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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昆士市正在为沃拉斯顿区(Wollaston) 制定一份“社区振兴计划（URP）”，简称为“沃拉斯顿

区振兴（WURD）”计划。BSC集团被聘为此项目的顾问。此项目的范围包括征求社区意见，为

沃拉斯顿区创建一个愿景，以指导一个强有力的振兴策略。 

200多名社区相关者包括民选官员，居民，财产和企业主等于2018年12月4日下午6：30至8：30

在昆士市875 Hancock街中央中学聚集一起参加了首次举办的WURD社区规划研讨。 在简短的项

目概述之后，组织者分配了两个二十五分钟的时间段让大家参与数名研讨区，包括土地用途，

流通和运输，以及让大家标出理想的土地使用例子。昆士课后托儿所提供了托儿服务以及青少

年活动。 

通过公众的参与，该研讨的结果体会出了十大主题，其中包括： 

 根据社区的历史编织可持续性，可达性和绿色基础设施概念。 

 庆祝和推广沃拉斯顿的文化多样性。 

 吸引更多本地的餐厅，咖啡馆和酒吧，提供各种美食和饮食选择。 

 吸引更多本地拥有的企业，超市和书店。 

 提供社区娱乐和休闲选择，如农贸市场，户外活动空间，现场音乐和表演场地，社区中

心和开放空间。 

 鼓励办公室，商业和轻工业用地，如啤酒厂或合作社空间。 

 开发住宅单元包括可负担性（低收入），混合用途，55岁以上多种选择，以及高密度公

寓。 

 增加社区图书馆的容量。 

 鼓励多式联运，步行和绿色基础设施概念，如电动车站，自行车共享和自行车设备，以

及行人设备。 

 鼓励多模式路线往返海滨与沃拉斯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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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活动概述 

项目和概述介绍包括以下内容： 

什么是社区振兴计划？ 社区振兴计划是一种社区驱动的城市社区重建方法。 

社区规划方法： 让当地业主，居民，企业参与标出社区首选事项; 

了解该地区的经济特征; 

探索各种用途和重新开发方案; 

创建反应本地特色的特殊地标; 

根据需要评估当前分区; 标出公共投资需求; 

考虑运输和流通选择;  

经济上可行的愿景和想象力。 

社区复振兴规划的好处： 为实施社区愿景提供框架和首选事项; 

解决年久失修的地区; 

标出基础设施改进所需； 

加强和鼓励私人投资; 

标出创造/保留就业机会;  

和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社区的优势： 现有住宅和商业基地; 

可用于经济投资的土地和建筑物; 

政府服务; 

公共交通服务; 

昆士的发展和邻近波士顿; 

创建特殊地标的机会;  

和积极的社区人物和多元化性。 

机会： 用途和运输/流通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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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Walker, 代表Koch市长，向200多名社区成员开幕此次活动。 

Jef Fasser, BSC 集团, 向社区成员提供项目和活动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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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 研讨区 

 

主办单位设定了三个站点用于研讨土地用途 - 两个站点各有一大张36“x 60”地图和彩色方块，另一个站

点则有一张24”x 18“黑白地图加彩色画笔。 组织人指示参与者为无视现有的土地用途，以便根据不断

变化的需求重新设想社区。 

以下列表总结了土地用途研讨区的想法： 

创建地标: 多元化; 邻里的感觉（不是太大）; 在目前空置的建筑物; 和顾及适合低收入

人口。 

餐厅：  餐饮，餐馆和咖啡馆; 和混合美食。 

娱乐： 晚上可步行的活动。 

住宅： 经济; 混合用途; 老年人; 低收入; 公平市场价; 和住宅在商业楼上。 

政府： 社区中心; 扩散老年人中心; 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室内娱乐空间; 图书馆; 和图

书馆公共汽车候车亭。 

办公室/商业/轻工业： 啤酒厂; 面包店; 和合作空间。 

零售： 一致的店面设计，建筑物之间有类似的遮阳篷，标牌; 枯; 亚马逊配送中心; 

考虑装载区域; 不要大型商店。 

停车： 考虑MBTA停车场因素; 限制用于商业用途的;停车 电动车站; 多层停车场; 更

多公共停车; 和考虑分区。 

隙地： 更多绿地，开放空间和口袋公园。 

其他： 要求进行可行性/综合研究：分区; 交通和公共停车场; 和建筑物，人行道和

十字路口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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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tevens, 副规划总监，与社区成员参与“建设沃拉斯顿”活动 

