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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巨灾是灾害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应对经验和设

防标准的极端大规模灾害的简称。近年来，气候

变化和加速的城市化发展导致巨灾频发。据联合

国减灾办公室报告，仅 2018 年，全球死于巨灾的

人口就高达 1 万余人 ；1998—2017 年间，各国因

巨灾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中，美国最高，为 9 448 亿

美元；中国其次，为 4 922 亿美元 [1]。在灾后重建中，

住房损失占据受灾者财产损失的最大部分，并密

切关系到受灾者的日常生活；且住房重建需要在

复杂的既有城市规划体系中进行，而受灾群体的

安置需求急迫又多样。因此住房重建尤其是巨灾

后的住房重建是各国灾后重建的重点与难点 [2]。比

较研究成为国际上灾后住房重建领域的重要研究

方向之一，以期为本国的重建策略提供借鉴①。

1.1  中国巨灾后住房重建模式被质疑之处
汶川地震是中国自唐山地震以来的 30多年中，

首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的巨灾。

但其灾后住房重建仅用三年完成，其重建效率及

重建工作推进力度引起了国际灾后重建领域的广

泛关注。

宫入指出，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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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三个巨灾后典型受灾市镇——中国汶川地震（2008年）受灾的都江堰

市、美国卡特里娜飓风（2005 年）受灾的新奥尔良市、东日本地震（2011 年）受

灾的七浜町——的住房重建过程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三个案例的因灾群体居住安

置路径选择框架，以通常被忽视的群体视角审视住房重建规划策略对群体安置的影

响，并通过“政府方的重建任务”和“受灾居民方的安置选择”两个维度分析各自

的框架特点。再通过三个案例框架特点的横向比较，分析其异同、优势及问题、背

后成因，为中国的灾后住房重建规划策略在减轻政府负担，完成艰巨的住房重建任

务，受灾群体的安置选择更具自主性、多样性、灵活性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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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米野和中林（Meno & Nakabayashi）通过对比 1995 年日本阪神地震与 1999 年台湾集集地震的集合住宅重建在组织机制、支持体系、实

施进度三方面的特征，对集合住宅的重建规划策略提出优化建议 [3] ；铃木等（Suzuki et al.）通过对比 2005 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与 2011 年东日

本地震的多元社会力量参与住房重建完成的任务，提出民间力量能够为受灾地住房重建贡献力量的多种可能 [4]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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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全国资源，集中力量进行灾害应对，为重建效率提供了制

