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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覆盖剑桥全市计划的报刊

关于

想象

剑桥

想象剑桥移动式模型互动站在剑桥市政厅附楼行动中

想象剑桥是制定一个更适宜居
住、可持续和公平的剑桥市的
全社区过程。通过在我们城市
居住、工作、上学和娱乐的市
民的意见投入，想象剑桥将为
本市制定未来的共同远景。该
计划将为广泛的议题提供建议: 
如住房、流动性、经济机会、
市区形态、气候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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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看？

29.7%
的剑桥市民就读全职或兼职的大学

或研究生学位课程。

你知道吗？

140
种不同语言在剑桥使用。

义工在
剑桥社区学习中心
The Cambridge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

教授英语或新语言。

了解更多资料: 
cambridgema.gov/teachatclc

Welcome

Bienvenido

s

欢迎欢迎阅读 - 想象剑桥报刊，一
份由想象剑桥小组制作的免费
发行报章。

想象剑桥计划在11月推出，小
组一直忙于了解什么令剑桥如
此独特。 无论我们是收集、分
析和阐释住房、交通、或气候
变化的数据; 专访专家谈论剑
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或与
剑桥社区成员谈论他们喜爱城
市的什么、或城市哪一方面对
他们是重要的，我们一直在发
掘这个迷人城市的新事物。

我们制作此份报刊是想读者可
以学习我们学习的事。我们想
你知道规划过程，让剑桥社区
成员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事、见
我们会见的人、听到一些我们
听见的回馈。

想象剑桥报刊的特点是地图、数
据、历史、有趣资讯、公共场所
肖像和访谈剑桥市民、社区领导
和专家。这些特点将突出城市和
邻里鲜为人知的一面。

快乐阅读 ! 

帮助我们传播出去

是否有一个地方是你、你的朋友、
你的社区的核心而你认为适合派发
传单? 如果有，请你发送电邮至
envision@ cambridgema.gov，并在
主题栏註明 "派发传单位置"。

仅供参考
剑桥有

4,566
间私人企业。

你知道吗？
根据2010 - 2012年美国社区调查，

剑桥市民的主要职业是: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行业 - 20% 

教育、培训和图书馆 - 16% 

管理行业 - 11.9% 

服务行业 - 9.8% 

办公室和行政支援 - 8.7%

在Twitter 和 Facebook

追踪
#EnvisionCambri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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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平台

你知道吗？

剑桥市有42％的土地是用作住
宅用途，商业用途主要是重点
走廊和广场，市内还有很大部
分是空地，虽然它没有均匀地
分布在社区内。

高校和大学占据全市的10％土
地，另外5％是用作公民、教育
和医疗用途(在右图标记为机构
）。目前城市的一小部分被分
类为混合用途、公用事业和工
业。

资料来源：剑桥市CDD土地用途和
道路GIS

请沿虚线剪下

调查02：
剑桥愿景

想象剑桥是制定一个更适宜居住、可持续和公平的剑桥市的全社区过程。通过在我们城市居住、
工作、上学和娱乐的市民的意见投入，想象剑桥将为本市制定未来的共同远景。

想象剑桥的调查01是询问你对计划的优先选

项和你最爱城市的哪一方面。我们知道住房、
流动性和交通、和市区形态是你最关注的主
题。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帮助规划剑桥的远

景。

调查02询问你对未来剑桥的希望和愿景。

当你想到未来的剑桥是怎样时，就以下主题
你会想到什么单词或短语? (请自由联想 !)

流动性和交通

住房

如果你的希望得以实现，20年后的剑桥将
会. . .

社区互动

市区形态

气候和环境

经济机会

计划的三个主要目标是什么？

1.

2.

3.

剑桥市

n go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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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 s oni

e

npn gai l

n

ir amg d

e

b c

c u ty o nm i

m

保持联系
你想通过电子邮件接收计划的最
新信息？
如果是，请浏览
envision.cambridgema.gov网站

猜字游戏
解读这些单词

i

n

a

u

n

调查 02 
你怎么想？

我们想知道你在你的城市想
要些什么。
每期想象剑桥报刊将有一项
调查，我们希望你能帮忙完
成此调查。

剪下此调查方格并邮寄至：

Melissa Peters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pt.
City Hall Annex
344 Broadway
Cambridge, MA 02139

或拍摄一张调查方格的照片，并

电邮至：

envision@cambridgem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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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

在2010-2012年美国社区调查，
除英语以外其他主要语言和语
言人口，包括西班牙语（5.4％
）、法语包括海地克里奥尔语
（4.3％）、中文(4.8%)、葡萄
牙语
(2.1%)和非洲语 (1.7%)。

e a e g m n t ne g

g

答案:zoning,envision,
planning,cambridge,community,
engagement

总土地面积

地块面积

公路和人行道面积

住宅

商业

空地

高等教育

交通

机构

研发

混合用途

工业 设施



2015年招生人数 (按国籍分类)

