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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住房政策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自 1937
年颁布第一部关于公共住房的法案——《美国住房法》开始，公共住房

成为政府解决城市最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大规模公共住

房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贫困集中、种族隔离、住房闲置率高、环境衰

败、毒品暴力泛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公共住房政策逐渐发生转

变，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不再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通过提供租房优惠

券等方式使租户在住房市场上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住房建设方式转向更

新严重衰败、贫困集中的公共住房（表 1）。其中公共住房更新是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核心所在，其代表性政策举措就是本

文重点论述的“希望六号”（HOPE VI）计划与“选择性邻里”（Choice 
Neighborhoods）计划。

“希望六号”计划是美国住房政策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公共住房更

新政策，对于其实施效果美国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一方面，有人

认为它极大地改变了公共住房面貌，实现了贫困分散等预期目标。但另

一方面，在大规模搬迁导致原居民利益受损、社会网络丧失、公共住房

存量减少等方面，“希望六号”计划则招致批评，甚至有研究将其看作

另一种形式的“城市更新”[1]。而对于建立在“希望六号”计划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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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主要公共住房政策及其特征

名称 颁布时间 主要特征

美国住房法 1937 年 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确立，政府以建设公共住房的方式介入住房市

场，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1949 年住房法 1949 年 与城市更新相结合，拆除贫民窟，清除不符合标准的住房，建造

公共住房

住宅与城市发

展法

1974 年 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重大转变。停止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设立

第八条款（Section 8）存量住房计划，住房保障方式从资助供应

方转变为资助需求方

“希望六号”

计划

1992 年 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政策重点转向了公共住房

更新，导致公共住房数量缩减

“选择性邻里”

计划

2009 年 包含公共住房在内的衰败社区综合更新政策，“希望六号”计划

的调整与深化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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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选择性邻里”计划，作为奥巴马政府基于地方的社区

复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大力

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由于尚处于政策实施初期，

相关研究集中在政策实施评价方法与实施项目跟踪评估等

方面，如首批资助项目的中期研究报告、居民搬迁初步评

价成果等 [2,3]。同时也有评论持怀疑态度，如对其“宏伟”

目标实施的有效性的质疑 [4]，认为其政策设定将使投资偏离

公共住房等 [5]。

关于“希望六号”计划国内学者已有所引介 [6-9]，但“选

择性邻里”计划目前只有个别文章约略提及 [8]，并且对于美

国近期公共住房更新政策演变的背景、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

尚缺乏系统分析。美国公共住房“公有”的性质、住宅形式，

以及更新目标与影响人群、社会效果等都与我国城市居住区

及其更新有相近之处。研究美国公共住房更新政策的经验与

教训对于我国大规模实施的城市居住区更新具有直接的借鉴

价值。为此，本文系统搜集梳理相关文献，以比较研究的方

法深入剖析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住房更新政策，分析其

政策进展及原因，在此基础上与国内实践相比较并提出政策

建议。

1  “希望六号”计划的主要内容与实施效果

“希望六号”计划肇始于“处理严重衰败公共住房国

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Severely Distressed 
Public Housing）在 1992 年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

全国 130 万套公共住房单元中约有 8.6 万套处于严重衰败状

态而亟待改造，并提出了一个总额为 75 亿美元、为期 10 年

的城市复兴示范计划，随后该方案获批实施并更名为“希望

六号”计划 [9]。

1.1  “希望六号”计划的目标与措施
“希望六号”计划提出的目标包括：

（1）通过拆除、修复、重新配置或替换衰败的公共住房

（或部分住房），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2）改进公共住房邻里环境，改善周围社区环境；

（3）提供住房的同时避免或减少贫困家庭集中；

（4）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区 [10]。

不难看出，“希望六号”计划不是一个单一的公共住房

物质环境更新政策，它区别于以往的“城市更新”政策，首

次以综合的方式实施公共住房更新，具有环境改善、社会

改良、社区发展、城市复兴等多重内涵。为实现上述目标，“希

望六号”计划采取了一系列实施措施，包括提倡混合居住、

提高设计与建造标准、提供社区支持服务、混合融资开发

模式等（表 2）。

从以上实施措施来看，提倡混合居住直接对应于减少贫

困家庭集中的目标，在西方国家，贫困人口过度聚集被认为

是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贫困“集中效应”[11] 使

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缺乏在就业、经济、教

育等方面获得提升的能力，形成一种贫困循环，进而影响到

社会稳定。显然，最贫困人口集中居住的公共住房成为问题

的焦点，“希望六号”计划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内涵，其

目的在于通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混合居住从而减少贫困集中

来缓解社会矛盾；提高设计建造标准及社区支持服务能够改

进公共住房乃至周围社区的环境品质，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并有助于吸引高收入者入住，促进混合居住模式的实现；混

合融资开发模式则尝试通过吸引私人投资破解公共住房更新

项目资金投入匮乏的难题。

1.2  “希望六号”计划实施效果评价
一方面，“希望六号”计划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

的城市复兴政策之一，对公共住房、居民和社区都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首先，“希望六号”计划实现了它最基本的目

