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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分区规划的社会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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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美国城市分区规划属于地方自治权 ,其产生伊始便带有明显的社会排斥倾向和政府规制色彩 ,对美国大都市

区的居住隔离起到了关键而直接的作用 ,造成了消极的社会后果 ,成为打破对黑人的经济与社会隔离、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

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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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 ,美国城市地区吸

引了大量前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国内外移民。中上阶

层的城市居民 ,特别是郊区居民 ,为了追求社区生活

的同质性 ,推行了许多措施排斥不符合社区偏好的

迁居者。20世纪初期 ,在各地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

中 ,规制权作为地方自治权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成为地方政府寻求社区偏好的重要法律手段。其

中 ,作为规制权主要内容之一的土地分区规划 ,是中

产阶级郊区有意识地排斥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族裔家

庭的主要制度工具。特别是在 20世纪 50年代大量

南方黑人家庭涌入北方大城市之后 ,郊区排斥性的

城市分区规划 ,成为几十年来白人维持对黑人的经

济与社会隔离的法律屏障。

　　一　分区规划之法源

　　分区规划是地方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属于地

方政府的自治 (Home Rule)权限。在美国 ,由于乡、

镇、县的建制早于州和联邦 ,地方自治具有深厚的政

治历史和文化传统。但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地方

自治的传统活力一直受到政党机器操控下的州权的

压制。特别是城市 ,必须从州政府获得宪章 ,在宪章

列举的权限范围之内活动 ,因之城市的发展受到一

定的束缚。19世纪后期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展 ,

各地城市纷纷向州政府争取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

治 ,即不受州议会约束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并

自主制定本地的自治宪章。在经历了 20世纪上半

期的改革运动之后 ,美国除新英格兰地区及南部一

些州外 ,大约有五分之四的州、三分之二人口超过

20万的城市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 ,使城市得

以行使不被法律与城市宪章禁止的任何有法可依的

权力。根据政治学家托马斯 ·戴伊的总结 ,地方自

治已经由禁止城市做没有得到特别授权的任何事

情 ,演变为允许城市做没有明令禁止的任何事情。

这句话非常精炼地概括了地方自治自 20世纪初期

以来的发展变迁 ,也体现了地方政府突破州权束缚

所取得的成效。

城市自治权限的大小与种类各地情况不一 ,视

州与城市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定。在施行地方自

治较早的加利福尼亚 ,州宪法规定 ,城市的主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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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由自治宪章决定 ,包括市警察的设置与管理 ,市

的全部或部分的下属行政机构 ,市政选举的组织 ,以

及市公务员的人事管理。除此之外 ,各地还可以对

地方事务进行决策 ,比如伯克利市宪章规定 ,市议会

对于地方性事务在不违反州宪法并符合地方自治制

度的前提下拥有立法权。地方规制就属于这类立法

权。在伊利诺伊州 ,至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为止 ,地

方自治权最常见的是地方政府的举债权 ;另一项主

要权力就是规制权 ,有 31个地方获得了土地的分区

规划权。

一般意义上的地方规划为美国城市的发展提供

了法律保障 ,为各地依据本地情况决定发展方式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 ,在使用规制工具的过程中 ,

