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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犯罪学的理念与代表性观点

（一）社会犯罪学的启示

传统上，犯罪学学者致力于研究犯罪人的特征，探究改变犯罪

倾向的方法。到了１９世纪末期，社会学家 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提出的
社会解组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将罪因研究从微观的个
体特征引向宏观的社会环境因素。他认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引起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原有的社会制度日渐瓦

解，新的社会规则又尚未形成，出现了社会规范的真空，人们的行

为不能受到有效的约束和适当的引导，必然会产生犯罪。继而，他

认为犯罪是社会发展的正常产物。① 不久，学者 ＬｏｕｉｓｅＩＳｈｅｌｌｅｙ重
新回顾了 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的研究，并结合现代化理念，发现最先出
现在西欧社会的犯罪模式，也同样发生在经历着城市现代化的东

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② 因而，犯罪行为是在社会大环

境的影响下发生的，且与社会整体的急剧变化和区域性的现代化步

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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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犯罪学的理念阐释

这一理念也很快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们的广泛支持，

不同之处在于，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于
个人行为的影响，后者则关注个人生活的某个区域对其产生的影

响，譬如一个人生活的某个行政区或者某个社区对其行为的影响。

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ｒｋ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社会
内部分为担任各自功能的区域，且这些区域之间不断上演着侵入、

占领和持续发展。他提出的有机社会理论和社会不同区域间相互依

存的发展变化特征为环境犯罪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思路。继而，

ＥｒｎｅｓｔＢｕｒｇｅｓｓ以芝加哥城市结构为蓝本，绘制出从市中心向郊区
发散型的五个同心圆区域，认为每个区域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区

域的经济和结构特征与犯罪息息相关，称为 “同心圆理论” （Ｚｏ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① 依据芝加哥的城市规划类型，同心圆的核心区域是商业
中心区，向外延伸的第二环是过渡区，充满着废旧房屋的老城区。

而第三环和第四环是环境相对舒适些的房屋和公寓区，中上等人群

生活在此。最外围则是城市的郊区。过渡区居住着贫困的工作者和

新移民们，因为这一区域靠近商业区，很有可能因为城市经济发展

而扩大商业圈，逐渐沦为商业用地，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且居民

多缘于工作便利及廉价房租之故居住于此，一旦其经济条件有所改

善，便会迁移至第三环或第四环长期居住。因而，ＥｒｎｅｓｔＢｕｒｇｅｓｓ
关注的焦点在于居民生活区域的稳定性：若居住在毗邻或充斥着工

商业的区域，其环境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可能引起犯罪

的发生。

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学者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ＲＳｈａｗ和 ＨｅｎｒｙＤＭｃＫ
ａｙ在研究芝加哥青少年犯罪情况的过程中，发现偏差行为的数量
随着中心向郊区的扩张而逐渐递减，验证了社区环境与犯罪的相关

性。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在于，同一区域的犯罪率维持在一个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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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的水平，不因居住地的居住人口类型而发生变化。① 即某个区

域犯罪率较高不是因为本地充满着较多的犯罪人，而是这个区域可

能为任何潜在的犯罪人提供更多的犯罪机会，一旦机会成熟，犯罪

便会发生。他们的研究对于同心圆理论进行了实际验证，并且对环

境如何影响犯罪的发生给予了具体阐释：过渡区之所以会比其他区

域有较高的犯罪率，主要原因在于过渡区的居民流动性较大，充满

了下层贫困人群和新移民；他们没有确定的住宅和对生活环境的美

好期盼，无暇关注和改善生活境遇，房屋破损也不会及时修葺，街

坊邻里间也互不相识，这些为潜在的犯罪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环境犯罪学的思路拓展

环境犯罪学的发展还得益于被害人学研究的广泛兴起，其中的

理性选择理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和日常生活理论 （ｒｏｕｔｉｎｅ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为环境犯罪学提供了更为具体的预防策略。这些理
论认为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潜在犯罪人，这些犯罪人在生活中大多数

