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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水晶城到里根机场连接可行性研究 

社区会议 

七月十五日，2021 

以下是社区会议内容的非官方翻译 

第一部分为预录制演讲的文稿，点击此处观看视频。 

第二部分为提问回答环节的翻译，此环节是英文进行的。 

I 

2021年7月15日

社区会议

让人们便捷出行

 

大家好！欢迎来参加《水晶城到华盛顿里根机场多种连接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次社区会

议，之后我们将把它简称为 CC2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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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如何进行

• 如果在演讲后有问题：

• 请重新加入直播会议。

• 请使用直播活动的 Q&A 对话框输入问

题。

• 项目团队将在问答环节解答您的问题。

• 如果要提供建议：

• 请填写我们的问卷！

• 订阅五角城-水晶城最新交通信息邮件列表，

获得今后相关活动的通知。

• 问答环节有录像和文字翻译。可以从这里访

问：

WWW.CC2DCA.US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简要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流程。这是预先录好的演讲，将向您简

要介绍这项研究，然后是在 Zoom 网络研讨会举行的直播问答环节。请在观看这个演讲之

后回到 Zoom 网络研讨会的直播问答环节。 

回到 Zoom 后，请在直播活动 Q&A 对话框里输入您的问题。项目团队会就您的问题进行

答复。您提问使用的是哪种语言，就会听到哪种语言的现场翻译。整个问答环节的完整文

字记录稿及其西班牙文和中文翻译稿随后将张贴在我们的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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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在会后提供更多反馈，请填写网上问卷，以便帮助我们了解 您对 CC2DCA 的看

法。网上问卷的链接将提供在 Zoom 的 Chat 窗口里，也将张贴在我们的网站上。问卷开

放时间为一个月，直到 8 月 15 日为止。 

最后，欢迎您订阅水晶城-五角城最新交通信息邮件列表，以便了解今后相关的公开活动

和最新信息。 

感谢您今晚的参与。 

会议主讲人及与会者

• 主讲人：
• Jason Widstrom, 阿灵顿郡政府

• Angel Aymond, 弗吉尼亚州交通部

• Laurent Cartayrade, VHB（咨询团队）

• Drew Morrison, VHB（咨询团队）

 

在您回到 Zoom 网络研讨会之后，下列参会人员将会回答您的问题： 

Jason Widstrom 是阿灵顿郡首都交通项目的项目经理，也是 CC2DCA 的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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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 Aymond 来自弗吉尼亚州交通部，也就是 VDOT。弗吉尼亚州交通部和阿灵顿郡在

CC2DCA 项目中密切合作。 

同时，阿灵顿郡和弗吉尼亚州交通部聘请了咨询公司 VHB 来为此项工作提供支持。  

VHB 的项目经理 Laurent Cartayrade 和副项目经理 Drew Morrison 也将在会议上为大家解答

问题。 

什么是 CC2DCA?
将水晶城和华盛顿里根机场连接的想法， 最早于2010 年，在阿灵顿郡发布

的《水晶城多种交通连接可行性研究》中提出。

• 2017 年，水晶城商业提升区
（现 National Landing BID）
提供了一项可行性研究

• 2019 年，弗吉尼亚州拨出 950
万美元联邦资金，用于该项目
的计划、NEPA 和前期工程

 

在深入讲解 CC2DCA 之前，我想有必要向观众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开始的，怎么进展到目

前的阶段，以及将来的研究涉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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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们讨论的研究是探索在水晶城和华盛顿里根机场之间提供多种连接的可能性。简单

地说，所提议的连接是为步行者、骑车者或使用微交通工具者（如踏板车、电动自行车）

而设计的。这样的连接将服务社区的每个人，包括阿灵顿和水晶城的居民，工作者、机场

员工、游客和访客。这个项目旨在为各种年龄的人提供从水晶城往返机场快速安全的方

式。 

在水晶城和里根机场之间提供多方式的连接并不是新想法。在 2010 年采纳的《水晶城多

种交通连接可行性研究》中，就包含了“为行人和骑自行车者提供从弗农山小径 (Mount 

Vernon Trail) 到里根机场 C 航站楼直接路径”的建议。这项建议与水晶城片区规划的一个关

键目标，即改善多种连接的便捷性和连通性直接相关。我想强调一下，该计划提倡在这两

点之间建立连接，但并未指明使用哪种连接——如桥梁或隧道。 

最近，水晶城商业区 ，现在叫做 National Landing BID，完成了一项可行性研究，对在水晶

城和机场之间提供连接的一系列选项进行了评估，也称为 CC2DCA。 

虽然我们使用同样的名字，但今晚所讲的 CC2DCA 研究并不是 BID 研究的后续。 

CC2DCA 将使用弗吉尼亚州发放的联邦资金资助，因此需要联邦政府的参与。完成这个项

目需要遵守与资金来源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最重要的法规就是《国家环境政策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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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NEPA。稍后我们将更多地介绍 NEPA，但现在我想强调一下与之前研究的一个重要区