大量郊区政府普遍以地方自治的名义 ,行使制订排

斥性分区规划的权力 ,片面追求郊区社群在经济、种

族上的同质性 ,人为制造居住隔离 ,对大都市区整体

的协调发展造成了结构性的障碍 ,成为解决当代区

域性经济问题和寻求社会进步的阻力。由于地方自

治所具有的宪法依据 ,州政府除了修改宪法外 ,很难

有其他手段对城市的分区规划进行全面的干预。

　　二　分区法的产生与实质

　　19世纪后半期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在大城市

地区先是出现了工业、商业和居住区域的分离 ,同时

随着黑人的解放和大批欧洲移民的到来 ,开始出现

以种族和经济收入为界的居住隔离。从居住的经济

特性看 ,城市的居住圈由内城的贫困圈向外部的富

裕圈扩展。对这一现象的社会学考察表明 ,居住区

内因种族、宗教和族群的不同也产生了分裂。与现

在主要存在于黑人与白人间的隔离略有不同的是 ,

那时候的经济与种族隔离主要存在于富裕的老移民

与贫困的新移民之间。

19世纪后期到 20世纪初期 ,不同用途地块的

划分和具有不同经济地位、种族身份的家庭之间的

居住隔离 ,大多还是一种自发的意识和现象。但也

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随着各地争取地方自治运动的

兴起 ,一些人口迅速增长的郊区邻里开始利用地方

自治权限 ,制定规划法令 ,有意识地限制那些不符合

本地居民偏好的建筑和娱乐设施的存在。例如 ,酒

馆是大量人员往来、三教九流的消闲会聚之地 ,各类

社会不良现象乃至犯罪活动时有发生。许多郊区居

民因此认为 ,酒馆的存在会使他们的房产贬值 ,并毒

害他们的子女。芝加哥南郊的海德 (Hyde)公园区

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居住区 ,为杜绝不良社会现

象 ,该区的“海德公园保护协会 ”联合其它的禁酒郊

区 ,取得了足够的居民签名 ,迫使芝加哥市议会从

1894年开始 ,通过一系列的法令 ,规定一些居民区

为禁止开设酒馆地区。从这里可以看出 ,郊区从其

早期发展阶段开始 ,中产阶级居民就有意识地“净

化 ”自己的社区 ,将大都市按照道德品行标准 ,分为

不同的区块。结果 ,在芝加哥的斯托克亚德 ( Stock2
yard)区 ,有 12万工人阶级居民 ,其开设的酒馆多达

500余家 ;而在海德公园区 ,人口达 6. 5万人 ,酒馆

只有 21家。

1916年纽约市在全国率先采用综合性的分区

法 ,将零散的分区规划系统化。综合性的分区 ,就是

将一个城、镇或村所辖土地 ,分为不同的区块 ,并对

每个区块土地的用途以地方法令的形式给予不同的

强制性规定。一般来说 ,一个区域或地块只被赋予

单一类型的用途 ,不能混同。比如 ,一个规划为商业

活动的区域 ,居民住房的建设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工

业、特别是重工业用地会被禁止。而同是住宅用地 ,

对住宅的建设标准 ,如占地和建筑面积、住宅的高度

和层数、房间的数量及附属设施及可供居住的家庭

的数量 ,都会作出具体的规定。纽约市的分区法令 ,

将分区的标准分为三类 ,即土地用途 (把土地用途

分为商业区、工业区和居民区三种 )、建筑的高度、

建筑物的最小占地面积。在对一个地区的土地进行

规划时 ,可以综合地应用这三个标准。

纽约市的分区规划体系确定之后 ,全国各地纷

起效尤。典型者如 1926年著名的欧几里得村诉阿

姆伯勒房产公司案 (V illage of Euclid v. Ambler Re2
alty)。1922年村议会通过的分区法令中 ,将全村的

土地按土地用途的不同分为六类 ,按建筑物高度分

为三类 ,按建筑物占地大小的不同分为四类。对各

类不同地区进行二次划分的标准也规定得非常详

细 ,标准最高的如第一类土地用途区 (U - 1)只能规

划单户家庭住宅、公园、水塔和水库、郊区和城际的

电车站和道路、农田、非商用的温室苗圃和菜园 ;第

一类高度区 (H - 1)的建筑物限制在两层半以内 ,或

者高度不超过 35英尺 ;第一类占地区 (A - 1)规划

为多户家庭的住宅或公寓 ,普通地块面积最少必须

达到 5000平方英尺 ,拐角地块至少不能小于 4000

平方英尺。另外 ,分区法令还对建筑地块的宽度、前

后院、两侧的具体细节都进行了限制和规定。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之后 ,有些规划标准已经发展到

当年的分区法令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步。例如 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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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60年代 ,在当年欧几里得村的所在地、克里夫兰