Elizabeth Manning （左起第4人），昆士规划部的首席规划师，与社区成员参与土地用途站点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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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运输 研讨区 

主办单位设定了两个站点用于研讨流通/运输，站点各有一大张48“x 36”路线图显示现有的路况，并附

有便签和彩色画笔。 地图上标明的现有路况包括交叉步道，停车灯，停车标志，MBTA公共汽车和铁

路站点，人行道和小巷等行人走廊以及建筑和停车场的印迹。 组织者要求参与者划下变化和/或改进

运输和流通的区域。 

以下列表总结了流通/运输研讨区的想法： 

停车处： 公共停车库; 汽车位专给共享或出租汽车; 停车执法; 和汽车充电站。 

自行车设备： 自行车连接评估; 自行车路线; Hancock街，Beale街和Newport大道上的自

行车道; 自行车停放处; 和往返昆西学院的自行车路线。 

行人设备： 可步行; 位于Newport大道Brook街或Beale街的人行天桥，可直接通往T公

共交通和Wollaston商业区; 改善方便残疾人和行人的人行道; 步行连接到

海滩; 和交叉步行设计。 

车辆交通流通建议： 单向和双向街道配对; 和交通信号同步和对应时间导致有效的交通和行人

流通。 

公共交通： 多加巴士站。 

多式联运建议： 乘车共享计划; 和海滨（沃拉斯顿海滩）到沃拉斯顿中心的路线。 

送货服务： 通行杂货店和其他送货服务; 和装载区。 

其他： 街道和人行道的照明; 导航应用程序给司机“坏”的导向; Blake和

Hancock街，Old Colony对面的Newport大道进入停车场存在排水和水淹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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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alsh和Sherry Zou, 昆士规划部门的首席规划师和城市TPAL部门的专业工程师Allison Ruel与社区成

员研讨流通/交通地图。 

Joe Shea, Jr. Woodard and Curran 公司，监督着流通/运输站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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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成员们在流通/运输制图活动中以黄色便利贴提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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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分类 例子 

主办单位用一个站点来识别土地用途分类例子，每个类别有九（9）个大型48“x 36”海报，每个参与者

都有便利贴和10个圆点贴纸。参与者按照自己意愿在海报上标出希望运用在沃拉斯顿的例子 

土地用途类别和例子： 

零售例子： 服装店; 便利店; 加油站; 超市; 酒水店; 大型商店; 和专卖店如五金，运动或玩

具。 

办公室/商业/轻工业例

子： 

建筑办公室; 工程办公室；房地产公司; 律师事务所; 广告公司; 生产面包店; 

共同工作空间; 生物技术/医疗办公室; 和啤酒厂。 

住宅例子： 半独立式住宅/连排别墅; 多户住宅; 老人协助养老院; 低密度公寓; 中密度公

寓; 高密度公寓; 混合用途零售和住宅; 混合用途服务和住宅; 和混合用途餐厅

和住宅。 

餐厅例子： 咖啡店; 高端餐厅; 殿堂酒楼; 酒吧; 啤酒馆;熟食店; 快餐店; 外卖; 和小型餐

服务业例子： 医务所/牙医诊所;托儿所; 美甲店; 高等教育; 理发店; 健身房; 银行; 干洗店; 

和税务办公室。 

政府例子： 图书馆;邮局; 住房管理局;公共交通; 社区服务; 公立学校/教室; 社区中心; 消

防局; 和警察局。 

隙地例子： 口袋公园; 网球场; 多用途场地; 篮球场; 滑板公园; 公共广场; 儿童游乐园； 

水溅场; 和溜狗公园。 

停车例子： 地面停车场; 街边停车; 停车甲板; 多用途停车场; 车库停车场; 电动汽车充电

站; 自行车送货; 汽车共享; 和自行车共享。 

娱乐例子： 农贸市场; 社区舞台 - 音乐/戏剧;卡拉OK; 网游中心; 街机游戏; 美术馆; 弹出式

商店; 台球厅; 和户外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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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成员参与土地用途类别投票活动。 海报提出一个问题，“你希望在沃拉斯顿看到什么？”通过彩色圆点贴纸

