原项目
2. 与规划部门（OP）合作完成Mount Vernon广场

区域规划举措，形成中国城公园的综合设计
3. 与国家公园服务署及其他伙伴合作，协商公园

的本地控制与维护
4. 发展与潜在赞助者的关系：

• 总部位于中国城的美国景观建筑师协
会（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能够赞助中国城公园的翻新

• 总部位于中国城的IBEW能够赞助中国城公
园的特色照明设计及安装，使之成为居民及
游客的独特目的地和富有活力的场所 

时间表：
中国城公园的改善很可能是渐进式的。小的改进可
以立即开始，但公园的重新设计需要国家公园服务
署的支持，并需要找到资金来源。重新设计可能需
要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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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为了在整体上留住生活在中国城和市中心的家庭，并吸引新的居民，
我们需要向学龄儿童提供优质的公立教育。华盛顿育英公立特许学校
（Washington Yu Ying Public Charter school）是一所新的哥伦比亚
特区公立特许学校，用中文为华裔和非华裔学生授课。该校及中国城
的利益相关方强烈希望为中国城内的这所学校找到一个永久的场所。
位于中国城的该校，将是市中心的独特资产，有助于吸引为子女寻找
特色教育的新居民，并作为该地区中国教育中心，成为中国城本身的
一个力量源泉。

中国城的中文学校很重要，有助于居住区的儿童保持社区的语言和文
化传统。学校在居住区内提供一个中心，便于儿童和家长每天开展社
交活动，以及家长配合支持孩子的教育。学校还将创造机会，使目前
生活在中国城的下一代与老年人互动交流。通过口述历史和面对面的
活动传递知识、文化和经历，丰富各代人的生活。 

关键行动2： 在中国城内寻找一个
空间，建造华裔特许
学校或卫星校区

Calligraphy workshop, National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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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城内的育英公立特许学校找到永久处
所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城内缺少可以利用的
地点和租赁场所的费用。解决这两个问题，
要求与开发商和物业业主合作，寻找一个价
格合理的场所，并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合作
补助中国城内租赁场所的费用。 

为什么重要
• 为市中心居民提供优质教育选择
• 增加专门为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服务的

额外机构资源和人员
• 把更多的年轻人带到哥伦比亚特区中国

城
• 提升居住区的品格
• 让目前生活在中国城的老年人担负新的

角色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1. 与中文学校伙伴合作，为中国城学校设施

制定课程与场所要求
2. 与开发商和物业业主合作，在现有或拟议

的开发项目中为学校设施寻找潜在空间
3. 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合作，确保落实充足

的资金

时间表：
建立中国城校园是一个长期目标，可能需要
几年才能实现。但发展中国城的教育机构可
以较快实现。通过拓展中国城现有语言课程
的容量，我们可以立刻取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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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与市政府和物业业主合
作，在建筑物及街巷安装照
明设施 

4.4 - 在中国城内创建更为安全
的巴士载运区

这是什么？
确保中国城居民和访客的安全舒适对维持坚实的
社区至关重要。中国城的很多小巷照明不佳，成
为隐匿罪犯、滋生犯罪行为的场所。照明良好的
街道、人行道和小巷使警察更容易看清发生的情
况，为中国城创造一个对访客和游客安全的环
境。 

为什么重要
使警察易于维持小巷治安，有助于减少小巷的犯
罪行为

如何实现
1. 举行物业业主和市政府会议，确定应该改进

照明的区域
2. 寻找赞助和其他资金来源，资助照明设施的

安装

这是什么？
中国城巴士是中国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
已成为许多人的主要区域及城际交通工具，每天
直接为中国城带来众多游客和访客。如果我们失
去这些城际中国城巴士，中国城内的亚洲人就会
减少很多。不过，一个重要问题是很多罪犯开始
盯上乘客，在中国城抢劫。这已成为中国城的一
个主要犯罪源头，由于以亚裔乘客为目标，所以
特别麻烦。

为什么重要
通过抑制以中国城巴士乘客为目标的犯罪，有助
于削弱中国城的一个主要犯罪源头

如何实现
1. 巴士公司可以与都市警察局（MPD）合作，

向乘客散发传单或其他通知，告知中国城的
安全隐患。

2. 哥伦比亚特区交通局（DDoT），与中国城巴
士公司合作，应当在中国城找到醒目易达、
警察容易管辖的巴士上落站区

推广各项策略，确保中国城成为适于生活、购
物与游玩的安全友善居住区

其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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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与零售/药房连锁店（例如
CVS）合作，在正常营业时间
安排懂中文的双语员工或医生

