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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renewal polices in western cities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four generations: the era of
bulldozer after WWⅡ, the neighborhood rehabilitation during 1960s-1970sh, the revitalization of city center
from late 1970s to early 1990s, and the integrative regeneration of neighborhood after the 21st centu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newal policy in each generation are quite different. Each renewal generation has its uniqu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different major participants, different target-oriented renewal methods and
different regeneration effects. Therefo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s of urban
renewal in western cities, and conclud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newal policies during the four
generations. Firstly, the renewal theory in western cities is turning from physical plan to humanism plan.
Secondly, the policy ideology of urban regeneration is developing and reaching maturity in an issue-oriented
approach. Thirdly, the cooperation mode of urban renewal in western cities is changing from government
oriented pattern to multiple cooperation way, and the intense partn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neighborhood residents is obviously the future trend of urban regeneration. What's mor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renovation in western cities, it's inspiration to urban
renewal in China is concluded in the end. Firstly, the nature of urban renewal should be re-understood and
re-recognized. Secondly, the ultimate object of urban renewal is the people in the neighborhood, but not the
neighborhood place itself; and the final target of urban renewal is the improving of habitat environment.
Thirdly, urban renewal is more complex than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place. The role of city planners in
the field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is also discussed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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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西方城市更新大致经历了 “清除贫民窟—
福利色 彩 社 区 更 新—市 场 导 向 旧 城 再 开 发—社 区 综 合

复兴” 四个发展阶段， 各阶段更新政策的历 史 发 展 背

景、 参与对象、 更新途径和更新结果各异。 通 过 比 较

不同阶段城市更新特征看出， 西方城市更新 理 论 实 现

从形体主义规划思想向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 转 变， 城

市更新发展理念在问题导向下不断发展成熟， 城 市 更

新运作模式体现政府、 私有部门和社区居民的 多 方 参

与倾向。 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包括： 城市 更 新 政 策

演变与城市发展过程的关系， 城市更新关注 对 象 的 讨

论， 以及政府作用和城市更新多方参与者的利益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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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起源于产业革命，迄今已有

200 余年的历史。二战以后，城市更新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

的城市政策，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城市更新政策，对城市

的物质形态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关于城市更新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众多领域研究者的兴趣所在，已

有学者很好的总结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和特点[1]，但更

多的研究是针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更新活动的历史性评述[2,3]。
因此，本文在归纳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划分西方城市更新

不同发展阶段，探讨城市更新的发展取向、内涵和特点，以

期对我国未来城市更新研究提供有益经验和启示。

1 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尽管不同国家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背景不同，在城市更

新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各异，但其城市更新的基本发展趋势却

大致相同。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表

1），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背景、参与对象、更新途

径和更新结果。各阶段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有所

体现，尽管它们的体现方式和推进时间有所不同。
1.1 第一阶段：清除贫民窟

二战之后，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中，人们越

来越不满足于残败、破旧的居住环境，出于对改善城市形象

和更好利用市中心土地的愿望，西方许多城市开始大规模清

理贫民窟运动，取而代之以新建购物中心、高档宾馆和办

公室。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关注城市更新的国家，其大规模

的清除贫民窟运动始于 1930 年的格林伍德住宅法 （Green-
wood Act） [4]。美国的城市更新运动也始于大规模清除贫民

窟。1937 年出台的住宅法 （Housing Law） 目标就是改善住

房。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城市更新的特点是推土机式推倒重

建，通过大面积拆除城市中的破败建筑，来全面提高城市物

质形象。虽然在某些地区有一部分私有企业资金参与，但更

新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公共部门，政府对搬迁者提供补

贴，对更新区域和更新过程有很高决定权。

1.2 第二阶段：福利色彩的邻里重建

20 世纪 60 年代福利色彩的社区更新逐渐取代了推土机

式的重建，这是由当时西方的社会经济背景变化决定的。首

先，60 年代是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普遍富足的黄

金时期，人们希望在“富足社会重新发现和消除贫穷” [5]。
其次，凯恩斯主义－新政城市在西方兴起，人们认为政府有

能力也有责任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社会公平和福利

受到广泛关注。于是，这种背景下催生的城市更新制度注重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强调被改造社区的原居民能够享受到更

