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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自“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开始，以“占领 XX”为口号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席卷全球。“占领伦敦”（Occupy London）便是其中一支。从

2011 年 10 月开始，占领者在英国伦敦地标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外聚集，抗议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并

驻扎帐篷百余座，至 2012 年 2 月底被警方强制清除。其间发

展出的另外两个“占领伦敦”营地也前后被勒令清除。

占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不仅吸引了大量公众与

媒体目光，其相关学术议题也引发学界兴趣。占领运动的

“线上”部分，即它基于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激起人们

对当今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特征的讨论 [1,2]。其“线下”部

分，即以占领城市空间为主的手段，则引发学者对其“空间

性”的关注。典型如对占领空间权属尤其是“公共空间私有

化”的讨论 [3,4]，以及对“占领”作为空间策略的解读，如

皮克里尔（Pickerill）和克林斯基（Krinsky）强调占领打破

了空间私有化，并直接反映了资本积累的空间排斥 [5]。沙因

（Schein）以“对城市的权利”视角解析占领运动，认为其

中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占有（re-appropriation）、建立在使用与

栖居（inhabitance）基础上而非私有产权上的城市理念与列

斐伏尔城市权利理论一脉相承 [6]。营地本身的物质性也成为

研究对象，例如对营地垃圾与废弃物处理的研究 [7]。另外有

学者深入到占领者群体内部，如哈尔沃森（Halvorsen）分析

占领者的非等级性组织与自治方式 [8,9]，尤里斯（Juris）等解

析占领者内部的权力与排斥状况 [10]，巴克尔（Barker）与史

密斯（Smith）分别研究加拿大和美国占领运动中原住民和

无家可归者的参与 [11,12]，以及占领者自述研究 [13]。再有一类

是从政府角度或占领者与政府的冲突角度的研究。例如弗莱

彻（Fletcher）结合葛兰西（Gramsci）的国家概念（武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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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对政府反应所做的批判性分析 [14] ；索普（Thorpe）以