别。之前的研究显示了地方政府对建立可能连接的强烈兴趣，而目前的 NEPA 项目则要求

我们在对该连接没有任何预想方案的情况下开始着手。可以说，我们是从零开始，现在，

任何可能的方案都可以被纳入考虑范围。 

明白了这一点，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今晚的议程安排吧。 

会议概览

议程

1. 项目概览

2. 什么是 NEPA
3. 现场问卷调查

4. 问答环节

此次会议的目的

• 提供关于 CC2DCA 研究流程的信息

• 征求针对该项目的目的与需求的反馈

 

议程的第一项是对研究项目做简要介绍，然后是对 NEPA 流程及期待取得的进展做比较深

入的讲解。然后，我们会稍作休息，花点时间做一些非正式问卷，最后是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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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能够为您提供 CC2DCA 研究的准确信息，并鼓励大家针对“目的和需求”提供反

馈。 

我们为什么在做这项
研究？

• 探索在水晶城和华盛顿里根机

场之间提供灵活机动的多种连

接的可能性

• 对于使用联邦资金及可能对联

邦土地构成影响的项目，需要

经过《国家环境政策法》

(NEPA)流程

 

CC2DCA 将连接水晶城和华盛顿里根机场。由于该地区交通密度大，这项连接也可能创建

到 VRE 通勤火车站（目前正在迁址）和弗农山小径的连接，增加人们往返机场的交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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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这张幻灯片上，我们能看到可能建立连接的地区。虽然水晶城距离机场不远，但目

前并没有可以在两者之间走路或骑车的直接路径。 

我之前提到，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在 2010 年《水晶城多种交通连接可行性研究》中。这

也是弗吉尼亚州为亚马逊第二总部建在阿灵顿郡而签署的协议中所规定的，由弗吉尼亚州

协助出资的五个交通项目之一。 

而为本研究提供主要框架的，则是 NEPA。 

什么是NEPA？

• 要求联邦机构在做决策前考

虑其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 作为决策工具

• 建立“为什么”（目的与需

求），并考虑实现目标的不

同途径

 

那么，NEPA 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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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A 要求联邦机构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其重大行为对人类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由于 

CC2DCA 涉及到通过联邦公路管理局使用联邦资金，并可能影响联邦土地，因此需要遵守 

NEPA。 

简而言之，NEPA 是一个决策工具，帮助政府官员做出更加知情的决策，并使社区能够参

与决策。 

NEPA 流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定义“目的与需求”，以及设计合理的一系列替代方

案。 

我们稍后将详谈，但总的来说，“目的与需求”确立的是“为什么”提议做某个项目：我们的

目标是什么？我们试图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在定义了“目的与需求”之后，下一步就是综合考虑能够满足该目的与需求的选项。很重要

的一点是要仔细考虑各种选项，再决定应该实施哪些选项。 

我们将把这些选项变成替代方案，并对它们的影响进行 NEPA 评估。评估结果将选出首选

方案，并形成书面报告，供公众审阅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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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牵头这项研究？

联邦公路管理局 ：

牵头联邦机构

阿灵顿郡：

项目赞助者

弗吉尼亚州交通部：

共同牵头机构

 

CC2DCA 研究由阿灵顿郡和弗吉尼亚州交通部合作牵头。  

在 NEPA 流程中，联邦公路管理局是牵头的联邦机构，弗吉尼亚州交通部是共同牵头机

构。阿灵顿郡是项目赞助方。 

联邦牵头机构和共同牵头机构分担领导 NEPA 流程和准备 NEPA 文件的责任。 

另外，在像 CC2DCA 这样的研究项目中，需要与可能受到潜在影响的各种机构或存在利益

相关的各方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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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研究合作伙伴

大华府机场管理局

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图片来源：RHI

国家公园管理局 / 乔治华盛顿纪念公路

 

本幻灯片显示了我们将密切合作的两家机构。不过请注意，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会咨询其他

机构，寻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您也许知道，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保护国家公园系统中的公园、休闲资源和文化资源。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连接水晶城和机场的乔治华盛顿纪念公路。在这条

公路边界内做任何施工，都需要获得公园管理局的批准和许可。因此，国家公园管理局将

是 CC2DCA 研究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 

大华府机场管理局，即 MWAA，是另一个重要合作伙伴。联邦航空管理局（通常称为 

FAA）监管美国民航的各个方面，包括机场的建造和运营。联邦航空管理局拥有华盛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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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机场的所有权。大华府机场管理局是由哥伦比亚特区和弗吉尼亚州建立的地方职能部

门，并为联邦航空管理局运营里根机场。 

CC2DCA 可能影响机场航站区的基础设施。因此，大华府机场管理局是该研究的另一重要

合作伙伴。 

NEPA 分析做些什么？

• 评估替代方案对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的影响

• 为择优选择方案提供信息和依据

• 鼓励与适用的其他环境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相整合

 