标——拆除了成千上万套衰败的公共住房，代之以新的、高

质量的住房，并激励了公共住房设计、管理、投资等方面的

创新 [10] ；其次，“希望六号”计划较好地实现了它分散贫困

人群的目标。大量原住户搬离，而原公共住房区被改造为小

规模的收入混合型社区，吸引了较高收入者居住，极大地

降低了公共住房贫困集中的程度。据统计，位于极度贫困

（贫困率不低于 40%）社区的公共住房比例已经从 1995 年

的 43% 下降到了 2008 年的 26%[12]，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

于“希望六号”计划的实施；第三，通过“希望六号”计

划，许多原住户借助租房券搬迁到住房条件更好、更安全

的社区居住；最后，“希望六号”计划还对公共住房周边社

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财产升值、收入较高的居民逐渐迁入、

就业率提高、犯罪率下降等 [9]。

但另一方面，由于在政策设定方面及执行过程中的缺陷，

表 2  “希望六号”计划主要实施措施

名称 主要特征

提倡混合居住 将公共住房区改造为混合收入的社区，减少公共住房中低收

入群体过度集聚的现状，促进居住融合，缓解社会矛盾

提高设计与建

造标准

遵循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原则，引入“可防卫空间”的概念，

以增强社区居住品质，吸引高收入群体入住

社区支持服务 旨在帮助公共住房居民克服贫困、失业、犯罪和缺乏教育的

现状，包括建立计算机学习中心、图书馆、课后班，提供日

常护理、就业培训、工作机会等

混合融资开发

模式

允许开发商通过私人部门融资、其他联邦拨款、地方资金和慈

善资金启用“希望六号”资金，缓解联邦政府资金投入的压力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43 2015 Vol.30, No.6国际城市规划

杨昌鸣  张祥智  李湘桔    从“希望六号”到“选择性邻里” —— 美国近期公共住房更新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希望六号”计划也招致许多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对“希望六号”计划的一项主要批评就是部分居民被迫

搬离住区，从而损害了这些居民的利益。据统计，到 2008
年 9 月，约有 24% 的原住户（17 382 个家庭）搬入完工的公

共住房。而项目全部完工后也只有 38%的原住户将会回迁 [1]。

“希望六号”计划项目中的原住户面临四种选择：居住在更

新后的公共住房中；利用租房券在私有市场上寻找住房；搬

到其他公共住房中；不接受任何资助。调查结果显示，大多

数住户希望回迁，但并不是都能获得回迁资格，地方住房局

和项目经理有权制定比一般公共住房标准更严厉的标准，信

用记录差、有犯罪前科或家务管理差的家庭很有可能被拒之

门外。芝加哥则规定，申请者必须每周工作 30 个小时，或

是全职在校生。在符合同样申请条件下，优先考虑那些全职

工作或读书的人。据估计，约有一半原住户能满足这样的要

求 [12]，这实质上将社区中的最弱势群体排除在外了。资格限

制使得相当比例的住户搬离，其中利用租房券者有可能搬迁

到贫困率较低、更安全的社区，而对于那些搬到其他公共住

房中或不接受任何资助的住户，不能指望他们的居住条件能

比之前有什么显著改善。不但如此，这些迁出的居民被切断

了以往的社会关系，面对陌生的环境很多人会感觉孤独与缺

乏安全感，并且即使是那些搬到条件较好社区的居民，也面

临着无力偿付更高租金的困境 [10]，由于缺乏有效的援助，他

们自给自足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改善。

较低的回迁率还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公共

住房更新实质上变成社区的“绅士化”过程，即随着居住

门槛提高及较高收入住户的“侵入”，部分低收入住户搬离

了社区，在衰败房屋被新住房替代的同时，社区居民构成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有助于实现贫困分散，却与其“改