4.6  - 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机
构合作，为关键性的服务提
供更多的翻译服务

这是什么？
药房和诊所懂中文的双语员工或医生向英语水平
有限的居民提供服务，为购买处方药提供便利，
减少药物的误用。目前，很多企业有双语员工，
不过他们的工作时间常常不固定，因此对接受医
护服务造成了障碍。

为什么重要
• 它有助于中国城非英语居民，特别是老年

人，更有效地与药房员工及其他医务人员交
流其医疗上的需要。

• 促进住房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公寓需求。

如何实现
1. 与CVS合作拓展中国城的双语就业市场，协

助招募双语求职者。
2. 与当地药物学校合作，帮助发现双语亚裔学

生群体和其他有助于发现求职者的团体。

这是什么？
很多重要的政府服务机构，如建筑许可、警察
及低收入计划，很少或没有双语职员。语音电
话服务只提供法律规定的基本翻译服务，但更
多的技术性专业翻译服务常常不易获得。为了
给亚裔美国人及其他非英语人群提供语言便
利，政府可以考虑制定激励措施，在有需要的
工作岗位上雇佣双语职工并增长工资。

为什么重要
• 英语水平低下的中国城居民如果能以母语

获得信息，就能利用重要的政府计划和服
务（失业福利、食品票证等） 

• 有助于向中国城非英语居民提供平等享受
政府服务的途径 

• 有助于进一步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发展
成为一个适于移民居住的国际化城市

如何实现
1. 确定目前英语水平低下的居民无法享有的

重要服务
2. 确定需要翻译的重要政府信息/服务
3. 为每个政府机构获取一份语言服务协调机

构名单，并与他们定期联系，开展更新和
维权工作

4. 开始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一起游说，要求
在关键政府服务方面提供更多语言服务

发展并促进居住区商店和社区服务，为居民
生活提供支持

其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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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探索经济实惠的激励措
施，鼓励家庭在中国城生活

这是什么？
中国城利益相关方对鼓励家庭来中国城生活的激励
措施表现出浓厚兴趣。尽管目前哥伦比亚特区不向
市中心的家庭提供激励，但CCDS建议由他们进一步
探索这个问题。为了吸引更多的亚裔人口，除了激
励措施外，还需要实施一系列定向活动，包括特殊
的亚洲主题文化活动、康乐活动、娱乐活动、零售
活动、教育活动和便利设施。 

为什么重要
• 中国城的稳固亚裔美国人口有助于维系中国城

的文化居住区地位
• 中国城中家庭数量增加，能强化居住区的稳

定，成为包含各年龄阶层的更富裕、更完整的
群体

如何实现
1. 与区域性和全国性亚裔团体合作，确定可以被

吸引至中国城生活的潜在目标亚裔人口
2. 确定可以向家庭提供的必要、适当的经济奖励

其它措施

4.7 - 与城际中国城巴士公司合
作，定期免费送老年人去郊区
亚洲食品杂货店购物

这是什么？
亚裔老年人需要获得经济实惠的新鲜亚洲土特产
和目前在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买不到的其他食
物。目前，只有少数区间巴士提供这些服务，而
且它们常常不得不拒载。社区可与居住区城际中
国城巴士合作，每周向老年人提供交通服务，满
足他们的需要。

为什么重要
•  有助于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  有助于培养企业与居民的社区伙伴关系

如何实现
1. 开始与巴士公司接触，讨论这个想法 
2. 计划与亚洲服务中心和Wah Luck House物业

经理进行后勤协调

Continued... 为老年人、年轻的专业人士与
家庭拓展经济实惠的居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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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 与歌德学院和美国国家
艺术博物馆等邻域机构合作举
办亚洲盛大活动和计划

4.9 -寻求具有国内及国际资源
的投资者，创建符合特定文化
需要的养老院设施

这是什么？
改善街景将使中国城的居住区面貌大为改观。
但如果不定期维护保养，树木、路灯、花坛及
干净的街道和人行道都无法持久。中国城居民
可以与市中心BID及市中心居住区协会合作，
协调并分担维护职责。

