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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更新计划”与中心城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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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949—1 966 年的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城市更新计划”旨在解决其中心城市面临的住房紧张、经济衰
退、社区萎缩等社会问题，在联邦政府、开发商和中心城市居民之间的博弈中，由于联邦政府过于依赖私人部门，该计划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心城市经济进一步恶化，但也产生了其他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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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在白人郊区化的背景下，美国黑人大量迁入城市， 《住房法》开始通过联邦财政补贴形式，以公共住房为切入点，
成为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型中心城市的主要居民，他们被迫接
依靠房地产开发商，在地方政府参与下对中心城市的衰败社区
受低收入工作甚至失业，中心城市经济环境急剧恶化。经济的
进行区域治理。
衰退导致其房产严重贬值，而中心城市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为
但由于依据 1949 年《住房法》制定的“城市更新计划”是联
财产税，致使城市政府无法获得充足的税款以维护基础设施并
邦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基于各自不同利益考量后相互妥
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结果中心城市居民继续逃往郊区，形成
协的结果，三者分别扮演着计划的制定者、参与者和执行者的
恶性循环。城市政府的社会调控能力的下降使内城各种社会问
角色，在实践中分别控制着制定计划目标、选定实施范围和具
题日益突出：住房缺乏维修、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瘫痪，随
体实施三个环节，都试图凭借自己的权限实现各自的目的，这
之而来的是犯罪率提升、单亲家庭增多、社会道德约束力下降， 注定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诸多问题，并没有实现“合力”。
许多位于中心城市的社区迅速衰败。
1949 年《住房法》旨在通过修建公共住房缓解中心城市衰
由于内城迅速衰败，中心城市政府财政破产，加上秉承“大
退，吸引商业部门和商业设施重新回到内城，并发挥“辐射”作
用带动郊区发展。根据此法制定的“城市更新计划”规定，由联
政府”政策的民主党自大萧条以来长期执政，联邦政府对地方
政府援助拨款逐年提升，其援款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份额
邦政府在六年内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资助城市相关部门由联
逐年增加，从而加大了对城市事务的影响，至 1960 年，联邦政
邦政府出面购买贫民窟和衰败社区的土地以供公共部门或私
[1]
府对地方政府的资金援助已经占地方政府总支出的 14.5%。
人进行再开发；条件是联邦政府每提供 1 亿美元用于补贴原有
尽管二战后美国中心城市持续衰落，但其依旧被认为是传
土地价格与重建后价格之间的部分差价的 2/3，剩余部分则由
统的区域商业中心。以房地产商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商业阶层一
地方政府用现金或兴建公共基础设施的实物进行支付。
直为能使其重新满足现代商业需要而不断努力。联邦政府则希
“城市更新计划”首次明确强调联邦政府必须在住房领域
望通过对中心城市的再开发解决以黑人和贫困人口为主的社
承担主要责任。其提出的“为每一个美国人提供体面住房和舒
区持续衰败问题。中心城市政府则力图通过参与联邦的中心城
适的居住环境”的目标成为后来住房政策制定者的明确目标。
市治理计划获得补贴，以缓解日益恶化的地方财政状况。
它提出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解决中心城市衰败问题的
虽然私人领域传统上反对联邦政府的公共住房政策，①而
模式，成为日后美国治理全国性城市问题的主要途径，建立了
地方也对联邦政府介入城市事务保持警惕，但是在联邦政府许
较为严密的多级政府管理与合作机制，确认了联邦政府参与城
诺为地方政府和所谓“地方发展推动者”—房地产商提供补
——
市治理的合法性。[3]
②
贴后，三方通过 1949 年和 1954 年的《住房法》达成妥协。 这标
1949—1954 年为“城市更新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根据
志着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达成了“重新振兴中心城市”的共识。
1949 年《住房法》，对中心城市的再开发被定义为：通过改善内
1949 年《住房法》不仅标志着“城市更新运动”的开端，也对
城的物理空间和住房条件以表明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就是要求
其后的联邦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联邦政府
在实践中，
“城市更新计划”的主要成果应体现为清除内城的衰
对城市援助的政策出现拐点，其援助不再局限于“新政”时期为
败社区和老旧建筑，并在私人部门主导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取
个人提供住房贷款或各种临时性的专项援助，突破了原有的通
得较多的商业成果。这样，以清除内城的贫民窟为主要目标的
过信贷政策和房屋抵押贷款对城市进行间接长线的宏观调控， “城市更新计划”受到地方房地产商的欢迎。商人们认为清除贫
而是开始对地方发展进行具体的政策性指导，甚至主动参与地
民窟后获得的宝贵市中心地皮仍有升值空间，而且在拆迁过程
方政府对受援地区的规划与建设。联邦政府旨在通过 1949 年