郊区的库亚胡加 (Cuyahoga)县 ,三分之二可开发的

居住用地 ,其单块土地的面积不得少于半英亩 ,约合

21789平方英尺。1976年 ,纽约大都市区被规划为

居住用地的未开发土地 ,有 99%只能被用于建造单

户住宅。

从表面上看 ,纽约市的分区法令是为了使城市

的土地利用更为有序、合理。实质上 ,这个作法体现

了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对居住文化的追求。地

方居民把住宅视为安宁、祥和的天堂 ,惟恐商业设施

和公寓的喧嚣嘈杂打扰了家庭的宁静。更为关键

的 ,是富裕阶层担心建筑混杂会降低其豪宅的市场

价值。正是从这个角度 ,哈佛大学的弗拉格 ( Gerald

Frug)教授认为 ,分区规划从一开始就与排他性有着

紧密的联系。纽约市的法令好像是为了限制曼哈顿

高层建筑的发展 ,其实反映的不过是“第五大道的

商人们对移民制衣工人蜂拥而入的一种担心 ”。这

正是各地分区法规的实质所在。

因此 ,纽约分区法令的意义不在于表面上对建

筑标准的控制 ,而在于它开启了一个先例。从历史

维度来看 , 1916年的分区法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

它的隐含前提是决定整个 20世纪美国人居住模式

的利益和偏见 ,这些利益取向和偏见使城市规划成

为社会控制的工具。20年代 ,在克里夫兰、芝加哥、

南加州等几个典型的中产阶级郊区 ,居民人口增加

了几倍至十几倍不等。为了迎合业主的种族和社会

分离的愿望 ,开发商利用建筑标准和分区法规 ,促成

了大都市区的社会分裂。比如 ,开发商在建筑用地

的财产契约中加入了一些限制性条款 ,禁止将这些

地块上的房屋财产租售给黑人、犹太人或者其他任

何可能破坏郊区种族同质性的族群。

分区法的实施 ,强调了政府对私有财产 (土地 )

的用途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在 1926年联邦最高法

院对欧几里得村诉阿姆伯勒房产公司案的判决中 ,

政府的这一权力得到了确认 ,从而又获得了最终的

合法性 ,因而欧几里得案被认为是综合性分区法令

得到广泛的司法支持的一个标志。此后 ,对私人财

产的处置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英美的法律传

统中 ,对私人财产的处置 ,完全是个人的私事 ,是个

人的自然权利 ,不受外界 (包括政府 )的干涉。但

是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和人口密度的增加 ,

许多农业时代在地理上彼此分离的私人财产 ,尤其

是土地和房产 ,变为毗邻而处。由于财产的不同用

途而产生的外部性 ,不同业主在处置自己的财产时 ,

往往发生矛盾和冲突 ,政府由此而成为这些冲突的

仲裁者 ,政府作用也进而扩展至私人领域。1926

年 ,美国商务部以行政法令的形式 ,明确将分区权归

属于地方政府的管制权 :“为促进健康、安全、德性 ,

或者社区普遍福利之目的 ,城市和法人村的立法机

关拥有规定和限制建筑物与其它结构的高度、楼层

数量和大小 ,建筑用地的百分比 ,庭院和其它空地的

大小 ,人口密度 ,用于贸易、工业、居住或其它目的之

建筑物、结构物及土地的坐落和用途之权力 ”。

通过纽约的示范 ,到 1923年 ,全国有占 40%的

城市人口的 183个社区推行了分区法。之后由于欧

几里得案诉讼的影响 ,以及商务部对地方政府分区

规划权限的确认 ,这一数字在 20年代后半期迅速增

加 ,几乎所有人口超过 5000人的郊区都行使了分区

规划权 ,不足 5000人的郊区也有近一半制定了分区

法规。美国实施福利国家政策后 ,在不断变化的政

府间关系网络中 ,地方政府能够实质性地影响地方

经济和社区福利的手段 ,几乎只剩下对土地和建筑

物的规划利用权。今天 ,城市土地分区规划的制定

与实施 ,已经成为地方政治的首要内容。

　　三　排斥性分区法的社会影响

　　地方政府在制定分区法令方面被赋予合乎宪法

的管制权 ,产生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长远影响。对于

地方经济和社会公正而言 ,这项权力更像一把双刃

剑。通过排斥性分区法 ,地方政府确实改善了整个

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居民的整体福利 ,促进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政府在限制业主自由处置自己财产的能