NAPA 分析包括什么？NAPA 要求联邦机构评估其行为对众多自然和人造资源的影响。自

然资源影响包括对湿地、罕见动植物品种，或水和空气的质量的影响。人造环境影响包括

对交通基础设施、噪音水平，或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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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过，NAPA 要求对合理范围内的替代方案进行评估。评估将对比每种替代方案对

自然和人造环境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将帮助确定首选方案，但其他因素（如费用）也可

能纳入考虑之中。完成 NAPA 流程后，首选方案就进入设计和工程阶段，再进入实施阶

段。 

最后，NEPA 也鼓励把对该项目可能适用的其他环境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相整合。这样做

有利于协调监管审查和决策。 

NEPA 涵盖什么？

要求评估对于历史建

筑的影响，并寻求避

免，最小化或减少影

响的方式

保护公共的公园和娱乐

用地、野生动物栖息地

和历史古迹，使这些土

地不为交通目的所征用。

在谨慎考虑所有备选
方案且没有切实可行
方案的情况下，美国
交通部会批准项目使

用以上资源。

 

因此，NEPA 常被称为“涵盖性法律”——因为在 NEPA 流程中，我们也同时确保遵守其他环

境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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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C2DCA 中，另外两项重要考量是《国家历史保护法》第 106 条和《1966 年美国交通

部法》第 4(f) 条。 

第 106 条要求联邦机构评估其行为对历史资源造成的影响。这是通过咨询其他机构、公

众、利益相关方来完成的。评估结果将确定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避免、减轻这些影

响或将之降到最低的方法。 

第 4(f) 条保护公用的公园和娱乐用地、野生动物栖息地、历史古迹，使其不被征用，不被

改为交通用途。在谨慎考虑所有备选方案且没有切实可行方案的情况下，美国交通部会批

准项目使用以上资源。。如果没有替代方案，那么待批项目必须包含对资源危害最小化的

所有可能规划。 

水晶城和里根机场之间的乔治华盛顿纪念公路既是历史古迹，也是娱乐资源，因此，该公

路受到这两项法律的保护。在确定替代方案（包括首选方案）时，这将是一项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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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过程中可以期待哪些进展?

目前所处阶段

 

我们的目标是在 3 年左右完成这项研究。 

每一步的预期时间都标注在了幻灯片上，但随着研究的进展，相关时间会进行更新。 

在关键节点让社区积极参与，是阿灵顿郡和弗吉尼亚州交通部一直的宗旨。这也符合阿灵

顿郡的政策和 NEPA 的要求。 

除今天的会议外，我们计划在下次公众会议时分享初步构想和构想评估流程的细节。目前

计划在今年冬季召开下次会议。届时，我们会征求您对潜在替代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在找到推荐的首选方案时也会征求您的意见和建议，时间大约在 2023 年春季。 

在 2023 年秋季发布 NAPA 文件时，您也将有机会审阅并评议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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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除了公众会议之外，还将有其他机会，使您能了解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提

供意见和建议。为方便了解更多即时信息，请经常访问研究网站 www.cc2dca.us，并订阅

水晶城-五角城最新交通信息邮件列表。 

您注意到，这张幻灯片上也显示了我们为遵守第 106 条而采取的平行步骤。虽然那是另一

流程，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其与 NEPA 流程相协调，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潜在影响。我们

也鼓励您就 CC2DCA 对历史古迹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问题、意见和建议。 

什么是“目的与需求”？

• 证明为什么提议做某个项目
• 目的：计划实现什么目标？

• 需求：该项目解决哪些问题？

• 为设计替换方案做准备

• 替换方案必须能够满足目的与需求

 

我们多次提到“目的与需求”，而今天的会议将开启为期 30 天的第一阶段，我们在此阶段

将通过网上问卷向您征求意见和建议（稍后详述）。 

http://www.cc2dc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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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是“目的与需求”呢？ 

这是清楚地定义为什么提议采取某项行动的陈述。具体地说，“目的”部分描述这项行动期

望实现什么目标。“需求”部分解释这项行动旨在解决哪些问题。 

定义“目的与需求”是 NEPA 流程的第一步，因为政府机构的行为必须具备明确的理由，并

且让受众清楚地理解需求。NEPA 的出发点始终是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本

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几次提到，在现阶段，我们没有事先预想水晶城和里根机场之间的

连接可能是什么样子。 

定义后的“目的与需求”将帮助我们设计一系列替代方案。在 NEPA 文件中将对各个替代方

案的影响进行评估。只有那些能够满足目的和需求的方案才会被纳入考虑范围。 

因此，定义“目的与需求”非常重要，因此您对 NEPA 流程这一关键部分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也至关重要。 



翻译 水晶城到里根机场连接可行性研究 社区会议 七月十五日，2021                  18 

所研究地区的一些特点
1 2

3 54 3

2

4

5

1

 