善居民生活条件”的预定目标相背离；另一方面，伴随搬迁

还产生了“贫困转移”和新的“贫困聚集”，贫困家庭转而

聚居在其他社区，使得这些社区环境有可能迅速恶化，甚

至超过他们原来居住的社区，重蹈“二战”后大规模清理

贫民窟的覆辙。

“希望六号”计划另一个经常遭受指责的地方是它导致

了公共住房数量的减少。统计数据显示，1993—2007 年完成

的 234 个“希望六号”计划工程共拆除了 96 226 个公共住房

单元，新建或修复 111 059 个住房单元，但其中只有 59 674
个新公共住房单元（约 45%）可供极低收入住户居住 [1]，这

主要是因为大规模拆除破旧的公共住房后，“希望六号”计

划项目通常被设计为小规模的收入混合社区，因此新建部分

往往拥有较少的公共住房数量。而在此期间最低收入租房户

的数量却大幅度增加了 [10]，批评者认为“希望六号”计划拆

除了过多的公共住房，并且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来弥补这一损

失。由于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没有对“严重衰败”做

出明确的定义，几乎所有公共住房开发都能越过这个门槛，

进而有希望获得“希望六号”计划资助。人们不免质疑，“希

望六号”计划的目标似乎不是严重衰败的公共住房，而是高

收入家庭的住房重建 [8]。这样一来虽然新住房提供了比以前

更高质量的居住条件，但长此以往使得公共住房供应总量下

滑，难以满足最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

在社区支持性服务方面“希望六号”计划也饱受诟病。

这些服务旨在帮助居民就业，使得他们越来越少地依赖联

邦补助，“希望六号”计划规定留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居

民的支持性服务。法案最初规定拨出 3 亿拨款的 20% 用于

社区服务计划及支持性服务，包括扫盲、就业培训、日托、

青少年活动等，随后的拨款计划减少了这一比例。但更加强

调居民支持性服务与搬迁服务，并要求为原住户提供支持

性服务，即使他们不再回到改造后的社区中。但批评者指

出，“希望六号”计划的支持性服务是不充分的，例如搬迁

服务，许多住房局仅仅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搬迁服务，他们

关注的是尽快清空住房以便实施再开发，这导致相当比例

的居民搬进了其他衰败的公共住房；又如社区支持性服务，

许多“希望六号”计划项目直到原住户搬走后也没有提供

社区支持性服务，这样就倾向于只是使那些搬进新住区的

住户从中受益，批评者质疑住房局没有承担其责任，即不

但要为那些回迁或新搬进的住户服务，而且要为那些搬离

的住户提供社区支持性服务 [10]。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希望六号”计划部分实现了其既

定目标，主要体现在改造公共住房和贫困分散等方面的成

就，但却导致公共住房存量减少，在提高居民自给自足能

力方面也未明显见效，反而损害了社区中最低收入群体的

利益，并相伴产生了绅士化、新的贫困聚集等不曾预料到

的后果。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其政策目标设定和执行中

的有效性不足密切相关：拆除衰败的公共住房并代之以小

规模混合社区，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共住房数量减少；较低

的回迁率或许与“希望六号”计划贫困分散及内城复兴的

目标直接有关，联邦政府试图通过改变租户资格标准，设

置更严厉的驱逐政策，解决公共住房中严重的贫困集中化

问题 [12] ；而建造新的收入混合型社区，被认为在解决社区

问题、吸纳私人资金、社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有优势，

于是在实现贫困分散目标的同时，大量原低收入住户搬离、

回迁率低便不足为奇，并且，由于在此过程中对居民的支

持性服务未能及时跟进，还产生了绅士化和新的贫困聚集

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下面要重点讨论的，上述种

种问题都在新近推出的“选择性邻里”计划政策中不同程

度地试图有所改进与侧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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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性邻里”计划及其进展

2.1  “选择性邻里”计划的目标与内容
在“希望六号”计划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于 2009 年

提出了“选择性邻里”计划，其目的是在贫困分散的同时解

决社区中相互交织的各种问题，通过与交通、教育、司法、

民政部门等其他联邦机构合作，应对住房衰退、犯罪、缺乏

教育前景和经济联系等让家庭和社区处于严重困苦之中的相

互关联的挑战。“选择性邻里”计划提出了住房、居民、社

区三个核心目标 [13] ：

（1）住房。将衰败的公共住房或资助住房更新为高能效

的混合收入住房；

（2）居民。为居住在衰败住房及周边社区中的居民带来

明显的更新效果，尤其关注居民的健康、安全、就业与教育；

（3）社区。将贫困社区改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混合收入社

区，使其具有良好的服务、高质量的教育机构，公共资产与

公共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就业率得到提高。

“选择性邻里”计划针对不同社区情况采取分类资助的策

略，授予两种形式的“选择性邻里”计划拨款：规划类拨款和

实施类拨款。规划类拨款帮助那些还不具备条件的社区提高其

实施更新的能力，实施类拨款用来资助已提出计划并开始推进

的社区更新项目。为申请实施类拨款，社区必须制定综合更新

规划，进一步深化与落实上述3个核心目标。对于更新规划，“选

择性邻里”计划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住房、居民与社区更新的

核心目标被进一步分解为 11 项具体内容 [14-15]（表 3）。

2.2  “选择性邻里”计划申请与授予情况
“选择性邻里”计划的合格申请者包括当地政府、公共

住房机构、非营利组织以及与某一公共机构联合申请的营利

组织。HUD 还严格规定了符合申请条件的公共住房社区的

标准：①贫困人口集中；②严重衰败的公共住房或资助住房，

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犯罪率高、房屋闲置率高或不合

格住房多、缺少学校。

2010—2013 财年，共有 56 个城市社区获得总额 1 597.4
万美元的规划类项目拨款；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的 13 个