度上的保障。政府是重建工作的主导，重建相关决策逐级向

下传递并逐步执行 [5]。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同样表明，

灾后重建规划作为指导重建工作的基础，具有自上而下的层

级特点 [6]。如图 1 所示，在紧急救援阶段，由中央政府及受

灾省份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由中央政府调动省

市级规划设计单位，以政策性文件为指导方向，明确灾后重

建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作为指导恢复重建工作的政策性规

划；在紧急救援期结束后，为期三年的恢复重建期开始，基

于政策性规划，各县镇级受灾政府在中央及省市级政府人力

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援下，进行县镇区域的灾后重建总体规划

及各项实施性规划，指导具体的重建任务 [7]。

戴维斯和亚历山大（Davis & Alexander）在承认中国的

上述重建模式可以充分调动资源、统一重建决策、保证重建

效率的同时提出质疑，认为高级或平级政府在提供支援的同

时会干扰受灾县镇级政府的地方决策和社区自主决策，难以

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 [8]。科米里奥（Comerio）在调查了美

国、日本、印尼、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灾后住房重建后提

出，政府在住房重建中“做的过多或过少”都不会带来好的

重建结果，并将各个国家按政府活动的多寡进行了排序 [9-10]。

如图 2 所示，汶川地震的住房重建在“政府作为”一轴中处

于极端位置。研究者认为在汶川地震的住房重建中，社区、

受灾群体层级的居住安置意向并未在重建决策中给予充分考

虑；但同时表明，此观点是基于中国自上而下的重建体制得

出的推论，并期待后续研究的验证。总的来说，现有研究缺

少从受灾者维度对住房重建过程进行审视，无法明确重建中

的规划决策是否、或者如何限制了受灾群体的安置选择，无

法系统回应上述质疑。因此，从受灾群体维度审视住房重建

的过程显得十分必要。

1.2  美日灾后住房重建的群体维度及对中国的可能借鉴

之处

1.2.1  美国

在灾害发生后，美国政府通常不会直接介入住房重建工

程项目的建设，而是先提供临时居住的场所以解决紧急的避

难需求，再通过提供资金、咨询服务、降低税率等非实体项

目帮助受灾居民实现永久安置。受灾居民根据自身情况，依

靠存款、保险、政府及民间团体的支援进行房屋修缮，或以

购买或租赁的形式通过房产市场实现安置 [11]。

2005 年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受

灾最严重的新奥尔良市随之进行了全美灾害史上最大规模的

灾后住房重建。汶川地震发生于卡特里娜飓风三年后，在汶川

地震灾后重建伊始向美国重建专家咨询经验的过程中，新奥尔

良市的住房重建作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反映群体需求的范例

被多次提及 [12]。“新奥尔良一体规划”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重建

规划成果被广泛研究，其制定过程充分纳入了社区群体决策，

综合了市政府、规划委员会及由数千人组成的社区大会的意

见 [13]。分析新奥尔良市如何在政府仅负责非实体项目的情况

下实现社区参与、完成艰巨的住房重建任务，必会为中国住房

重建中群体维度的思考带来裨益，但目前尚无详细论述。

1.2.2  日本

日本的灾后重建分为复旧与复兴两个环节。复旧指使城

市基础设施等恢复到灾害发生之前的水平；复兴指构建应对

图 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体系
图 2  各国住房重建的政府角色与社区参与
资料来源：作者翻译自参考文献 [9-10]

①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九个政策性专项规划分别为《城镇体系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市场服务体系规划》《农村建设规划》《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规划》《防灾减灾规划和生态环境修复规划》《城乡住房建设规划》《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调整规划》《灾后重建用地规划》。

平常时
期对应
的同级
规划



99 2020 Vol.35, No.6国际城市规划

郗皎如  铃木萨琪  王江波    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

灾害能力更强的城市。在应急救援和重建的复旧阶段，中央

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调动资源，制定灾后重建的总体方针 ；在

重建的复兴阶段，受灾地地方政府（市町村）由于最了解地

方的社会地域特点并与社区联系紧密，负责制定具体的规划

方案并实施 [14]。如上所述，日本在灾后重建中同样以政府为

决策的主导力量，并且在人多地少、地形复杂、采取密集型

的城镇发展模式等方面与中国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在汶

川地震发生后，许多专家学者以1995年阪神地震为研究对象，

为如何制定科学的灾后重建规划、优化政府职能、加强与社

区的合作等问题提出建议 [15-16]。

东日本地震发生于汶川地震三年之后，地震引发的海啸

造成了比阪神地震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房屋损坏。与阪神地

震的受灾地集中于以神户市为代表的城市地区不同，东日本

地震受灾地既包括如仙台市这样的城市地区，又包括以农林

渔业为主要生计手段的农村小集落，与汶川地震受灾地包括

众多城镇和农村聚落的广域受灾情况更为相似 [17]。东日本地

震主要受灾的宫城县、岩手县、福岛县三县是日本人口高龄

化现象最严重的地区，其住房重建对满足受灾群体需求、保

证灾后重建住房居住环境质量的要求非常突出。而在灾害发

生五年后陆续建成的灾害公营住房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案

例，仅以宫城县七浜町为例，菖蒲田浜灾害公营住宅、代琦

浜灾害公营住宅、花渕浜灾害公营住房等均是注重社区营造、

满足入住安置人群对居住环境要求的典范①。虽然东日本地

震灾后住房重建策略与阪神地震相比与中国更相似也更有研

究价值，但由于其发生于汶川地震之后，因此关于汶川地震

住房重建策略的中日对比研究仍以阪神地震为主，对东日本

地震相关方面的研究目前尚未有详细论述。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2.1  研究内容与意义
本文选取中国 2008 年汶川地震受灾的都江堰市、2005