中还可享受联邦政府赋予的征地权和补贴，平整出的土地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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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主要因为，房地产开发商认为公共住房项目与私人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却享受联邦的税收减免政策，使私人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②根据 1937 年《住房法》，联邦政府的补贴仅能提供给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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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日后的商业开发项目奠定基础。但房地产商的思路有悖于
联邦政府进行“原地拆迁”的初衷，即清除衰败社区后在原址安
置原有居民，这与房地产商对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目标产生矛
盾。因此，开发商往往在利用联邦补贴清除贫民窟后并不急于
在原地着手安置原有居民，真正实现原地拆迁的项目数量远低
“城市
于原定计划，即使已实施的工程也大多进展缓慢。此时，
更新计划”的特点是工程计划多、实施少、完成少、清理大于建
设。从 1949—1955 年，更新工程立项 340 个，但真正施工的还
不到 1/3，而且还没有任何一项完工。[4]
另外，符合联邦补贴要求的地区都是以中低收入者居多的
衰败社区，地方政府从中获得的政治利益和税收款项不足以弥
补自己承担的拆迁费用。因此，地方政府考虑到与其参与复杂
的征地、拆迁、建设公共住房以换取微薄的联邦补贴，他们宁愿
只申请拆迁补贴，放弃公共住房建设部分，而联合房地产商对
征用土地进行商业开发，换取未来丰厚的财产税收入，以解决
政府财政恶化的窘境。结果，在以“房地产商为代表的商业阶层
才能负责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为其提供最
大便利”的传统思路下，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计划”的实施中
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往往房地产商接受地方政府拆除衰败
社区的委托合同之后，就可以立即通过政府拍卖获得这些自己
一手“开垦”出来的空白地块。这样，在“城市更新计划”的第一
阶段中，房地产商、地方商业集团与政客结成同盟，漠视对被清
除社区居民的利益。虽然，像匹兹堡的金三角改造计划使原本
杂乱不堪、交通拥堵、经济凋敝的中心城区逐步转化为既拥有
公园绿地，又拥有高档住宅和高层办公楼的商务中心。虽然该
工程成为“城市更新计划”的典范，[5]但这种不考虑社会成本的
纯商业开发也与联邦政府以贫民窟清理为中心、强调住房建
设、解决住房短缺的目标渐行渐远。
鉴于在中心城市进行公共住房开发无法调动开发商的积
极性，也不能有效带动城市的整体改造，联邦政策的重心由原
来的住房建设开始转向城市的综合开发。为了平衡政府、民众
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国会通过了 1954 年《住房法》，并据此对
“城市更新计划”进行了修订，非住宅建设的比例在计划中开始
逐年提高，从最初的 20%提升到 1965 年的 65%。[6]城市更新不
断向非住宅建筑倾斜，房地产开发商和中心城市商业集团的利
益得到彰显，而原本的公共住房援助目标逐渐被淡化。
当“城市更新计划”的主要目标，由单一的解决住房问题调
整为将清理贫民窟和在扩大当地税收的基础上重新振兴中心
城市的双重目的之后，受到了各方欢迎。联邦政府希望提高衰
败社区的经济水平、地方政府希望扩大税收资源、房地产商希
望获得商业利益，各方利益在“城市更新计划”中均有体现。但
在美国现行的税收体制中，房地产升值虽然可以扩大地方的税
源，但房地产升值必然会引起房租上涨，以致低收入者很难找
到住房，被迫迁出，导致整个社区死亡。虽然依靠政府补贴可以
刺激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但同时低收入和低
收入工作，作为经济的组成部分既不可能消失，也由于从业人
员的自身素质无法实现经济地位的纵向流动。简单地说，
“城市
更新计划”在实践中陷入一个微观经济学中的悖论：在同一区
域内，通过商业开发刺激房产升值以带动最低工资水平同时上
涨是两个互相抵触的目标。[7]
在这一时期，城市的“中心区”迅速地被改造为“中心商务
区”。大量办公楼、银行中心、百货大楼、零售中心、饭店、会议中
心、甚至运动场馆开始迅速取代原址上的衰败社区。[8]虽然这些
商用楼宇将生产管理、银行金融、广告营销、法律咨询等生产服
务部门重新吸引回中心城市，为中心城市的商业发展重新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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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活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财政压力，开始或多或
少抵消了中心城市与郊区发展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这种蒙
上巨大商业阴影的城市更新直接造成了众多内城居民流离失
所，大幅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降低了其生活质量。
利润丰厚的商业建筑和豪华公寓受到开发商们的青睐，挤
占了大多数原本就十分稀缺的中心城市地皮。而且由于拆迁和
再开发的速度远高于公共住房建设的速度，大量居民无法安
置。1966 年，
“城市更新计划”共拆除了中心城市 25 万套住房，
涉及超过百万居民，而同期能够享受“原地拆迁”的公共住房只
有 4.6 万套，仅能安置不到两成的拆迁家庭。 [9]为了完成《住房
法》规定的公共住房比例，房地产商只能在土地价值较低的地
方修建住房安置原有居民。为了在有限的地块上安置更多的拆
迁户，开发商只能在建筑高度和密度上做文章。大量位置偏远，
基础设施并不配套的高层高密度小区应运而生。以纽约为例，
1949—1958 年，在东哈莱姆、南布朗克斯、中布鲁克林和下曼哈
顿共建设了 1 082 幢公共住宅，这些外观单调、体积巨大的高层
住宅楼共容纳了 55.5 万居民，相当于当时明尼安波利斯的全市
人口。[10]在这些公共住房中，贫困被进一步集中，同质化现象更
为严重，从这里走出的居民们被打上“道德低下”的标签，形成
了“第二代黑人隔都区”。以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罗伯特·泰勒
命名的芝加哥泰勒之家耗资 7000 万美元，虽然“成功”将 2.7 万