朗西埃（Rancière）政治模型中平等与社会秩序的冲突解读

占领运动这一“激进民主”实践 [15]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

激烈的警民冲突更是引发学者对应对抗议示威的警力管制的

讨论 [16,17]。

但与“占领华尔街”或世界范围内其他抗议运动相比，

“占领伦敦”这一彼时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占领运动

中的“零暴力冲突”格外引人瞩目 [18,19]。事实上，伦敦城政

府（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对抗议者的处理始终诉诸

法律程序，双方并未出现明显武力对抗。因此，与之相关的

案件与判决，可较真实反映英国土地制度与城市管治制度对

于公共权力、私人利益与公众权利三方关系的制度性安排。

但遗憾的是，尚未有深入到案件和法律细节中的研究，这正

是本文试图弥补的遗憾。从法律现实出发，本文视土地而非

空间为决定“占领伦敦”走向的核心要素。相比无所不包的

“空间”概念，土地在边界与法律权限上的确定性使其更宜

在此作为分析单元。因此，被占领土地现今及历史上的产权

状况将被纳入考察。与土地产权之确定性相对的，则是“公

共”话语与实践的模糊性、灵活性和可能性，这也正是文章

针对占领者与城市政府间冲突所做的另一分析重点。

作者曾在占领运动期间造访“占领伦敦”三处营地，本

文对占领活动的细节描述多为这一过程中的参与式观察和访

谈所得，占领者自媒体记载和大众媒体报道也帮助梳理和还

原了整个事情经过。对土地产权与城市管治的分析则主要来

自“占领伦敦”涉及案件的庭审辩词和判决、相关法律条文

及相关土地产权协议。历史信息部分，则主要来自作者于伦

敦大都会档案馆（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查阅的档

案资料和向英国地产登记局（Land Registry）申请公开的土

地登记与交易纪录。

文章首先介绍“占领伦敦”事件经过。第二部分从“占

领伦敦”最令人瞩目的两个节点事件入手，即最终判定清

除占领者的“伦敦城诉占领者”一案（City of London -v- 

Samede and Others）和初始时高等法院以禁令封锁帕特诺斯

特广场（Paternoster Square）一事，分析不同主体在不同产

权类型土地上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城市公共空间的产权困

境及城市政府的“公共性”缺陷。第四部分详述占领者的公

共性实践。第五部分为总结和讨论。

1  占领伦敦运动始末

2011 年 10 月 15 日，数百名抗议者响应社交网站脸书

的召集，欲占领位于伦敦帕特诺斯特广场的伦敦证券交易所

（LSX: London Stock Exchange），抗议大型金融机构把持下

的全球经济不平等。由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事先得知占领计划，

故以帕特诺斯特广场是私有财产为由，向英国高等法院请求

禁令，使警察封锁广场出入口（图 1）。不得进入的抗议者

转移到邻近的圣保罗大教堂西侧空地并驻扎百余座帐篷，引

发空前关注。而英国民众习以为常自由穿行的帕特诺斯特广

场竟是随时可将公众排除在外的私有财产的事实，则引发有

关公共空间私有化的激烈争论 [20]。

转至大教堂外的帐篷营地所占土地部分属于英格兰教会

（Church of England），部分为城市步道。不同诉求的抗议

者自带帐篷、睡袋、标语等物品，在此抗议、活动并且过夜 

（图 2）。圣保罗大教堂副主教随即声明教会不支持武力驱

逐抗议者 [21]。但由于聚集大量人群，大教堂被迫暂停开放一

周，这在二战结束以来尚属首次。随后大教堂副主教和主教

迫于压力先后辞职 [22]。

由于抗议团体不断集结，大教堂外已驻扎 200 多个帐篷，

并且发展出类似“微型城市”的机能（图 3）。营地核心是

帐篷城大学（Tent City University），有图书馆、会客厅，供

活动者阅读、工作、讨论、讲座等；门户是信息中心帐篷（Info 

Tent），对外发布 20 多个小组的工作情况和活动信息；另有

公共厨房作为餐饮区并接受物资捐赠；且每晚在大教堂外台

图 1  被封锁的帕特诺斯特广场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2  “占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营地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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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举行全体集会（General Assembly）……为满足过夜需求，

占领者还租来发电机和移动厕所（图 4）。城市警察 24 小时

巡逻，以防暴力冲突和火灾。

除了圣保罗营地，“占领伦敦”还发展出另外两个据点。

10 月 22 日在伦敦城（City of London）北紧邻的芬斯伯里公

园（Finsbury Park）空地上出现另一帐篷点（图 5），以及 11

月 18 日附近汉克尼区（Hackney）属于瑞士联合银行（UBS: 

United Bank of Switzerland）的一所空置大楼也被抗议者占

领，取名为“创意银行”（The Bank of Ideas），收容无家可归

者并组织室内活动（图 6, 图 7）。与此同时，伦敦城政府也

开始诉诸法律程序应对抗议者驻扎。

寒冬过后仍有 150 余座帐篷在圣保罗大教堂外，是当

时全球占领运动中营地最大和占领时间最长的一个。直到

2012 年 2 月 28 日，得到高等法院授权的伦敦城政府，命

警察将圣保罗营地帐篷移除 [23]。在此之前，抗议者被给予

申诉和自行离开的时间。占据瑞士联合银行大楼的“创意

银行”，因其毫无争议的私有财产身份，抗议者早在 1 月 30

日就被清除 [24]。而管辖政府财力与权力都较弱的芬斯伯里

公园营地则直到 2012 年 6 月 14 日才被移走 [25]。整个过程

均未发生武力冲突。

2  “占领伦敦”中的土地产权与公共权力

“占领伦敦”先后涉及两个重要城市空间：一是帕特诺

斯特广场，在运动初始它作为私有土地被法院封锁，阻止抗

议者进入这一过去被视为公共空间的城市空间；另一个是圣

保罗营地，占据属于城市和教会的土地，最终被政府起诉移

除。占领者先后面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土地与产权人：拥有私

有土地的私人主体和拥有城市土地的公共主体，但却遭遇类

似的命运。占领者究竟是被哪些具体土地权益排斥的呢？这

是本节回答的核心问题。

图 4  “占领伦敦”主要帐篷及功能区 ：信息中心（左上）；帐篷城大
学（右上）；帐篷城大学内部（左下）；图书馆（中下）；垃圾桶与移
动厕所（右下）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3  “占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营地及周边环境平面图
资料来源：Carl Fraser，作者翻译

图 5  “占领伦敦”第二处营地 ：芬斯伯里公园
营地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6  “占领伦敦”第三处营地 ：瑞士联合
银行大楼（UBS）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7  “创意银行”内部 ：被占领第二天，占领者
试图利用办公大楼剩余物品和外界捐助将一楼大
厅转换成公共办公空间和流浪者中心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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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圣保罗营地清除与城市政府的辩词 ：公共权力维护

公共权利
首先关注圣保罗大教堂营地的移除。“伦敦城政府诉占

领者”一案被认为史无前例、意义非凡 [26]。“占领”作为

新型抗议方式，不同于短暂的街道游行或以“缺席”为手

段的罢工，它是长时段的驻扎和有目的的持续在场，它所

造成的土地“占用”（occupation）挑战了传统的“占有”

（possession）理念和事实 [27]，同时也构成对“合法集会”这

一公民基本权利之限度的试探 [28]。虽无先例，案件却完全依

法律程序和条文处理，因而可反映英国法律制度对政府公共

权力、土地产权人权益和公众公民权利三者在特定权属空间

中的关系设置。

法庭陈述中 [29]，伦敦城政府伸张它两个身份的权利与权

力，一为“公有”土地所有者，即被抗议者帐篷占领的“公”