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受灾的新奥尔良市、2011 年东日本地震

受灾的七浜町为研究对象②。首先，分别构建三个案例的因

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框架，以从前被忽视的群体视角，

审视住房重建规划策略对群体安置的影响 ；通过“政府方的

重建任务”和“受灾居民方的安置选择”两个维度分别总结

各自的框架特点。其次，通过三个案例框架特点的横向比较，

分析其灾后住房重建规划策略的异同、优势、问题所在和背

后成因。最后，为中国的灾后住房重建规划策略提供优化

建议。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框架以“yes/no”情景判断

的方式构建。该方式被仲里等 [19] 用来还原并评价 2004 年印

度洋海啸印尼班达亚齐市受灾居民的灾后生活重建的流程。

其具体构建方式是 ：以受灾群体为出发点，按照重建推进的

时序方向，在每一个需要进行情景判断的节点上，通过 yes/

no 的判断结果对受灾群体进行分流，表述其经由不同路径

导向不同安置现实的流程。本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

受灾群体面临的选择情景分为三类：由客观条件决定的选择、

需遵政府决策的选择、受灾群体可自主进行的选择，三个案

例的三类安置选择情景体现的差异与造成差异的原因成为横

向比较的重要内容。

相关数据以政府相关机构公开发表的住房重建工作文件

为主，通过关键知情人访谈对信息进行逻辑梳理并补全不足

信息。受访者为掌握安置社区群体资料或全程参与住房重建，

并在其中承担主要任务的管理者或专业技术人员。访谈内容

主要围绕各项居住安置决策在何时介入、针对何人、最终导

向的安置现实为何。当访谈内容出现重复时停止访谈，采访

人数共计 24 人。关键知情人的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

3  都江堰市的住房重建

3.1  都江堰市受灾基本情况
汶川地震波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等 10 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 417 个县（市、区），其中重灾区 41 个县，

极重灾区 10 个县。都江堰市为 10 个极重灾区之一，城乡倒

塌房屋占 461 hm2，受损 4 126 hm2，住房重建任务艰巨。作

为成都经济圈的重要县级中心城市，都江堰市在灾后的重建

城镇体系规划中被确定为集聚城镇之一，极具难度的住房重

建成为汶川地震灾后城乡住房恢复重建的关注重点。

3.2  都江堰市安置路径群体选择框架
灾害发生后，都江堰市首先对房屋受损情况进行判定。

一般受损的房屋进行修缮加固，按照城镇 1 000~8 000元 /户、

① 项目的具体信息可参见日本《新建筑》杂志 2016 年 8 月别册 [18]。日本的集合住宅通常采用从北侧廊道入户， 南向设置起居室、卧室的长条形

建筑形式，主要生活空间位于廊道、庭院等公共空间的最远端。以七浜町菖蒲田公营住宅为例，其建筑布局以五组“口”字建筑构成，围合出

有层次的庭院空间；分别设计北向、南向入户的户型，使起居室或卧室在保证私密的情况下通过回廊与入口玄关相连，使日常主要停留的生活

场所可以与公共空间产生互动，营造适合邻里交往的社区环境，使高龄居民可以尽可能地生活在邻里关照的范围内，有效避免了如阪神地震后

发生的、由于老人与邻里社区隔绝而出现的“孤独死”现象。

② 所选案例分别为三次灾害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且其重建策略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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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1 000~5 000 元 / 户进行资助；倒塌、严重受损的房屋进