社区获得总额 3.514亿美元的实施类项目拨款。迄今为止，“选

择性邻里”计划拨款已达 3.67374 亿美元（表 4）。

2.3  实施类拨款首批资助项目概况
波士顿的伍德列支 / 莫兰特湾、芝加哥的伍德朗、新奥

尔良的伊贝维尔 / 特雷默、旧金山的爱丽丝格里菲斯（Alice 
Griffith）和西雅图的耶斯利特勒斯（Yesler Terrace）成为获

得“选择性邻里”计划实施类拨款首批资助项目。这 5 个更

新项目中的 3 个（新奥尔良、旧金山和西雅图）是公共住房，

归当地住房局所有与管理，另外两个（波士顿、芝加哥）则

属于 HUD 第八条款资助住房，由私人企业所有并进行管理。

根据各自规划，除波士顿的伍德列支 / 莫兰特湾由于规模很

小，更新后仍作为资助住房使用以外，其他几个项目都将形

成包括商品住房和各类资助住房在内的混合收入社区。由于

“选择性邻里”计划更加强调原住户回迁的机会，更新规划

实施后，除波士顿的项目人口密度与之前基本持平外，其他

4 个目标社区的人口密度都将增加。

和“希望六号”计划相比，这 5 个项目的申请与实施团

队构成更加多元化，其主要申请者包括一个城市机构（波士

顿）、两个公共住房机构（西雅图和新奥尔良）、一个非营利

组织（芝加哥）以及一个营利组织（旧金山）。根据规则要

求，社区各利益相关者自项目申请开始就建立起合作伙伴关

系，形成复杂的团队组织结构。如芝加哥的伍德朗项目，非

营利组织可支付住宅保护有限公司是主要申请者，芝加哥地

方政府是合作申请者，其他主要团队成员包括伍德朗儿童希

望社区、简 · 亚当斯赫尔馆、芝加哥大学等当地机构。为获

取数量庞大的更新资金，这些项目都充分利用混合融资方式，

例如都依赖于联邦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计划的资助。即便是

规模最小、最简单的波士顿项目中，也包含了三种其他联邦

资助基金、三项团体资金、地方政府承诺的资金，以及 1 项

表 3  “选择性邻里”计划实施类拨款更新规划具体要求

住

房

1）通过修复、保护和（或）拆除及替换等方式将严重衰败的住宅项目更

新为体现节能设计原理的住宅

2）除经特殊许可，所有被拆除或转换用途的公共住房或资助住房都需符

合“一对一”置换规则（“one-for-one” replacement rule）
3）满足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可达性要求

居

民

4）更新规划制定与实施中的公众参与

5）提高更新后住宅及周边邻里居民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

6）对每一符合条件的居民应满足其还迁意愿

7）项目实施期间直至完全入住，跟踪迁移居民的情况

8）对因更新而搬迁的居民适当地提供支持服务、迁移咨询与住房搜寻帮助

社

区

9）与当地教育工作者合作，参与当地社区规划，结合有效的社区服务系统、

家庭支持与综合性的教育改革，改善社区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与生活状况

10）确保建立在经济、教育和环境基础上的社区长期生存能力

11）通过保护可支付住宅或采取其他必要行动，确保原住户共享社区更

新成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15]

表4  2010—2013财年“选择性邻里”计划拨款统计表（单位：美元）

资助类型 2010 财年 2011 财年 2012 财年 2013 财年

规划类 300 万 360 万 500 万 437.4 万

实施类 1.227 亿 1.09 亿 1.197 亿

合计 3.67374 亿

资料来源：根据 HUD 官方网站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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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联邦住房借贷银行的资金 [2]。“选择性邻里”计划还

明确提出要求，在申请、实施及维护管理的全过程中都应包

含有效的公众参与。例如在申请阶段，必须召开至少 1 次社

区会议、至少 2 次居民公开会议，并且要求在会议召开前，

申请者已经对规划实施过程、支持性服务、搬迁安置、就业、

培训等问题有充分考虑 [14]。

在社区支持性服务方面，所有社区都提出了多样化并且

雄心勃勃的目标，包括居民身心健康、自给自足的能力、儿

童受教育的机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例如新奥尔良的项目留

出 450 万美元作为社区服务资金，并计划以此为杠杆吸纳其

他 2 400 万美元社区服务资金。服务内容包括与教育机构和

劳工组织合作，帮助居民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开展工作技能

培训，帮助儿童获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社区合作伙伴

之一的杜兰大学社区健康门诊承担居民健康计划的具体工

作，另外，还与新奥尔良警察局合作实施一项长期的社区犯

罪预防计划。这些项目承诺在搬迁以前就开始为居民提供服

务，包括那些不再回迁的居民。有些项目设计中包含较为细

致的搬迁方案，如旧金山的项目采取分阶段实施的方式，从

目前闲置的住房开始改造，改造完工后部分居民就可以入住，

然后接着改造腾空的住宅，这样在整个更新过程中居民只需

要搬一次家。

这些项目都符合“一对一”置换规则的要求，更新完成

后，在目标社区范围内，公共住房或资助住房的总量没有减

少。其中波士顿的伍德列支 / 莫兰特湾项目可实现全部居民

原场地内回迁，另外 4 个项目则许诺部分居民原场地内回迁，

其他回迁居民将居住在项目所在社区内。这得益于“选择性

邻里”计划整体更新的目标，即超越公共住房改造，在社区

范围内统筹考虑规划、居民安置等问题。如新奥尔良伊贝维

尔更新规划，除伊贝维尔基地内的 913 个居住单元以外，还

计划在特雷默社区内新建或改建 1 518 个租赁住宅单元和 15

图 1  新奥尔良伊贝维尔更新规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混合使用

多户住宅

叠拼住宅

联排住宅

历史建筑

图 2  新奥尔良伊贝维尔 / 特雷默社区更新项目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散布地块

