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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划 新区划 
大梦想：大梦想：
在波特兰种族主义规划的 
历史长河中探索各种可能性



城市规划的目标是“尽最
大努力保障居民（和游
客）的健康、安全和经济
福祉，同时关照在社区内
生活、工作、学习、做祷告
和游玩的人的独特愿景
和文化。”

为什么一些街区是大型独栋
住宅还带修剪整齐的草坪和
长长的车道，而其他一些街区
则是过度拥挤的单层住宅？ 有
一些社区附近没有杂货店或
加油站，这是为什么呢？

您有没有想知道，为什么波特兰的各个地区 
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波特兰市规划师
来自于多个不同的工作部门：

J  规划和城市永續发展局 (BPS)
J  交通局 (PBOT)

J  发展服务局 (BDS)
J  波特兰水务局

J  环境服务局 (BES)
J  公园和娱乐管理局

https://www.portland.gov/bps
https://www.portland.gov/transportation
https://www.portland.gov/bds
https://www.portland.gov/water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bes/
https://www.portland.gov/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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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波特兰市规划师
来自于多个不同的工作部门：

J  规划和城市永續发展局 (BPS)
J  交通局 (PBOT)

J  发展服务局 (BDS)
J  波特兰水务局

J  环境服务局 (BES)
J  公园和娱乐管理局

如何使用土地？

规划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创建区划规则。
这些规则定义了要建什么，在哪里建，将相似
的东西归拢，将不匹配的东西分开。 我们可以
建什么，这取决于房产所在的位置。

区划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人们对建筑物或街
区的外观，或者街区或城市的发展方式有不同
的看法。 进行区划时，侧重于建筑物的大小和
形状以及它们的使用方式，但也包括其他可能
影响社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和变化
的决策。

从历史上看，不同社区的居民，尤其是黑人、
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没有被纳入规划和
重新分区的过程。将一部分人排除在规划过
程之外，这是不公平的，会引起问题。 这意味
着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他们的需求没有
得到满足。

https://www.portland.gov/bps
https://www.portland.gov/transportation
https://www.portland.gov/bds
https://www.portland.gov/water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bes/
https://www.portland.gov/parks
https://www.portland.gov/bds/zoning-land-use/zoning-code-overview/base-zones#:~:text=There%20are%20five%20categories%20of,numbers%20on%20a%20zoning%20map.
https://www.portland.gov/bds/zoning-land-use/commonly-asked-questions
https://www.portland.gov/bps/land-use-planning-framework
https://www.portland.gov/bps/land-use-planning-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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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前，那时俄勒冈
还未成为被白人统治的
领地，在这片土地上居
住着 60 多个部落，散布
有数百个村庄，他们使
用的语言至少有 18 种。



但从 1810 年代开始，白人移民的到来，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战
争、疾病，原住民的家园被占领。  尽管黑人马库斯·洛佩兹于 
1788 年来到了这个位于太平洋西北的地区，但其他黑人甚至在俄
勒冈成为白人的领地之前就被禁止定居于此。 俄勒冈州最初的州
宪法禁止黑人在俄勒冈州定居，直到 1926 年条规才得以修改。 作
家马特·诺瓦克指出，俄勒冈州以前就是一个“白人的乌托邦”。 

1844 年，俄勒冈州的一些城镇制定了“日落法”，意思是只有白人
可以住在俄勒冈州，并且除白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在日落之前
离开这些城镇。 白人使用恐吓、鞭刑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来执行这些
法律。 

美国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由来已久。  俄勒冈州和波特
兰市的历史、制度和政策都体现出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城
市。 充满了种族偏见的规划和政策阻止了有色人种在波特兰及其
周边地区建立社区，这也是几十年来为什么波特兰被称为美国最
大的“白人城市”的部分原因。