为什么重要
• 使中国城成为更具有吸引力的居住区
• 将提高中国城对访客和游客的吸引力，有

助于中国城的企业

如何实现
1. 召开会议，与市中心BID及市中心居住区协

会（DNA）协调

这是什么？
中国城是一个对亚裔老年人具有吸引力的地
方。这一点从申请Wah Luk住房的冗长名单
就可以轻易看出。正如其他中国城所经历的那
样，空巢及在城市生活的吸引力渐增，形成了
退休住房市场的需求。为亚裔退休人员提供额
外的居住选择，除了具有文化意义外，还具有
潜在的利润。持续照料退休社区（CCRC）是退
休人员（主要是55岁以上的）与文化背景相同
的其他人共度退休生活的机构，这里的服务、
计划及员工推广退休人员的文化，和他们说相
同的语言。在哥伦比亚特区，这一概念显然具
有生命力，马里兰的Burtonsville退休之家就是
明证。

为什么重要
• 吸引更多的亚裔居民到中国城，增进中心

城市和中国城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 为中国城提供独特的居住产品，这是目前

该地区所无法提供的

如何实现
1. 在大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持续照料退休

社区的市场调研 
2. 举行可行性调研，以便确定在中国城内或附

近开办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参数

其它措施

通过户外空间及专门为供社
区使用而设计的诱人街景，
培养强烈的居住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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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国城的
领导、组织和
伙伴关系
在制定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的全过程中，广泛沟通
与合作精神确保了所有想要参与的人士都受到欢
迎。通过共同合作，富有创意的想法不断涌现，干
劲大增，希望与激情高涨，新的参与者带来了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例如，最近一次社区会议
总共有80人左右与会，其中超过半数在此过程中
参加了特别工作组，许多人是通过这个项目才第一
次相遇。随着该策略规划程序过渡到产生实效的
阶段，关键的个人继续实行这一“以行动为导向”
的做法，组织机构之间实行自由的信息交换，并开
展合作，将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城的成功取决于
通过共同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管理具体的社区构
建举措，拓展经济与商业机遇，并形成激动人心
的文化活动和计划。目前在中国城中营运的社区文
化组织（CBO），为中国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奠定
了基础。中国城社区文化中心（CCCC）、中国城复
兴委员会（CRC）、家庭协会及其他组织发挥重要
作用，不过它们需要新的合作伙伴和额外的资源，
以便拓展使命和协调活动。目前有全国性组织及

个人提出建议并推动这项组织发
展，特别是全国亚太裔美国人社区
发展联盟（CAPACD）及其个人成
员。此外，需要关注特定问题并担
负专职工作的新团队与现有团队合
作，实现本策略中包含的目标与建
议的行动。

中国城位于首都，具有区域性、全
国性和国际性，但只有通过接触各
亚洲国家大使馆以及国内和国际公
司，才能开始发展这些关系。持续
从事这类工作，并与文化机构、大
学、私人开发商、当地政府和联邦
政府结为伙伴关系，将是必不可少
的，有助于实现中国城的潜力，确保
中国城继续是哥伦比亚特区文化（
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團結協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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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措施
1. 成立半年度中国城社区论坛，追踪CCDS的进展
2. 成立中国城商业委员会或中国城商人协会

配合行动
• 寻找并开发更醒目的社区活动空间，在各项目

上开展共同合作
• 共同合作联络本地和全国经济住房维权团体，

并建立联盟，为获得市中心经济家庭住房机会
提供支持

• 与区域性和郊区的各个亚洲协会合作，使哥伦
比亚特区中国城成为区域性目的地，将更多的文
化表演和盛大活动引入哥伦比亚特区市中心

• 创建当地学校（包括公立、特许、私立、大学和
学院）和中国城社区之间的互惠/互助义工计划/
系统

• 参加全国会议，与全国性社区组织建立关系，分
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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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随着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CCDS）接近尾声，很多人开始问，我们
如何保持组织性，如何完成工作？的确，规划中的很多行动要求个人
的持续支持或者与其他行动相协调。为了取得执行本文件中各项行动
所需的支持和协调，本策略建议每季度举行一次全体会议，追踪并讨
论规划的进展。中国城社区论坛会议将类似于CCDS会议，鼓励所有
社区成员参加。中国城成员或社区团体，将与会并报告各项行动的进
展、寻求协助和支持、组织团体应对新的行动。起初，这些会议将由
市政府规划办公室与市长亚太事务办公室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
国城领导的成长，他们将开始组织并主持会议。

为什么重要
• 提供一套组织社区行动的机制

关键行动1： 成立半年度中国城社
区论坛，追踪CCDS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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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于确保CCDS行动的完成和执行
• 它是开放的论坛，欢迎每个人参与，分享他们关注的问题
• 允许多个团体分工合作，共同改善中国城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1. OP和OAPIA将组织最初数次社区论坛会议，首次会议将在九月举

