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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英国社会住房①的发展，其角色、功能、供

给制度、供应主体和对象以及相应的分配模式等

都经历过深刻变化 [1]。特别是 1970 年代后期以来，

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保障房的分配模式由“基

于需求的配置”（needs-based allocation）转变为“基

于选择的出租”（choice-based letting）[2-3]。同时，

居民的诉求以及保障房分配的社会空间影响也得

到广泛讨论。一方面，不同的分配模式根植于其

供应体系本身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从而与具体的

社会经济环境和国家福利体系密切关联 [2-3] ；另一

方面，不同的分配模式和操作规则，又会对不同

群体的日常生活等产生差异化影响，从而引起有

关社会公平的讨论 [4]。

近年来我国城市保障房供应的快速推进引起

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

于以下几点：（1）在国际住房比较研究的框架下，

分析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特征 [5] ；（2）我国城市

大规模保障房供应的制度支撑、参与主体的角色

和互动（如央地权责关系、非政府主体的参与）

等 [6] ；（3）保障房社区的日常生活及其治理 [7-8]。

比较而言，对保障房分配的研究稍弱，少量成果

仅聚焦保障房分配过程中的操作难题，如信息核

查、部门合作、信息不对称、居民“骗租骗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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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障房分配作为住房供应中的重要环节，是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在英国，基于社会经济体制和住房政策转变的广泛背景，有关社会住房分配的理论

探讨和实践经验已相当丰富，值得借鉴。本文梳理了英国社会住房角色变迁的背景，

探讨其分配模式及其影响。英国社会住房大体经历了从“为工人阶级提供体面住

房”到“为社会大众提供住房”再到“为穷人提供住房”的转变，呈现出剩余化特

征。与之相对应，社会住房的分配模式也经历了从早期地方政府主导下“基于应得

的分配”，到国家干预下“基于需求的分配”，再到市场化背景下“基于选择的出租”

的转变。社会住房分配模式的变迁契合了英国保障房体系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但其

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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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带来的分配不公 [9-10]。总体而言，对我国保障房供

应体系中保障房角色定位研究不足，对现有分配政策之于不

同群体居民潜存的影响效应讨论较少。

而国内对于西方国家保障房供应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保

障房供应体系以及保障房供应中国家、市场、社会三元主体

关系的变化 [11]，少量有关保障房分配的讨论则重在引介其操

作方式和细则 [12]，而对其福利国家转型等宏观背景的分析偏

弱，且较少关注不同保障房分配模式的影响效应。在国际上，

有关保障房分配的研究具有以英国经验为主和英语主导的特

征。因此，本文以英国为案例，结合其国家治理体系和相应

的住房保障体系变迁的历史 [13]，分析英国社会住房的角色

变迁、模式演进及其影响，以期为我国保障房分配政策提供

借鉴。

1  社会住房的角色变迁 ：历程与辨析

随着社会住房供应日渐市场化，其传统概念和认知发

生重大变化，有关社会住房本质的讨论也逐渐形成两种观

点。一种观点基于欧洲国家保障房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市场

化的普遍趋势，旨在扩大社会住房的概念范畴。此观点

认为，在政府干预下，社会住房的供应对象为特定的目标

群体即低收入群体，这是其本质特征之一 [14]。而目标群体

的确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背景下，是由

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反映了社会住房

在整个住房体系乃至社会经济中的功能和角色。而另一种

观点则坚持社会住房的传统定义，即由政府或社会机构拥

有或管理的、以较低的租金（作为福利）提供给低收入者

的住房，相关研究常常有意识地将社会住房和可负担住房

区分讨论①，例如菲茨帕特里克等（Fitzpatrick et a l .）的 

研究 [15]。

不同的保障房种类涉及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不同

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划分及其在社会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差

异，本文评述英国社会住房分配等议题，仅关注传统定义上

的社会住房。借鉴已有研究，根据社会住房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供应总量及其目标群体的变化 [16]，分析社会住房在整个住