表 1 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Tab. 1 Evolution of Urban Renewal in Wester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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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带来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
60年代中期，美国现代城市计划 （Model Cities pro-

gram）在大城市几个特定地区制定了一套综合方案来解决贫

穷问题[6]。英国政府在 60 年代中后期也开始实施以内城复

兴、社会福利提高及物质环境更新为目标的城市更新政策。
福利色彩的社区更新在欧洲其他国家，如瑞士、荷兰和

德国等国也得到广泛开展，加拿大、法国和以色列等国家，

甚至照搬了美国的综合改造模式。
1.3 第三阶段：市场导向的旧城再开发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城市更新政策出现明显转变，

从政府导向的福利主义社区重建，迅速变为市场导向的以地

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旧城再开发。究其原因，首先，从 70
年代开始全球范围的经济下滑和全球化经济调整，对西方国

家经济增长造成极大冲击，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到如何刺激地

方经济增长上来；其次，政权更替是城市更新政策转变的催

化剂。强调自由市场作用的新古典主义发展模式成为英国政

府的重要支柱，这恰恰与大洋西岸美国的自由市场政策体系

遥相呼应，构成 80 年代西方城市更新政策体系的基石 ［2］。
20 世纪 80 年代，整个英国充斥着各种地产开发项目，

商业、办公及会展中心、贸易中心等旗舰项目成为地方主要

更新模式。私有部门被奉为拯救城市衰退区经济的首要力

量，公共部门首次在城市更新中变为次要角色，其主要任务

是为私有部门的投资活动和经济增长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
在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城市复兴”政策，取消或减少对

“现代城市计划”资助，让州和地方政府对城市计划负责[7]。
市场导向城市更新的显著特点是政府与私有部门的深入

合作，政府出台激励政策为私人投资提供宽松和良好环境，

私有部门提供资金在市中心修建标志性建筑、豪华娱乐设

施，借以吸引中产阶级回归市中心，并作为催化剂刺激旧城

经济增长。因此，市场导向旧城再开发项目大多能够获得商

业上的成功，直至今日仍然是大多数城市广泛采用的更新

模式。
1.4 第四阶段：注重人居环境的社区综合复兴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人本主义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逐

渐深入人心，高度注重人居环境，强调从社会、经济、物质

环境多维度综合治理城市问题和强调社区角色参与，成为城

市更新的重要指导思想。人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城市更

新应该是对社区的更新，而不仅仅是房地产的开发和物质环

境的更新。社区历史建筑的保护，邻里社会肌理的保持，与

消除衰退、破败现象同样重要。
这种城市更新理念最早体现于 1991 年英国的“城市挑

战”计划中，英国中央政府将 20 个与城市更新有关的基金

合并为“综合更新预算”[8]。
强调居民参与是社区综合复兴的重要特点，其关键是设

定那些拥有原有产权的居民愿意将他们的所有权联合，以在

所有开发收益中按比例分享利润[9]。Robert（2000） 概括当

前西方城市更新特点：“城市更新是用一种综合的、整体性

的观念和行为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致力于经济、社

会、物质环境等各个方面，对变化中的城市地区做出长远

的、持续性的改善和提高” [10]。

2 国外城市更新发展取向及特点

2.1 城市更新理论从形体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

无论是政府主导的福利色彩社区更新，还是商业导向的

旧城开发，其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形态主义规划理论。形体主

义规划思想本质上把动态的城市发展看成一个静态过程，并

且寄希望与“整体的形态规划来解脱城市发展的困境，寄希

望城市的田园诗歌般的图画和理想能促使拥有资金的人们去

实现他们提出的蓝图” [11]。形体主义规划思想的核心是形态

决定论、功能主义和机器增长。规则、次序、唯美成为早期

城市更新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以物质环境改造为重点的城

市美化运动由于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破坏城市社会肌

理，而使其意义所有折损，这也是前期西方城市更新运动的

主要问题和特征。
在形体主义思想在实践中陷入困境时，人本主义思想悄

然兴起，成为当前西方城市综合社区邻里复兴的理论基础。
“人本”思想强调城市发展中应主要考虑人的物质和精神需

求，强调“利人原则”在城市更新中的核心地位，城市多样

性、历史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观是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主