行
2. 中国城论坛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将组织随后的会议

时间表：
需要3－4个月来组织盛大活动的后勤工作，各特别工作组才能开始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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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商业委员会是由中国城企业主组成的团体，促进中国城的新老企业，
讨论共享政策，处理各种问题和关注焦点。它是管理居住区的商业区
并实施商业改进项目的机制。通常，它由企业成员及其他有意确保繁
荣健康商业环境的成员组成，特别是因为它有助于社区及其企业的整
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企业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有带薪执行董事，通常
以会费和基金会或政府津贴等形式筹集资金。

商业委员会参与的计划有各种类型，但在所有情况下，它们都对当地
需要和一个地方的机遇作出反应。例如，许多计划以改善建筑立面为
重点，另一些计划赞助节庆活动和农产品市场，以便把顾客吸引到居
住区的企业。在中国城，商业委员会能协助物业业主和店主应对涉及
政府的问题，开展组织街道的清洁和美化，并编制共享的宣传和市场
营销材料。

为什么重要
• 赋予商人一个框架，以便共同合作并集中力量解决他们面临的共

同问题，例如犯罪、垃圾和企业宣传
• 向新亚裔企业提供企业发展建议，利用每年游览中国城的1500

万国际游客和120万国内游客，增加销售收入

关键行动2： 成立中国城商业委员
会或中国城商人协会



共同合作  | 75  

• 在政府和非政府发展举措中，大力支持中国城企
业

• 为了中国城企业的福利，向商人提供一个参与机
会并形成迫切感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1. CCDS特别工作组成员应当组织一次中国城商人

会议，解释成立商业委员会或主街的目的和优势 
2. 确认潜在的董事会成员，确立团体任务和目标
3. 成立组织，制定规章 
4. 主办定期会议，确认团体工作的优先次序
5. 通过会费、募款、赞助以及津贴来筹集资金

时间表：
我们可以立即开始组织

牌
坊
電
影
節

9/3 - 9/7 2008

WWW.FILMSATTHEGATE.ORG WWW.ASIANCDC.ORG

Join us for 5 nights of kung fu cinema

9/3 Wednesday 星期三  

My Young Auntie 長輩 (1981) 124 min. 
Comedy and kung fu movie starring Kara Hui

9/6 Saturday 星期六晚上
The 36th Chamber of Shaolin

少林三十六房 (1981) 124 min. Old school 
kung fu movie about a Shaolin monk 

outdoors by the Chinatown gate

Hudson St & Beach St

Boston Chinatown

9/4 Thursday 星期四 

Police Story 警察故事
(1986) 100 min. Jackie Chan’s first big 
contemporary hit

9/7 Sunday 星期天晚上
TBA
Kung fu comedy featuring Boston’s Donnie 
Yen

9/5 Friday 星期五晚上
Red Heroine 紅俠
(1929) 94 minutes
Oldest complete swordplay (wuxia) film in existence.

Silent film with LIVE MUSIC by 
Boston-based group DEVIL MUSIC 
ENSEMBLE - the kickoff of their nationwide 
“Red Heroine” tour.  默劇電影配合現場音樂

一
連
五
晚 
的 
功
夫 
電 
影

合
家
同
樂

戶
外

免
費

Free admission!

Donations benefit Asian Voices of Organized 
Youth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A-VOYCE), 
the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 of ACDC

Show begins at 7:30pm

38 Oak St. Boston, MA 02111 617.482.2380
亞美社區發展協會

Thanks to our series curator Jean Lukitsh, Leslie and Sam Davol, and our founding sponsors and current sponsor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a complete listing of supporters and to make a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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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 寻找并开发更醒目的社
区活动空间

这是什么？
社区活动空间为居民、商人和其他社区成员提供
中国城内的中心共享空间，以便共同工作和开展
活动。它是社区的重要资源，向更广泛的社区散
发重要信息，在中国城社区集中举办表演、会议
和其他重要活动时提供场所。由于中国城社区在
未来几年必须密切合作，以便确保中国城的集体
愿景结出硕果，所以社区活动空间将为共同合作
提供场所。

社区活动空间的资源将由专业人员管理，以便增
进中国城在城市中的影响，支持表现中国城特性
和文化的各种计划。空间应当至少有10,000 平
方英尺，从街上就能看见，地面通道方便进出，
并包含会议和表演场所。