房体系乃至社会经济中所承担的功能、角色及其变化，进而

讨论与其相适应的分配模式。总的来说，在不同国家、不同

历史阶段或社会经济环境下，社会住房所扮演的角色差异巨

大，这关联社会住房的分配政策、社会影响等，如近年来英

国关于社会住房“剩余化”（residualization）的讨论及其与社

会住房分配政策的关联影响等 [17]。

1.1  英国社会住房的角色变迁历程

1.1.1  起源（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向工人阶级的住房

19 世纪末，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引发英国城市严峻

的环境卫生问题，也使工人群体逐渐成长为一个可以通过投

票选举和利用有组织的工人团体施加政治影响的阶层。工人

阶层对糟糕住房状况的日益不满，最终促成 1890 年《工人

阶级住房法》（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ct 1890）的通

过。由此，英国政府勉为其难地尝试改变不干预住房市场的

传统，赋权地方政府建造住宅以满足大众需求，但并没有将

其作为一项义务强加给地方政府。这一法案被认为奠定了英

国社会住房（当时称为市政公房 [council housing] 或公共住

房 [public housing]）的法律基础。在此背景下，伦敦、谢菲

尔德、格拉斯哥和利物浦等地方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地建设

社会住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1914 年，英格兰地方

政府共建设约 2 万套社会住房，整个英国建设数量约 2.4 万

套。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住房总量不大，但在面对一系列

社会问题和政治压力下，政府开始建设公共住房这一举动

打破了英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不干预市场运作的传统，

被认为是工人阶层政治影响力的表现 [1]30。

1.1.2  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个 20 年）：由“面向大众

需求的住房”转向“面向穷人（贫民窟清理运动中的被拆迁

者）的住房”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经济的破坏以及战后严峻的住房短

缺，促成国家对住房市场干预的合法性。1919 年的《住房和

城镇规划法》（Housing, Town Planning, &c. Act 1919）第一次

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住房供应职责，并由国家提供财政支持，

由此确定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住房供应中的关系持

续了近 60 年。在此政策框架下，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的 20
年内（1919—1939 年），地方政府共建设了约 130 万套住宅，

占当时住房总量的 10%[1]43,53。中央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一

方面使得大规模社会住房建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成为中

央政府调控社会住房功能和角色的工具。1920 年代，地方政

府住房建设的目标是弥补私人租赁市场的不足，应对住房短

缺，满足大众的住房需求，因此高质量、高成本、低密度是

这一时期社会住房的特征。此阶段且建设规模也较大，10 年

建成超过 70 万套公房，这些房屋也是工人阶级住房供应的

主要来源。到了 1930 年代，特别是 1933 年，中央政府停止

补贴“大众需求”的住房建设，转而补贴为贫民窟清理运动

中被拆迁者提供的住房，相应地，地方政府社会住房建设的

目标也转为向贫民窟清理运动中被拆迁的穷人提供住房。在

① 二者的一个显著区别为租金价格：社会住房的租金非常低，而可负担住房的租金较高，后者租金往往能达到市场租金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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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社会住房的质量相比 1920 年代有所下降，规模也

缩减到 10 年仅建成约 27.3 万套住宅 [1]49（图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0 年内（1945—1965 年），英国

地方政府共建设了约 290 万套住宅，比同阶段私人住房市场

的供应量高出 100 万套 [1]53，此阶段是英国社会住房的大规

模供应时期（图 2）。这一时期英国住房政策的实施路径与一

战后颇为相似，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二战后的前几年，

住房政策的主要目标为缓解普遍的住房短缺。1945—1953 年

间，80% 的新增住房由地方政府供应，年均供应总量达 30
万套。（2）1954—1964 年，地方政府社会住房的建设规模逐

年减少，由 1954 年的 223 731 套减少到 1964 年的 105 529 套。

究其原因，除了重启贫民窟清理运动，政府开始积极支持私

人住房市场的发展也是重要因素。（3）1964—1968 年，威

尔士政府计划到 1970 年为止，每年供应 50 万套住宅。这一

阶段英国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规模巨大，1967 年和 1968 年的

实际住房供应量均超过 40 万套；但 1968 年底政府开始缩减

公共开支 [1]，自此直到 1970 年代初，社会住房大规模建设

的时代结束 [18]。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 1980 年，英国社会

住房总量超过 500 万套，占全部住房总量的 1/3，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 [18]。

1.1.3  转向（1970 年代—1990 年代）：面向穷人的住房

英国传统市政公房的式微有着明显的时间标志。1975—
1976 年的公共财政危机使得政府对新建市政公房的投资大幅

缩减，市政公房告别大规模建设时代。此后，1979 年撒切

尔政府上台，对市政公房的投资进一步降低，到 1990 年代，

市政公房时代基本结束。此过程大致体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涉及存量社会住房的改革。（1）引入“购买权”