和便利笺征求意见和喜好。 圆点贴纸的颜色不代表任何意义。 

土地用途类别 # 贴纸 两项首选 

餐厅 151 咖啡厅，啤酒馆和熟食店（平手） 

娱乐 140 农贸市场，社区舞台/剧院 

隙地 134 口袋公园，公共广场 

住宅 98 混合用途 - 零售/住宅，混合用途 - 餐厅/住宅 

零售 94 超市，书店 

停车 92 自行车共享，电动汽车充电 

办公室/商业/轻工业 73 啤酒厂，共同工作空间 

政府 56 图书馆，社区中心 

服务 38 医生/牙医，托儿所 

标记的土地用途类别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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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域地图和反馈 

活动工作人员同时也通过口头接受反馈，通过36”x 60”项目区域地图上的便利笺，以及8.5“x 11”当日议

程纸张空白背面的手写笔记。 

以下列表总结了一般反馈意见： 

自行车设备： 自行车共享; 受保护的自行车道; 和自行车路线到T公共站。 

创建地标： 衰落地区，法令执行。 

MBTA公共交通:  关闭Wollaston MBTA站正在影响地区业务。 

停车： 公共停车场; 与停车标志一致性;最小化;可行走; 晚上/周末在许多银行空制停车 

隙地： 口袋公园;水溅场;溜狗公园;溜达空间;家庭友好空间;州立公园;有户外座位的地

方;食品卡车场地;社区花园;年轻人休闲空间;和游乐场。 

住宅： 可负担得起的，对于那些没有资格获得低收入住房但又买不起2000美元+ /月的

人; 混合用途，中等或高密度住房; 超过低收入住房要求; 维持公平的租金; 不要

15层以上高楼; 不要更多豪华公寓。 

餐馆： 啤酒厂，不要连锁餐厅，小型当地企业，有机健康食品，素食选择，早餐，啤

酒馆，酒吧，咖啡馆，小型独立餐馆; 不要drive thru过道。 

政府： 图书馆; 邮局; 和社区娱乐设施。 

零售： 小型本地企业; 不要连锁店; 书店; 服装店; 和有机超市。 

娱乐： 现场音乐表演场地; 和小电影院。 

混合用途： Greenwood和Beale街 - 一楼零售/餐厅和住宅单位在上以便隐藏停车场（双层车

库）。 

步行： MBTA公共站步行桥; 步行目的地; 可步行的农贸市场; 和MBTA公共站四周的行人

连接。 

公共交通： 加多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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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显示青色边框内属振兴区。 组织者邀请参与者使用便利签在地图上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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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参与 

（左上图）Mollie Oldham，教育家，昆士课后托儿所，带领青年参与者参与活动，提供有关沃拉斯顿城市振兴项目的见

解。 

（右上图）最终由孩子们提供建议报告。 他们的建议包括水溅场，冰淇淋（店）和“儿童友好活动”。 

昆士课后托儿所提供托儿服务和青年参与活动的机会。 孩子们在他们附近分享了他们对水溅场和冰淇

淋店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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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相关者普遍认为，沃拉斯顿区振兴WURD拥有巨大的实力和机会。 社区利益相关者对建议土地用途多

样化和运输/流通改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优势包括：现有住宅和商业基地; 可用于经济投资的土地和

建筑物; 政府服务; 公共交通服务; 昆士的成长和邻近波士顿; 建造地标的机会; 积极的社区特征和多元

化性。 数据中体现出了十个主题建议。 

 

公众提供的数据中体现了十大主题，其中包括： 

 

 根据社区的历史编织可持续性，可达性和绿色基础设施概念。 

 庆祝和推广沃拉斯顿的文化多样性。 

 吸引更多本地的餐厅，咖啡馆和酒吧，提供各种美食和饮食选择。 

 吸引更多本地拥有的企业，超市和书店。 

 提供社区娱乐和休闲选择，如农贸市场，户外活动空间，现场音乐和表演场地，社区中

心和开放空间。 

 鼓励办公室，商业和轻工业用地，如啤酒厂或合作社空间。 

 开发住宅单元包括可负担性（低收入），混合用途，55岁以上多种选择，以及高密度公

寓。 

 增加社区图书馆的容量。 

 鼓励多式联运，步行和绿色基础设施概念，如电动车站，自行车共享和自行车设备，以

及行人设备。 

 鼓励多模式路线往返海滨与沃拉斯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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