在考虑“目的与需求”时，以及在今后考虑替代方案时，记住该研究地区（即水晶城和里根

机场之间的区域）的一些关键特点是很有用的。 

这里有 CSX、VRE 和 Amtrak 使用的铁路轨道；有几条可以通向机场的公路，包括该地区

南边的机场快捷公路高架；有一个重要的休闲和历史资源：乔治华盛顿纪念公路。同时，

还有还有弗农山小径 和与之相连的通往水晶城的其他休闲步道。 

所有这些元素都为本研究在制定“目的与需求”、确定替代方案和评估影响时提供了方向和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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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这里？

• 我们希望得到您的反馈，以便
帮助我们识别目的与需求！

• 今天就提问题

• 在 2021 年 8 月 15 日前，
在此填写网上问卷
www.cc2dca.us

 

通过以上的讲解，希望您已经清楚了解了什么是 CC2DCA 的“目的与需求”。并且我们希望

了解对您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例如： 

您目前如何去机场 

您认为需要可以走路或骑车到达的直接连接吗？需要或者不需要的理由是什么？ 

在您看来，可以走路或骑车到达的直接连接有好处吗？如果有，是哪些好处 

这样的连接应该连通到哪些交通枢纽？ 

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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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方式是网上问卷。问卷今天就已上线，并将一直开放至 8 月 15 日。问卷的填写

简单快捷。我们希望您上网完成这份问卷，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您的兴趣和最看重的

事项。 

问卷链接将张贴在 Zoom 网络研讨会的 Chat 对话框里，也会公布在项目网站上。请在今

天参会后，您能花几分钟时间和我们分享您的想法。 

您也可以现在返回直播的 Zoom 网络研讨会，在 Chat 对话框里输入问题。在研究进行期

间，您也可以随时向我们的项目电子邮箱 info@cc2dca.us 发送电子邮件，分享您的想法。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 在 2021 年 8 月 15 日前填写网上问卷

• 您的反馈将帮助我们为本项目制定目的与需求。

• 一旦构建好目的与需求，我们将开始初期设计。

• 在下一次公众参与中，我们将寻求对可能的连接构想的意见和想法。

• 目前，我们计划在今年冬季召开下一次公众会议。

• 为方便了解更多即时信息，欢迎经常访问本研究网站
(www.cc2dca.us) ，并订阅水晶城-五角城最新交通信息邮件列表。

 

还想再次强调一下，请在 8 月 15 日之前完成网上问卷，分享您的想法。 

mailto:info@cc2dc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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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反馈将帮助我们了解该项目的“目的与需求”。一旦确定了目的与需求，我们就将开始

设计能够满足目的与需求的替代方案。下次公众会议预计将在今年冬季举行，届时我们将

就潜在连接的初始选项寻求您的意见和建议。 

研究网站将随着我们研究的进行而及时更新。请访问 WWW.CC2DCA.US 获得最新信息。 

演讲到这里就结束了。请返回 Zoom 网络研讨会的直播问答环节。 

  

http://www.cc2dc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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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次会议的发言部分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在小投票中的反馈。现在，我们将

进入提问和回答环节。 

我不确定现在是否已经有任何问题，下面交给 Sonali 来进行问答环节。提醒一下，请使用

你的问答窗口或 Zoom 网络研讨会的方框来提出你的问题。请不要使用聊天功能。请使用

问答窗口来提问。再次感谢你，还有 Sonali，交给你了。 

Sonali Soneji (VHB):  

好的，Laurent，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一个问题，但同时还有有几个需求，我将首先解决

这些需求。有一个要求是把项目的网站以及项目的电子邮件放到聊天中。也许我们可以通

过在聊天中发布这些信息来帮助大家。到目前为止的第一个问题是： 

一个新的连接也可以使水晶城的部分地区更接近机场地铁站，为什么这没有包括在说明项

目背景的地图上呢？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谢谢你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观点，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会考虑到。当然，目前我

们正在努力解决的是“为什么”。当我们考虑当下的多方式连接需求时（或者说是 Covid

之前的需求，因为大部分统计数据都来自于 COVID 之前），我们正试图确定这些出行轨

迹是在哪里产生的，以及他们要去哪里。一旦我们对这一点有了更确定的把握，我们就可

以开始关注这些出行的主要目标，并看看它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可能会将所有这些事情

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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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Soneji (VHB): 

谢谢 Jason。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我想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和现场投票的第一个问题

相关，问题是："现场投票第一个问题的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很难步行到达

DCA 机场，所以人们不愿意步行。骑自行车到达也很困难，所以没有多少人骑自行车。这

座桥的意义就在于让更多的人步行和骑自行车。" Jason，你想对此发表意见吗？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我想我会把这个问题交给 Laurent，让他谈谈多方式连接的需求，以及我们在这个阶段要

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可能有利于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评论是正确的。很容易理解的是，正