   新奥尔良住房
   局所有

   路易斯安那土
   地信托—新奥
   尔良再开发局

混合收入社区

（预计开工）

    2012
    1-2 年
    2-5 年

特雷默社区边界

伊贝维尔边界

套商品住宅，从而对整个社区的发展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

规划完成后将为社区带来 2 446 个居住单元（图 1, 图 2）。此

外，规划中还包括儿童教育机构扩建、食品商店重建、筹建

博物馆等公共服务设施，预计工程总投资达 6.62 亿美元 [16]。

3  从“希望六号”到“选择性邻里”——美国公共
住房更新政策变化的趋势

从“希望六号”计划到“选择性邻里”计划体现出美国

公共住房政策在保持连续性基础上所做出的调整与完善。作

为“希望六号”计划的“升级版”，“选择性邻里”计划力图

弥补前者的种种局限与不足，采取了更为综合的方式全面解

决社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助范围扩展

“希望六号”计划基金只用来资助衰败的公共住房更新，

然而除公共住房以外，城市中还有许多受 HUD 资助的住房

和私人住房也面临与公共住房类似的困境，“希望六号”计

划基金无法惠及这些衰败或空置的住房。并且，这些住房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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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和公共住房同处于一个社区，只改造公共住房而不触及这

些资助住房或私人住房是毫无意义的，正如美国住房与城市

发展部部长多诺万所说，“被缺少投资、教育质量差的学校

或其他衰败的住房所包围的公共住房区事实上没有真正成功

的机会”[18]，为此，“选择性邻里”计划将资助范围延伸至

这些住房，以便采取统一的更新策略，实现社区整体更新的

目标。同时资助范围的扩展使得申请者范围进一步扩展，也

有助于破解公共住房更新资金短缺的难题。

（2）申请者范围扩展

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公共住房更新的一大难题，虽然尝

试引入私人资金，“希望六号”计划的实施仍然使联邦政府

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选择性邻里”计划将合格申请者的

范围扩展为公共住房管理局、当地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与

某一公共机构联合申请的营利组织，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

地吸纳各种来源的资金投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

反映出近年来美国住房政策重点向社区与公众参与转变的

趋势，即认为社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依赖于“自下而上”的

地方解决方案，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立足于地

方社区的更新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更多地起到政策

支持与协调、引导作用。从“希望六号”到“选择性邻里”，

社区更新中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在“希

望六号”计划中，虽然强调吸引私人投资，建立社区更新

中的伙伴关系，但申请和实施主体仍然只是地方公共住房

机构，“选择性邻里”计划将合格申请者的范围扩展，进一

步突出了社会力量在社区更新中的主导作用。执行主体的

变化会带来决策模式和执行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在由私

人机构作为主要申请者的旧金山和芝加哥的项目中已经有

所显现。

（3）从关注住房到关注社区

“希望六号”计划虽然使部分更新后的公共住房所在社

区间接受益，但更新重点还是集中在衰败的公共住房上。居

民生活状况深受其所居住的社区的影响，公共住房更新必须

从社区入手而不应只关注公共住房本身。“选择性邻里”计

划超越了公共住房更新的目标，重点转向以公共住房更新带

动周边社区更新，致力于将贫困集中的社区更新为可持续发

展的社区，使孤立的公共住房及其居民融入社区，改变居住

隔离的现状。

（4）跨部门协作与综合的解决方案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社区复兴计划”认为，社区中的各

种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之前联邦政府各部门关于社区的

各种支持计划往往各行其是。为此，“社区复兴计划”提出

要以综合的方式、跨部门合作的途径实现社区复兴，要求住

房与城市发展部、教育部、司法部、民政部等部门密切合作，

整合各部门基于地方的各种资助计划，鼓励社区获取不同来

源的资助。作为社区复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性邻

里”计划积极与相关部门的各种资助计划展开合作，如教育

部的“希望社区计划”、司法部的“伯恩刑事司法创新计划”、

环境保护部的“精明增长”计划、交通部的“宜居社区”计

划等 [14]。对于获得资助的项目，“选择性邻里”计划则制定

了明确的约束条款，要求住房、交通、教育、司法等地方机构，

居民及房产主，私人开发商，以及其他社区营利与非营利组

织等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规划实施更新。

跨部门协作模式是“选择性邻里”计划的特色之一，它有利

于形成合力对衰败社区进行整体更新。

（5）居民搬迁服务与跟踪调查

“希望六号”计划遇到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它没能解决

好居民生活中多方面的难题，尤其对那些被迫搬迁而又很

难在住房市场上找到合适住房的最贫困家庭来说。“选择性

邻里”计划明确提出将确保动迁居民得到搬迁咨询、住房

搜寻等支持服务，要求在基金使用周期内全程跟踪这些住

户，使这些住户能找到比回迁住户同样或更好的住房和社

区，改善所有居民的居住条件。同样地，更新后社区中居

民的经历与变化特征也将被详细地追踪调查，以便进行评

估并持续改进。

（6）居民的住房选择机会

“希望六号”计划的政策重点在于将低收入家庭迁出贫

困集中社区，并通过住房优惠券把他们分散到贫困率较低的

社区，也因此而受到批评。与“希望六号”计划不同，“选

择性邻里”计划特别强调保护居民回迁的权利，为原住户提

供优先选择回迁的机会，假如在重新安置期间没有违反租约

规定的行为，每一位希望回迁的住户都能实现回迁。

（7）重新启用“一对一”置换规则

“一对一”置换规则即要求每拆除一套公共住房，都必

须还建一套类似标准的公共住房。这一规定常使公共住房管

理部门无法摧毁他们认为无保留价值的住房，1995 年 HUD
暂停了这项规定以促进“希望六号”计划的实施，1998 年美

国国会正式取消了“一对一”置换规则 [19]，但这样一来又鼓

励了过度拆除行为。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对租房市场的需求大

幅度上扬，联邦政府意识到应转变之前促进私房拥有率的政

策，认为“政府在发展自用住宅和租房市场方面需要更好的

平衡”[20]，在这一背景下，为保证租房市场存量，“选择性

邻里”计划重新启用“一对一”置换规则，规定除经特殊许

可，所有被拆除或转换用途的住房都需符合“一对一”置换

规则，要求申请者尽可能还建与拆除数量一样多的住房。重

新启用“一对一”置换规则体现了新形势下政府对公共住房

在对极低收入者住房保障方面的作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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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选择性邻里”计划吸取了“希