焦点社区空间

焦点 - 社区学习中心

大城市如剑桥会有一些让社区市民生活在一起、聚集、和庆祝的空间。在剑桥，这些空间包括教堂、邻
里餐馆和非正式的俱乐部，是让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生活空间。在本期报刊，我们就看看剑桥社
区学习中心（CLC）。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和傍晚，在
中央广场社区学习中心(CLC)旗
舰设施的中心礼堂均有大量忙
碌的学生聚集。每年CLC招收接
近1000名学生。有些是就读五
个不同级别英语的非英语学生;
其他是学习基本读写能力、修
读高中同等学历和准备上大学
的成年人。

CLC的学生来自剑桥的不同区域
和年龄范围、技术水平和语言
背景，代表着剑桥文化遗产的
多样化。学生来自70多个国家
，包括海地、埃塞俄比亚、孟
加拉国、巴西和中国。许多学
生是剑桥的长期居民，也有些
是剑桥市的新移民。

CLC提供光洁明亮的教室，内设
最先进的技术和电脑室。它也
有一个大而舒适的休息室，学
生可以在课堂之间在此吃晚饭
或聊天。CLC致力于为学生提供
就业联系和就业途径。它为许
多有志于医务工作的学生提供
医学语言为目标的针对性课堂
和积极与Mt. Auburn医院保持
良好的关系。它还与邦克山社
区学院(Bunker Hill 
Community College)保持良好
的关系，毕业学生经常在此作
进一步的学习机会。此外，CLC
开设了兼职外展职位并由当前
和以前的CLC学生任职。

CLC永远都欢迎新同学，也欢迎
志愿希望成为课堂助手或提高
学生语言技能的一对一导师的
剑桥市民。

2015ENROLLMENTBYCOUNTRY

国家 数目

海地 208

埃塞俄比亚 83
孟加拉 44
巴西 41
美国 41
中国 35
萨尔瓦多 32
多明尼加共和国 24
厄立特里亚 16
印度 14
日本 14
摩洛哥 13
尼泊尔 12
牙买加 11
佛得角 9
苏丹 8
哥伦比亚 7
波多黎各 7
阿尔及利亚 6
洪都拉斯 6
秘鲁 6

如需更多中心或参与的信息，
请浏览他们的网站: 

cambridgema.gov/clcinfo

或致电 (617) 349-6363.

剑桥社区学习中心

The Cambridge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

位于: 

5 Western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9

你的社区空间在哪里？
我们希望分析对你来说是很重要
的地方。如果你有任何提议，请
电邮至envision@
cambridgema.gov，并在主题栏註
明 "社区空间"。

你知道吗？

剑桥市有超过300间

生命科学和技术相关的公司。

社区学习中心学生制作棉被的一部分

剑桥社区学习中心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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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更新

专题讨论小组、工作坊、调查和更多
想象剑桥小组一直都非常繁忙
，近半年一直忙于做好作顾问
小组的准备，需要更进一步了
解剑桥，并为我们将如何与剑
桥居民、工人和游客的参与作
计划。

想象剑桥在2月中旬举行了第一
次公开活动，在剑桥公共图书
馆有一个“计划是什么？”的
专题讨论小组，顾问小组成员
在此谈论主要问题，包括住房
、经济、流动性、以及气候和
环境。随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公众人士提问的话题包括城
市农业、住房负担能力、创新
游览城市的新途径。这是三年
规划过程中多次专题讨论小组
的第一次讨论。

在3月1日，小组推出了移动式
互动站（请参阅下页了解详细
信息）。在3月底和4月初，小
组在肯尼迪-朗费罗学校
(Kennedy-Longfellow School)
、托宾学校(Tobin School)和
剑桥老人中心(Cambridge 
Senior Center)举行了公众研
讨会。我们在这些研讨会向剑
桥社区成员提问想象剑桥应处
理哪些项目。我们也在人行道
上进行调查，在本报刊第2页可
以找到。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进行了
我们的第一个系列的焦点小组
，我们与剑桥社区参与小组合
作，得到与难以接近的社区的
对话。