路（public highway）部分，属伦敦城所有；另一为城市土地

管理者，主要涉及三项职责，即它作为规划当局、地方政府

和道路主管部门的三重角色，其授权分别在 1990 年《城乡规

划法》[30]，1972 年和 2000 年《地方政府法》[31,32] 和 1980 年《公

路法》[33] 中得到规定。最终，与帕特诺斯特广场因土地私有

而禁止抗议者进入不同，伦敦城政府是借助它作为城市管理

者而非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得到法律支持，将抗议者帐篷从

城市公有土地的道路和教会所有的户外空间中移除 [34]。

伦敦城政府辩护其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权力皆与公共利益

相关。依其辩词，抗议者破坏了法律规定的公众权利与政府

维护它们的公共职责。政府方证人之一，伦敦城建成环境部

门一官员称，清除城市道路交通阻碍、垃圾、涂鸦是政府职责，

政府以公共支出维持交通用地，而现在营地占用了公共交通

步道，影响政府履行“清洁街道、巡查和维护”的职责。另

外，帐篷占据交通要道，影响通行，而教堂因此关闭和园地

被占则进一步妨害了“道路使用的公共权利”[29]。1980年《公

路法》第 130 条规定了公众使用道路的权利和政府保障此权

利的职责，第 143 条则规定政府有权移除影响通行的任何障

碍 [33]。据此，政府作为道路交通主管部门可下令将帐篷移除。

此外，规划控制上，将此公共区域用作营地涉及土地使用性

质变更，当申请规划许可，而抗议者并未申请，据 1990 年《城

乡规划法》政府有权申请禁令阻止违反规划控制的行为；与

此同时，一名规划官员强调，营地还影响周边商业、宗教和

公园等用地性质的正常使用，而它们的权利应被规划系统保

护 [30]。另外，一位巡警称，据《公共卫生法案》，帐篷区治

安隐患和卫生状况也妨碍了其他人的权利与自由，强调地方

政府在此负有责任 [29,35]。

尽管法庭明确说明相关土地权属，其中城市道路部分为

城市所有，但政府并未强调其作为城市土地（代理）所有者

的权利，而是一再申诉它作为公权力的城市管理者的身份与

职责。私有产权强调的是排他，而公权则是让一切各归其位。

据此，公共财政支撑的城市政府理应维护法定公共利益，让

公路成为公路，公园成为公园，商业区成为商业区。政府管

理权力的实现就是对市民公共权利的认可，这一逻辑贯穿政

府人员所有法庭陈述。伦敦城政府借此获得高院支持，清除

掉同样主张代表公众与公共权利的占领者。

2.2  帕特诺斯特广场的封锁与私有化 ：（私有）产权作

为（公共）制度安排
帕特诺斯特广场的封锁是另一重要事件节点。如果说政

府移除圣保罗营地是以主持公共利益为由，那么法院封锁私

有的帕特诺斯特广场以排除抗议者进入则主要是维护私有产

权人权益。这一举动也将“私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话题再次带入大众视野。

在这之前，城市空间的私有化已多有关注。如凯登

（Kayden）系统梳理了纽约 500 余个私人所有但公众依法可

达的“私有公共空间”[36]。类似的统计在并不强制性注册土

地产权的英国难以达成①，但安娜·明顿（Anna Minton）

也早有描述，英国城市中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多是私有空

间 [37]，甚至街道都被私有集团买下，如利物浦一号（Liverpool 

One）占据覆盖 34 条街道的 45 hm2 土地，被格罗夫纳地产

公司从利物浦市政府手中购得 [38]。明顿认为公共空间私有化

同时削弱了城市公共性和民主政治，例如曾被城市街道容纳

的流浪者和抗议活动如今都被豪华商场排除在外 [39]。

本研究把目光投向土地私有化背后：如果城市公共空间

对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意义重大，那这些空间，如帕特诺斯

斯特广场，这个长期被“误以为”公共的广场是何时变作私

有的呢？它只是私有力量在城市中土地扩张的战利品吗？

事实并非如此。帕特诺斯特广场属于大公司、财团的历

史并不长。广场名称 paternoster 是拉丁语“天父”的意思，

显示出其与教会的关联。这里的确很早便为教会所有。附近

曾居住许多教士，也有民宅和商铺。广场前身是中世纪就有

的帕特诺斯特道（Paternoster Row，意为“天父道”），是大

教堂神职人员每日往返大教堂必经之路 [40]。二战德军对伦敦

的轰炸致使伦敦城 1/3 夷为平地，大教堂周围尤其严重，圣

保罗在废墟中的屹立不倒令它更加成为英国精神的象征。福

利国家理念和战争影响令 20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政府强力干

预社会各方面，但仅在战后重建时才出现大规模土地“国有

① 英国仅强制在土地交易时登记土地所有权，鼓励但不强制产权人登记土地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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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据 1944 年和 1947 年《城镇与乡村规划法》[41,42]，伦敦