行重建（图 3）。

在城镇地区，需要重建的受灾居民可以选择原地重建

或异地重建。原地重建鼓励居民进行统规自建（在政府统一

规划的基础上以社区为单位自行组织房屋建设）与统规联建

（在政府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联合中小企业进行房屋建设）。

政府统一为原地重建的居民提供户均 2.5 万元的补偿。选择

异地重建的受灾居民主要通过政府统规统建（政府统一规划

并统一建设住房工程项目）的灾后安居房实现安置。政府以

70 m2 的安居房屋面积置换其原有受损住房产权；当受灾居

民选择的安居房屋面积大于 70 m2 时，多出的部分需自行购

买。当受灾居民对政府统规统建的灾后安居房不满意时，这

部分群体可以选择以 14 万元现金或 19.6 万元购房券的形式

终结原有受损住房产权，并购买与政府合作的开发商于重建

期建设完成的商品住房。

在农村地区，若需重建的受损房屋宅基地在灾后重建规

划中被划归为新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政府以就近原则选择

上述由政府统规统建的、位于新城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灾后安

居房，在其中划拨出回迁安置区，为持有这些受损房屋的居

民提供安置居所。这部分居民户口也由此从农村转为城镇，

并参照城乡统筹的换算标准对其宅基地进行居住面积与补偿

资金的置换。

若受损房屋宅基地在灾后重建规划中仍位于农村用地范

围，持有该受损房屋的居民通过由政府统规统建的农村集中

安置点进行安置，或在原有宅基地上自力再建。以上两种方

式均会得到政府提供的平均 2 万元 / 户的资助。

3.3  框架特点

3.3.1  政府方的重建任务

如上所述，都江堰灾后住房重建中，政府需考虑全体受

损房屋持有者的居住安置问题。政府需要主导住房重建的规

划决策，进行统规统建的城镇灾后安居房和农村灾后集中安

置点的工程建设，以及提供重建资金。由于所在区位的社会

地理特点，都江堰具有以重建为契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其安置路径框架具有城乡二元的特点，在满足受灾居民基本

居住需求的同时，还需考虑城镇化发展下人口迁移的现实与

解决方法，政府压力大、重建任务艰巨。

3.3.2  受灾居民方的安置选择

都江堰市的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框架确实反映了文献综述

中提及的社区维度在决策上的角色缺失。如图 3 所示，受灾群

体在每一个需要进行 yes/no 判断的情景节点上，其决策主体

主要为政府；并且受灾居民可供选择的安置路径非常有限。在

城镇地区，需要进行异地重建的受灾居民基本上只能通过政府

统规统建的灾后安居房实现安置；在农村地区，因重建带来的

城镇化发展而成为农转非的受灾居民，政府仅为其提供了一种

安置选项，即统规统建的灾后安居房中的回迁安置区；仍旧是

农村户口的居民，一旦被规划为在农村集中安置点进行安置，

表 1  关键知情人信息（所属机构与职务按照访谈时记录）

序号 访谈时间与姓名 所属机构及承担的重建工作 序号 访谈时间与姓名 所属机构及承担的重建工作

中国方面 美国方面

1
2015/01/06

A 教授

同济设计院；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

建规划设计方与地方政府方面接洽

1

2

2015/09/09

主管 A 女士、B 女士

地方 NGO ；组织支援房屋修缮，协助房屋持有人申

请政府资金

2
2015/01/10

B 教授

同济设计院；承担都江堰“壹街区”住宅

设计
3

2015/09/10

市场部主管 C 女士

地方 NGO ；提供保障性住房购买服务，并对购买人

信用进行统计

3

4

2016/02/25

C 教授、D 先生

同济设计院；承担都江堰“壹街区”住宅

与公共服务设施设计
4

2015/09/10

副局长 D 先生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代表联邦政府全程参与

新奥尔良灾后重建

5
2016/02/29

E 教授

同济规划院；担任都江堰市域城镇体系规

划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壹街区”商住综合

区重建项目总规划师

5
2015/09/11

主管 E 先生
地方 NGO ；提供房屋设备更新升级服务

6
2015/09/14

主管 F 先生
绿色建筑项目协会；负责绿色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6

7

2016/03/07

局长 F 先生、

副局长 G 女士

都江堰市规划局；代表受灾政府全程参与

都江堰灾后重建

7
2015/09/15

负责人 G 先生
新奥尔良重建局；社区建设的规划决策方面负责人

8
2015/09/16

管理人 H 先生

地方 NGO ；负责社区志愿者与重建专业技术人员的

合作

日本方面 9 2015/09/17 I 教授 通过地方 NGO 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笔者在 2014—2017 年间于日本东北大学建筑福祉研究室参与东日本地