在4月，我们将早期调查结果汇
报给你、市议会和规划局。在6
月和7月，我们对城市整体和
Alewife地区有一系列的远景规
划活动。

在肯尼迪-朗费罗学校 (Kennedy-Longfellow School)举行的想象剑桥公开研讨会

在托宾学校(Tobin School)举行的想象剑桥公开研讨会

在剑桥老人中心举行的想象剑桥公开研讨会

“该计划需要按照社区在
构想些什么，而不是与它
相反。.”
- 剑桥居民

“应使单车运动更加家庭
友善”  
- 剑桥居民

“学校是我们城市的脊柱;
它们能錨固机构，如医院
。”
- 剑桥居民

“剑桥的最好的是公园和绿
色空间。 ” -
Port 居民

“我喜欢可以走路到本地
的小型商业。” -
休伦村 (Huron Village) 
居民

“我们需要更多Hubway站，
尤其是在广场外。”
- 中剑桥居民

“我想念剑桥过去的工业。
当年NECCO工厂还在时， 我
在Lechmere站等候时，我还
记得在空气中的巧克力气味
。”
-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工人

“小企业真的很难找到
办公空间。”
- 英曼广场居民

“从英曼到中央地区有单
车友善的方法，这会很棒
。”
-英曼广场居民

1. 当你想到剑桥时，脑海中会浮
现什么单词或短语?

公园

图书馆

无障碍 文化 处处

艺术
文化

音乐

简单

住房 社区

历史
宜居生物技术

科技

嬉皮士
企业充满活力 受过教育 产品

热闹

伟大
酷

安全

好玩学者

进步

一切
中央

多樣化
家

交通

进步

路径 适宜步行
河流

事件

生活
昂贵
麻省理工

学校自由
不錯

有趣

哈佛

不同

广场

爱

大学
纪念馆

友善
可步行
奇特 真棒

嘻哈

小

有趣

人行道

服务美丽

剑桥人眼中的剑桥

在我们的调查，我们访问受访
者当他们想到剑桥时，他们脑
海中会浮现什么单词和他们喜
爱剑桥的什么。以下是迄今为
止的结果。

4 | Envision Cambridge Newsletter

2. 你喜爱剑桥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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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

聪明

城市

计划更新

公共
购物

商店

许多建

筑

哈佛
稠密

自行车

餐厅 感觉



计划更新

移动式模型互动站已来临剑桥

没有车仍可以很容易去
到任何地方 ... 很多不
同种类和很棒的餐厅... 
很多精明的人... 很好
的人行道和斑马线... 
一般的单车友善道路。
”
- The Port（第四区）
居民

“我喜欢剑桥的足够
稠密，可行走和骑单
车，但仍然感觉到古
朴和相邻。”
- 休伦村(Huron 
Village) 居民

“我住在中剑桥，
我感觉我在中心的
中心。我可以走路
到哈佛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博物馆
、the T 和工作地
点。 ” 
- 中剑桥居民

在3月1日，想象剑桥小组推出
了移动式模型互动站，大型互
动模式的剑桥模型给剑桥居民
和工人机会找出他们喜欢或不
喜欢剑桥的什么，和分享他们
对剑桥未来的希望。

互动站共有三层。顶层是显示
剑桥城市建筑物的3D模型。第
二层是剑桥地图，通过颜色编
码显示土地用途和所有街道和
建筑的足迹。第三层是每个剑
桥社区形状的凳子。

想象剑桥的“街头小组"把模型
站带到剑桥附近的不同地点。
当我们把模型互动站放出来时
，我们会要求市民画出他们的
日常路线、喜欢的地方、最不
喜欢的地方、和对未来的想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
了624条路线、1906个喜爱的地
方，819个最不喜欢的地方、和
574个对未来的想法。

当模型站不使用时，它会放置
在市政厅，在那里我们将用它
可视化一些调查结果。

移动式互动模型站图样

这里是我们至今到过的地点:

我们至今到过的地点:

可以在哪里找到我们下
一个摆放地点？

移动式互动模型站的时间
表可以在城市网站找到：

envision.cambridgema.gov

移动式互动模型站与你

移动式互动模型站已经有一个非
常繁忙的时间表，但我们需确保
它去到你的社区！是否有一个地
方是你、你的朋友、你的社区的
核心而你认为我们需将移动式模
型互动站带到此处? 如果有，请
你发送电邮至envision@
cambridgema.gov，并在主题栏註
明 "移动式模型互动站"。

你知道吗？

32.0%
5岁或以上的剑桥居民在家能讲英

语以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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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中剑桥（市政府附楼） (Mid-Cambridge (City Hall 

Annex))

3/5/16 哈佛广场 (Harvard Square)

3/6/16 剑桥公共图书馆 (Cambridge Public Library)

3/12/16 第四区 (Area IV)

3/13/16 波特广场 (Porter Square)

3/14/16 肯德尔广场 (Kendall Square)

3/19/16 卡波塞德商业街商场 (Cambridgeside Galleria)

3/20/16 英曼广场 (Inman Square)