要内容[12]。取代单一维度的物质环境更新，社区环境的综合

整治、社区经济复兴，以及居民参与下的社区邻里自建是未

来城市更新的发展方向 （图 1）。

图 1 城市更新理论发展

Fig. 1 Theory Development of Urban Renewal

2.2 问题导向下的城市更新理念演变

推土机式重建提升城市的物质面貌，丰富城市功能，但

由此产生更多问题：异地安置后贫穷阶层的居住条件并未得

到任何改善，城市更新只是在空间上对贫民窟转移，同时造

成沉重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于是，推土机式的城市更新

在大多数国家备受指责。
为了协调贫穷社区的人口社会问题，带有福利色彩的社

区更新逐步在西方国家得到推广和采纳，这一定程度上缩小

了社会贫富差距，被改造社区的原居民享受到更新带来的各

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虽然最终社区改造仍以住房和基础

设施更新改造为主，但通过提高社会服务解决人口社会问题

的视角至少被提上议程。也有人提出城市更新的受益者局限

于社区居民，地方很难享受到更新带来的“外部性”好处，

而被更新邻里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并未改变。但问题的关键

是，越来越多的贫困社区希望加入到更新计划之中，而政府

投入资金有限，于是“承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ban Renewal

��’("
Urban Redevelopment

)*+,-.
Neighbor Regeneration

44



HUMAN GEOGRAPHY Vol.24.No.5 2009/10

政府背上沉重财政负担，随着西方城市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主义政策迅速陷入困境。
为了刺激地方经济增长和促进私有投资，摆脱政府财政

压力，市场导向的旧城再开发应运而生，并取得了商业上的

巨大成功。中心城区重新吸引中产阶级回归，市中心对商业

投资、地方消费者和旅游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了。不同于

80 年代的社区重建，地产开发模式显著提升了被更新地区

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由此带来的绅士化和人口置换却让人

忧虑，“没有住房的修缮和重新开发，街区的房产将会继续

破败下去；而一旦出现了复兴，居民又面临被迫迁居的窘

境”[14,15]。同时，绅士化和人口置换带来的“门禁社区”和

对社区长期邻里关系的破坏也是致命的，“邻里关系的形成

是一个长期过程，一般需要 20—40 年，而在新建的高楼大

厦和封闭居住区中，邻里关系在某些社会意义上已经不存在

了”[16]。此外，房地产开发的城市更新毫无疑问让贫富差距

进一步扩大了，为了迎合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决策部门不

得不刻意压制公众和社区在更新决策中的参与作用，令其缺

乏横向协调和公众问责性，忽视大众的实际意愿和需求，低

下层社区人士也很难感受到“涓滴效应”的惠泽 （表 2）。
在众多批评声中市场导向的旧城再开发不得不重新反思

城市更新的本质，并迎来人本主义社区复兴的到来，居民意

愿和公众参与得到越来越多的考虑和重视，更新和改造的关

注点从单一物质环境维度扩展到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

多方面，以弥补之前的问题和不足，城市更新理念也在问题

导向下不断发展成熟。
2.3 城市更新运作模式的多方参与倾向

随着城市更新理念演变，其运作模式也随之变化，大致

可总结为三种类型：政府主导型、公私合作型和社区参与型

（表 3）。
1970 年代之前的清理贫民窟和福利色彩社区更新政策，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扮演某种主导作用，更新资金绝大部门来