震七浜町灾后重建项目，相关人员共计 7 人
10

2015/09/18 运营部主管

J 女士

国际 NGO 的本国事务部；支援弱势群体进行贷款

申请、房屋自建、保障性住房购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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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都江堰市灾后群体安置路径选择框架

就无法再保留其原有生活场所和邻里关系。并且只有城镇地

区选择灾后安居房的居民可在重建初期选定后转而购买政府

指定的商品房，其他类居民难以再改变以上安置选项。

4  新奥尔良市的住房重建

4.1  新奥尔良市受灾基本情况
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史上造成经济损失最严重、住房重

建规模最大的灾害。其登陆后第二天，保护新奥尔良市的堤

坝系统崩溃，该市超过 70% 的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坏，受

灾居民近 134 000 户。在灾害发生的 2005 年，新奥尔良市的

贫困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23.2%，为受灾当年美国贫困人口比

例最高的城市之一，其中少数族裔占绝大多数。

4.2  新奥尔良市安置路径群体选择框架
如图 4 所示，灾害发生后，受灾居民于灾前购买的全美

洪水保险、民间保险、互助保险等为居住安置提供了部分资

金。在政府主导的重建资金支援的项目中，“回家之路”项

目（Road Home Program）提供的金额最高，覆盖的受灾居

民比例最大。此项目以房屋持有者为主要对象，在灾害中损

失 5 200 美元以上的居民可以提出申请。提供的支援资金数

额取“政府估算的住房重建必要金额”与“受损房产的市场

估算价格”中的较低者，并减去“灾害保险”和由联邦紧急

事务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提供的

“专项减灾拨款”。申请者需要提交诸多材料，经过复杂的

审核程序，使持有足够资金的家庭不占用过多资金。这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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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金额与申请程序的设定体现了美国以市场为导向、保证资