（Right to Buy）政策。198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住房

法》（Housing Act 1980）和同年的《苏格兰居民权利法》

（Tenants’ Rights, Etc. [Scotland] Act）赋予社会住房的现住

民以折扣价购买所居住房屋的权利 [1]，1980—2015 年，英

国在“购买权”政策框架下共出售 250 万套社会住房 [19]。

（2）实施“存量转移”政策，即地方当局将持有的市政公

房转移给注册的社会房东（registered social landlords）①进

行管理运营。1988 年英格兰东南部白金汉郡的奇尔特恩区

议会（Chiltern District Council）转移了 4 650 套住宅给当地

的注册住房机构——奇尔特恩住房协会（Chiltern Hundreds 

Housing Association），这是英国第一个“存量转移”项

目。1995 年，通过设立“物业更新挑战基金”（The Estates 

Renewal Challenge Fund），“存量转移”政策得以在全英国推

广。到 2004 年，地方当局已将其持有的住房总量的 36% 转

移给了社会住房机构。而社会住房机构拥有的住房总量，从

1970 年仅占全社会住房总量的 3.5%，到 1998 年达到 23%，

其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存量转移”[20]。

其次在新增住房供应方面，地方政府逐渐由直接供应者

转为政策制定者，社会住房机构和私人开发商则成为主要供

应者 [21]。虽然社会住房机构在英国有久远的历史，但现代意

① 经批准在政府注册的住房协会以及其他住房组织的统称，常与社会住房机构表意相同。

图 2  1945—1980 年英国全国年度住房及社会住房情况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

图 1  1920—1939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年度建成住房及社会
住房情况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

注：* 公共领域包括地方政府当局、新城开发公司和社会住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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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注册的社会房东是于 1960 年代—1970 年代在政府资助

下快速发展起来的。1980 年代起，随着政府削减开支，社会

住房机构的运作模式和环境也越来越市场化。1989 年通过

的《地方政府和住房法》（Local Government and Housing Act 

1989）引入了“混合资助机制”（mixed funding regime）：一

方面，社会住房机构可以在私人住房市场募集资金，且仅受

制于现有的市场规则，政府不对此额外监管；另一方面，社

会住房机构通过竞争来获得政府的公共资金资助。例如：布

莱尔政府（1997—2007 年）制定了“最佳价值框架”——通

过制订年度绩效指标报告并定期督查，根据绩效评估和未来

发展前景对社会住房机构进行星级评定。只有表现突出的社

会住房机构才能获得公共资助，表现欠佳的则由政府干预进

行整改。

在一系列供应端政策的影响下，一方面，英国社会住房

体系沿着去国家化和市场化的方向经历了重构。地方政府拥

有的社会住房，从 1981 年占社会住房总量的 92%，到 2008
年首次被社会住房机构所超越 [22]。2017年 4月—2018年 3月，
英格兰共出租 31.3 万套社会住房，其中 69% 由注册的社会

房东出租 [23]。另一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住房存量减

少、新增供应不足。197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左右，英国的

社会住房机构缩减了近 1/5[18]。到 2005 年左右，每年通过“购

买权”政策销售给租户和拆掉的住房总量约为 7 万套，而新

建房屋完工量每年不足 2 万套，社会住房规模大幅萎缩 [18]。

相应地，社会住房的供应对象也逐渐集中在最低收入家庭，

使得社会住房成为最低收入家庭的“安全网”，表现出“剩

余化”特征 [17]。

1.1.4  新趋势 ：“安全网”的强化与削弱？

自诞生到 1999 年，英国的社会住房发展有着全国统一

的政策框架。而自 1999 年，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由

于承接权力下放而独自建立议会和立法机构，社会住房的发

展在各地呈现出差异性，2010 年英国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

以来更加凸显。重塑社会住房的角色需要地方政府具备相应

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能力，而英国权力下放的程度决定了各个

地区的社会住房角色实际上总体仍然呈现出相似性，即剩余

化特征。但是，不同地区在“剩余”模式下表现出不同的亚

类型。例如：在苏格兰，政府正通过扩大无家可归者的住房

权利、取消购买权（保留尽可能多的社会住房）、减轻“卧

室税”和承诺加强社会住房建设等方式来强化社会住房的

“安全网”角色；而在英格兰，社会住房的“安全网”角色

则正在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紧急救援式服务”（ambulance 

service）。

在英格兰，2010 年联合政府执政以来，社会住房领

域有两项颇受争议的改革：实施固定期限租赁（fixed-term 

tenancy）[24] 和征收卧室税（bedroom tax）[25]。固定期限租赁

的实施，旨在结束英国自 1980 年确立的社会住房“终身租

赁”（life-long tenancy）传统，将租期变为固定的 2 年、5 年

或 10 年，从而改变社会住房的“安全网”角色，转之为“紧

急救援服务”，以期将有限的资源提供给最需要的人 [26]。而

卧室税旨在对处于工作年龄段的社会住房租赁者所占有的多

余卧室征税，从而更高效地使用有限的社会住房资源，减少

政府在住房补贴方面的开支。这两项改革背后有着相同的逻

辑，即与英国近期的福利改革框架相吻合，重塑国家—公民

关系，以培育有责任心的公民个体，减少穷人的福利依赖并

促使其转变成自给自足的有责任心的公民个体。这些改革表

明，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2010 年后的英国政府本能地

对社会住房及其在战后福利国家中的作用持某种程度的反对

态度 [27]。

总的来说，自 19 世纪末期作为工人阶级为体面住宅奋

斗的“战利品”，到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个 20 年内经济低迷

和大众住房短缺状况下供应社会大众的住房，再到 1970 年

代以来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受制于一系列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原因，英国社会住房的角色经历了巨大转变。在此历