时间是合法的公民，但一旦机会成熟，他们便很有可能从事犯罪。

因而，犯罪原因的重点并非他们为什么犯罪，而是他们会在什么样

的情况下犯罪和针对哪类人群犯罪。机会选择理论假定加害人在作

出决定的时候都是理性的，这些犯罪人会通过判断接近犯罪目标的

难度、被抓获的可能性和预期收益等要素决定实施犯罪与否。日常

活动理论则与被害人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认为若满足有动机的加

害人、合适的犯罪目标和监管人缺乏三个要件，犯罪发生的可能性

会大大增加。

另外，社区居民的漠视甚至对犯罪的恐惧感也会影响犯罪在某

一地区的猖獗程度。心理学家 ＪａｍｅｓＱＷｉｌｓｏｎ和 ＧｅｏｒｇｅＫｅｌｌｉｎｇ提
出破窗理论 （ｂｒｏｋｅｎｗｉｄｏｗｔｈｅｏｒｙ）认为，如果社区中破坏的窗户
长期无人修理，会导致社区内更多的无序、破坏行为，社区内长期

充斥着不检点、无序行为时，会造成一种心理暗示，即社区处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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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心的状态。① 他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任何有助于增强社区

团结，守望相助的氛围将不良分子隔离在社区之外。

二、情境预防的措施与成效

（一）情境预防的产生

随着社会犯罪学相关理论的兴起，犯罪预防从单独依靠司法预

防向社会综合治理转变。社会解组、社会控制和社会学习理论等社

会原因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改善社会经济状况、降低贫富分化、促

进就业、提高家庭支持力度等措施缓解或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然

而，扭转社会大环境毕竟不易或时间过长，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来支持相关活动的有效运行。因此，难以及时、有针对性地制定犯

罪预防措施。

因此，人们将预防的重点转向犯罪行为、犯罪被害人及犯罪的

机会，情境预防应运而生。 “情境”一词通常指行为发生时的环

境。情境防治犯罪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之目的在于，将
犯罪行为可能依附的环境具体化，从而有针对性地减少犯罪所需的

条件，增加犯罪的难度。通过前文对环境犯罪学理念的阐述可知，

减少产生犯罪的合适环境，犯罪的概率也会相应降低；在社会大背

景难以短期改变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对犯罪进行有效遏制。

（二）防治犯罪的具体实践

建筑学家 ＯｓｃａｒＮｅｗｍａｎ将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理念运用
到建筑物的设计中，提出 “防卫空间”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ｓｐａｃｅ）的概念，
认为可以利用特殊设计，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② 亦有学者认为这

一防卫理念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城市建设的高度发展决定了多数

的城市处于正在建设过程中或已经成型，很难为了适用防治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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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大面积修缮原有的建筑物结构。① 不过近年来，称为 “通过

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Ｃｒｉｍ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
简称 ＣＰＴＥＤ）的概念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

依据美国犯罪预防研究院给出的定义，ＣＰＴＥＤ是指适当的规
划和有效的使用建筑环境，从而减低犯罪恐惧感和犯罪的发生率，

提高生活的质量。其主要目的在于将减少犯罪机会的理念植入社区

建设和建筑物设计中去。② 后来，学者 ＷａｌｌｉｓＡｌｌａｎ和 ＦｏｒｄＤａｎｉｅｌ
在共同编写的 《环境设计防控犯罪操作手册》中列举了防卫空间

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１）监控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２）领域感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３）活动参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４）入口控制
（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等。③ 其涉及的主要内容将在下文防治对策中详细
谈论，此处不再赘述。

三、我国城市犯罪的区域分布特点与治理建议

（一）快速发展的城市与犯罪分布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惊人的速度和庞大的规

模，尤为引人注目。从 １９７８年至 ２０１２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
１７９％提高到 ５２６％，年均提高 １０２个百分点；同样程度的转
变，在欧洲用了 １５０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则用了 ２１０
年。④ 除了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之外，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人口

大规模内部迁移，是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截止到 ２０１１年，我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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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的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２６亿，若按现在的发展速度，接下
来的２０年里，预计还有近３１亿人口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①