3/24/16 肯尼迪-朗费罗学校 (Kennedy-Longfellow School)

3/26/16 休伦村 (Huron Village)

3/30/16 托宾学校 (Tobin School)

3/31/16 托宾学校 (Tobin School)

4/2/16 剑桥社区中心 (Cambridge Community Center)

4/2/16 剑桥老人中心 (Cambridge Senior Center)

4/6/16 Alewife T Station

4/11/16 柯林斯图书馆分馆 (Collins Branch Library)

4/15/16 拉斐特广场 (Lafayette Square)

4/16/16 剑桥林吉与拉丁 (Cambridge Rindge & Latin)

4/27/16 剑桥公共图书馆 (Cambridge Public Library)

5/11/16 麻省理工学院 (MIT)

5/14/16 158 Spring Street

5/15/16 哈佛广场 (Harvard Square)

5/19/16 Frisoli

5/24/16 弗莱彻梅纳德学校 (Fletcher Maynard School)

5/27/16 市政厅 (City Hall)

5/31/16 剑桥学习中心 (Cambridge Learning Center)

6/1/16 剑桥学习中心 (Cambridge Learning Center)

6/4/16 河流艺术节 (River Festival)

6/6/16 Trader Joe’s Alewife

6/11/16 Fresh Pond

6/18/16 Hoops n Health at Hoyt Field

6/19/16 Mayors Cup at Donelly Field

6/21/16 Magazine Beach

6/24/16 中央广场 (Central Square)

6/25/16 Rindge球场 (Rindge Field)

6/26/16 Sennott公园 (Sennott Park)

7/7/16 格林玫瑰文化公园 (Greene Rose Heritage Park)

7/10/16 北角公园 N(orthpoint Park)

7/13/16 Centanni Courtyard

7/19/16 Riverside Press Park

7/20/16 Newtowne Court

7/22/16 剑桥林吉与拉丁 (Cambridge Rindge & Latin)

7/23/16 Magazine Beach



我们喜爱的地方

人们为什么喜爱拉斐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

这么多优秀的公共空间，但是什么使它令人喜爱?

Ricardo

1) 我为一间拿取并送
递食物的公司工作
。所以，我在这里
等待Café Luna订单
食物，然后我得趕
快送递。

2) 是的，这真是一个
不错的坐下休息的
好地方。它是一个
闲逛和喝咖啡的好
地方。

这么多优秀的公共空间，但是什
么使它令人喜爱?

拉斐特广场位于马萨诸塞州大道
和悉尼街的交会点，以前这里有
一个加油站。在任何常规日子（
如果天气配合），你会发现有很
多人在户外享受着广场，沿着花
丛或在规定的公共户外桌子坐着
。许多人正与朋友和家人交谈，
他们享受着冰淇淋或从广场侧面
餐馆买来的食物，或在耐心地等
待餐馆内的座位。其他人则在享
受独处的时刻：课堂研究、阅读
、用手机收发电邮。那些在广场
散步的人享受短暂观看别人的机
会，他们清楚地知道别人也在观
看着他。

事实上，拉斐特广场能成为成功
的城市空间的一个原因是，它能
够同时迎合所有类型的用户，为
每类型用户提供许多选项与广场
进行互动，也可能与对方进行互
动。

拉斐特广场的本意是通过关闭
部分主要街道(Main Street)的
来往车辆，而改善繁忙的马萨
诸塞大道和主要街道(Main 
Street)交会点的行人安全。但
是，与其他此类型项目相比，
广场本身的设计令它变得有所
不同。它没有试图用任何主要
途径令它从周围环境中脱颖而
出，如一些新型城市广场会用
的途径，或大胆的设计声明。
它成功地将广场融合到已存在
的城市环境，同时巧妙地做出
它的贡献。

我们的团队在一个天氣非常晴
朗的日子出去询问在拉斐特广
场待着的人，提问了以下的问
题：

1) 我试图在中东地区(Middle 
East)买摇滚音乐会的门票
，但已被抢购一空。于是
我放弃了，现在我在这里
耗費我的时间等待音乐会
开始。

2) 是的，这是一个好地方。
很多人在行走，它看起来
很安全。

.Vincent

2) 你怎么看这个广场?
Doug & Kevin

哪个空间是你的地方?