力的同时 ,也在确保业主投资的物业不会因他们邻

居的存在和行为而贬值。为追求上述目标 ,分区法

不仅将工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 ,还千方百计地抬高

郊区的居住成本。对于户均价格而言 ,独幢的单户

家庭住房价格 ,当然要比公寓或者成排的住房要昂

贵。排斥性分区对住房用地面积和住房建筑面积的

较高要求 ,以及对住房楼层数量的限制 ,大大提高了

土地价格与建筑成本 ,建设公路以及其它公用设施

的成本亦随之上升。在住房市场上 ,增加住房建设

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势必减少地方住房 (包括

独户和公寓住房 )的总供给 ,从而使住房的租售价

格上升。影响所及 ,不仅使大多数黑人家庭难以进

入 ,许多低收入的白人家庭也未能幸免 ,形成了美国

独特的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居住隔离特征 ,被称为

“邻避综合症 ”。在这一“综合症 ”的影响之下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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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家庭如果想拥有体面的住宅 ,就必须将其

30%以上的家庭收入用于住房支出。倘若如此 ,这

个家庭就无力维持生活其它方面的必要开支 ,而陷

入所谓“居所贫困 ”。尤其对于家庭收入低于本地

中等收入 50%的家庭而言 ,因居住导致生活质量下

降的情况更为严重。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HUD ) 1991年发布的一份著名报告指责说 ,各级政

府的排斥性、歧视性和不必要的规制 ,限制了私人住

房市场满足廉价住房需求的能力 ,也降低了政府住

房援助和补贴项目的绩效。特别是在大量的就业机

会流向郊区之后 ,这种制度性的居住隔离将多数就

业者的居住地排斥在工作地点之外 ,使这些工人被

迫长途通勤上班 ,导致美国大都市区日益严重的交

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等现象 ,成为聚讼的社

会热点问题。

然而 ,地方政府却因此在财政上取得了开源和

节流两个方面的成效。住房的建设成本增加 ,就会

增加住房的市场价格 ,在给定税率的前提下 ,可以增

加地方政府的财产税收入。另一方面 ,在郊区居住

的综合成本的提高还可以限制低收入家庭的迁入。

因为这些家庭的入住 ,一则会影响到其它中高收入

家庭的住宅市值 ,另外还会增加郊区政府在公共设

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从而加重政府的财政负

担 ,提升这个地区的税率水平 ,不利于吸引企业到本

地投资兴业。所以 ,郊区将“不良人群 ”排除在外 ,

有利于展示它们对投资的吸引力。

排斥性分区受到部分房地产商、工会、宗教组织

以及一些民权组织 , 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的强烈批评。特别是自 20世纪 60年代

起 ,大量对排斥性分区的诉讼被提交到各级法院 ,法

院也推翻了一些地方政府意在排斥中低收入家庭迁

居本地的分区法规。然而 ,从全国的情况看 ,部分法

院的努力并没有像在其它反歧视领域 (比如教育 )