程中，西方国家由福利体制向新自由主义转型，市场化成为

英国住房体系改革的内在机制，剩余化则是社会住房角色变

化的内在逻辑。

1.2  从“大众”到“剩余”：“剩余化”逻辑与“现代

化”进程
学界对于英国社会住房角色及其供应体系的变迁有着丰

富的学术讨论和有价值的理论解释，具体发展出两个强有力

的理论概念，即“剩余化”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

面对1970年代英国住房保障体系的巨变，缪里（Murie）

基于福利国家的相关变迁背景研究，指出“购买权”的出售

或将最终导致一个“‘剩余的’‘福利的’市政公房体系”

（a residual welfare council sector）出现 [28]。此后，关于社会

住房剩余化的讨论充斥于 1980 年代英国的住房研究 [29-31]。哈

洛（Harole）在 1995 年进一步推进了住房剩余化的讨论，他

将住房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盈利性质的商品，指出住

房应该由私人住房市场供应，而政府供应的去商品化的住房

只能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通过梳理欧美六国

社会租赁住房的发展历程，哈洛提出了政府供应社会住房的

两种模式，即“剩余模式”（residual model）和“大众模式”

（mass model）。他认为，大众模式只是在受宏观社会经济影

响，私人市场运转失灵而无法向公众供应大量住房的特殊时

期出现；剩余模式则应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供应社会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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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态。此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蔓延以及世界范围

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有关社会住房供应剩余化的讨论

延展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如荷兰 [32]、中国香港 [33]、中国大陆 [34]。