1) 我们刚在这里的 Desi
Dhaba 吃过早午餐 。
外面真的很美丽，所以
我们坐在这里享受阳光
。

2) 个人来说我很喜欢这个
空间，尽管我并不在这
里居住但我经常来这个
区域。我只是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空间 - 它
的核心，和只是它的布
局方式。这就像剑桥的
心脏地区。我不认为在
这里附近有太多像这里
的地方，能有一个开放
的建筑格局。建筑物只
是普通，家庭式的小型
建筑物，所以你不会感
到不知所措 - 你就像
一个重要的人在享受阳
光。这是人们聚集和玩
得尽兴的地方。

Nkatha & James

你在哪儿闲逛？你最喜欢的剑桥
公共空间是哪儿？你如果有特别
热衷的公共空间，我们很乐意听
到这个消息; 或许，我们会将它
包括在将来的想象剑桥报刊内！
请将你的回馈电邮至
envision@cambridgema.gov，并
在主题栏註明 "公共空间的地方
"。

1) 我们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博物馆，吃了午饭，刚
刚买了冰淇淋。今天真
的不错 - 阳光明媚 -
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
坐下休息的好地方。

2) 对我们来说是合意的!这
里对每个人来说当然是
亲切而方便。而且它是
相当不错的地方，尤其
是Toscanini’s。

1) 我们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博物馆，我们只是想找
一个的户外地方享受一
下气清新的空气。

2) 如果你环顾四周，你
会发现这里有旧和新的
建筑。座位是非常不错
。

Ted & Max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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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什么把你带到这儿？

我们喜爱的地方



向规划人员提问

Philip Clay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和前校长

城市应注重愿景和策略，而不
是没有帮助、死板并会变成过
时的传统综合计划。

该计划应能号召吸引力和活跃
的地方，尤其不只是商业区附
近的T站。这些环境应适宜散步
，适应老年人和特殊需要的人
，并配备绿色空间。

该计划应承认剑桥的社区多样
化和鼓励适当的包容特性，以
支持社区的生成活动。

该计划应鼓励和促进建设经济
实惠的住房。

该计划应规定和突出应用于所
有重大项目的城市设计特性（
超过50,000英尺或位于关键区
域 ) ，当包括合意的特点时可
给予优待或奖励。

该计划应指定规划人员、开发
商和投资者参与社区的方式，
和社会能参与当地机构的方式
。

该计划的重要元素应包含查尔
斯河(Charles River) ，和包
括能提升环境使其成为一个潜
在的康乐资产和减轻气候变化
风险的绿色基础设施。相似的
关注应延伸至Fresh Pond。

该计划应确定使用数码科技来
支持机构参与社区的方式和支
持社区生活的方式。

Ann Forsyth
哈佛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项目董事

综合计划应着重大规模的空间
、时间和人。它允许社区理解
地区之间的联系，和考虑什么
是公平对待所有。以下三个例
子将说明此如何帮助。

首先，规划过程可以留意城市
和居民可能面对的备选合理未
来，并制定一个在各种情况下
能得到好结果的强大计划。其
次，政府应制定很多随时间出
现不同主题的计划、策略和政
策。综合规划过程能够识别不
一致和矛盾的说事，并能促进
明智的公开辩论，讨论如何解
决这些事。最后，一项重要的
抵触是就业和居住的平衡。剑
桥能成功地吸引和留住工作岗
位;但它在工人住房方面还没有
成功。

承担能力的问题是难以逐一处
理一个项目或政策。综合规划
能够识别当前和潜在居民问题
的严重性，突出显示公平问题
和寻找机会 — 从具体的空缺
地块至交通能更好地连接周边
社区。

Alex Krieger
哈佛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实践

在剑桥讨论未来的发展实际上
是一项接触的运动，综合计划
应该有平静情绪的目标; 减轻
下一轮的变化所出现的焦虑和
担忧，它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它不可撤销危害当地人民生活
，防止剑桥仍然保留剑桥的个
性。如果对改变持怀疑态度能
引导考虑更多的事情，它可能
是很有趣 — 无论是住房的选
择、密度、公民和机构、或更
大的交叠多样化活动 — 可能
有一日能带来更好的剑桥?

这不是默许任何开发项目的连
带事项。几乎不是。许多综合
性的计划，在发表后，会变得
無活力，变成有点冗长汇编的
广泛土地使用和发展有关的目
标。当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迈
步接受公众监督时，这并不是
特别有用的工具.  