被战争破坏部分被划作战后重建区（declaratory areas）而被政

府有偿征收 [43]，程序按战后新颁布的 1946 年《土地收购（授

权程序）法》进行 [44]。就帕特诺斯特地块而言，整个被划

为重建区意味着政府有“强制购买权”（compulsory purchase 

power），即有权从私人业主手中强制收购土地并统一规划重

建 [45]。由于圣保罗大教堂拥有附近大部分土地的永久业权

（freehold），政府委托统一管理教会不动产的英格兰教会不

动产委员会（Ecclesiastical and Church Estates Commissioners 

for England）代为收购、处置这片土地。档案显示，在土地

收购中，针对三户不同意的产权人，政府下达“强制购买

令”（Compulsory Purchase Order）获取土地并转交给教会 

（图 8）[46]。60 年代教会将土地整体打包，长期租赁（long 

lease）给中央电力局进行建设，但开发并不成功以致空置严

重。之后帕特诺斯特又几经转手，英国地产登记局记录了这

些交易（图 9）[47]。产权屡次重置后，1999 年新规划通过并

再次重建。如今的帕特诺斯特广场于 2003 年完工，伦敦证券

交易所为入驻成员之一，这一地带也从此成为伦敦金融中心

的象征，也因此成为占领者的首要目标。

由此可见，帕特诺斯特广场先后经历“公有化”“再私

有化”而落入大公司手中，这一过程并不是私人主体相互争

夺的自然结果，而是由关键时刻政府权力的强行干涉所致。

划定战后重建区和签发土地强制征收令，这其中体现出的国

家与城市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强制性，及其短时间内即可启动

的改变性力量，私人集团远无法企及。即便是如今已经私有

的帕特诺斯特广场，它的封锁也绝不会单凭“私产”这一性

质便可自然达成。警察封锁帕特诺斯特广场入口，是借助司

法完成的。另一营地占领的瑞士联合银行大楼也是私有业主

上诉后才依法在警察协助下将建筑收回的。可见，现实中对

私有业主土地产权的排他性保护，并不直接发生在一个私人

主体与另一个私人主体之间，而是经由公共权力作为中介的。

产权是一种（公共）制度安排。如同罗伯特·黑尔（Robert 

Hale）所说，所有权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直接关联，而是两个

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48]。于是，即便对私有产权而言，国家

仍旧是其制度安排的核心。

3  “公共”空间的产权困境

3.1  伦敦城政府的公与私
尽管伦敦城政府确曾以其公权力促成土地产权变迁，但

行政权力和法律制度也的确维系着私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平

衡。例如帕特诺斯特广场及周围建筑确属于私人集团所有，

但市民拥有对广场和步行道的“通行权”（right of way），令这

一私有公共空间的“公共”之处在法律上有迹可循。此通行

权并不仅是作为惯例存在，而是伦敦城政府代表全体市民与

有永久业权的教会和有租赁权的各大公司之间的法律协议。

在此有必要解释下伦敦城政府作为城市政府的特殊性。

伦敦城政府通常称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Corporation of 

London 或 The City Corporation①。指代政府的 corporation 一

词，有“公司”“法团”的意思，可指营利性集团，也可指代

被法律承认的私人联合体。其直译为“伦敦城市法团”，它是

伦敦城（City of London）的自治组织和地方政府，也是伦敦

图 8  伦敦城政府针对帕特诺斯特地块的两处房产签发的土地强制征
收令（左 ：强制征收令地图 ；右 ：强制征收令文本首页）
资料来源：伦敦大都会档案馆授权作者拍摄

图 9  帕特诺斯特地块产权变迁图示（1948—2003）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为避免和大伦敦政府混淆，2006 年伦敦城政府官方名称从之前一直沿用的 Corporation of London 改作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1948 政府干预 地块被伦敦市政府划为“重建区”

帕特诺斯特广场重建，发展不景气

中央电力局保留小部分

持股 50%

被芒利

转
卖

（Mount leigh）收购

西瑟诺斯集团

高盛

三菱地产

完工

伦敦证劵交易所

CB西利尔帕克

建筑出租

剩余长期租借（250 年）给联合财团

斯
托
克
利
公
司

巴
克
莱
银
行

格
雷
寇
特
公
司

公
园
塔
地
产

英
国
地
产

联
合
利
华

收购
分散私人

教会

英格兰教会

伦敦市政府

中央电力局

强制购买令

长期租赁

出让

1950 年代—1960
年代初“公有化”