望六号”计划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扩展并深化了“希望六

号”计划的内容，从“希望六号”到“选择性邻里”，公共

住房更新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更新主、客体更加多

元化、更新策略更加综合化、更新方式更加人性化（表 5）。

4  结论与启示

从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历史来看，极少有住房政策只关

注住房本身，几乎所有的住房项目都不仅仅是为了提供舒适

而廉价的住房 [12]。“希望六号”计划与“选择性邻里”计划

也不例外，作为近期两项重要的公共住房更新政策，二者都

不再只是物质环境的更新计划，而是将物质环境更新与社会

变革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选择性邻里”计划与“希

望六号”计划在实质上并无二致，都可看作贫困集中问题的

应对策略，通过将衰败的公共住房更新为种族、收入融合的

混合社区，达到贫困分散、缓解社会矛盾的目标。尤其是“选

择性邻里”计划，虽然直接资助对象仍是较小规模的公共住

房或资助住房，但实质上已成为一个衰败社区的整体更新计

划，旨在以这些住房更新为起点，带动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最终目标则是力图缓解居住隔离的现状，将衰败的公共

住房及其居民融入周边社区与城市，减少由于贫困集中而引

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期美国公共住房

更新政策的演变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一些启示。

4.1  避免城市更新中产生新的居住隔离，倡导混合居住，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为缓解种族与阶层居住隔离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希

望六号”计划与“选择性邻里”计划都将混合居住作为其主

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但“希望六号”计划原居民大规模搬迁

损害了极低收入者的利益，将问题带到城市的其他地方，引

起新的贫困聚集，“选择性邻里”计划重新启用“一对一”

置换规则，并要求在更新实施全程对居民提供支持性服务，

政策重点转向在保证居民回迁和自给自足能力提高的基础上

实现混合居住。

目前我国虽未形成严重的居住隔离，但在许多大中城市

居住分异现象已现端倪，如何在城市更新中避免居住分异进

一步加剧的课题已不容忽视。当前我国城市旧区更新基本处

于各自为战、分散开发的无序状态，即各建设开发单位寻找

适合的地块，经规划部门分别予以审批后建设独立的小区，

而新建小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实施封闭管理，与周边环境隔离

开来，形成所谓门禁社区，这实质上产生了“毗邻隔离”的

住区形态①（图 3）。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撰文分析门禁社

表 5  “选择性邻里”计划与“希望六号”计划主要实施策略对比

“希望六号”计划 “选择性邻里”计划

更新

主、

客体

仅公共住房接受资助 资助范围包括公共住房、资助住房、其

他私人所有住房

合格的申请者为公共住房管

理局

合格的申请者包括公共住房管理局、当

地政府、非营利组织、与某一公共机构

联合申请的营利组织

更新

策略

更新重点为公共住房更新 更新重点从公共住房更新转向社区复兴

虽然更新内容包括社区服务，

但未提出跨部门协作与各种

资助项目整合

HUD 与教育部、司法部、民政部等部

门的密切合作，跨部门协作与综合的解

决方案

更新

方式

不含动迁居民跟踪调查服务 动迁居民跟踪调查服务

取消“一对一”替置换规则，

导致公共住房单元数量减少

重新启用“一对一”置换规则，确保更

新后社区公共住房单元数量

回迁限制条件多、低回迁率 确保居民回迁的住房选择机会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这种住区形态从表象来看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在邻里层面相结合、相互补益的混合居住社区十分相似，而实质上是功能混杂、居民疏离的

隔离社区，是居住隔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参见杨昌鸣 , 张祥智 , 李湘桔 . 基于混合居住的城市毗邻隔离住区更新 [J]. 建筑学报 , 2013(3): 8-12.

图 3  城市更新中产生的居住隔离（原本融合的两个小区分别拆除部分房屋建成门禁小区，新建部分阻断了三者间的联系，形成了“毗邻隔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天津七十七中学

天津七十七中学

屹东里

屹东里

月梦园重光西里

重光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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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弊端，呼吁建设开放住区及混合居住的住区，但是已有