但如果综合计划的目标和建议
能平静讨论至展开 — 讨论能
承认任何伟大人类设置的不断
发展; 意识到讨论带来的变化
影响，当然要有决心避免有害
的变化， 致力于讨论分配平等
工作并思考改变的潜在效益 —
那么综合计划进程将能实现其
目的。

你想向规划人员提问什么
？
我们正在征集下一期报刊有关
房屋的问题。请将你的问题电
邮至
envision@cambridgema.gov，
并在主题栏註明 "向规划人员
提问"。我们将从收到问题中选
择最好的问题，并请专业的规
划人员回答。

你需要准备上大学吗？

桥梁课程
THE BRIDGE
PROGRAM

能为你的未来打开一扇门! 社区学习中心
提供免费课程，帮助你准备大学预科: 阅
读、写作、数学; 电脑技能;和学习技能
。高校信息、经济资助和帮助申请。课堂
为周一、周三和周四 晚上6:15 - 晚上
9:15

5 Western Avenue
Central Square, Cambridge

你知道吗？

28.1%
的剑桥居民是国外出生。

剑桥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世界各地移
民的入境口岸。

请浏览:
www.cambridgema.gov/cdd/housing

想了解剑桥的经济适
用住房的机会？

剑桥的重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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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计划是什么? 以往剑桥的综合计划是
如何制定? 计划如何作出决定? 由谁作出
决定? 在这里，我们向三位地方规划人员
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剑桥的综合计划应
该怎样做?



人行道谈话

让我们谈谈 ! 
想象剑桥小组专访当地居民

想象剑桥小组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剑桥的人行道，和居民谈论他们的希望、梦想和对剑桥的关注。当你下
一次外出走动时，看看我们的采访小组：下一期报刊可能是你的专访！

今日问题：

RyuRose Terry Andrew & Marianna

1. 当你想到剑桥时，你会想
到什么？

大学生和不拘一格

受过教育、自由、环保、
国际化

优越、安全、适合
儿童

大学、老城市

2. 你认为什么需要改变？什
么应保持不变？

改变: 更多咖啡馆、更多
小企业
保持: 小型、多样化企业
、细小、住宅感觉

改变:  住房费用
保持: 本地企业（不是连
锁店）、行人无障碍、混
搭的场所

改变:  人口均一化、住
房价格
保持:  文化节目、公园

改变:  令剑桥更清洁
保持:  其他一切都很好!

3.你最喜欢剑桥的地方是
哪儿? 为什么？

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和中央广场
(Central Square) ，
因为它结合了住宅和商
业

英曼广场 (Inman 
Square)， 因为有它
多样化的企业和方便
前往佛大学

英曼广场 (Inman 
Square)，因为它更热
闹、更多样化

哈佛 - 麻省理工区: 
名牌大学和良好的研
究机会

4. 剑桥全市计划应解决什么
主题？

剑桥的水; 它太多矿
物，太重

专注于自行车手的移动性
令他们感受城市的安全、
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

多样化、获得住房、制
作更方便的公共项目、
冬天时管理人行道

游乐场和公园: 更多给
孩子的空间和适合孩子
的活动

5. 如果用我的方式，二十年
后的剑桥是... 

一个理想的居住城市 东北部最环保的城市 超级多样化—文化
和种族、因为有经
济适用房，所以会
合宜

更多适合孩子活动和更
多孩子教育的设施

游戏开始!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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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剑桥市⺠

在过去的9年，Tagesech
Wabeto 一直是北剑桥的居民。
她从埃塞俄比亚搬到美国，与
丈夫和两岁大的儿子第一次在
波士顿着陆。在搬到剑桥之前
，他们在Dorcester找到共用公
寓。当她来到美国，她需要与
她的儿子在家里待着，直到他
们搬到剑桥。 最初，在寻找像
样而他们可以承受的住房价格
时，她面对很多困难，只有在
找到北剑桥公寓后，他们才搬
到一个自己的喜欢地方。

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学习英
语，并与其他孩子互动。即使
他们有奖学金，但仍然是很昂
贵。"我们工作，但我们支付，
所以没有积蓄！”

但她相信城市可以做更多的事
，令儿童看护和学前教育计划
更便宜，因此家庭其中的一名
成员不用被迫留在家中。

公共交通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Tagesech经常乘搭公共交通
，她希望公共交通能够更加可
靠，减少她的通勤时间。

Tagesech在社区学习中心（CLC
）参加英语班，并从CLC的桥梁
课程(Bridge Program)毕业。
之后她入读并毕业于邦克山学
院(Bunker Hill College)，获
得幼儿教育副学士学位。现在
，她正在就读莱斯利大学
(Lesley University)的学士学
位。

Tagesech在社区参与团队担任
协助剑桥市的外展工作人员。
她将埃塞俄比亚社区连接到市
内的资源。她的一部分工作，
是在他们居住的不同社区部分(
主要是北剑桥附近)张贴传单、
每周四上午在CLC出席会议和培
训。她还帮助CLC的英语教学课
程。她的外展工作部分偶尔会
把她带到小学和中学、Alewife
公共住房、和主剑桥公共图书
馆进行培训。

Tagesech对上一页问题的回
应 :