产分配公平的安置基本原则。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弱

势群体难以通过“回家之路”项目实现有效安置，比如未购

买灾害保险的、持有房产市场价格低的、具有语言障碍难以

提交支援金申请资料的人群。

面对此种情况，NGO 由于与社区联系紧密，可以持续

地追踪无法实现安置的群体并为其提供支援。对于受损房产

的市场估值低、获得的政府支援金额远低于其房屋购买或租

赁需求的低收入群体，NGO 在确认情况后，代其向政府申

请追加的支援金；对于因语言障碍无法独立完成申请的少数

族裔，NGO 为其提供申请辅助的服务；对于已接受过一轮

重建资金支援，但因突遇重建合同欺诈或资金周转问题等而

仍旧无法实现安置的群体，NGO 为欺诈诉讼提供咨询服务，

逐步解决安置困难群体的问题。

重建住房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政府的间接支援下依托于市

场解决。在开发商建设的保障性持有住房、低收入群体租赁

住房、新市场开发住房、收购或废弃房产重新开发项目中，

政府为其提供税额直接减让（tax credit）和二次减让（soft 

second mortgage）等优惠政策，鼓励其进行重建住房的建设，

并将房产信息公布给受灾群体。

4.3  框架特点

4.3.1  政府及其协同方的重建任务

如上所述，新奥尔良市灾后住房重建中，政府主要提供

图 4  新奥尔良市灾后群体安置路径选择框架



103 2020 Vol.35, No.6国际城市规划

郗皎如  铃木萨琪  王江波    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

重建资金上的支援，并不直接介入房屋的工程建设。重建住

房的工程建设在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的鼓励下由开发商完成。

对于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援项目难以覆盖的弱势群体，NGO

基于地缘性对其提供补充服务。

4.3.2  受灾居民方的安置选择

新奥尔良市的受灾居民主要利用保险和存款，借助

政府、民间团体提供的非实体项目支援进行自力安置。由

开发商完成建设的重建住房成为其购买或租赁住房的选择

之一。如图 4 所示，政府在居住安置的全程不会左右受灾

群体对安置方式作出的决策。受灾居民以市场为导向，根

据自身情况自主作出安置选择，实现其安置意向，决策 

自主性高。

5  七浜町的住房重建

5.1  七浜町受灾基本情况
七浜町位于东日本地震的主要受灾区之一宫城县的中

部、太平洋沿岸，由七个沿海岸的码头及因码头形成的聚落

构成，具有很强的社区凝聚力。其高龄人口（超过 65 岁）

在灾害发生前的 2010 年占町内总人口的 21.6%，对安置住房

的社区氛围、物理环境具有更高标准的需求。然而，海啸造

成了町内沿岸居住区大面积浸水而无法继续居住，住房重建

任务艰巨，且原有社区结构难以保留。

5.2  七浜町的安置路径群体选择框架
如图 5 所示，灾害发生后，若房屋结构受损未过半，则

进行修缮加固；若受损超过一半以上，则需要进行住房重建。

图 5  七浜町灾后群体安置路径选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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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浜町政府鼓励受损房屋持有者自力再建，并提供再建支援