如你先前在幻灯片 14 上看到的那样，今天从水晶城到达机场是非常困难的。我想 VHB 可

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描述和解释这个连接会是什么样的。 

Laurent Cartayrade (VHB):  

当然，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也欢迎 Drew 随时补充。今晚的演练和在线问卷的重点是确

定目前的情况。因此，我们非常清楚，目前步行或骑自行车到机场并不方便，当然也没有

直接的连接方式。我们仍然需要了解，对于那些确实在水晶城和机场之间往返的人来说，

目前的交通方式分布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意图不是说，"哦，很少有人走路，所以我

们不需要这个连接。" 不，我们只是想确定它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这将作为可能的基

础。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开始分析潜在的需求可能是什么。因此，我们开始

展望未来，了解更多信息，收集更多数据，如谁在水晶城和机场之间往返；这个区域内的

土地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人们在这个地区往返时目的地是哪里；他们在哪里停留；他们

什么时候去？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开发一个模型或做一定的估算，如果有一个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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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会使用它？我们正在做这两件事，但不是完全平行的，但研究的一部分是确定现有

的条件是什么，以及潜在的可能性是什么。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我想问问

Drew 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因为他是我刚才所说的分析的负责人。 

Drew Morrison (VHB): 

我只想简单补充一下，正如 Laurent 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想了解，在水晶城和机场之间有

哪些不同类型的使用情况，我们称之为，可能利用连接。我们真的需要了解的是人们出行

方式的范围。人们是否乘坐酒店班车？他们是乘坐短途 Uber 吗？地铁乘坐一站？因此，

如果建造这条连接线，有哪些不同类型的出行可以一起使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让人们

思考他们是否会使用这条连接线，以及他们今天是如何出行的。接下来回到 Sonali，让他

来回答接下来的问题，看起来我们目前有更多的问题了。 

Sonali Soneji (VHB): 

是的，谢谢你，我们现在确实还有几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 

"你们是否与 MWAA 就连接问题进行了接触？你们如何设想与机场航站楼的连接？"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与 MWAA 和前面提到的作为合作伙伴的利益相关者进行

了非常早期的会议。在航站楼方面，我们并不知道最终连接会是什么样。我们提到它可能

是一座桥或一条隧道。它可能是一些组合或其他东西。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将来有一

天，我们会看到与 MWAA 的真正连接点，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到底具体的需求是什

么样的。之后再考虑连接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您提出的问题肯定在我们考虑范围内。谢

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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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Soneji (VHB):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资金。2019 年提供了 950 万美元的联邦资金。自那时以来，材料成本

已大幅增加。资金是否保持不变？如果项目成本增加，谁来 "支付 "其中的差额？谢谢

你。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谢谢你提出另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从某点开始考虑项目的资金。因此，我

们分析了最有可能连接方式的潜在成本--隧道或桥梁。我们已经开始规划资金了，而且我

们确实有一些其他资金来源，不仅仅是联邦资金。当我们缩小选择范围并得出我们的期望

时，我们将对成本有一个更好的概念。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一下我们迄今所确定的内

容。如果有资金缺口，我们会在郡财政收入之外寻找其他筹资机会。当然，这只是目前我

们的一个方向。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有一个预算，我们将看看未来的发展来做相应调

整。 

Sonali Soneji (VHB): 

下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们能考虑一个有创造性的多连接方式，把人和行李从水晶城运

到 DCA。例如，如果我步行到水晶城的一个入口处，我很想能有一个迷你 Uber 或 Lyft 电

动车来拖动行李。"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谢谢你的问题! 我们肯定会关注所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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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Soneji (VHB):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NEPA 的。问题是，"许多其他的 NEPA 项目，如 I-495/I-270 HOT 

lanes，似乎并没有类似的：“从零开始“的想法，不预先假定 CC2DCA 是一座桥、一条隧

道、一个吊厢或其他方式。这个步骤真的有必要吗？"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 VDOT 的 Angel。 

Angel Aymond (VDOT): 

当然，谢谢 Jason，也谢谢你的问题。我对其他 VDOT 项目不是很熟悉，但我想说，NEPA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了确定这个项目最终的连接方式，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介绍中所

描述的目标和目的。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确实有一些其他项目是以水晶城和 DCA 之间的

概念性连接为前提的。我们希望利用这次会议和其他公众沟通来传达我们不是从解决方案

开始。我们正在从头开始，确定研究区域的交通问题。 

Sonali Soneji (VHB): 

下一个问题是，"这项研究是全新的项目，还是利用了以前研究的数据、概念和替代方

案？"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们基本上是从零开始，我们正在做的是挖掘现有的数据，作为收集的

部分信息，是可以放在我们的报告中的。联邦政府对 NEPA 的要求是比以前的研究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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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挖掘。再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真的在认真研究所有的选择。当然，任何人在电话或电

子邮件中可以提供任何信息来帮助我们，我们当然欢迎这些数据。 

Sonali Soneji (VHB): 