1.安全、多样化、自由

2. 改变: 太多违规停车罚单
！免费或便宜的幼儿园和课
外辅导
保留：儿童游乐场

3. 北剑桥: 这是一个安静、
良好的居住区域。

4. 交通：公交车不按照时
间表。

5. 方便的地方居住、无障
碍和更多儿童资源和活动

现在，Tagesech是3个孩子的母
亲。与她一同搬到美国的儿子
现在已经13岁，她还有两个女
儿，一个7岁一个8岁。在周末
，Tagesech喜欢与她的子女在
附近的公园共度时光，夏季时
，会去Alewife pool。教会对
她和埃塞俄比亚社区是非常重
要的。每个星期天，她会与她
的家人去剑桥中央广场埃塞俄
比亚基督徒的团契教会。

Tagesech Wabeto

对Tagesech来说，剑桥是一个大城
市，充满着机遇，而且安全和方便
。当新移民到达城市，现在她会确
保新移民不会迷失，她会帮助他们
取得所需资源的联系。

她在城里培育她的孩子，现在她认
为这城市是她的家，她希望这城市
能更经济的培育下一代。

猜猜看?
埃塞俄比亚在大波士顿的人口
估计为 9,000-12,000。在大波
士顿地区有四分之一的埃塞俄
比亚人是儿童，而大多数都是
年轻人至中成年人（18-50岁）

。

从埃塞俄比亚到剑桥

重要地点：我们看看Tagesech Wabeto剑桥日常生活的重要地点 想象剑桥通讯 | 9

剑桥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是许多国籍
、种族和文化的家。在本期报刊，我们
会与北剑桥居民 - Tagesech Wabeto谈
论剑桥的日常生活。



城市景象

五个对中央广场的意见
与五个不同的人在同样的街区分段散步，就如在五个不同的街区分段散步。在一个人眼里不起眼或
甚至是看不见的事，在另一个人眼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人眼里是美丽，但在另一个人眼中
可能是丑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与五个中央广场的常客游走中央广场，通过不同的眼睛看看鄰里
的不同。

Pauline的人生一直都住在中央广场地区。现在，她住在埃塞克斯(Essex)

的老人房屋，并定期拜访剑桥全市老人中心（她喜欢这样做!)，我们在这

里见面，谈谈邻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她回忆起她最喜欢的商店：Emilie 

Roses、Jo-Ann、Bill’s Fish Shop和 Harvard Donuts。她说 : “这里

再没有买衣服的地方，也没有像Woolworth的百货公司。” 即便如此，她

发现今天的中央地区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有很多参观的地方、餐馆和

参与活动。

Geeta是剑桥社区基金会主席，它的大楼在中央广场的心脏地带。对Geeta

来说，中央广场代表大城市的一切，包括少数民族和多样化的经济、充满

活力的文化景点和活跃的街头生活。然而，她最关心的是新发展对未来多

样化的影响。一些最珍贵的文化空间 — 如 Dance Company 和 Out of 

the Blue—非常脆弱但高档化。她希望在庆祝中央地区为历史和文化地区

的同时，仍能保留“剑桥的灵魂”。

Geeta Pradhan

自2015年起

剑桥社区基金会主席

组织位于 99 Bishop Allen 

Drive，成立于1916年

Lo

在过去的30年，Louis每星期都有一天从波士顿来到中央广场。他随

身携带两个行李箱和出售他的色彩重现画作。他觉得“中央广场是一

个不错的地方，有不错的人。 我告诉他们的我画作，但不是每个人

都能理解他们看到的画。”Louis希望附近有更多公共厕所，并发誓

说：“没有什么能媲美这里的Dunkin’ Donuts的咖啡和甜甜圈。” 

他在附近的酒吧打鼓，认识所有的经理和和爵士音乐玩家。

Carla是一位25岁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的学生，从西班牙阿利坎特

到步不久后， 她就搬进了中央广场地区。在晚上，当她从学校回家

经过中央广场，有时她感到不舒服， 她希望有更多灯光。从繁忙的

海边城市来来到这里，她怀念紧张的城市节奏，虽然她欣赏附近热

闹的街道生活，她说：“这里总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Carla享

受中央广场的舞蹈俱乐部和工作室，并定期参加他们的莎莎舞蹈班

和派对。

8岁的Zane在中央广场附近长大，在市政厅前的草地小山丘奔跑和在邮政

局的楼梯游玩。但是，他表示说在楼梯乱跑，他的年龄已经太大了。但

他仍然沉迷攀上马萨诸塞大道人行道的凳子。夏天时，他还会在人行道

骑单车，他渴望在他足龄时能在更安全的单车专用街道骑单车， 他喜欢

拉斐特广场地区(Lafayette Square)，并希望那里有更多的花圃、公园

和游乐场。他喜爱中央地区，因为他喜欢听到很多人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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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e Paris

