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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唐人街文化计划》是卡尔加里首个针对具体社区的文化计划。这份《唐人街文化计划》将与新的 
《唐人街区域新发展规划》一起，致敬成就今日唐人街的功臣，并确保唐人街永葆活力，始终适宜

居住、游览、工作和经商。 

为什么要为唐人街制定文化计划？ 
唐人街是卡尔加里最独特的文化社区之一，与卡城、本地区乃至整个加拿大都有深

厚的渊源。唐人街社区一直希望本社区的发展能以其文化为基础，秉持尊重的态

度，通过文化的视角看待发展议题。 

《唐人街文化计划》将发挥唐人街的文化优势，维持并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同时欢

迎游客和新移民。 

计划的作用 
《唐人街文化计划》概述了推进及投资唐人街文化前景的战略方向——包括文化体

验和项目；空间、场所和便利设施；以及传统商业和旅游业。它将指导如何确定优

先事项、达成合作关系、分配角色职责和确保资源供应。 

这份文化计划也为《唐人街区域新发展规划》提供了参考和补充，在规划过程中加

入了文化层面的考量，包括新开发项目和公共空间改善。这样做是为了是确保新的

开发项目不会以牺牲唐人街文化为代价，而是有助于彰显本社区的特色。 

卡尔加里市政府意识到在翻译文本时存在挑战。我们的目标是在传达原义的同时与您清晰有效地交流。 

感谢您的理解，我们将持续听取反馈，改进翻译质量。



关键主题 

在与社区商讨后，我们明确了五大主题和机会领域：这些主题为我们提供了领略唐人街丰富文化的
不同视角或捷径，以及强化唐人街文化的最佳方法。这些主题为《唐人街文化计划》提供了结构框
架，我们依此整理了策略与行动建议。 

接下来的每个主题都将包括策略与行动。

A. 民众、民意、体验 B. 文化、创意、学习 C. 饮食、购物、旅游 D. 住房、健康、社会意义 E. 地方、空间、自然环境



民众、民意、体验 

明日的唐人街，将是一个弘扬多元文化，给人带来和谐及归属感的社区。社区成员与唐人街有着非
常切身的联接。唐人街社区虽规模不大，但能够带动许多活动，融合多元化的群体。无论是那些以
唐人街为家的社区居民，还是那些仍在唐人街慢慢扎根的群体——例如将唐人街视作自家客厅的长
者，以及希望体会中华传统的新移民和年轻人——多样的声音，促成了丰富且充满活力的文化。

策略 A1： 
凝聚文化团体 

唐人街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地方，在这里，历史文化

得到了颂扬、保护和传承。与他人分享文化是一种欢迎

人们参与并作出贡献的方式，也能够加强不同文化和身

份之间的相互理解。 

行动 

A1.1 表彰贡献 

A1.2 语言无障碍 

A1.3 唐人街“外联” 

A1.4 跨文化往来 

策略 A2： 
搭建跨世代的桥梁 

唐人街的长辈与老人有很多话要对下一代说，有很多建

议要传授。年轻人希望与他们的文化根基重新建立联

系，但遇到了挑战。我们需要在各年龄层之间促成真正

的对话和友谊。 

行动 

A2.1 跨世代对话 

A2.2 在实践中学习 

A2.3 青年领袖 

A2.4 多世代合作 

策略 A3： 
改善城市与社区的关系 

唐人街和市政府都希望打造强大且富有成效的关系。 

为推动这一目标，双方需要就过去对关系造成伤害的原

因进行对话，并讨论在市政府的工作中增加多元化代表

的必要性和好处。 

行动 

A3.1 公众参与原则 

A3.2 文化培训 

A3.3 实施协议 

A3.4 反种族主义承诺

主题 A



文化、创意、学习 

明日的唐人街，将是一个以艺术创作、创新和文化学习机会而闻名的社区。文化能有效加强卡尔加
里市内社区的联接与凝聚力。卡尔加里华裔社群一致希望唐人街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培养本社区
容纳艺术创作、创新和文化学习的能力，是吸引更多人前来唐人街体验丰富文化的绝佳机会。 