金。对于无能力凭借再建支援金实现安置的群体，无论是受

损房屋持有者还是租赁者均可以申请由政府主导建设的灾害

公营住房，以租赁方式实现居住安置。选择自力再建的居民

若位于海啸危险区域内，则需通过防灾集团迁移促进项目与

位于高台上或内陆中的安全地区的土地进行置换，后再进行

建设。防灾集团迁移促进项目需要超过 5 户居民共同迁移 ；

灾害公营住房鼓励 5 户以上居民集体申请，以尽量保证原有

的邻里结构关系。

但在灾害公营住房初次申请登记时，七浜町政府发现

登记人数远远超过预期，且超过政府五年住房重建期所能承

担的住房建设量。在对登记理由进行访谈后发现，由于东日

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属于千年一遇的灾害级别，大量以往在灾

后能够进行自建的中高收入核心家庭，缺少自主重建的知识

技术储备，心理建设不足。面对以上问题，七浜町政府为有

实力进行自建的受灾群体提供技术支持和优惠政策，并进行

心理辅导；根据家庭人口构成、年龄、收入等调整入住灾害

公营住房的租金金额——重建实力越高的家庭缴纳的金额越

多，弱势群体缴纳的金额较少。与此同时，政府充分利用平

时建立起来的民间住房租赁系统与具有保障住房性质的县、

市级公营住房系统，为受灾群体提供尽可能多的居住安置选

项。另外，政府多次为受灾群体开放变更其安置意向的申请

渠道。在灾害公营住房入住申请的最终统计时，申请人数远

小于初次统计，与政府重建规划制定初期的估算数额近似，

且其中高龄人口居多。在需要建设的灾害公营住房数量降低

之后，七浜町政府可以更好地针对入住群体特点，实现社区

氛围的营造与适老环境的建设。

5.3  框架特点

5.3.1  政府方的重建任务

如上所述，七浜町的灾后住房重建以政府为主导。但在

重建过程中，政府仅在确定灾害危险区域等上位规划方面，

规定受灾群体是迁移再建还是原地重建；在其他的安置环节，

政府并不会代替居民作出安置决策，而是通过优惠政策、技

术支援、租金调整等方式引导居民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

选择符合政府规划预期的安置选项。灾害公营住房的选择入

住人数经调整降低至预期数额后，政府便能更有针对性地进

行灾害公营住房居住环境的建设。

5.3.2  受灾居民方的安置选择

如图 5 所示，有能力自主重建的受灾居民会得到政府在

优惠政策、技术支援、租金调整等方面的支持；无力实现自

主重建的居民可选择政府统规统建的灾害公营住房；平常时

期建立起来的民间住房租赁体系与县、市级公营住房体系也

可以成为受灾居民进行安置的选项之一。与此同时，受灾居

民有多次进行安置意向调整的机会。居民在政府主导的住房

重建中，有足够的余地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居住安置的选择。

6  案例间框架特点的横向比较

汶川地震的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框架体现出“政

府主导”的模式特点。不同受灾群体在各个阶段的居住安置

选项基本由政府提供。政府需要针对全部受损房屋持有居民，

承担在资金供给、组织管理、工程建设等方面全方位的住房

重建工作，还需考虑城镇化发展要求下的人口迁移问题，政

府压力大、住房重建任务异常艰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

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决策、统筹调用资源的住房重建方式可

以有效完成重建任务、保证重建效率，但同时为安置群体余

留的决策自主空间十分有限，为其提供的安置选项缺少多样

性，且一旦选择再难调整。这反映出在面对巨灾带来的艰巨

的住房重建任务时，中国政府的推进力度与群体选择空间之

间的矛盾。

卡特里娜飓风的群体选择框架体现出了与中国政府主导

的住房重建截然不同的“市场导向下的多主体合力重建”的

模式特点。新奥尔良市政府仅提供非实体项目，对住房重建

项目进行资金支援。在资金供给方面，灾前居民购买的各种

灾害保险缓解了政府提供住房重建支援资金的压力；在支援

项目的组织管理方面，NGO 由于地缘性，可以针对社区层

级为政府项目难以覆盖的对象提供补充服务，为政府提供有

力助力；在房屋工程建设方面，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借助开

发商的力量实现重建房屋的实体建设。在多主体的合力支援

下，政府在巨灾住房重建中可以做的远比中国政府少。而在

政府退出全过程、全方位的重建决策后，受灾群体可以依据

自身的客观条件自主作出安置方式的选择，实现安置意向。

对于中国在面对艰巨的住房重建任务时，如何既保证有效完

成安置任务，又减轻政府力度，增加群体自主决策空间，卡

特里娜飓风的群体选择框架提供了经验。

东日本地震的群体选择框架体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多样

性与灵活性”的模式特点。日本的灾后住房重建与中国相似，

同样以政府为主导。政府需承担自建居民的资金供给，以及

灾害公营住房的资金供给、组织管理、工程建设等住房重建

工作。但在安置过程中，政府并不会代替居民作出安置决策，

而是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技术支援、租金调整等措施进行

引导。平常建立起来的民间住房租赁体系与县、市级公营住

房体系缓解了受灾居民对安置住房的需要，成为安置备选方

案之一。受灾群体也具有多种备选方案，且有多次调整安置

意向的机会，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满足需求的居住安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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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政府也可以在实现受灾群体分流后，更有针对性地对重

点项目进行建设。对于如何在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住房重建的

前提下，尽量实现居住安置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东日本地震

的群体选择框架为中国提供了经验。

7  讨论

基于上述中美日的住房重建经验的比较论述，针对中国

巨灾住房重建中，政府的推进力度与群体选择空间之间的矛

盾问题，为中国的住房重建规划策略提出优化建议 ：

（1）建立完善的灾害保险制度，补充重建资金的供给；

（2）通过优惠政策，善用 NGO、开发商等多元主体力量，

辅助住房重建工作的组织管理与工程建设 ；

（3）在群体选择出现不合理之处时，通过优惠政策、技

术支持、售租金额调整等非实体项目手段，引导而非代替居

民作出符合重建预期的选择 ；

（4）建立完善的房屋租赁与保障性住房体系并为重建时

所用，为居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居住安置备选方案，尽量满足

不同群体的多样需求 ；

（5）在安置过程中，尽可能地为受灾群体提供调整其安

置意向的渠道。

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减轻政府在巨灾住房重建时的负担，

使其退出全程、全方位的住房重建决策，使受灾群体的安置

决策更有自主性，选择更具多样性与灵活性。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感谢匿名审稿人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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