总体而言，对大众模式和剩余模式的理论探讨，较好地捕捉

到不同历史阶段英国社会住房的角色特征及其与宏观社会经

济环境的关系。

马尔帕斯和缪里（Malpass & Murie）在 1999 年用“现

代化”的概念来解释英国整个 20 世纪百年住房市场的变迁

（表 1），将住房自有看作是资本主义住房市场的现代化形

式 [1]10-14。在 20 世纪初，英国住房市场以私人房东提供的租

赁住房为主；而 20 世纪末，住房自有已经成为英国住房市

场的主要形式，这一进程被认为是住房市场的现代化形式。

而在这过程中，政府资助的住房（保障房）仅起到促进这一

转型的作用。虽然政府资助的社会住房在两次大战后大规模

兴起，但当全社会住房自有率大幅提高以后，社会住房会不

可避免地衰落。大体上，马尔帕斯和缪里通过解释整个 20
世纪英国住房体系的变迁，间接隐性地证实了英国社会住

房逐步剩余化的观点，但马尔帕斯和维克托里（Malpass & 

Victory）对剩余化 / 剩余模式的观点提出反思，认为其虽然

提供了解释英国社会住房变迁的视角，但更注重从消费端

（供应对象的多寡）或者说从社会住房供应的结果（贫困集

中、社区污名化等）角度来解释变迁历程，事实上英国社会

住房的变迁涉及更为全面、全方位的转变。因此，他们选择

用“现代化”这一理论概念来解释，将英国社会住房的发

展分为两种模式——二战后的公共住房模式（public housing 

model）和 1970 年代后的社会住房模式（social housing 

model），并将前者向后者的变迁过程称为英国社会住房的现

代化，认为现代化相比于剩余化更为中性，更能客观全面地

探讨这一转变过程 [35]。

以上研究认为住房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商

品，理应由私人住房市场提供，而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而不

足以向社会公众提供住房的情况下才以保障房的形式向社会

供应住房。结合英国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住房体系重构背景，

以上学者认为，二战后英国的社会住房面向大众广泛的住房

需求，是一种“大众模式”（公共住房模式），而 1970 年代

以来，其对象逐渐转向低收入群体，是一种“剩余模式”（社

会住房模式）。英国住房研究在国际住房研究领域极具影响

力，学者倾向于将这种变化过程看作一种“现代化”进程，

背后的推动机制则为“市场化”[35]。

2  英国的社会住房分配模式及其影响

结合前述英国社会住房的角色变迁，本节梳理社会住

房的分配模式及其历史演替。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中央政府

在不同时期通过改变资金资助方案来干预社会住房向特定的

社会群体供应，进而引导社会住房的角色变化，但较少干预

具体的分配政策，因此英国社会住房分配在大多数时候都是

一项地方性事务 [1,36]。一般而言，住房分配包含三个步骤： 

（1）申请者首先申请进入等候名单；（2）地方部门根据各自

的标准或原则，将等候名单上的申请者进行排序；（3）将特

定的住房分配给符合条件、排名优先级靠前的申请者 [37]。社

会住房的供应对象即有资格申请社会住房的群体，其准入标

准的确定主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决定。供应对象

的不同，反映了社会住房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以及住房体系

中所承担的角色。而各地住房分配的具体操作具有很大差异

性。不同的操作规则，即以什么原则来评定等候人以及将什

么样的住房分配给什么样的人群，代表了社会住房分配的不

同模式。大体上，英国出现过三种主要的社会住房分配模式，

分别是早期“基于应得的分配”（desert-based allocation）、

1960 年代以来逐渐稳固的“基于需求的分配”（needs-based 

allocation）、2000 年以来“基于选择的出租”（chioce-based 

letting）。需要指出的是，三种模式并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交

叉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某一种模式为主，兼糅其

他模式。

2.1  19 世纪末至二战后 ：基于应得的分配模式

2.1.1  基于应得的分配

“基于应得的分配”模式，意味着将申请者划分为“值

得的” （those who deserved）和“不值得的”（undeserved）两

类，“值得的”群体将被分配到质量好的住宅中。英国早期

的社会住房分配，在能否进入等候名单、等候者的优先排序、

分配什么样的住房等具体事项方面，普遍由政府议员或者住

房专员根据指定的规则来执行，这构成了英国社会住房基于

应得分配的条件和背景。

1920 年英国卫生部发布了一份关于市政公房分配指南

的文件，其中规定：（1）仔细选择租户；（2）淘汰“不令

人满意的租户”（the elimination of unsatisfactory tenants）； 

（3）公房持有者雇佣职员对公房物业和租客进行持续监督；

表 1  1914—1996年英国住房市场中三种住房所有权形式的变迁

区域 年份

自有产

权住房

/ %

地方政府

出租住房

/ %

私人房东

出租住房

/ %

住房机构

出租住房

/ %

英格兰

和威尔士

1914

1951

1971

1996

10

31

32

67.8

较少可忽略

17

29

17.5 10.2

90

52

19

4.5

苏格兰 1995 57.9 31.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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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化地、准时地收取租金。由此可见，指南旨在通

过持续监督来保证市政公房里租住的是“令人满意的租客”。

此外，租客的需求不是主要考虑因素，因而并没有被提及。

其结果是，在现实中市政公房面向的对象为非常有限的群体，

包括较富裕的家庭、小职员、工匠，较富裕的具有半熟练技

能的工人以及拥有稳定工作的小家庭 [3]。

直到二战以后，“应得”仍是社会住房分配的重要标

准。在 1950 年代，市政住房的分配多是基于一些大型项

目，如分配给产业工人以促进某一区域的就业等，基于个

人需求的分配仅占全国分配总量的约 12%[38]。基于应得的分

配模式逐渐被诟病，1969 年中央住房咨询委员会（Central 

Housing Advisory Committee）发布的《卡林沃思报告》（The 

Cullingworth Report）描述到：

“……根据对申请者‘应得’的解释来评估（graded）
申请是危险的……背后的逻辑似乎是将社会住房的租赁许

可给予那些被认为值得的人，最值得的人就应该得到最

好的房子。而未婚妈妈、同居者、‘有污点的家庭’（dirty 
families）以及‘暂住群体’则被认为是‘不值得的’。由此，
品行端正、具有社会顺从性、能够保持居所干净、租赁历史

清白等特征，则被认为是符合租赁市政公房的最基本条件。”

2.1.2  影响效应 ：社会住房与工人阶层文化

关于英国社会住房起源的讨论，一方面是关注工人阶级

的政治抗争以及城市公共卫生危机的诱导作用，另一方面是

分析其深刻的乌托邦根源，即通过改变环境来改造社会。国

家主导工人阶级住房供应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内都成

为主流，为工人阶级建造体面住宅的呼声加上理想主义的建

筑设计和布局①，成为乌托邦思想对早期英国社会住房发展

的推手。但随后，由于理想主义的住房建设所花费的高昂成

本，以及对现实的考量，在经历一战和二战后的短暂建设高

潮后，社会住房的质量逐渐下降，其供应对象也逐渐转向贫

民窟清理运动中的低收入群体。

英国早期的社会住房是一个阶层（精英阶层）为另一个

阶层设计的理想居所，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旨在通过理想的、

精心规划和设计的环境来改造社会、重塑工人阶级 [37]。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住房一方面为穷人和中低收入阶层提