1970 年代一次
重建

1980 年代产权
重置

1995 转手

1999 新规划通过

2001 租户确定

2003 二次重建

1960 年代私有化



61 2018 Vol.33, No.4国际城市规划

刘超群     “占领伦敦”：土地产权与公共性之争

城的法人代表。在“伦敦城诉占领者”一案中，便是伦敦城

政府作为城市法人代表起诉抗议者。伦敦城政府全称为“伦

敦城的市长、团体与市民”（The Mayor and Commonalty and 

Citizens of the City of London），亦可见它的整体性身份。伦

敦城政府所管理的是面积很小的伦敦金融城①，曾经是被城

墙围合的区域，如今则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核心

所在。它有时也被译作“伦敦市”或“伦敦金融城”。本文

皆以“伦敦城”指代，以便与通常被叫做“伦敦”的大伦敦

（Greater London）相区分，后者包含已连成一片的伦敦城

及其他 32 个市镇（borough），其管辖政府称“大伦敦政府”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伦敦城历史悠久，但大伦敦却

很晚才出现②。

“伦敦城市法团”意味着伦敦城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整

体，而伦敦城政府对这一称谓的垄断性使用则表明现有制度

下，城市（公众）的公共利益须借由有法人承担能力的城市

政府达成。帕特诺斯特广场的市民通行权便是例子。伦敦城

政府在 1973 年和 1975 年分别与拥有这块土地永久业权的英

国教会、拥有土地租赁权的中央电力局及帕特诺斯特开发公

司之间达成权利出让协议，确定伦敦市民拥有地块中人行道

的“通行权”。与此类似，伦敦城政府与教会在 1974 年达成

协议，将教堂前的台阶也确定为“人行道”（walkway），从而

在法律上确保所有市民而不仅是神职人员和教徒享有对这一

空间的使用权。除通行权以外，市政府还分别在 1998 年和

2001 年与产权人签订了阳关与空气共享权（mutual rights of 

light and air）和其他地役权（easement）的协议 [47]。

然而，城市政府所代表市民签下的通行权并未在“占

领伦敦”中帮助占领者自由进入这片土地。在私有业主申请

禁令之时，政府并未以通行权做出反驳（占领者也未能抓住

此症结）。甚至相反，政府利用它的管理职能将驻扎在城市

公有和教会所有③的土地上的营地移除。在政府说辞中，这

是在履行其公共职能、维护公共利益。而在占领者那里，却

认为这是政府之偏私，是伦敦城政府与金融机构之合谋。的

确，伦敦城政府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特殊存在，除作为公

权力机构，它还同时拥有私有身份与功能：资金上，8 个世

纪以来伦敦城政府始终持有相当比例的私有资金，即“城市

资金”（City’s Cash），主要来自房地产和其他投资回报。超

过 1 万 hm2 的户外空间、伦敦城市长活动、及若干市场和

学校是由“城市资金”而非公共财政支出的④ [49]。其次，伦

敦城政治制度架构也与其他城市不同，伦敦城政府是英国

最后一个保持企业选票（business votes）的政府，其企业选

票（24 000 多张）在数量上完全压倒居民选票（9 000 张左

右），伦敦城因此被指责超越整个英国民主制度之上 [50]。伦

敦城内大量的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被认为不能代表市民

利益，甚至威胁国家利益 [51]，如中国人民银行入驻伦敦城时

就引发是否应给予它企业投票权的争论 [52]。

由此可见城市政府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权

力”的可疑之处。城市政府的复杂身份与土地制度现实共同

构成城市“公共空间”之困境：在法律上没有真正的、完全

的“公共空间”，所有的城市土地都有其归属者，而其归属

者都必有“公共性”缺陷。归于私人的当然可能被私营业主

垄断使用，或形成消费排斥。若是作为公权主体的政府所

有，仍有可能被封闭使用，如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而对于

开放的广场和街道，监控与管制也会始终存在，这正是圣保

罗营地的遭遇 [53]。并且，政府也有其“特殊利益”，并不天

然具备公权力所被期待的理想的、全然的公共属性。于是，

现实城市中或私有、或政府代理所有的城市空间的“公共

性”始终面临着私有产权排他性和政府权力强制性的双重威

胁，法律上和现实中都不存在完全的“公共空间”[54]。既然

如此，人们对“公共空间”之公共性的理想从何而来呢？自

由无主、完全包容性的“公共”土地是否存在过？这便牵扯

到“公共”中“公”与“共”的差别。大陆法和英美法历史

都揭示了这种不同。“共有”与“公有”的区分可作为理解

当前公共空间困境的一种思路。

3.2  “公有”与“共有”之别
罗马法将物分为三种：私有的（res privatae），公有的（res 

publicae）和共有的（res communes）。仅前两者被视作财产

（property）。公有和共有物的区别在于公有物是那些由政权

投入建设或拥有的用以公用的东西，如公共建筑、道路、桥

梁，而共有物则是那些所有人共享的自然物，如空气、水和

野生动物 [55,56]。这一划分反映出罗马人朴素的分类观念：有

一些事物先于政权存在，为人所共享。而在习惯法的英国，

① 常常简称作 The City，或 The Square Mile，“1 平方英里”。
② 由于伦敦城（City of London）扩张并同其他的市镇连成一片，整个区域变得更有必要统一管辖。于是 1963 年先成立“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1965 成立“大伦敦郡”（County of Greater London），但被“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撒切尔政府于 1985 年废除。直到 1994 年
大伦敦才重新成为一个行政区，并于 2000 年成立今日的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和选举第一任市长。大伦敦市长称“Mayor of 