自1932年开始

是中央广场地区居民

过去19年都是剑桥老人

中心的成员

Louis
艺术家和街头小贩，
他在中央广场出售他的画
作达30年
住在波士顿的无家可归者
收容所

Carla Ferrer Llorca
从2015年10月 开始住在西
大街 (Western Avenue)
就读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
院，来自西班牙

Zane
中央广场的8岁居民
抱负成为地质学家和和提
倡更清洁的人行道、新建
筑物和游乐场



城市景象

我的妻子去剑桥公共
图书馆。那我就去休

息一下！

我常常在麦当劳吃早餐
和使用他它们的厕所。

这里曾经是名叫White Tower

的卖汉堡地方。这座建筑物

已经在这里100年了！

我们为什么不用更好的
广场如哈佛广场庆祝中
央广场T站? 这是一个

公平的问题。

拉斐特广场 (Lafayette 

Square) 有很大的潜力。

Salsa Y Control 真是
个跳舞的好地方。

为什么没有更多公
共卫生间？

我很喜欢救世军大
楼。它一直在这里。

我曾经在Cantab
Lounge打鼓。

剑桥全市
老人中心

我在这里停下
来寻找四叶草。

非洲浸信会和卫理
公会: 非洲裔美国
人社区如何在中央
广场表达自己?

我的妹妹在这里

学芭蕾舞。.

在The Dance Room 每
一级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孩子们在这里能连接他们

的传统。

市场就在这里时，停

车位不是那么危险。

Out of the Blue
是艺术家的天
地，但它有租
金轻微增加的
风险。

剑桥社区
基金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这个大楼内。但它不

再在这里。这里有顶

尖的企业商铺。

当有街头聚会时，我会在

市政厅前卖我的艺术品。

我喜爱在市政
厅门前的草地

奔跑。

我怀念中央区
域的百货公司，
如Woolworth。

我喜爱夏天，当我可
以在剑桥市政厅门前

的草地躺着。

我喜欢这里的彩色玻

璃！

Cheapo Records
从50年代开始售

卖唱片。我不知

道它可以留在这

儿多久。

Prospect
Street
很有趣 : 这里
总有一些东西
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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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和游戏

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区域
这些事情不允许一个（或多个）

12 | 想象剑桥通讯

什么使哈佛广场看起来和感觉像
哈佛广场？

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是用来定义地
方的物理性能的关键工具。虽然
大部分哈佛广场在剑桥土地使用
分区管制条例订立前建成，但土
地使用分区管制绝对是继续形成
今日哈佛广场的关键。

在本图，你可以找到一些哈佛广
场标志性的建筑，也有一些不允
许的事情，至少没有按照剑桥当
前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建筑。

Este periódico también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nuestro sitio web.
http://envision.cambridgema.gov/

periodico/

中文 报纸在网站提 供
http://envision.cambridgema.gov/bao-

zhi/

想象剑桥报刊

由城市工作人员和顾问组成的想象
剑桥小组制作

答案:
1.八层高的办公大楼
保持在合适的高度!在哈佛广场中心，任
何建筑物最高的高度为60英尺或特别许可
的80英尺。建筑物高度由土地使用分区管
制法规监管。

2.建设快餐店
找不到解决你的巨无霸食欲?因为仅允许
有特殊许可证才可建设快餐店。如果你有
圈出咖啡馆也有加分，因为咖啡馆也算作
快餐店建设。剑桥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区
域定义是任何机构售卖食物，“主要是用
于即时食用”、“很短的等候时间”和“包装
或以一种方式呈现使它可以在售卖处外可
以容易地吃掉”。在全国各地，可以找到
许多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区域禁止建立某些
种类的零售场所。

3.直升机停机坪
你正在进入不准自旋区域！整个剑桥是严

禁直升机停机坪。在全国各地，可以找到
许多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区域限制产生过度
噪音的活动。

4.独戶住房
也许你认为这栋独戶住房并不属于。但是
试再想想！在哈佛广场没有太多这样的结
构，但它们是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区域允许
的。

5.汽⻋电影院
如果你想在哈佛广场观看电影，你必须下
⻋。汽⻋电影院是在这⾥不允许的。试试
在BrattleTheatre或HarvardFilm
Archive观看(全部都在室内）。

6.户外零售
有没有想过为何哈佛广场会如此热闹？禁
止"展览，刻字或出售墓碑"的地方可能是
其中一个原因！严禁许多类型的户外零
售，这也影响如农贸市场的使用(这当然
可以使哈佛广场更热闹）

7.剑桥储蓄银行招牌
这个标志性的招牌是“法律上不合格”的例
子，因为它在建成的时候是允许的，但今
日是不被允许。目前，招牌不能离地超过
2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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