政府的三权分立机构继续剥夺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机
会，他们无法享有和白人相同的待遇。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剥夺了自
由、平等和正义。 换句话说，除了白人之外，任何其他人若是无偿占
有原住民的土地、建造房屋、参与州和市政府工作、投票、在法庭上
作证和入读公立学校，都是违法的。 异族通婚也是违法的。 

在这种背景下，在俄勒冈领地成为州的 8 年以前，波特兰就先成
为了一个城市。 《俄勒冈宪法》以及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
的出发点都是对大多数白人男性赋予自由和权利，并对白人女性
赋予有限的权利。 从一开始，波特兰就制定了限制黑人、原住民和
其他有色人种享有财富、教育、就业、土地所有权和住房的法律（条
例）和制度。 基于种族、肤色和文化的歧视而造成的伤害影响了并
将继续影响好几代人，对这些群体，尤其是黑人造成的损害，永远
无法弥补。



吉姆·克劳 (JIM 
CROW) 法律使戴 
维斯一家在 1940 年
代离开南方。 他们前
往亚利桑那州追求
自由、独立以及他们
想要拥有房产并且
为家人创造财富的
权利。 戴维斯一家通
过努力，最终能够对
城市规划发挥影响，
并且增强社群力量。

这是一个黑人家庭的故
事，他们对波特兰充满了
种族主义的城市规划历史
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人们
关注到这个家庭如何在经
历无数次失望之后仍然能
够专注于追寻梦想。

梦想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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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ortland.gov/bps/history-racist-planning-portland
https://www.portland.gov/bps/history-racist-planning-portland


在亚利桑那州，戴维斯一家成为了“棉花承包
商”，但他们在建筑行业（包括建筑和结构工
程）方面也颇有建树。 大家都非常亲切地称呼
她为“妈妈朱莉娅”，她购买了她认为具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的房产。 

《公平住房法》于 1968 年颁
布，目的在于防止基于种族、国籍
和宗教的歧视。

该法案扩大了之前的法案的范
围，并禁止基于种族、宗教、国籍、
性别、（以及经修订的）残疾和家
庭状况对住房销售、租赁和融资
采取歧视行为。

她花了 20,000 美元买了一块地， 
地上有两栋建筑。 这块地的前面是一
栋有七个单元的公寓楼，后面是一栋
单层的小房子。

尽管翻新这两栋建筑需要大量工作，但
戴维斯一家具备从头开始建造房子所需
的全部技能。 戴维斯一家打算翻修这个
大建筑，同时他们自己住另一栋房子，
这样他们就可以出租这七套公寓来获
得租金。 戴维斯一家满怀期待地提交了
他们的计划和许可证，希望波特兰市给
予批准。

根据波特兰市最近取消
了禁止黑人建设住房和
使用土地的政策这个事
实，戴维斯夫妇相信他
们的计划和许可会获得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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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朱莉娅”很快发现尽管政策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变化，
但许多充满种族主义的政策和态度并没有改变。 改造公寓楼

的梦想破灭了； 波特兰市拒绝了戴维斯一家的计划和许可
申请。 

从 194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为了防止所谓的“衰
败残破”，波特兰市经常针对黑人房主处以罚款。

波特兰在充满种族主义的土地使用惯例方面有着
悠久的历史，这些惯例造成并加剧了种族隔离和不
平等现象。 一些早期的例子包括排他性分区、种族限
制契约，以及划红线。

梦想 
破碎了



双城记： 波特兰的北部/东北部与西南部
您居住的社区如何影响您参与城市规划过程的方式？ 

查看过去的计划，了解波特兰北部/东北部和西南部居民的体验有
何不同。

“阿尔比纳社区计划 (1993)“是中心城
市以外的第一个社区计划。 它涵盖波特
兰北部/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黑人
曾居住在这里。