供了符合现代公共卫生标准的安全住所；另一方面，其也成

为几十年内工人阶级生活和文化的具体承载，影响巨大。例

如：工人阶层开始像富裕家庭那样喝下午茶，在门前花园里

悠闲地享受周末，用花草装饰房前屋后；家庭结构和关系也

逐渐发生变化，过去几代聚居的情况变得不现实（房屋面积

变小），男性也更加关注家庭。消费文化逐渐成为主流，工

人阶级不再只将自己的身份看作生产者，而是同时作为消费

者。一定程度上，正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住房，在几十年内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后期随着英国社会住房容纳了包括工人

阶层和贫民窟清理运动中的穷人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39]，

社会住房的衰败化问题日益严重，而地方政府在管理差异化

人口时显然面临较大的压力。虽然一些管理方法和措施具有

即时可行性，如通过对申请者进行评级和分类来分配住房

等，但这些措施为后期社会住房的社区分异埋下了隐患。到

1980 年，有 5% 的社区被认为是“问题社区”。

2.2  1960 年代—1990 年代末 ：基于需要的分配模式

2.2.1  基于需要的分配

“需要”作为英国社会住房分配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在

20 世纪漫长历程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的 [3]。1935 年，中央政

府要求地方政府在进行住房分配时，应给予“居住环境脏乱

拥挤的家庭、大家庭（large families）等居住条件无法令人

满意的家庭适当的优先权（reasonable preference）”。但中央

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具体界定“适当的优先权”，也没有标明

如何操作。因此，这种导向性的指引在当时的环境下效果有

限。此外，在住房分配流程中，当申请者进入等候名单并按

优先级排序之后，在实际被分配到相应的住房之前，几乎都

需要接受一次“分配前的家访”（housing visit），目的在于核

实申请者的详细情况和真实需求，为其提供信息和建议的同

时，也暗中考查申请者的家务能力 [37]134，观察申请者的住房

整洁度和家庭整理情况等。而这些“家访”往往由地方当局

中负责住房管理的职员进行，用看似客观的标准评估申请者

的需要，判定其是否符合被分配到某些住房甚至是进入社区

的标准。这些负责住房管理的职员往往被认为是有专业知识

的，因此基于这种操作模式对需要所进行的评估往往被认为

是客观的且专业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3]。比如作为贫民窟

清理运动对象的穷人在被“家访”前会奔走相告并互相提供

建议，通过临时摆设一些漂亮的小件家具和清洁用品等，给

来访人员留下好的印象。此外，根据访问而对申请者进行的

评分虽然能够决定其将会分配到何种类型的住房，但这些评

分是保密的，申请者和公众都无从知晓。

① 19 世纪末期，受乌托邦思想影响的工艺美术和建筑大师们为改造工人阶级住房所作的努力，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找到了实践机会。以包豪斯学派为代
表的现代主义风格，结合新的建筑技术，被认为是新时代和新生活方式的代表，得以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住房的建设中大量运用，成为这一

时期社会住房发展的理想主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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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基于需要的社会住房分配原则进一步得到巩固。

1949 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指出，社会住房应该被分配给那些

最需要的群体。随之，一系列界定“需要”的标准确立，如

拥挤程度、健康状况、缺少独立住房、现有住房情况以及其

他因素等，这些要素基于“积分系统”（points schemes）来

运作。至此，基于客观“需要”的评估原则，取代了考察申

请者行为、物业维护能力等原则，成为社会住房分配的主导

原则。例如 1969 年的《卡林沃思报告》中指出，社会住房

管理的重点应该从“住房管理机构认为什么是合适的”转为

“住户想要什么”，并再次强调将市政住房优先分配给“最

有需要的群体”[3]。1977 年的《住房（无家可归者）法》（The 

Housing [Homeless Persons] Act 1977）指出，无家可归者在地

方当局的社会住房分配中是“具有优先需要”的群体（the 

priority needy group）。这一立法被认为进一步巩固了从“基

于应得的分配”向“基于需要的分配”这一转型，也正是由

于国家从立法层面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对无家可归者的住房需

求给予优先考量，从法律层面奠定了“需要”作为社会住房

分配准则的基础。此后，对申请者“需要”的衡量，成为社

会住房分配的主导和垄断性原则。

2.2.2  影响效应 ：贫困集聚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申请者的需要看似被客观界定，但实际上，操作标准往