为什么重要
•  为会议、特殊活动和表演提供经济实惠的社

区场所

•  为中国城社区居民和企业的社会服务活动提
供经济实惠的场所

•  提供一个提升中国城社区及其文化活动知名
度的集中渠道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1. 与开发商和物业业主共同合作，确定潜在的

地面空间
2. 与亚裔服务中心和育英学校等潜在合作者发

展关系，集中各种资源和计划
3. 为新社区空间的建设募集资金
4. 从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亚洲协会和组织

获取支持

为中国城居民和企业培养强大而团结的领导和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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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共同合作联络本地和全国
经济住房维权团体，并建立联
盟，为获得市中心经济家庭住
房机会提供支持

这是什么？
在市中心推广经济住房，是一个影响到许多人和
企业的复杂问题。中国城是市中心的一小部分，
要想在类似经济住房问题上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将需要与志同道合的各界团体和个人组成联盟。
有了强大的联盟，这些不同团体可以发起全市性
的运动，推动各区经济住房政策的变革。 

为什么重要
向中国城内及其周边的家庭提供多元化的住房选
择，这对维持居住区意识，向当地的商品和服务
企业提供经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1. 中国城领导可开始与亚太裔美国人法律资源

中心（APALRC）等亚裔维权团体合作，制
定策略 

2. 面向全市的经济住房支持者、全国性团体和
持支持态度的开发商和物业业主

3. 开始向市政府官员游说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和利益集团建立持久的工作
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目标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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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创建当地学校（包括公
立、特许、私立、大学和学
院）和中国城社区之间的互
惠/互助义工计划/系统 

这是什么？
义工相互交流计划向中国城居民/企业和大学生
提供合作机遇。例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很
多著名学校，这些学校有大量的API学生及亚裔
美国人研究计划，这些计划会从中国城居民的经
历、历史和专长中获益。同时，中国城也能从这
些本地机构共同组织和主办的侧重于中国城的计
划、研究和举措中获益匪浅。

为什么重要
•  年轻人运用自己的才华和技能，在实现中

国城的愿景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也将是从
CCDS的成功中获得最多好处的利益相关方。

•  建立义工网络/系统，将资源最大化，面向
更广泛的受众，包括非中国城社区。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1. 联系这些学校的亚裔学生团体和为其他少数

族裔服务的办公室。
2. 与这些学校发展实习计划，共同组织盛大活

动。
3. 成立关注中国城主要优先目标的计划和举

措。

参与并促进为中国城服务的义工活动，特别是
在老年人和青少年中间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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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参加全国会议，与全国性
社区组织建立关系，分享资源

5.7 - 与区域性和郊区的各个
亚洲协会合作，使哥伦比亚
特区中国城成为区域性目的
地，将更多的文化表演和盛
大活动引入哥伦比亚特区市
中心

这是什么？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很多本地、区域性和全国
性亚裔组织的所在地，这些组织对CCDS的各个
领域都有兴趣，并享有专业知识。隶属于这个广
泛组织网络，能帮助中国城维权并吸引资源。与
这些组织建立关系，意味着中国城领导需要通过
会议、电话会议、电子邮件和其他方式与他们保
持持续沟通。随着中国城开始发展有全国目标的
项目，例如以亚裔美国人的经历为主题的国立博
物馆，这些关系也会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 有助于在区域及全国范围揭示中国城问题

• 有助于为中国城争取更多资金及其他支持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与全国性亚裔组织建立联系，选择中国城成员参
加它们的主要活动。与附近酒店、建筑博物馆、
莎士比亚剧院和Verizon中心及会展中心当局合
作，向亚裔组织提供会展折扣，激励这些组织在
哥伦比亚特区和中国城主办其全国性会议。 

这是什么？
中国城是个很好的中心场所，拥有一流的表演
设施和户外集会空间。有大约463,000名亚裔居
民生活在华盛顿地区，每年在郊区非亚裔场所
和设施中举办很多节庆和盛大活动。区域亚裔
人口每年花费大约20亿美元，其中仅有0.16%用
于中国城。其中许多亚裔节庆及相关的区域性
支出可以发生在中国城，但在哥伦比亚特区组
织活动会有较大难度，需要对规定许可证和特
别费用有一定了解。由于这个障碍，再加上中
国城远离很多亚裔美国人的居所，所以区域性
亚裔团体往往不选择中国城举办活动。为帮助
他们克服这些问题，中国城团体能为哥伦比亚
特区市中心的活动提供便利，进行策划。再加
上市场营销和宣传，能够鼓励更多的团体在哥
伦比亚特区中国城举办活动，不仅为中国城吸
引新企业，而且增强文化吸引力，进而支持新
企业的发展。