市政府实施阿尔比纳计划，试图通过促进
经济发展以及为阿尔比纳引进投资和进行
改善，从而解决该地区的长期撤资问题。 
这为波特兰市将大部分独栋住宅重新分区
为高密度住宅区以帮助实现增长目标提
供了依据。 在主要地段，如州际公路北， 温
哥华大道北， 和威廉姆斯北 建设高密度住
宅，意味着这些地区出现人口激增。 阿尔
比纳计划为多年后波特兰黑人居民的中产
阶层化和迁移奠定了基础。 阿尔比纳计划
导致了 1990 年代的快速中产阶层化和种
族过渡。

州际地段城市改造区 (ICURA) 计划 
(2000) 州际地段城市改造区的波特兰
黑人继续搬迁，在 1990 年至 2016 年期
间，超过 4,000 户家庭（10,000 名黑人
居民）搬迁。

波特兰市在州际大道沿线进行投资，打算
建设一条新的 MAX 轻轨线路。 由于没有
更多资金用于城市改造，波特兰市提高了
税收来为该项目筹资。 波特兰市优先考虑
为 MAX 沿线提供当地资金，但未能落实防
止搬迁的目标和政策。 

西南社区计划 (2000) 为西南地区的居
民保留了大部分的独栋住宅区，这些居
民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收入较高、通常是
白人，并且可以更好地获得资源和工具，
例如使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并参加公开听
证会的社区协会。

1996 年，规划师们制作了分区地图草稿
供讨论，其中包括对大面积低密度独栋住
宅区进行重新分区。 西南社区的人对此感
到愤怒，他们得到机会来提出自己的区划
地图。 

因此，最终的计划与最初的计划截然不同。 
大部分独栋住宅区保留了下来，增加了主
要地段沿线的密度，但变化远没有以前的
社区计划那么显著。



“妈妈朱莉娅”，是当地艺术家小克
莱奥·戴维斯的祖母，她曾经作为一
个住在波特兰的黑人而遭到有针对
性的不公平待遇。 当时她购买的房产
被贴上了“红色标记”，试图翻新那栋
建筑的所有努力都遭到拒绝。

承包商推平了这栋建筑，戴维斯一家
不仅被迫放弃房产所有权，而且她还
被迫支付承包商费用和市政府附加
的行政费用。

戴维斯一家发现，波特兰市仍然
固守着充满了种族主义的城市规
划惯例和态度。 绝大多数使房产
贬值的惯例都用到了黑人居住区
的房产上，例如阿尔比纳 (Albina) 
社区。 黑人拥有的机会非常有限，
这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购买、出售
或修缮房产。 

1991 年 10 月 10 日，戴维斯一
家不得不再次为他们的房产而
战。 波特兰市援引摩特诺玛县 
(Multnomah) 第 422 号法令提起
诉讼。



该条例共有九节，根据条例的规定，若
任何人在摩特诺玛县从事非法活动，
波特兰警察没收其房产是合法的行为

（一些情况下无需经过法院审判）。 

在律师的帮助下，“妈妈朱莉娅”赢得了
官司并保住了她的房产。

什么是“家族财富”？ 

它如何使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

然而，多年来，原本可以帮助建立戴
维斯家庭世代财富的 250 万美元的
潜在租金已经流失。

戴维斯夫妇挺身而出，与当局对抗，
保住了他们的房产，但类似的情况通
常无法获得这样的结果。

家族财富是指家庭传递给子女或孙辈的任何种类的资
产、现金、投资基金，或者房产。
系统性种族主义使美国黑人很难建立家族财富。

普利策奖获奖记者 Nikole 
Hannah-Jones 是这样描述的： 

“黑人被拒绝进入大学，被拒绝进
入高中，被拒绝获得高薪工作。

当黑人能够获得一些土地或做生意
时，他们经常面临企业被盗窃、被烧
毁或摧毁的情况。”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公平
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 一个典型
的白人千禧一代家庭的财富约为 
8,800 美元，而一个典型的黑人千禧
一代家庭的财富仅为 5,000 美元左
右，而且大约三分之二的白人千禧
一代拥有住房，但只有不到三分之
一的黑人千禧一代拥有住房。