往会随着社会住房的角色及目标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本质

并不客观。因此尽管基于需要的分配模式经历的历史阶段最

长久，被学界讨论和质疑也最多 [3]。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问

题。（1）住房专员对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的使用，被认

为是这一分配模式的缺陷。研究显示，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

在，低收入的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受到歧视，被分配到不受

欢迎的、污名化的住区中。（2）由于“需要”的界定越来越

复杂，这一模式也愈加复杂化。在现实中，往往不是需要而

是等待的能力决定了申请者能否最终获得某一住房的机会。

（3）由于申请者个体或家庭拒绝分房邀请的机会有限，因

此分房被认为具有“强迫性质”。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

将社会住房分配与污名化的、有问题的社区（problematic 

estate）联系在一起 [3]。

1970 年代，英国学界开始对社会住房分配问题进行广

泛讨论，或许因为同时期社会住房的剩余化、污名化和问题

化等特征开始显现，或许因为这一时期的住房研究倡导住房

与社会问题相关联。英国学者对社会住房分配的关注起源于

对其分配结果的讨论，即准入管理和实际分配过程中的隐性

歧视等所导致的贫困集中和问题化 [4]。学者最初是在社区尺

度讨论社会住房分配的社会空间结果。英格利希（English）

1976 年在对苏格兰一个被剥夺社区（a deprived estate，即缺

少教育、医疗、日常生活服务等必要设施的社区）的研究中

发现，该社区非常不受欢迎，住房难以出租，管理部门对于

申请入住该社区的人群几乎没有任何要求或限制，此社区住

房分配的任务并不是评估谁能入住，而是找到那些愿意入住

的人。研究发现，愿意入住该社区的人，或者已经在其中居

住（换房，或者借住在亲戚朋友家中），或者无法满足入住

其他地区的条件。研究因此得出结论，愿意入住该社区的人

多是“被剥夺的”（指个体缺少日常生活所需的设施、资源

或必要的教育、就业机会等），因而维持了这个社区既已存

在的剥夺水平（指资源缺少的程度）。另一个促使申请者愿

意入住该社区的原因，则是相比于其他社区更短的申请等待

时间 [40]。这一时期的其他研究则揭示了种族、阶级、收入等

不同特征的群体是怎样被分配到社会住房中，以及由此而产

生的社会空间隔离和不平等现象 [41-43]。此外，在分配过程中，

由于强制性规则的存在，一个申请者只能有非常有限的机会

（如两次）拒绝一个住房分配名额，申请者为了获得住房往

往需要被迫接受并不满意的住房，这也是导致分配结果不公

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44]。虽然这一时期基于需要的分配是英国

社会住房分配的主导原则，但从对分配结果的讨论可以看出，

所谓的“需要”并未得到政策所期待的客观对待，反而由于

住房分配专员的主观性以及操作过程中的自主性，使得不同

种族、阶级、收入的群体被有意分配到特定的住区中，并在

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某些有问题的社区的持续衰落。

2.3  2000 年以来 ：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

2.3.1  基于选择的出租

“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最先出现在荷兰。1980 年代末

期，基于需要的社会住房分配模式被诟病效率低、操作过程

不够透明 [2]。1990 年起，荷兰代尔夫特市开始试行一种新的

住房分配模式：改变传统的将住房分配给申请者的做法，模

仿私人租赁市场模式，通过广告的形式宣告待出租的房屋信

息以及申请所需要达到的要求，由申请者自行决定是否申请

租赁该房屋。这一模式又被称为“广告模式”或“代尔夫特

模式”[2]。与之前的分配模式不同的是该模式将选择权赋予

申请者，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取代了住房分配专员的自由裁

量权。

如前文所述，1970 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社会住房体系

经历了市场化导向的重构，伴随公共管理领域对选择的强

调，在社会住房分配领域，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于 2000 年

被引入英国 [45]。2001 年，在英国原环境交通区域部（DETR: 

Department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and Regional）

推出的 1 300 万英镑挑战基金的支持下，英格兰有 27 个地方

政府以及所在区域的社会住房房东开始试行为期两年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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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1—2012年英国社会住房分配特征

特征
普通需求的社会住房 特殊需求的社会住房 1

注册的社会房东 地方政府 注册的社会房东 地方政府

平均再次出租时间 / 天 26 37 30 50

被驱逐房客曾占据的住房 2 资产价值占比 / % 5 6

第一次出租的房产 3 占比 / % 18 3 7 4

第一次给邀请即出租出去的占比 / % 70 67 86 71

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占比 / % 77 85 19 70

残疾相关的住房需求 4 占比 / % 9 13 18 38

注： 1. 特殊需求的住房（supported housing）指拥有特殊的设计特征，或供应对象为特殊群体的住房。

  2. 指由于之前的租客被驱逐而使得房产空置。

  3. 该房产或住房（床铺）单元为新建或新翻修改造而来。

  4. 指因承租人家庭中有残疾人而对住房设计提出相应的要求，如残疾人所需设施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7]绘制