那样取得广泛的成效。原因主要在于 ,郊区的绝大

多数居民并没有意识到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 ,并且

对自己的居住条件感到满意。1972年纽约州威斯

特切斯特 (W estchester)县的一项调查结论表明 ,只

有 10%的居民对他们的住房感到不满。而且 ,他们

不喜欢公寓 ,对政府补贴的住房印象很坏 ,担心这类

住房的建设使自己的房产贬值 ,害怕本地的服务和

税收状况因低收入家庭的迁入而恶化。这类民意成

为排斥性分区得以大行其道的政治基础。当地方公

民与地方政府相结合 ,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导者时 ,排

斥性分区强化了其作为社区治理政策的合法性。同

时 ,从 20世纪 60 - 70年代开始 ,为逃避法院和社会

对一般地方政府排斥性政策的指责 ,中高收入阶层

的邻里社区发展出大量的类似于公司法人的“私人

政府 ”,即“业主联合会 ”,使这些邻里社区在居民自

我治理名义下成为与社会分隔的私人俱乐部。当

前 ,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这样的邻里社区之

中。然而 ,正如有人所质疑的 ,在更大的社区范围内

(中心城市、大都市区 ) ,应该怎样保证社区治理不

会成为狭隘地方性或排他性社区利益的保护伞 ? 社

区治理如何能够拓展其政策基础 ,以包容外部更大

社区范围内居民的利益 ? 这一质疑切中的是当代主

流的、以社区公民治理模式为代表的地方自治制度

的缺陷。

就整个社会而言 ,排斥性分区规划增加了居住

在工作地点之外的就业者的工作和生活成本 ,限制

了贫困和少数族裔人口的流动 ,减少了他们提高自

己社会地位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家庭的孩

子也被隔离在破旧不堪的中心城市学校 ,没有机会

与中高收入家庭的儿童进行交流 ,缺乏横向的比照

与激励 ,进而长期沉溺于贫困和破败所产生的心理

阴影之中 ,不思上进 ,导致贫困心理代际相传、积重

难返。当一个社区学校中贫困家庭的孩子及其所伴

随的隔离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时 ,有能力另觅他处

的所有肤色的中产阶级家庭 ,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

家庭将会选择迁离。由于白人家庭的“逃离 ”,学校

不仅变得更加隔离 ,也变得更为贫困 ,特别是在全国

最大的 25个大都市区 ,高度贫困的少数族裔学校都

集中在中心城市和陈旧的卫星城镇。1996年 ,美国

大约有一半学校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注册率不到

10% ,这些学校当中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超过半数

的 ,只占 7. 7%。同时 ,美国有 8%的学校黑人和西

班牙裔学生注册率达到 90%至 100% ,这其中有

87%的学校贫困学生超过一半。这些数据反映了少

数族裔人口和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居住的现状。20

世纪末期 , 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在打破教育隔离方

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南部 ,隔离又趋回潮。贫困与隔

离总是形影相随 ,这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迄今为止无

法有效破解的难题。其中 ,带有明显排斥色彩的地

方分区规划法令所起的消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Abstract】　Zoning is local autonomy in the field of A2

merican city p lanning. From its beginning, zoning has been

stamped obviously with social exclusion and governmental regula2

tion, which p layed a key and direct role for residential ex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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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城市

in American metropolises, brought about serious negative social

consequences, and has become system ic barrier of elim inating

the econom ic and social segregation to African - Americans.

【Key words】　zoning; local autonomy; residential segre2
gation; exclusion

注释

①　该案中 ,原告阿姆伯勒公司的一块地产跨越欧几里得村三类不

同用途的地区 ,这些地块的购置时间在欧几里得分区法通过实

施之前。阿姆伯勒公司认为欧几里得村 1922年的分区法干涉

了它处置私人财产的权利 ,违反了联邦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第

一款 ,同时也违背了俄亥俄州宪法的一些条款 ,要求得到赔偿。

俄亥俄州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欧几里得村遂将此案上

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分区属于州与地方政府

行使的管制权 ( police power) ,推翻了原来的判决 ,支持了欧几

里得村的分区法。

②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为 1975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对南伯林顿县

有色人种协进会诉月桂山市 ( 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 Township ofMount Laurel)一案的裁决。月桂山市实

施了极为严苛的地方分区法 ,仅允许单户住宅的建设。新泽西

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 ,城市的土地分区法规首先应以居民福

利而非地方税收为导向 ,应为各类住房的建设创造条件 ,让中低

收入家庭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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