London”，而伦敦城市长称“Lord Mayor of London”。

③ 在名义上“政教合一”的英国，教会的公有团体身份以及其土地的公私属性一直是一个未有定论的争议话题。

④“占领伦敦”发生后，有学者发邮件给伦敦城政府请求公开伦敦城内所有城市政府拥有的公共空间的信息，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之一便

是伦敦城政府不仅作为地方政府，也作为普通私有产权人持有某些土地。由于这部分资金并不来自税收，所以可免于公共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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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则有著名的“共有地”（the commons）。共有地在领

主庄园管辖以外，为全体村民共享，可用于放牧、狩猎、种

植玉米、捡柴火等。1215 年《大宪章》规定森林和自然渔

场为全体人“共有”，国王和领主不可特许或卖予他人 [57]。

但是这一共有地传统被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瓦解：14、

15 世纪庄园主已经不断把共有地圈为己用，16、17 世纪资

本主义的发展更令地主贵族从圈占共有地发展为圈占农民的

份地和租地 [58]。这一“共有土地私有化”与今天的“公共空

间私有化”似有某种呼应。共有地在城市也留下痕迹：大伦

敦南部如今仍有一处大面积开放绿地叫做“克拉珀姆公地”

（Clapham Common），名字中的 common 表明它曾经的共

有地身份——它曾是两个教区的共有地，由于伦敦的扩张在

1878 年转为公园。

“共有”与“公有”是不同的。一些学者认为土地“共有

制”而非“公有制”才是社会改革者们孜孜追求的理想 [59]。

就现实制度而言，可以认为，土地公有是存在的，例如中

国城市土地国有，英国国家和城市政府也同样掌握着许多土

地——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前某些大城市政府所有土地比

例甚至超过私有 [60]。但公有土地的合法产权人是政府，这与

共有地习惯上属于全体人所有不同。而公共空间，尽管被称

作 public space，但其中所蕴含的对空间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追

求，其理念价值与共有地的“共有”传统更相符合。

如果以此检视伦敦现存的“非私有”公共空间，会发现

它们大多并不来自这一传统，而更接近“公有”或“国有”。

公园作为典型的公共空间最初是由原先的皇室狩猎场和花园

转化而来的，如海德公园、摄政公园、圣詹姆士公园等，如

今仍被称作“皇家公园”（Royal Park），由国家政府公共财

政维持。除前皇室领地，伦敦还有一些绿地广场附属在教堂

周边，属于教会所有，帕特诺斯特广场的永久业权就属于圣

保罗大教堂。另外地方政府也建设并拥有一些公园与广场，

城市道路则全部归城市所有。如今，私人集团开发城市公

共空间也变得普遍，如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 

Station）附近的工业区再开发中，政府要求开发商必须建

设一处城市广场供公众使用。

因此，英国最常见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不是“共有的”。

现有法律下，土地只能或者私人所有（包括私有公司），或

者公共组织所有（如教会、某些信托机构），或是中央或地

方政府所有。公共产权（public ownership）虽会被使用，但

并不是严谨的法律术语。曾依赖习俗和传统而存在的“共有

地”在城市中早已不在。城市空间既是时刻面对经济资本

的待圈之地，也是不得不处于政权罩护之下的非自治之所，

这是试图挽救城市“公共空间”的学者不得不面对的法律

与现实难题。

4  公众之公共 ：占领者的“公共性”实践

然而，虽然“公共空间”在法律和产权上并不能得

到保障，但“公共”仍旧是有影响力的话语。虽无理想的

公共空间，但公共性仍是某些城市空间的品格和追求。而

“公共”作为公众之集合的涵义——正如 commons 除了

“共有地”涵义外，还意味着共有的那些人，即平民群体

（commoners）——无论他们是否合法共有某些土地，仍然

在城市政治中起到真实的力量。这一节我们将从占领者的话

语和行动检视他们的“公共性”。

占领者起初就宣布其作为公众、维护公共利益的立场，

从而在与私人集团对立的同时，也向同样宣称代表公众和公

共利益的政府发起挑战。和全球其他反资本主义占领运动一

样，“占领伦敦”最重要的口号是“我们是那 99%”（We are 

the 99%），旗帜鲜明地宣布作为大多数的立场（图 10）。对

立的 1% 是他们认为掌握社会绝大多数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

的富豪与权贵阶层。政府权力被认为是全球财富分配极端不

平等的帮凶。抗议者“初始声明”称，公众应“拒绝为银行

业危机买单”，政府须独立于它所监管的经济部门，民主制

度应当代表公共利益而非公司利益，占领运动是在现有“不

公平和不民主”的制度之外另寻它路 [61]。

如何另寻他路呢？抗议者占领城市公共空间并以更具

“公共性”的方式组织活动。“伦敦城政府诉占领者”一案

中，当政府指责占领者阻碍交通道路，是“公共妨害”（public 

nuisance），市政府必须维护“公众权利”和“公共利益”的

时候，占领者回应道，“‘占领伦敦’所创造的帐篷城大学和

图 10  “占领伦敦”海报 ：“我们是那 99%”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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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银行为真正的公共讨论和参与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之事