下一个问题还是关于 NEPA 流程的。"有没有可能缩短环境影响评估的时间？两年的时间

对于这项规划工作来说似乎太长了。" 

Angel Aymond (VDOT): 

当然，谢谢你的问题。我们已经为这项研究启动了我称之为“前 NEPA“的规划阶段，目

前，NEPA 具体流程还未完全确定。但我们确实预计将完成环境评估，或 EA。 

Sonali Soneji (VHB): 

以上是目前问答框的最后一个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提问。 

Laurent Cartayrade (VHB): 

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想请问 Matt 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在聊天窗口里放一个网页

的链接。目前我没有看到有这个链接。 

Matt Hogan (VHB): 

Laurent，没问题，我可以做这件事。 

Laurent Cartayrade (VHB): 

还有，在我们等待的时候，你可以也把项目的电子邮件地址放在聊天窗口里：

Info@cc2dca.us。大家也可以发评论到这个邮箱里。目前我们等待的时候，看看是否有新

的朋友加入我们并有问题，提醒大家请使用问答框来输入你的问题、评论或建议。我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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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大家，这次会议将被记录下来，我们将在网上发布会议本身的视频和问答环节的记

录。 

Sonali Soneji (VHB): 

我们确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的。"计划中确定的未来公开会议是否会以类似于今

天的形式举行？"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谢谢你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希望下次的会议不会是在线的，取决于 COVID

的情况。我认为大家会有机会能够在下次的会议中有面对面的机会，这也会给项目带来一

个良好的开端。 

Laurent Cartayrade (VHB): 

再次感谢您的问题。如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或意见，请使用问答框。我们非常希望听到你

的声音，所以不要迟疑。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如果你尝试使用 www.cc2dca.us，我想要提

示一下：首先，网站的扩展名是.us 而不是.com。有时.com 更自然地出现在手指上，但这

个项目的地址是 cc2dca.us。第二个小提示是，在某些浏览器上，这个地址偶尔会给你一

个警告，请随意忽略它并绕过它。这是一个完全安全的网址，它将引导你到阿灵顿郡的项

目网站。因此，如果你试图访问 www.cc2dca.us，不要被浏览器提示的警告吓到，这并不

是一个风险。你可以绕过你收到的任何警告。 

Sonali Soneji (VHB): 

我们有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衡量标准的。"你将使用什么指标来确定目的和需

求？"  Jason 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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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好的，我想 Drew 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Drew Morrison (VHB): 

谢谢 Jason，也谢谢你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确定目的和需求时，我

们试图同时考虑定性和定量因素。定性因素实际上是对于政策的解读，阿灵顿郡在交通方

面的政策目标是如何建立的。人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实现的政策和目标是什么？我们

可以通过研究过去的项目重得到答案；也可以从县/州/联邦制定的不同政策中获得；也能

从希望实现这个连接项目的人们在调查问卷和电子邮件中提出的各种目标和目的中获得。

这就是所谓的定性因素。什么是有助于确定原因的政策框架？项目的目的是什么，以及需

求是什么？同时，需求也与定量评估联系在一起，多方式连接的需求到底都来自哪里？今

天在机场人们产生的各种活动，哪些是可以用到这个连接的？正如我们所谈到的，目前它

不一定只是提供给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它可能是提供给通过其他方式进入机场的人。它

也可能有机会连通重建的 VRE 火车站。在创造需求方面，有什么新的机会可以因此被提

供？这些问题增加了定量方面的工作。另一部分需求是定性的，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你

的需求是什么？你们面临的挑战和障碍是什么，你们希望新的基础设施能够帮助克服哪些

挑战和障碍？衡量标准的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试图将目的和需求中概述的政策目标转化

为一套标准或衡量标准，以评估这些潜在的选择，这将成为项目的替代方案。因此，当我

们在冬季再次召开会议时，我们将讨论的下一步内容是，我们是如何根据你们的意见制定

的目的和需求，如何将其转化为一套筛选标准来评估潜在的选择，以及作为水晶城和机场

之间潜在连接的方式将会是什么样的，Sonali，可以进行下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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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Soneji (VHB): 

目前，我们没有任何新的问题，但我们在会议还有剩余时间，欢迎您提出更多问题。 

Laurent Cartayrade (VHB): 

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提醒大家，网上问卷调查将为我们提供数据和信息，以制定目的和需

求，所以我们强烈鼓励大家参与问卷调查。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该问卷有英语、西班牙语

和中文版本。这是同一份问卷，所以请用你选择的语言进行问卷调查。但是我们会把所有

三个版本的问卷结果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将在调查期结束时将结果合并。所以请大家踊跃

发言，填写问卷。 

Sonali Soneji (VHB): 

我们有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 NEPA 进程的。"这个 NEPA 进程是否会与正在进行

的 DCA 道路系统重组项目的 NEPA 互相影响？"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好的，我需要确认一下，问题提到的 DCA 道路系统，是指一号公路项目吗？我是这么理

解的。 

Drew Morrison (VHB): 