黑人安置在 28 座 16 层高的住宅楼中，由于贫困的黑人无法享
受到市中心重新开发所带来工作机会（写字楼中的工作岗位大
多数被来自郊区、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所垄断），只能被困在新
的贫困社区中终日无所事事，反而成为新的社会隐患。建筑界
不仅将泰勒之家称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甚至芝加哥
每日新闻将其戏称为“刚果希尔顿饭店”。 [11]除了管理不善、选
址差、基础设施落后之外，甚至这些高层公共住房的质量也得
不到保证，其中很多建筑由于质量不达标，使用年限很短，到了
70 年代就开始被大量拆毁，居民们又要面临着重新寻找居所的
难题。[12]
1956 年的《高速公路法》和据此制定的“州际高速公路计
划”更为中心城市中贫困社区居民的流离失所和开发商掠夺土
地推波助澜。该计划旨在建设一个全国性的高速通路体系，在
12 年内由联邦政府拨款 278 亿美元建造 4.1 万英里州际和国
防高速公路，将全国人口在 5 万以上的城市的 90%的多车道高
速公路连接起来，其中一半拨款将被用于穿越市区的 5 500 英
里高速公路。 [13]该计划受到城市中正在积极参与“城市更新计
划”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广泛欢迎。他们积极参与到穿城而过的
高速公路线路规划中，借助联邦政府的征地权，使之直接穿过
低收入社区，再利用联邦资金清除线路两侧的贫民窟，迫使其
中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迁离市中心，获得了宝贵的市中心地
皮，进行商业开发，还可以免费享受联邦公路带来的便利交通，
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白搭车”。
迈阿密、坦帕、杰克逊维尔、奥兰多等地的大量黑人社区随
着该计划的实施而迅速消失。美国城市史学家华纳就此认为，
“其实高速公路布局可以促成城市的集中化，也可以导致分散
化。很不幸，美国是后一种结局”。[14]高速公路的联网提高了美
国交通体系的质量，便利了郊区白人往来于城市中心和郊区，
但也加速了中心城市人口的流逝，推动了郊区化进程，进一步
恶化了中心城市的经济状况。对此，雅各布斯做出的批判一语
中的：
“低收入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
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
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中等收入住宅区则是死气沉沉、兵营
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活力和生气可言……商业中心只是

那些标准化的郊区连锁店的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
想成果，拆迁房屋比重建多，实际上恶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内
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看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
城贫困和住房紧张等社会问题；大量高层、高密度小区将城市
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对城市的改建， 居民进一步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本应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
这是对城市洗劫。”[15]
私人部门三方博弈的“城市更新”过程变成了地产商的独角戏。
“城市更新计划”不仅未能抑制中心城市的持续衰败，反而
事实证明，在美国以私人经济为主导的环境下，联邦政府
加剧了城市中的种族与收入歧视。除了 1964 年纽约、1968 年洛
在“城市更新计划”中虽然起到指导作用，但其具体实施只能由
通过私人开发商承担，希望完全寄托在社会的私人部门的自我
杉矶等城市的大规模骚乱，城市中的小规模种族摩擦和冲突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就没有间断过。伴随种族问题而来的是
克制和道德良知上。由于联邦政府的理想目标与房地产开发商
治安情况恶化，犯罪率飙升。1962—1972 年，美国的谋杀案发生
的整体利大相径庭，结果原有的衰败社区和贫民窟虽然被拆
率从每 10 万人 4.5 起飙升到 9.4 起。蒂福德对此调侃道：
“如果
除，但由于其整个社会生存土壤没有改变，充其量只是“搬了一
美国大城市的谋杀率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居住在内城的居民将
次家”，
“ 搬家”之后，这些社区受到的种族与收入隔离更加严
会比二战中的大兵更加接近死亡。”[16]城市中的高犯罪率使中
重，在中心城市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底层阶级聚居区
心城市剩余的白人中产阶级惶惶终日，加快了向郊区的迁移。 和中心商业区。
另外，由于《民权法案》从法律上取消了住宅方面对黑人的歧
对美国“城市更新计划”的实施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使那
视。因此，始于 19 世纪末，郊区住宅开发商奉行排斥黑人的限
些正在中国城市中发生的林林总总看来似曾相识。美国城市历
史的过去肯定不会成为中国城市的未来，但他山之石可以攻
制性条款失去了法律依据，内城中经济条件较好的黑人得以有
机会向郊区迁移，以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提高下一代的教育
玉，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破旧的城中村、顽强的钉子户、饱受质疑
质量。由于白人和黑人的迁出使内城的社区发生了严重的社会
的地产商和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的时候，也许半个世纪前的
断裂现象，教堂、娱乐、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无力维持，价值观 “城市更新计划”会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发生改变和对越轨行为的约束坍塌，整个社区发生解体，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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