提供了空间”，因此占领者非但没破坏公共利益，还提供了

“最重要的一项公共服务”[29]。在日常组织中，抗议者采取

同资本主义和政府体系都不同的、更“公共”的方式。与资

本主义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生产消费体系不同，营地运转依

赖自愿、自助和互助：物品、资金、食物来自于路人与机构

捐赠；参与者自己布置空间、沏茶做饭、清洁打扫、维护治安，

并在自愿基础上互助、协调（图 11）。也与政府的垂直性等

级结构不同，抗议者的组织十分扁平化 [62]。占领者没有名义

上的领头人，活动分 20 多个小组并行，各组把安排写在“信

息中心”的白板上（图 12）。决策采取“直接民主”，每晚

在圣保罗大教堂前台阶上有“全体大会”，进行总结、讨论

与推进（图 13）。另外，由于伦敦是一个人口混杂、移民众

多的国际化大都市，于是规则设计上也尽可能包容。“帐篷

城大学”作为营地核心公共空间和交流中心，入口处对语言

使用的说明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参与者来自不同阶层、不同

教育水平、不同国家或族群，请大家在交流中尽可能使用简

单英语并放慢语速。

以上可见占领者力图维护的“公共”价值。这一意图与

“占领”一处城市空间结合——此前这些空间或被私有集团

商业化圈占或面临政府的严格管控，“占领伦敦”宣称自己

的行为恰是在找回已经失去了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内梅特和

施密特（Németh & Schmidt）对城市空间公共性的阐释中，

“使用与使用者”是与“空间所有权”和“空间管理”并行

的另一个衡量公共性的维度。而空间使用的灵活性、多样性、

可能性，并不完全符合或受制于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想象，使

用者可以创造新的公共性。这正是占领者使用这一步道与绿

地空间的价值，也是它带给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管理者的挑战。

被占据、使用的空间并不在产权上属于他们或者被全体市民

“共有”，但占领者的身体聚集本身形成某种“公共”。占领

者称帐篷营地为“帐篷城市”（tent city）。他们的确在某种程

度上正像是萌芽中的城市① [63]。占领者在他们的营地建立自

己的组织制度、经济来源、电力设施、大学、安全巡检、外

交人员等等，发展出相对复杂的机能，他们似乎已不只是创

造公共空间那么简单，他们已然是（另一种）城市。这样的

“自治”飞地或新的结社（incorporation）已是对国家和城

市政府（the Corporation）的根本挑战。如此看来，它最终

难逃被清除的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

5  总结与讨论

继讨论“占领伦敦”牵涉的土地产权状况，并阐述政府

作为公权力和占领者作为公众之间的“公共性”之争后，本

节将更理论化地从城市土地的所有、管理和使用三个维度总

结全文并作引申讨论。

首先，土地所有权限定了“占领伦敦”中各方“所有

者”的基本权利尺度，但也暗含了不同主体间的潜在冲突 。

土地私有的帕特诺斯特广场和政府所有的道路与教会所有的

园地，都在所有权上排斥或限定占领者行为。但所有权并非

图 11  公众捐赠的二手办公器材，志
愿者负责维修调试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12  占领者分组与活动信息板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13  每晚占领者在圣保罗大教堂前举行“全体大会”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① 可以在此做一下并不严谨的类比：占领者集结在特定地点，对外宣布共同的口号、原则，某种程度上就像中世纪的伦敦市民以共同宣誓结盟成

城市共同体；占领者试图基于自愿、平等、互助组织，从而不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亦如曾经的英国城市（City）因享有自治从而脱离封

建秩序并与王权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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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板一块，而是被不同主体持有的多种权利 [64]。如帕特诺斯

特广场有三层产权人，即拥有永久业权的英格兰教会、拥有

长期租赁权的三菱地产（250 年）和拥有建筑租赁权的多家

公司。但与此同时，广场和步道的通行权则通过协议让渡给

城市；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也通过协议获得各种地役权。因此，

广义的所有权主体既有私人主体也有公共主体。但是，那些

本应为全体市民所有的“公共权利”在法律上只能通过具有

团体法人身份的城市政府代理完成，即“共有”被“公有”