Jason，我想问题是关于在机场范围内同时进行的项目是否影响我们评估道路系统。我们

一直在与 MWAA 接触，以便更多了解该项目是否会对机场的其他连接产生阻碍或者帮

助。因此，如果你住在这个区域，并且了解到任何这个区域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我们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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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得到最新的相关信息，并与所有的机构协调，以便了解任何可能的连接方式，以及促

成连接的所有因素，最终使得这个连接能和区域内其他基础设施相互协调。 

Sonali Soneji (VHB): 

还有一个同样是关于 NEPA 主题的问题。"对于一个相当小的项目来说，NEPA 进程的时间

框架似乎相当长；这是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这是否表明这个项目的优先级不高？" 

Angel Aymond (VDOT):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你的问题。我想说，我们正处于这项研究的早期规划阶段。现

在，我们预计这个 NEPA 将进行到概念设计阶段，并在 2023 年底前完成所有的 NEPA 流

程，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此后的设计和施工的时间表还没有确定。它可能会受到 NEPA

中提出的替代方案的影响。我想其他人可以说说这个项目的优先级。 

Laurent Cartayrade (VHB): 

Jason，你想说说这个项目的优先级吗？我想冒昧地说，这是一个优先级很高的项目，优

先级并不是决定 NEPA 时长的原因。NEPA 的规划时长是由要求决定的，但我会让你来谈

这个问题。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是的，当然，这是阿灵顿郡目前优先级很高的项目。我们与 VDOT 合作，因为他们是该州

NEPA 当地的专家。郡里没有大量的项目需要进行 NEPA 流程。因此，我们正在遵循 VDOT

的领导，来完成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一些成效，但目前我

们只能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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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Soneji (VHB): 

我们也有一个关于公众宣传的问题。问题是，"你们是如何宣传你们的问卷的，你们是如

何选择其他哪些语言来限制问卷的？"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目前我们有网上调查问卷，计划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今天早些时候已经提供了链

接，它将在对话框里停留一段时间。我们还在阿灵顿新闻网和其他一些资源上购买了一些

广告时间，以引导人们到网站填写问卷。我们选择的语言是基于我们的沟通小组在这一特

定领域的经验，以及除了英语之外哪些是主要使用语言。因此，最重要的两种语言是西班

牙语和中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供了普通话。 

Sonali Soneji (VHB): 

有一位参与者加入的似乎比较晚。他说他很抱歉错过了大部分的介绍，问题是，"这个项

目是否有一个目的和需求声明草案，如果没有，什么时候会发布一个草案？"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目前，我们现在还没有草案。今天会议的目的是向公众提供一些关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时间表的信息。有一张幻灯片，请回到时间表那张上，对的在这里。

我们目前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早期。我们将在未来 30 天内征求意见。有一份调查问卷供

人们填写，并提供一些意见，以便我们完成目的和需求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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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t Cartayrade (VHB): 

我想补充的是，正如我们所说，到今年冬天我们再来参加下一次公开会议时，我们将有一

个目的和需求草案。在这一阶段，我们将有一个声明，将提供给大家。 

Sonali Soneji (VHB): 

目前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了。 

Sonali Soneji (VHB): 

好的，我们有个新的问题了。"如果数据收集不能支持目的和足够的需求，那么这个项目

是否有可能不会向前推进？或者它将推动项目的规模？"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 Angel 更适合回答，因为 VDOT 对这个过程有更多的经验。 

Angel Aymond (VDOT): 

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清楚 NEPA 文件有两个方面的数据收集工作：目的

和需求的数据收集。正如 Drew 先前回答的另一个问题中提到的，收集信息以了解目的和

需求是我们筛选的指标。至于项目是否向前推进，NEPA 也要求评估 项目“不推进”的可

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线来衡量其他替代方案。将 "不推进 "纳入 NEPA 的

程序，就有可能成为更优的选择。同样，我们今晚在这里不是为了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或没

有解决方案。“不推进“方案将在我们进行的任何建设方案之外被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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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Soneji (VHB): 

我们还有一个关于向外宣传的问题。问题是，"你们是否对飞行人员进行了宣传？你们是

否会考虑在当地酒店为调查问卷做广告？"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不，我们还没有直接接触到他们，但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我可以研究一下。 

Laurent Cartayrade (VHB): 

谢谢你们源源不断的问题。我们感谢你们的参与，我只想再强调一下："不要停止提问！

我们还在进行中！" 

Sonali Soneji (VHB): 

我们有一条评论，似乎是对前一个问题的补充。"水晶城的企业也应该被征求意见，因为

他们很可能也是机场的常客，出行时行李不多，但是需要便捷的方式能够走到机场。" 

Laurent Cartayrade (VHB):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想法。今天是问卷调查的第一天，更具体地说，是网络问卷调查，

所以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我们将研究一系列的方法来传播消息，并试图获得尽可能多的