为什么重要
• 举办更多的盛大活动和节庆，将增加中国

城的激情，有助于吸引更多访客和潜在商
机。

• 吸引区域亚裔美国人来中国城举办盛大动 
和节庆，是与区域性团体和个人建立持久关
系的第一步。

如何使之成为现实
1. 把熟悉如何在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成功组织

并运作盛大活动的人们组成一个委员会。
2. 与Verizon中心、会展中心、当地博物馆和

机构合作，达成有关亚裔相关活动的一系列
特别交易。

3. 将中国城作为每年举办节庆和盛大活动的场
所，面向区域性亚裔美国人团体进行市场营
销和推广。

与区域性和全国性亚裔团体建立联系和工作
关系，支持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

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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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现实：
实施规划 

概述
本章确定了一系列举措、计划，或能够为实施中国城文化发展策略行
动提供支持的资金来源。建设并加强中国城，涉及有形和无形的改
善、公私实体的协调与合作、各种金融资源的利用、社区的持续参与
和领导等多个方面。只有通过中国城社区每个成员有组织有决心的行
动，规划中表述的雄心和目标才能实现。最后，正如整个规划进程所
展现的及规划主要主题之一“共同合作”所强化的那样，创设定期的
中国城社区论坛来追踪和组织社区行动，对该规划的成功至关重要。 

以下实施表根据规划进程中确定的五项目标，来组织各项行动及其实
施。每项举措包含建议的时间表、可能的资金来源，并说明负责实施
的政府机构或其他实体。以下政府机构或其他实体在实施表中以首字
母缩写指称：

CAPACD  全国亚太裔美国人社区发展联盟
DCCAH  哥伦比亚特区人文艺术委员会
DCRA  消费者及监管事务局
DDOT  特区交通局
DMPED 规划与经济发展副市长
DPR  市公园和康乐局
DPW   市公共工程局
MPD  都市警察局
NPS  国家公园服务局
OAPIA  市长亚太事务办公室
OP  市规划办公室
WDCEP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经济合作部

关于建议的时间表：
• 持续：持续性的行动，应当现在开始，定期实施直至未来。
• 立即：即将开始的行动或在采纳本规划后两年内可以开始的行

动。
• 短期：在采纳该规划后2至3年内开始的行动。
• 中期：指4至5年的实施日程。这类行动包含可能需要工程设计或

其他设计工作和/或包含城市资金预算的项目。应当强调的是这些
项目会与其他项目争夺资金，故社区支持对这些行动的成功仍将
非常重要。

• 长期：可能需要多年实施的行动，及在采纳该规划之日起5年后
开始的行动，具体取决于资金和已有的员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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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表：

1   将中国城发展成文化目的地：
行动 必备行动 首席实施者 

（机构/团体）
关键行动1：秋天前制定亚洲街市节庆活动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关键行动2：与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局合作，制定为期一年的
亚洲主题活动日程

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
局，中国城社区组织

关键行动3：开始亚洲中心的开发 目标1：关键行动2，行动
5.4（醒目的社区活动中
心）

中国城社区组织

1.4   努力宣传中国城，宣传中国城对每个人而言都
是一个文化场所

亚裔美国人文化团体

1.5   通过创建网站或开设其他社交联网络，提高中
国城的网上影响，有助于触及更广泛的受众

目标5：关键行动2（中国
城商业委员会）

1.6  为亚洲国家大使馆发展旋转临街空间（和其他
临时盛大活动空间），在中国城展现文化活动
和各类计划

关键行动2 中国城社区组织、

1.7  成立中国城亚裔美国艺术家定居计划 中国城企业主

1.8   编排中国城公园全年活动 目标5：关键行动2（中国
城商业委员会）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

1.9   与歌德学院和美国艺术博物馆等邻近机构合
作，主办亚洲盛大活动和计划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1.10   成立亚洲烹饪学校 目标5：关键行动2（中国
城商业委员会）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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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资金来源 是否需要公共资金？ 实施时间表

市中心BID、OAPIA、DDOT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立即

亚洲国家大使馆、地区亚裔美
国人文化团体及当地文化机构

公共津贴、私人捐
款、募集资金

是 立即

史密森尼机构、歌德学院及其
他当地文化机构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长期

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局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立即