研究大多着眼于新区建设，少有论及旧区再开发过程中的居

住隔离及其应对策略问题。事实上，这种居住空间“毗邻隔

离”的危害更严重，因为不同价值标准、生活方式的人们居

住在一起，“当找不到契合点时，很容易发生冲突，更谈不

上社区感的形成了”[21]，这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生活与社会的

稳定。我们应转变观念，借鉴美国公共住房更新的思路，格

外重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居住隔离问题，避免走西方国家先

隔离再治理的老路，改变目前的开发建设与审批模式，充分

发挥城市规划的控制与引导作用，提倡混合居住模式，建设

与城市融合的社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选择性邻里”计划中住房政策的变化，尤

其是重启“一对一”置换规则对于我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建

设有直接的借鉴价值。随着新一轮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的大规

模保障性住房建设拉开序幕，以及对前一阶段集中建设模式

将会导致城市贫困人口过度集中、加剧社会矛盾的担忧，国

家与地方住房政策中开始融入混合居住的理念，例如，在

2009 与 2010 年相继颁布的《2009—2011 年廉租住房保障规

划》和《关于加强廉租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均作出

规定，要求“廉租房建设应集中建设与配建相结合，以配建

为主”。北京、兰州、武汉、杭州等城市也陆续出台地方规

定并强制推进实施配建。但从各地的实践来看，主要还集中

在新住区建设中的混合居住探索方面，随着保障性住房建设

观念的进一步转变，类似于美国公共住房更新的城市旧区再

开发中的保障性住房配建问题必将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同时

由拆迁、安置引起的矛盾冲突亦将凸显。因此，将保障性住

房建设与城市居住区更新结合起来，出台类似“一对一”置

换规则等政策工具，对于建设混合收入型住区，确保居民回

迁率、缓解社会矛盾、避免住区绅士化有现实意义。

4.2  从住宅改造到居住区整体更新，扩大更新规划范围，

统一规划、分别实施
“选择性邻里”计划不但提出了社区整体更新的目标，

还从项目申请阶段开始就以详尽的规定保证这一目标的实

现，如要求申请项目必须提出社区综合更新的方案，留出社

区支持性服务的专项资金并明确具体用途等。而我国的城市

居住区更新，无论在国家还是各地方政府层面，都缺乏类似

的政策或规定，由此使得住区更新实践中容易只关注局部问

题而忽视了社区整体发展的需要。以天津市 2012 年实施的

“中心城区旧楼区居住功能综合提升改造”为例，综合提升

改造遵循“先规划后整治，先设计后施工”的合理思路，但

就每一项更新规划来说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2012 年列入

计划的 300 个“旧楼区”中，面积在 5 hm2 以下者占总数的

58.7%，其中最小的只有 0.31 hm2。达到小区规模的仅 4 个，

占总数的 1.4%，大部分在组团（或住宅组）规模，这样小

的规模分别规划并实施，虽能取得局部成效，但很难保证住

区的整体更新效果，更无助于改变既存的居住分异现象。

在此方面，“选择性邻里”计划的做法值得学习。在国

家与地方政府住房更新政策中纳入整体更新的目标与具体规

定，可以有效约束与引导土地与城市规划的制定，从而有助

于在城市居住区更新中统筹考虑住区布局、功能调整、经济

发展与社会融合等问题，扩大更新规划范围，就相对完整的

地块范围做出统一规划，协调各住宅组群间的关系，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划分更新实施单元，合理安排、分阶段有序实施。

4.3  整合各种资源与更新项目，形成城市居住区更新的

长效机制
我国的城市居住区更新一般采取以某一部门牵头，成立

包括各相关部门参加的临时机构——综合改造指挥部的方式

统一实施运作，这一政府主导的实施机制能够在短期内使不

同行业部门在思想和行动上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既定任务，但城市居住区更新需要长期持续不懈的努

力，具体项目执行中的效率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建

立长效机制，合理、高效使用各种有限的资源。就笔者了解，

目前基于社区的各种计划项目，属于规划局、建设局的有新

住区规划建设、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等；属于房管局的有既有

住区更新、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属于民政局的有社区服务、

养老设施体系建设等，上述项目一般由各主管部门制定计划、

分别实施，当这些项目分别作用于某一住区时，从住区更新

的角度来看，则不但极易造成住区无序、重复更新，影响住

区的发展，也带来资源的极大浪费。“选择性邻里”计划从

联邦政策到社区更新项目均提出明确规定，强调各部门密切

协作，整合各种基于社区的资源，借助良好合作的组合效应，

提高联邦投资成功的机会。对于获得资助的更新项目则要求

申请机构与社区各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统筹安排

不同来源的资金投入，提出综合的解决方案。这一思路奠定

了立足于社区的公共住房更新长期有效实施的基础，对我国

当前的城市居住区更新有较大借鉴价值。进一步完善相关政

策并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与协调作用，避免临时决策的盲目

性与重复投资，应是今后深化城市居住区更新研究的重点内

容之一。

4.4  推进社区公众参与，倡导多方合作的城市居住区更

新方式
近年来美国住房政策越来越强调更新中的社区公众参

与，鼓励与支持地方社区获取必要的工具与资源，在充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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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参与的基础上，与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规划、协同行动

改造衰败社区。“选择性邻里”计划申请者和资助范围的扩

展，以及跨部门协作等政策工具进一步突出了地方社区主导

的公共住房更新的重要作用，体现出以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

为取向的、更加注重社区参与和社会公平的管治机制，成为

城市更新政策的主要趋势 [22]。

目前，我国城市居住区更新以政府主导型与企业主导型

更新方式为主。政府主导型城市居住区更新是一种“自上而

下”的更新行为，它便于迅速推进，但也容易带有主观性，

使得更新内容、方式的“供给”与居民的真正迫切“需求”