策略 B1: 
扩展文化项目及活动 

通过增加新的文化项目并扩展现有的选项，我们有机会

吸引那些尚不熟悉中华文化的人士，以及想进一步了解

自己文化的年轻人。我们也要持续支持唐人街当地的文

化践行者。 

行动 

B1.1 新的、更年轻的受众 

B1.2 文化教育 

B1.3 唐人街节庆 

B1.4 唐人街艺术团体 

策略 B2： 
为文化争取更多空间 

唐人街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发展、彰显并颂扬其文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使用未得充分利用的现有空间，无论是

私有还是公共，室内还是室外。争取新的空间将为能够

吸引全体市民的文化活动提供额外的舞台。 

行动 

B2.1 新专属空间 

B2.2 激活社会建筑 

B2.3 自发空间 

B2.4 文化舞台 

策略 B3： 
发掘文化中心的潜力 

中华文化中心的地标性建筑和许多文化体验使其成为市

民和游客探索唐人街的门户。显然，中心还有更多潜力

有待发掘，我们应该探讨如何充分释放中心的潜能， 

使其成为一个文化景点。 

行动 

B3.1 艺术家支援项目 

B3.2 东西两座广场 

B3.3 卡尔加里市政府合作计划 

B3.4 传承规划

主题 B



饮食、购物、旅游 

明日的唐人街，将是一个重视独立商户的社区，人们可以在此享受具有文化特色的美食、购物和旅
游体验。唐人街的记忆与这里的独立商户、文化美食、购物和旅游体验密不可分。唐人街的许多小
企业主都是华裔移民，他们投入自身积蓄，无惧挫折，奋斗起家。来自此类家庭的子女，对父母为
家人的辛勤付出与牺牲有着深刻的体会。 

策略 C1： 
支持仍在传承的老字号 

唐人街的小型独立店铺和浓厚的饮食文化是值得珍惜和

发扬的资产。家族经营的老字号商户为本地区带来了无

法取代的吸引力与特色。我们应该努力为子孙后代保留

这种文化遗产。 

行动 

C1.1 老字号计划 

C1.2 商业传承支援 

C1.3 有吸引力的店面 

C1.4 集体讲述故事 

策略 C2： 
吸引新企业及概念 

令人振奋的新型零售组合将为现今的居民带来更完整的

体验，并将年轻和非华裔群体带入社区。杂货店、新鲜

食品、时尚、夜间商业，以及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

的融合都是我们所乐见的。 

行动 

C2.1 积极的零售业招聘 

C2.2 新商业激励措施 

C2.3 美食体验枢纽 

C2.4 美食产业 

策略 C3： 
打造全年精彩不断的游客体验 

唐人街是卡尔加里最具文化特色的景点之一。只有推出

新的日常体验，才能吸引游客全年定期来访。唐人街可

以通过与市中心其他体验和景点整合成一个无缝衔接的

旅程，来强化自身的日常体验。 

行动 

C3.1 路边经济 

C3.2 唐人街日常 

C3.3 唐人街景点 

C3.4 欢迎所有人

主题 C



住房、健康、社会意义 

明日的唐人街，将是一个能为处在各个人生阶段的居民提供住房和支持服务的社区。唐人街社区的
独特之处在于，无论身处社区内外，每个人都对这里充满热情，希望能共同成就造福大众的事业。
在唐人街的文化中，社区责任感和公众福祉永远高于经济利润和个人利益，家庭和社区的聚集亦很
重要。纪念先人，激励后代，是唐人街社区民众的使命。 