中国城社区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立即

组织和成员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中期

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局、亚
洲国家大使馆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短期

DCCAH、OAPIA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立即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持续

史密森尼机构、歌德学院、 私人投资 否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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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创建有形的中国城经历：
行动 必备行动 首席实施者 

（机构/团体）
关键行动1：推广富有创意的标牌和店面设计 OP、DCRA

关键行动2：制定中国城公共领域总体规划 DDOT、OP、DCRA

2.3   为中国城的企业及道路标志牌建立框架，进一
步激发街景的活力

OP、DDOT

2.4   利用空置的店面进行艺术展或其他临时性展览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2.5   合并维修车辆的通道和垃圾储存/搬运，这样
人行道可供行人使用，并使垃圾及载运区避开
公众视野

目标5：关键行动2（中国
城商业委员会）

DDOT、DPW、OP

2.6.  与物业业主及市中心BID合作，协调措施，确
保妥善开展街巷维护和保洁

目标5：关键行动2（中国
城商业委员会）

市中心 BID、中国城商业
委员会

2.7.  更新中国城设计指引，加强中国城设计审查
程序

目标2：关键行动 1 （富
有创造性的标记）

OP

2.8.  添加额外的亚洲街景设计元素及其他装饰性便
利设施

目标2：关键行动2（公共
领域主计划）

DDOT、DCCAH、OAPIA

2.9.  修正历史性名称，反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目
前为止华裔美国人定居的历史意义

目标2：关键行动 1 （富
有创造性的标记）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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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资金来源 是否需要公共资金？ 实施时间表

中国城设计子委员会 OP运营预算 是，印刷新准则需要
$1000 - $2000

•  立即
•  与DCRA一起修改

标志规章将是短期
措施

中国城企业主 不适用 不适用 立即

和物业业主 地区的首府改善计
划（CIP）预算

是 短期

市中心BID、中国城企业主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短期

和物业业主、中国城社区组织
和成员

不适用 否 立即

市中心BID、中国城企业主和
物业业主、中国城社区组织和
成员

不适用 否 立即

DCCAH OP运营预算 是，设计印刷新准则需要
$20000 - $30000 

短期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中国城
企业主和物业业主

地区的首府改善计
划 （CIP）预算

是 长期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中国城企
业主和物业业主

津贴、私人捐款、
募集资金

否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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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促进中国城企业：
行动 必备行动 首席实施者 

（机构/团体）
关键行动1：贩卖发展区 目标5：关键行动2（中国城

商业委员会）
DCRA、中国城商业委员会

关键行动2：将中国城定位为特殊文化区 目标5：关键行动2（中国城
商业委员会）

DMPED、中国城商业委员会

3.3.  吸引标志性的亚洲主题餐饮机构来中国城 行动2（中国城商业委员
会）和行动3.9 （亚洲投资
特别工作组）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亚洲投
资特别工作组

3.4.  为小型亚裔企业开发空间或店面，以便容纳众
多小商店或“微型零售空间”，允许小型企业发
展壮大

行动2（中国城商业委员
会）和行动3.9（亚洲投资特
别工作组）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亚洲投
资特别工作组

3.5   战略性地重新开发和包装中国城建筑物的二楼空
间，出租给亚裔文化专业人士、从业者及特色商
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行动2（中国城商业委员
会）和行动3.9（亚洲投资特
别工作组）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中国城
企业主和物业业主

3.6   开发小零售空间，作为独特国际亚洲商品和零售
商的孵化器或展示区

行动2（中国城商业委员
会）和行动3.9（亚洲投资特
别工作组）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亚洲投
资特别工作组

3.7   组织“流动筵席”活动，推广亚裔美国人的烹饪
和中国城餐馆

行动2（中国城商业委员
会）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

3.8   以集体和协调方式为中国城小商人提供营销支持 行动2（中国城商业委员会） 中国城商业委员会

3.9   组织特别工作组负责引入亚洲投资和零售商 行动2（中国城商业委员会） 中国城商业委员
会、DMPED、OAPIA

3.10 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合作部 （WDCEP）合
作，为中国城增加居住区概况介绍，用于市场营
销，吸引新的亚洲企业

WD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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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资金来源 是否需要公共资金？ 实施时间表

市中心 BID、 OP、OAPIA 不适用 否 立即：
“贩卖发展区”立法需要
好几个月至一年才能获得
通过 
一旦立法通过，需要六个
月至一年建立中国城贩卖
发展区