参与，以及尽可能广泛的领域。因此，感谢你们在这方面的建议和想法。 

请随时让你的朋友和家人也知道这项调查。口口相传往往是传播消息的最有效方式。 

Sonali Soneji (VHB): 

还有人提出可以请 National Landing BID 推广该问卷调查。并通过当地的邮件服务推送来推

广，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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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t Cartayrade (VHB): 

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主意。 

Sonali Soneji (VHB): 

还有一些关于向外宣传的问题。评论是，"我假设你会通过 Engage Arlington 发布？"。还有一个问

题是，"你们也会向 Alexandria（以及其他地区）进行宣传吗？"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是的，我将把这个问题交给 Laurent，也许可以具体讲一下目前我们已经宣传到的途径。 

Laurent Cartayrade (VHB): 

好的， 没问题。我们今天的这次会议和问卷调查就是公众宣传。我们目前已经通过很多

方式进行了宣传，包括在印刷媒体上刊登广告，这些都是区域性的，包括，华盛顿邮报和

其他报纸。我们还在一些网站上投放了数字广告，包括与我们有印刷广告的那些报纸。此

外，我们还在《阿灵顿新闻》（Arlington Now）上投放了数字广告，我们知道它在当地是

很具有影响力的。如之前建议的，我们将促使与我们合作的一些伙伴和利益相关者继续宣

传，通过他们拥有的途径继续扩大宣传是我们总计划中的一部分，希望宣传能够触及本地

及更大的周边范围。以上是回答关于向外如何宣传的。在与亚历山大市的联系方面，我们

已经在做了。我们也邀请他们来参加会议，希望他们尽可能地被视为这个项目的利益相关

者，因为这个项目离亚历山大很近，那里的居民也是这个项目的潜在用户。因此，是的，

在这个层面上，在管辖区的层面上，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将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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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Soneji (VHB): 

以及 "WABA, Bike Arlington, Walk Arlington...." 我想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开始和他们建立

联系了？ 

Laurent Cartayrade (VHB): 

是的，我们肯定会与他们联系。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份利益相关者和感兴趣的各方的名单，

这将成为公众宣传的重点。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很我们也在使用很多团体和协会的邮件订

阅列表来分发信息，其中包括水晶城-五角城和阿灵顿郡。因此，这本身就有相当广泛的

影响。 

我们还剩下大约 10 分钟，留给最后的问题或评论。我们再次感谢你的兴趣和参与。这只

是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个，还有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将在整个项目期间进行，并将在整个

项目期间进行宣传。因此，不仅公众会议是对外宣传的一部分，还会有其他形式的活动，

取决于所要分享的信息类型或所寻求的信息形式，具体信息将在项目网站上公布，或者通

过水晶城-五角城邮件列表发布。因此，请继续定期查看这些网站的更新。 

Sonali Soneji (VHB): 

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有了一座新的桥，行人所消耗的时间是否与目前开车的时间相同？"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好的，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项目的这个时间和阶段，我们不知道是建桥还是建隧

道或其他方式，或者像有人提到的那样，它可能是一个 "不建"的项目。所以，我们无法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希望是，无论连接方式是什么，从水晶城到机场都将是方便、快

捷、易于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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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Soneji (VHB): 

有一个关于今天的会议记录的问题。"我们能看到今天的录音吗？" 

Laurent Cartayrade (VHB): 

我们将把会议内容与问答记录一起放在网上。 

Sonali Soneji (VHB): 

有一个关于 NEPA 的问题，它说："如果水晶城的街道被用作机场快速路，车辆将会用这

些街道来上下车或者做短暂等待，NEPA 是否会考虑到潜在的负面影响？" 

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 VHB 

Drew Morrison (VHB): 

没问题，谢谢 Jason。作为项目团队的一份子，我将关注的是与项目相关的交通影响，以

及与任何 NEPA 进程相关的影响，包括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当然，我们会关注在潜在的

连接点旁边的任何上、下车活动。因此，我们一定会考虑所产生的影响。但我们现在离评

估具体影响还有一段距离。在我们进入 NEPA 流程和评估之前还有一系列。因此，我们还

有一定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感谢大家就看到的任何潜在影响提供反馈意见，我们会关

注任何可能的替代方案产生的与交通有关的影响。 

Laurent Cartayrade (VHB): 

感谢大家，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我们还剩五分钟。今晚的会议之外，您还可以提

出问题和评论。如果您还有什么最后的问题和意见，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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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Widstrom (Arlington County): 

Laurent，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提前一点结束，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分钟没有问题了。我们不

需要在今天晚上继续占用大家的时间。 

Laurent Cartayrade (VHB): 

好的。那么各位，除非现在还有人提问，但似乎没有，我们要非常感谢您今晚的参与。请

留意任何更新和信息，以便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机会。同时，再次感谢您

今晚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期待着从您那里了解更多。特别是，我们期待着在线问卷调查的

结果，我整晚一直都在重复提到他，因为它非常重要。非常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