不对接；企业主导的城市居住区更新很难顾及居民的利益，

不能有效解决城市既有住区中的根本问题。上述两种更新方

式都使得社区的主人——居民的地位被边缘化，在更新决策

和实施过程中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

内居住区更新在提高社区与公众参与程度、探索“自上而

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更新机制方面已有所突破，如

一些城市旧区更新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引导社区居

民成立“居民自治改造委员会”，由居民自主决定更新方案

和更新后的分配 [23]。虽然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期间，

而不是决策期，并且“居民自治改造委员会”所起到的主要

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与多方合作的社区自主

更新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公众参与程度无疑有了很大提升，

在此过程中居民的诉求能够得到更多的满足，政策执行主体

多元化也有利于住区更新顺利推进，减少拆迁安置过程中的

矛盾冲突。

借鉴发达国家城市更新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

推进居住区更新中的社区与公众参与，倡导基于政府、开

发商、社区居民的多目标、多方合作的城市居住区综合更

新方式，是维护低收入群体利益、实现住区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途径。

论文得益于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Sheila Crowley. HOPE VI: What Went Wrong[M] // Henry G, Cisneros, 
Lora Engdahl. From Despair to Hop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 230-301 

[2] The Urban Institute. Developing Choice Neighborhoods: An Early Look at 
Implementation in Five Sites[R]. Washington D C: The Urban Institute, 2013.

[3] Martha Galvez. An Early Assessment of Off-Site Replacement Housing, 
Relocation Planning and Housing Mobility Counseling in HUD’s Choice 
Neighborhoods Initiative[R]. Washington D C: PRRAC, 2013.

[4] Zawadi Rucks Ahidiana. Choice Neighborhoods: A Brighter Future 
for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 [EB/OL]. (2011-11-9). http://www.
thewagnerreview.org/2011/11/choice-neighborhoods-a-brighter-future-for-
affordable-housing-policy/.

[5] Bendix Anderson. New Hope: The Choice Neighborhoods Initiative [EB/
OL]. http://www.p4sc.org/articles/all/new-hope-choice-neighborhoods-
initiative.

[6] 孙斌栋 , 刘学良 . 美国混合居住政策及其效应的研究述 [J]. 城市规划

学刊 , 2009(1): 90-97.
[7] 闫妍 , 朱晓武 . 英美公共住房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C] // 中国管理现代化

研究会 . 第四届 (2009) 中国管理学年会——城市与区域管理分会场论

文集 . 北京 : [ 出版者不详 ], 2009: 62-70.
[8] 吴伟 , 林磊 . 从“希望六号”计划解读美国公共住房政策 [J]. 国际城

市规划 , 2010, 25(3): 70-75.
[9] 孙鸿 , 侯小伟 . 美国第六希望计划与公共住房改造 [J]. 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 , 2010(9): 128-133.
[10] Susan J, Popkin, Bruce Katz, Mary K, Cunningham et al. A decade of 

HOPE VI: Research Finding and Policy Challenges[R]. Washington D C: 
The Urban Institute/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4.

[11] 威尔逊 .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M]. 成伯清 , 鲍磊 , 
张戌凡 , 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7: 205. 

[12] 阿列克斯 · 施瓦兹 . 美国住房政策 [M]. 陈立中 , 译 . 第 2 版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2.

[13] Choice Neighborhoods FY 2010 NOFA Pre-Notice [EB/OL]. http://portal.
hud.gov/hudportal/HUD?src=/program_offices/public_indian_housing/
programs/ph/cn/fy10funding.

[14] HUD’s Fiscal Year (FY) 2010 NOFA for the Choice Neighborhoods 
Initiative – Round 1 NOFA[EB/OL]. http://portal.hud.gov/hudportal/
HUD?src=/program_offices/public_indian_housing/programs/ph/cn/
fy10funding.

[15] Joy Jackson. Affordable Housing in North Carolina [EB/O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11: 12.

[16] Choice Neighborhoods Project Summaries FY 2010/2011 [EB/OL]. http://
portal.hud.gov/hudportal/HUD?src=/program_offices/public_indian_
housing/programs/ph/cn/fy10funding.

[17] Choice Neighborhoods New Orleans. Projects and Plans[EB/OL]. http://
cnineworleans.org/?page_id=63.

[18] From Despair to Hope: Two Hud Secretaries on Urban Revitalization and 
Opportunity [OL].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09/7/14%20 
urban%20development/20090714_hopevi.pdf.

[19] Salsich, Peter W. Does America Need Public Housing? [EB/OL]. http://
ssrn.com/abstract=2056469.

[20] Written Testimony of Shaun Donovan Secretary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Transforming Rental Assistance Hearing 
before the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 [OL]. http://portal.hud.
gov/hudportal/HUD?src=/press/testimonies/2010.

[21] 单文慧 . 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模式——价值评判与实施策略 [J]. 城
市规划 , 2001(2): 26-29.

[22] 张更立 . 走向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西方城市更新政策的演变及其对

中国的启示 [J]. 城市发展研究 , 2004, 11(4): 26-32.
[23] 张渝 . 曹家巷片区 ：“北改”启动“第一改”[N]. 成都日报 , 2012-02-

8(8).

（本文编辑：秦潇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