市中心 BID、OAPIA、中国城社
区组织和成员

零售激励计划 （RIP）
、减税及其他地区政
府资金

是 短期

市中心 BID、WDCEP、DMPED 不适用 是 中期

私人投资者和开发商，
 DMPED

零售激励计划 （RIP）
、减税及其他地区政
府资金

是 中期

私人投资者和开发商 私人投资 否 长期

私人投资者和开发商、哥伦比亚
特区文化旅游局、DMPED

零售激励计划（RIP）
、减税及其他地区政
府资金

是 中期

哥伦比亚特区文化旅游局、 不适用 否 短期

哥伦比亚特区中心、
会展中心

津贴、私人捐款、募集
资金

否 立即

房地产专业人士，
零售及营销专家，
亚裔企业主/投资者

津贴、私人捐款、募集
资金

否 立即

DMPED、中国城商业委员会，
亚洲投资特别工作组

WDCEP 否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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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生活在中国城：
行动 必备行动 首席实施者 

（机构/团体）
关键行动1：将中国城公园转型为美好的居住区公
园

DPR、NPS、OP、市
中心BID

关键行动2：在中国城内寻找一个空间建造华裔特
许学校或卫星校区

育英特性学校

4.3   与市政府和物业业主合作，在建筑物及街巷安
装照明设施

MPD OP、物业业主

4.4   在中国城内创建更为安全的巴士上落站区 DDOT、OAPIA、MPD

4.5   与零售/药房连锁店（例如CVS）合作，在正
常营业时间安排懂中文的双语员工或医生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4.6   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机构合作，为关键性的服
务提供更多的翻译服务

OAPIA、中国城社区组织
和成员

4.7   与城际中国城巴士公司合作，定期免费送老年
人去郊区亚洲食品杂货店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4.8   寻求具有国内及国际资源的投资者，创建符合
特定文化需要的养老院设施

行动 3.9 （亚洲投资特别
工作组）

亚洲投资特别工作组 

4.9   探索经济实惠的激励措施，鼓励家庭在中国
城生活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4.10 与市中心BID、市中心居住区协会合作，植树
种花、安装路灯，并清扫街道，从而美化街道

行动2（中国城商业委员
会）

市中心 BID、市中心社区、中
国城商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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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资金来源 是否需要公共资金？ 实施时间表

中国城社区组织和成员 地区的首府改善计
划 （CIP）预算，津
贴、私人捐款、募
集资金

是 短期：市中心 BID进行
基本改善 
长期：重新设计后具有
中国特性的公园 

DMPED、OP、中国城社区组
织和成员、中国城

减税及其他地区政
府资金

是 中期

 物业业主 物业业主 否 短期

OAPIA、中国城社区组织和
成员

不适用 否 立即

中国城城际巴士运营商 不适用 否 立即

地区政府运营预算 否 长期

OAPIA 巴士公司捐款 否 持续

亚太裔美国人 减税及其他地区政
府资金

可能 中期

法律资源中心 否 立即

津贴，物业业主和
企业主捐款

否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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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共同合作:
行动 必备行动 首席实施者 

（机构/团体）
关键行动1：成立半年度中国城社区论坛，追踪
CCDS的进展

OP, OAPIA

关键行动2：成立中国城商业委员会或中国城商人
协会

中国城企业主

5.3   寻找并开发更醒目的社区活动空间，在各项目
上开展共同合作 

中国城社区组织

5.4   共同合作联络本地和全国经济住房维权团体，
并建立联盟，为获得市中心经济家庭住房机会
提供支持 

中国城社区组织

5.5   与区域性和郊区的各个亚洲协会合作，使哥伦
比亚特区中国城成为区域性目的地，将更多的
文化表演和盛大活动引入哥伦比亚特区市中心

中国城社区组织

5.6   创建当地学校（包括公立、特许、私立、大学
和学院）和中国城社区之间的互惠/互助义工计
划/系统

中国城社区组织

5.7   参加全国会议，与全国性社区组织建立关系，
分享资源

中国城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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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资金来源 是否需要公共资金？ 实施时间表

中国城组织和成员 不适用 否 立即

OAPIA 不适用 否 立即

中国城 
物业业主和
开发商

津贴、及私人募集
资金

否 中期

亚太裔美国人法律资源中
心、
CAPACD

不适用 否 短期

OAPIA 不适用 否 立即

公立学校，特许学校，
大学，学院

不适用 否 短期

不适用 否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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