国外的犯罪学研究证明，城市规模的发展程度越高，社会治安

状况越差，犯罪的概率也可能上升。② １９９３年，有学者对我国北
京、大庆、湖南、吉林、辽宁、南京和上海７个地区进行了一项调
查，结果表明农村犯罪率为１５％，而城市犯罪率达到了４２８％。③

城市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和人口流动。土地扩张的结果是，

中心商业区逐渐占领邻近的区域，改变着这些邻近区域的居民构

成。因原有的生活住宅被征用，原有居民不得不搬迁至新的区域居

住，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有些本地居民会搬到较为高档的社区生

活，而有些则仍住在原来生活区的附近。无论怎样，这些本地的居

民都需要建立新的社区关系。同时，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外来务

工人员，他们多生活在建筑工地的简易房屋中，毗邻繁荣的商业

圈，也加入了这个邻近区域。另外，城市具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吸

引了大量高校毕业的外地青年来此工作，他们组成了我国新型移民

的主力军。因为工作刚刚起步，他们多数选择生活在距离工作场所

较近出租房里，成为最后一类居民。多种背景的人群生活在一个社

区，是城市化带来的主要特点。

虽然，以往研究认为城市中的大量流动人口是引发犯罪的主要

动因，将流动人口视为潜在主要犯罪人群。然而，笔者认为，如果

犯罪行为经常因流动人口而起，那么这些流动人口无论身处哪个城

市，都会从事犯罪行为。这样一来，流动人口数量相当的城市犯罪

率应该差距不大。但事实证明，即便是规模相似的城市，犯罪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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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重大差异。如前文所述，多数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有临时或

长期工作，且无论工作的性质如何，都是以劳动谋生的方式来到大

城市。因而，生活中的多数时刻，他们是遵纪守法的公民。然而，

贫富差距的诱惑、松散的社会治安、简陋的居住环境为经济贫困的

人群获得非法收入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防治城市不同区域犯罪发生的对策

学者们比较重视城市化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较少关注城市中特

定犯罪的区域分布对犯罪率产生的影响。因而，笔者拟提出的犯罪

防治策略主要面向我国城市犯罪的区域分布。我国的城市设置依据

功能不同，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功能区，构成了城市的

有机整体。现今，城市中一般有以下主要功能区：居住区、工业

区、商业区、交通枢纽区等。然而，这些功能区的设置并非是机械

不变、完全独立的，在许多居住区也可以有方便居民生活的小型商

圈，也可以有污染较小的工业厂区。同样地，部分工业厂区内部也

设有职工住宅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形成

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朝着多核心模式发展，城市土地规划则围绕着

若干的核心区域进行，形成了功能相对独立的多个功能区。譬如，

北京市形成了王府井、西单、前门和崇文门商业区，每个商业区内

部有配套的住宅区。因而，本文中作为划分标准的功能区，并非指

单一功能区，也包括多核心区域中的商业功能区。

１商业区犯罪防控
城市中的商业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度集中的区域。这

些区域充斥着高档百货商店、豪华酒店等娱乐场所，也林立着大型

公司的写字楼，这里既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工作的主要场

所。白天，这里聚集了城市中的大部分工作者，处于众人的关注

下，少见抢劫、打架等外向型犯罪，相反，更多的是扒窃、诈骗等

隐蔽型犯罪；夜晚时分，商业区成为人们休闲的主要场所，也成为

犯罪行为的天然掩护，娱乐场所内可能聚集吸毒、贩毒、卖淫等违

法现象。而商业区的街道上，行人渐少，偶尔出现的人成为了抢

劫、强奸等犯罪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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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笔者认为，针对商业区的犯罪预防主要以监控为主，包

括自动设置的监视及警务巡逻。２０１２年，全国发起了完善网络化、
信息化技防城市建设的活动，建立打防管控一体化为目标的天眼工

程，使社会群众在电子警察的保卫下，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的生活

环境。另外，尽量在商业区的各个区域安装摄像头，防止不能被摄

像头监控的死角出现。同时，可依时间段的不同，具体策略有所侧

重。譬如，在早上８点至下午 １８点的日常工作时段，除了摄像头
等自动监控设备外，每隔 １小时左右，１～２名治安警察可在所在
辖区巡视一圈，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从下午 １８点至次日上午 ８
点的时间，则需要至少两名警察一组轮班进入各个街区进行巡逻，