许多人不理解，没有经过法律程序，
政府怎么可以在未经法庭合法听证
的情况下直接拿走他们的房产。 有一
些业主并没有从事非法活动，但因为
租房者或实施非法活动的擅自占用
者的行为，导致他们的房产被没收。

https://www.npr.org/2020/06/24/882773218/a-call-for-reparations-how-america-might-narrow-the-racial-wealth-gap
https://www.npr.org/2020/06/24/882773218/a-call-for-reparations-how-america-might-narrow-the-racial-wealth-gap
https://www.stlouisfed.org/on-the-economy/2021/april/disparities-race-ethnicity-education-millennials-comeback-wealth?utm_source=npr_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20210425&utm_term=5342057&utm_campaign=money&utm_id=49354143&orgid=496&utm_att1=money
https://www.stlouisfed.org/on-the-economy/2021/april/disparities-race-ethnicity-education-millennials-comeback-wealth?utm_source=npr_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20210425&utm_term=5342057&utm_campaign=money&utm_id=49354143&orgid=496&utm_att1=money


2018 年初，小克莱奥·戴维斯 和他的妻子卡因·塔尔顿-戴维斯受
邀担任波特兰市档案和记录馆的“驻场艺术家”职位。 在进驻期间，
他们开展研究，查阅存档的记录、契约、凭证以及波特兰市议会的会
议记录、政策和城市规划文件。 

驻场艺术家克莱奥和卡因于波特兰市档案的发现，远远超出了他
们的预期。随着研究的进行和深入，他们想要继续了解更多明确针
对黑人的充满了种族主义的规划和程序。 事实越发明显，有人一直
在蓄意阻止黑人成功地购买和持有房产。 

 ɜ  划红线用于阻止黑人在他们可能选择的地点购买房产。 契
约和条款明确规定，不欢迎黑人，也不允许黑人在城镇的
某些地区购买房产。 掠夺性贷款使他们要为房产支付更高
的价格和利息。 许多借贷机构根本不会借钱给黑人。 如果
一位黑人已经拥有住房并且想要出售，该房产就会贬值。 
此外，如果房产位于黑人居住区，这处房产的价值就会降
低。 市政府不会在黑人居住区投资。

 ɜ 统治阶层采取特殊政策来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衰败残破”
是一个术语，这个术语的使用意味着黑人无法保住自己的
家园。 其他诸如“滋扰”之类的术语被写入了法令。

 ɜ 诸如“衰败残破”，“滋扰”，“划红线”， 
“犯罪房产”，“城市改造”和“中产阶

层化”之类的词都导致黑人家庭被剥
夺公民权利。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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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archives/article/700041


衰败残破 
指某个地点、结构或区域的一种状况，
认为它和附近的建筑物和/或区域不
雅观、"滋扰”或受到居民的负面影响。 
通常用作为赶走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
居民辩解的理由。
降低密度区划 
改变当前的土地区划等级，以降低
允许的开发强度或密度。 它对应的
是提升密度区划。
撤资 
家庭或企业非自愿地被迫搬离社
区，原因是市场价值、租金上涨，或
社区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发生变
化，或企业的传统客户群受到破坏。
中产阶层化 
社区变化的过程，包括历史上被放弃
的社区的经济变化（通过投资房地产
和新迁入高收入居民）以及人口结构
变化，不仅涉及收入水平方面，而且涵
盖居民的教育水平或种族构成方面。
种族排他性区划 
一种排他性的区划，种族分区是一种
为黑人家庭指定独立生活区的法令（
法律）执行惯例。 法令禁止黑人在白
人占多数的街区购买房屋。