替代。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德姆塞茨所说的共有产权困境：

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不可能排斥其他人的分享，而所有成

员联合达成一致最优行为的协议成本高到无法承受 [65] ；于是

现实中往往是具有超级理性能力（hyper-rationality）和高执

行效率的科层政府代理占有和执行这些权利 [66]。这维持了私

有产权人权利和政府代理的公共权利之间的共存，却也为公

民伸张其空间权利增加了难度。占领者遭遇的封锁和移除正

缘于此。

其次，尽管土地所有权构成各方权利之基本限定，但是

它们绝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利，国家权力始终悬

剑其上，时刻具备重置土地所有事实的可能。在过去“英国

所有土地名义上归王室所有”[67]，而如今则有土地强制征收

权这一至高权力（美国称 eminent domain，最高支配权）。国

家权力保障产权，但它对土地所有权的入侵和再分配的可能，

又令所有土地权利成为相对。现代国家体系下任何一寸土地

首先是国家的领土（territory），是国家主权（sovereignty）

栖息的地方。帕特诺斯特地块的战后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另

外，所有城市土地都处于国家和城市政府的管理权限之下。

这种管治权不属于产权，但却对产权影响巨大。如战后英国

政府立法将“土地发展权”收归国有，令任何私人土地使用

变更都必须申请规划许可 [68]，这一“规划权”支持了对圣

保罗营地的移除；再如“占领伦敦”的临时帐篷被勒令留出

“防火通道”以符合防火规范，可见城市管治具体而微至各

个角落。这一政府作为“管理者”的具体权力及其背后抽象

的国家权力，其细微与巨大令它完全有可能以公权力之名为

特殊利益服务，这也正是伦敦城政府在占领运动前后始终 

遭受的质疑。

再次，有能动性的空间使用者——无论他们是否在是

土地权利的合法享有者，都构成着私有或公有土地利用的

重要环节 [69]。卡尔莫纳（Carmona）认为“感知”会从社

会文化认知角度影响城市空间的公共性 [70]。如此，空间使

用者对一个空间是“公有”或“私有”的感知与活动，与

“所有权”从法律角度的认证可能并不相同。如帕特诺斯

特广场虽为私有，但过去始终被视为可自由进入的公共空

间。事实上，对私有的帕特诺斯特广场及周边商铺而言，其

商业价值也依赖于人群作为消费者的进入与使用；而对政府

所有的城市步道和绿地而言，公众使用更是这些空间存在

的合法性来源。当然，公众作为消费者或市民都被期待以

特定的方式使用这些空间；但能动的人未必遵守规范，作

为行动者他们会创造性地使用或破坏这些空间，并可策略

性地使用“公共性”话语为其行为谋求正当性。如拉梅蒂

（Lametti）所言，产权实现总依赖其他人配合，或至少是

不干预的“消极义务”[71]。“占领伦敦”的挑战恰在于它是

抗议者以某种积极主动的方式介入城市空间，从而打破了原

先基于法律规定的土地权利平衡，也挑战了政府对城市的 

空间管治。

除此之外，占领运动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是持续的“占领”。

而长时间的“占领”会导致向“占有”的事实延伸，后者在

英美普通法传统中有可能从“非法律”的占有事实跃入占有

权状态，而占有权通常被认为是所有权确立的第一步 [72,73]。这

是土地占用会对土地所有权造成的根本性的逆向影响。在

英国 2002 年《土地登记法案》之前，如果一个人擅自占用

（squat）某处土地或房产超过 12 年便可合法拥有它，相

应地原主人失去所有权，这被称作“逆权侵占”（adverse 

possession）[74]。它不仅适用于那些无主空地，也同样适用于

被原有产权人空置、弃用或忽略的建筑与土地。2002 年后由

于对注册土地的保护使得以侵占方式获得产权更为困难。占

领者“创意银行”营地占领瑞士联合银行大楼就引发对“擅

占者权利”（squatter’s right）的讨论。占领者并不否认他们

在非法使用这一空间，但他们试图游说政府立法将此类长时

间闲置的土地与房产收归公共使用（数百个房间的银行大楼

在被占领时已空置超过十年）。由此可见，“占领”或“占用”

作为事实状态有可能延伸至法律状态，这正是“占领伦敦”

在法律上对现有产权秩序构成的威胁。

综上，“占领伦敦”反映了特定土地产权制度与城市管

治制度下产权人（所有者）、城市政府（管理者）、占领者

（使用者）之间的冲突与政治，也体现了公众与作为公权

力的政府之间对城市“公共性”的不同理解与抢夺。这一

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遍及全球的占领运动在特定社会

与制度下涉及土地产权的法律与政治问题，也有助于我们

思考在土地“公有”、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中国城市，可

如何通过细化、完善城市土地制度以保障私人权利并促进

公共利益，以及如何通过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等手段塑

造更健康良善的公共空间。

感谢李志刚教授、黎斌博士和李耕博士对本文初稿的意见，

也感谢三位审稿人对论文修改给予的中肯建议，这些对完善本

文至关重要。在此特致谢忱，惟文责仍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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