避免严重暴力事件的发生。

２住宅区犯罪防控
住宅区是人们日常居住的主要区域，住宅区环境安全与否直接

影响居民的切身利益。然而，城市居民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他们对居

住环境的选择；反之，他们生活的区域也影响着他们受到犯罪威胁

的可能。一般而言，在靠近商业区既存在许多年代久远的住宅，也

有许多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区。笔者认为，这些建筑物的级别有可能

直接影响了犯罪预防的方向。

对于高档的住宅小区，虽然物业配备了门卫、监视等必要的安

保措施。但是，一些研究表明，发生在高层住宅楼内的犯罪率要高

于普通住宅。其主要原因可能归结于高层住户的居民之间缺乏沟通

与了解，高楼之内反而成了相对有利的犯罪地点。① 因而，在预防

犯罪的对策上，应更多的强化领域感和参与活动的热情，加强对于

生活区域的关注，加深对社区居民的了解，一旦社区居民建立起感

情联系，就会有了作为这个社区成员的自我认同感，社区整体形成

一种集体凝聚力，这种相互信任和乐于互助的氛围抵御了外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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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或者潜在的加害人。① 同样理念的应用也体现在美国著名的

“邻里守望计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ｗａｔ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中，通过建立有效
的邻里互助关系，增进居民间的情感联系，从而达到了减少犯罪的

目的。②

对于租客而言，这个社区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而非拥有特殊含

义的家。因而，很难要求他们对于社区活动寄予更高的热情。笔者

认为，对于这类出租房居民较多的小区，应该着重加强小区的安保

措施，譬如对于租户实行实名制的管理，出入小区需要提供居住

证，若有探访者需要出示身份证明，这样可以避免社区人员更加复

杂化，也有利于居民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

３城市绿地区犯罪防控
作为满足现代人健康生活要求的城市绿地工程，在各大城市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从上海的城市土地类型年度统计可以了解，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其绿化覆盖率从近 １８％提高近 ３８％。③ 良好的绿
地使用有利于增进邻里关系，加强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然而，

出于城市规划美观的需要和居民健身的便利性，越来越多的城市绿

地以开放式的公园为主，茂密的树林和草丛也成为犯罪的摇篮。

笔者认为，城市绿地的视野不够开放，为很多隐蔽性的犯罪提

供了可能。因而，如何加强城市绿地的视野和监控能力，是减少城

市绿地犯罪率的关键。沿道路布置的线性公园与传统公园相比，若

从公园的两侧都可以看到对面的情形，则让人觉得这种环境具有良

好的透视性，可以鼓励人们以一种轻松、不带威胁性质的方式娱

乐。因而，对于在原有山林等地方改建的公园，具有大面积的林区

或树丛，容易发生人身、性攻击等行为，应该加强对此地的巡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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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于新建的城市公园，其中道路结构应该尽量简单，道路密

度尽量大。绿地种植的植物类型以低矮为主，减少遮挡行人视线

可能。

４交通枢纽区犯罪防控
作为城市间往来的主要渠道，火车站、客运站、飞机场、地铁

站和港口等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场所的最

大特点在于，是人和财物聚集的主要场所，因而吸引了大量的潜在

犯罪人伺机等待犯罪的良机。就我国而言，鉴于地铁交通起步较

晚，火车站、客运站等常见交通枢纽地区为犯罪的高发区，且多以

侵财型犯罪为主。近年来，也成为恐怖犯罪的主要实施地。

笔者认为，可以将该区域的防控措施融入交通枢纽区域的建筑

物结构上来，为了人流往来的便利，尽量提供一个宽敞而且开放的

中转场所，同时具备良好的可视性，一旦发生紧急事件便于疏散拥

挤的人群。最后，治安警察的巡视也是很必要的，可以让警察身着

便装进行巡逻，发现长期从事扒窃、诈骗的人员，在其现行时及时

予以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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