于选择的社会住房出租项目”[4]。到 2005 年，29% 的地方政

府（作为房东）声称已经引入了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很多

其他房东也计划于近期引入 [46]。根据官方数据 , 2011—2012
年英国共出租 262 527 套社会住房，其中基于选择的出租模

式占据主导地位 [47]（表 2）。
在社会住房剩余化和污名化的背景下，英国引入基于选

择的出租模式，希望通过赋予申请者更多的选择权，让其自

行选择居住的区位和房屋，以应对部分地区的低需求和社会

住房社区的污名化，并提升住房分配工作的效率。在政策话

语方面，传统上的“分配”也被更为中性的“出租”一词所

取代 [48]。

2.3.2  影响效应 ：对低收入群体真实需求的忽视？

如果说在基于需要的分配模式下，由于负责住房分配的

职员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强制性以及操作过程的不透明性，

导致贫困和少数族裔群体被有意识地分配到具有某些衰落特

征的社区中，那么在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下，这种结果可否

避免？现实似乎并不乐观。正如布朗和金（Brown & King）

所质疑的：“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住

房的申请者自身拥有选择能力，因此，只要政策给予他们

选择机会，即可自然地促成选择的实现。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实施选择这一行为需要有相应的资源和权利，而在英国

既有的社会住房体系（及其角色）设定下，申请者是无法获

得这些资源和权利的。因此，低收入群体（社会住房的申请

者）在这一模式下，到底拥有多少资源和权利，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实施有效的选择 [49] ？近年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少数

族裔群体，特别是那些通过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获得社会住

房的群体，最终往往都会选择居住在被剥夺的、少数族裔群

体集聚的社区 [50-51]。由于缺失可以实施真正选择的资源和权

利，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群体这种自主选择住房结果的机制被

范·汉姆和曼利（Van Ham & Manley）解释为自我隔离（self-

segregation）[51]。

英国社会住房分配模式的变迁，总体上仍然造成对低收

入群体社会福祉的忽视。学者一方面普遍认可基于选择的出

租模式，认为若单纯从社会住房分配的角度而不讨论选择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或许赋予申请者更多的选择是值得提

倡的；另一方面，在分配中赋予申请者选择权，却是在本质

上与当前英国社会住房的角色和定位相悖，因为当前社会住

房的定位是为最低收入群体提供一个“安全网”，这就意味

着只能供应给最低收入的群体，而在分配政策中赋予选择权

的内在逻辑却是社会住房面向相对广泛的群体。

政策的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以及政策制定突出政治经

济考量而缺失社会关怀，是英国社会住房分配政策产生消极

社会空间结果的根本原因。此外，在 2010 年后新的改革背

景下，英国政府试图通过重新划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来进行

更广泛的福利改革，试图将更多的责任加于个体。如社会住

房租期保障的取消，卧室税的收取等，均在加重低收入群体

个体的责任和负担。这显然与英国政府提倡的社会住房目标

相去甚远，更会进一步影响基于选择的社会住房分配模式的

实施及其结果。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分析英国社会住房角色变迁的基础上，基于对

现有研究的回顾和对相关文献资料、政府报告的分析，检视

了英国社会住房分配模式的转变及其影响效应。总体而言： 

（1）自 19 世纪末期起源，英国社会住房的发展经历了巨大

变化，其在整个住房体系及社会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

从“大众”向“剩余”的转变；（2）其分配模式也从早期的

行政配给模式（基于“应得”、基于“需要”）转向 2000 年

以来“基于选择的出租”模式；（3）其分配结果，看似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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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对居民选择权的尊重，但实实在在地忽视了最低收入群

体的真实需求，进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在当前

新自由主义环境下，英国社会住房改革持续推进，福利被施

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最低收入群体（边缘化群体）的

边缘化日益加剧 [52]。

基于对英国经验的分析和探讨，结合近年来中国保障房

的发展以及相关研究进展，可以得出一些研究方面的启示：

（1）国内关于保障房的相关研究，应增加对保障房分配政

策、操作模式及其社会空间结果的研究，更应重视从居民的

视角对当前的保障房分配政策进行检视；（2）关于保障房在

整个住房体系和社会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其呈

现出剩余化特征 [34]，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混合性特征 [5]，但

考虑到国土面积辽阔以及各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

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各地住房保障体系的差异性特征，以此深

化对我国保障房体系整体特性的认知；（3）在保障房供应方

面，学者普遍质疑越来越多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房

供应的过程中 [7]，我国未来的保障房供应是否会越来越市场

化？若如此，相应的保障房分配政策将如何变化？在这一系

列的过程中，应当如何考量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在未来的政

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中，应当更多地关注保障房分配政策，并

注重政策体系的一致性而避免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此外，在

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更多关注政策的社会效应，特别是对

低收入群体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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