策略 D1： 
投资建设多代同堂的社区 

唐人街可以成为一个年轻人、家庭和老年人共同生活的

社区，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安家，并相互关照。为了使唐

人街成为一个适合各个世代居住的完整社区，我们需要

投资建设额外的住房、设施和服务。 

行动 

D1.1 多代同堂的生活 

D1.2 获取住房的机会 

D1.3 切合文化的医疗保健 

D1.4 玩耍与锻炼 

策略 D2： 
为所有卡尔加里人的生活作出贡献 

唐人街一直是一个欢迎华裔和亚裔移民的地方；它也可

以为所有卡尔加里人的生活作出贡献。希望在社会中找

到一席之地的新移民，或者那些寻求公平、为自身权益

发声的人，也需要唐人街。 

行动 

D2.1 新移民中央站点 

D2.2 有成就感的志愿服务 

D2.3 反种族主义倡权 

D2.4 社区动员 

策略 D3： 
保持传统的唐人街帮会和社团 

唐人街的帮会、慈善机构和家族协会在华裔移民及其家

人和后代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们最初的目的已不再符合当代的需求。我们需要

重新筹谋，以保留这种重要的文化遗产。 

行动 

D3.1 文化遗产档案与中心 

D3.2 现代化的项目 

D3.3 可靠的租金收入 

D3.4 社区协会

主题 D



地方、空间、自然环境 

明日的唐人街，将是一个在现实环境中尽情展现其文化、历史和故事的社区。两次迁址后，如今的唐
人街于 1910 年建于现址。唐人街坚韧不拔的精神让社区引以为傲。在卡尔加里，没有其他社群能够在
现有的建筑环境中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自身文化。富有传统魅力的灯柱和灯笼装饰，独特的中文标牌
和其他文化标记，都能使人立即感知到身处唐人街。 

策略 E1： 
为文化与居民设计街道 

唐人街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向卡尔加里展示依照民众、

商业和文化的需求而重新设计的街道应为何样。协调一

致、以人为本的街道设计将增加生命力和活力，并让人

们感知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独特的文化社区。 

行动 

E1.1 无障碍设计 

E1.2 东西结合 

E1.3 以人为本的街道 

E1.4 文化造景 

策略 E2： 
复兴文化遗产，造福社区 

唐人街的文化遗产不仅体现在历史建筑中，也体现在街

景、语言和文化中。政府在修缮古迹的同时，必须考虑

建筑物和街道的使用方式，使这些古迹保持其意义并为

社区所用。 

行动 

E2.1 平衡的文化遗产工具 

E2.2 唐人街的“历史街区” 

E2.3 重现隐藏的历史 

E2.4 社区拥有的文化遗产 

策略 E3： 
强化唐人街的边缘 

唐人街许多充满潜力的地点都位于其边缘。通过文化

激活并强化这些空间，可以增加唐人街的存在感与独

特性，并与河岸、东村和 Eau Claire 社区建立更好  

的联系。 

行动 

E3.1 公园设施 

E3.2 入口标记 

E3.3 文化花园 

E3.4 指引与路牌

主题 E



实施 

《唐人街文化计划》确定了强化唐人街文化的愿望、策略及行动。下一步是开始实施计划。市政府
希望与社区保持对话，以合作伙伴的身份齐心推进行动建议的落实，并将双方的资源用于最有影响
力、最有意义的愿景。 

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能否带来积极的影响。为确保《唐人街文化计划》取得理想的结果，我们确
定了基于以下三个要素的实施方法： 

1. 工作计划 
我们将制定工作计划以协助《唐人街文化计划》过渡至实施阶段。这些工作计划将优

先考虑目标与愿景，同时通过指定的管理者将其转化为可落实的行动。工作计划是可

以按需更新的动态文件，以确保其能够反映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并与可用资金保持一

致。今后，这些工作计划将成为支持项目持续推进与合作的工具。 

2. 社区管理 
唐人街的居民成就了唐人街的文化。只有在他们的管理下，这种文化才能被妥善地保

留，并为未来发展作好准备。我们需要支持唐人街社区扮演文化管理者的角色。与此

同时，唐人街顾问小组必须转变为由社区主导的组织，自行主持会议，并确定组织的

议程、项目和优先事项。我们也要探索增强社区自主权的其他方式，例如培训和能力

建设，以及提供研究和（数字）工具。 

3. 庆祝与思考 
为了与唐人街社区建成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发展并培养庆祝与评估的习惯至关重

要。为了保持健康的合作关系，我们需要养成持续庆祝与评估的习惯，让参与《唐人

街文化计划》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行庆祝他们与计划的联系和取得的成就，无论大

小。这类工作费时费力，我们需要注意参与人员的福祉。

此乃《唐人街文化计划》的概览。 

完整版计划（共 56 页）可从 calgary.ca/chinatown 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