自公共部门。以英国为例，对清除贫民窟提供的人口安置补

贴，最高可达住房整修改善费用的 50％，到 20 世纪 70 年

代甚至将配额标准提高到 75％。相比之下，私有部门和社

区居民仅扮演辅助角色。
1980 年代则是明显的市场机制主导的时代，公共部门

与私有部门的深入合作是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社区作用被

显著边缘化。公－私合作模式分为两种形式：公共部门和私

人个体的合作，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合作。前者是指个人投

资者、家庭和小业主在公共部门支持下，对自身所有房屋和

居住环境的更新。后者是指私有部门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对

某地区进行商业性改造和翻新。在美国，一些大型私有部门

甚至会撇开政府公共部门，自己绘制城市更新的规划蓝图。
直至今日，公私合作仍是许多城市最行之有效的城市更新运

作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城市更新试图改变市场主导机制

下对社区问题的忽视，倾向于加强社区在更新中的作用：一

方面，社区居民意愿和利益被纳入到更新计划中来，成为公

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两点角色之外的制衡第三极；另一方面，

城市居民在政府和开发商协调下对居住社区进行自助改造，

并分享更新带来的收益[17]。政府、私有部门和社区的多方参

与使城市更新运作模式从自上而下拓展到自下而上的新机

制，各方权力相互制衡更加保证多维度更新目标的可实现

性，是西方城市更新政策的最新发展方向。

3 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建设快速扩张和房地产业的迅猛

发展，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在经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

旧城更新过程。虽然城市物质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但总体来

看，对城市更新这个广义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政策

框架，对城市更新的内涵也缺乏广泛和深刻认识，在城市更

新实践活动中遇到种种问题，也引发了不少批评。虽然我国

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城市发展阶段还是发展模式上都存

有差异，但是西方城市更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

成熟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其更新理念和政策措施

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是加深对城市更新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城市更新

不仅仅是旧建筑、旧设备的翻新，不仅仅是一种城市建设的

技术手段，不仅仅是一种房地产开发导向的经济行为，它还

具有深刻的社会和人文内涵。忽略社区利益、缺乏人文关

怀、离散社会脉络的更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城

市更新是多目标的，而不是单一物质更新目标。
其次，城市更新的对象从区域过度到区域中的居民，城

表 2 西方城市更新理念演变

Tab. 2 Ideology Change of Urban Renewal in Wester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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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的目标从物质更新过度到人居环境改善。城市更新的

对象可以是区域也可以是区域中的人，城市更新关注对象的

不同，则更新的方法、途径不同，进而对更新成败的判断标

准也各异。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对城市更新往往始于对一

定区域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关注，并最终落实到居民居住条

件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上来，但其前提是必要的物质环境更

新和一定的财富积累。就我国而言，目前大多数城市更新活

动还停留在物质环境改善、土地利用率提高和区域功能提

升，但是随着城市更新活动在我国的不断深化，对居民利益

的关注、社会文化利益和历史脉络的保持，必将是城市更新

活动的发展方向，也是城市更新的本质所在。

第三，城市更新是比初始建设更加复杂的过程，它的成

功源于多方合作者的真实参与。西方经验告诉我们，政府、

私有部门和社区居民是城市更新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城市更

新步伐推进绝非政府一厢情愿，只有对公众和私人部门在其

中的地位和责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才能够使他们的贡献最

大化。但是，建立成功有效的城市更新机制，政府积极作用

的发挥必不可少，既要运用激励性政策吸引私有部门投资，

又要维护公众利益，确保社区利益不被商业利益吞没。需要

注意的是，政府虽然是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参与者，却不应

该成为城市更新的利益群体之一，而应该代表全体利益，站

在公平立场上发挥协调者和指挥者角色。而城市规划者作为

代表城市科学发展观的利益群体之一，应该发挥何种作用，

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值得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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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方城市更新运作模式和特点

Tab. 3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newal Methods in Wester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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