红线 
一种歧视行为，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
其他行业使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或限
制为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聚
居的特定地理区域内人群提供贷款、
抵押和保险。
红色标记 
美国颜色标记结构的一部分，用于对
建筑物的整体状况进行分类，从红色
表示危险情况，到绿色表示几乎没有
损坏。
限制性契约 
房产购买者必须承担的义务清单，包
括他们用什么颜色来粉刷房屋，以及
在院子里种植的树木类型； 依照共同
条款，房主不得将房屋出售或出租给
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
提升密度区划 
当前的土地区划等级，增加许可的开
发强度或密度。 它对应的是降低密
度区划。
城市改造 
大规模、综合的行动或过程，旨在取
代被认为不合标准或过时的住房和
公共工程。 城市改造计划通常对老年
人、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产生严重的
负面影响。 
住在城市改造区的居民经常被迫搬迁
或负担不起住在新改建区的费用（因
为税费 或租金更高），因此在所谓的中
产阶层化过程中被更富裕的人取代而
被迫离开。



梅奥 房梅奥 房
克莱奥和卡因了解到波特兰市需要寻找一个空间来
搬迁一所房子，而这所房子离他们家的房产很近。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促使市政府和戴维斯夫妇达
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 

在分享知识并与社区达成合作之后，小克莱奥和卡
因开始利用他们的驻场研究之便，与规划和城市永
續发展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合作。

通过合作，波特兰市开始承认他们的政策和惯
例对波特兰东北部的黑人社区造成了伤
害。 针对戴维斯在市议会上的研究报
告和证词，惠勒 (Wheeler) 市长公
开向戴维斯家人道歉。 

市政府还同意，依照第 189350号
法令将梅奥房搬迁到戴维斯的房
产之地，并免除 40,000 美元的搬
迁费。

小克莱奥和卡因用
了他们在波特兰档
案和记录馆工作以
及与市政府工作人
员合作中获得的技
能。 他们抗争，然后
他们赢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CKm_fj5E4&t=264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CKm_fj5E4&t=264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CKm_fj5E4&t=264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CKm_fj5E4&t=2645s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73590


梅奥房 (The Mayo House) 是马丁·尼古拉
斯·梅奥在波特兰艾略特 (Eliot) 社区建造的，
如今已历史悠久。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需要
为新的建设项目腾出空间，这栋建筑在 1912 
年、1930 年和 2019 年搬迁，从而避免了被拆
除。梅奥房采用安妮女王时期的建筑风格。 

克莱奥·戴维斯打算将这座房子改建为当地的
艺术和历史档案馆，然后向公众开放。 新档案
馆将展示“黑人波特兰“的历史。

梅奥 房梅奥 房

种族主义制度正在改变，因为像小克莱奥
和卡因这样的人在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技
能，使市政府承担责任，以公平公正的方式
为所有人服务。

他们通过艺术家的视角分享自己的成果，创
作了“Blightxploitation”，这是一个与黑人
威廉姆项目合作的展览，详细介绍了充满种
族主义的规划惯例以及黑人的坚韧精神和
历史。

https://racc.org/2019/01/31/blightxploitation-seeks-to-change-the-landscape-of-art-and-civic-engagement/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73590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73590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73590


我们在讨论未来之前，必须先了
解过去和现在。

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被排斥、伤害、
压迫和歧视的社群应参与到重建公
平、公正制度的过程中，为所有人伸
张正义，这非常重要。

波特兰市的每一位居民都能够参与
建设波特兰，使波特兰成为一个所
有人都享有居住、学习、爱和发展的
权利的城市。 即使在不同的种族社群
中，也有多样化的声音和需求值得倾
听（例如， 移民身份、年龄、性取向、文
化背景、经济保障、住房状况、信仰体
系等）。

有些人亲身受到撤资、帮助搬迁的承
诺或重返家园的权利、未决问题和违
背承诺的影响。 决策的意图和影响应
关照到我们多元化社区中每一个成员
的需求。 

所有团体都应该在规划
和决策过程中有一位真

正的代表。 真正的代表应该
是他们所代表的社群中的成

员，亲身体验并了解社群的状况
和需求，并且对所讨论的主题有相
关的知识。代表者与他们所代表的
群体中的其他人一起收集和讨论各
种选项和可能性。

Albina Vision Trust （AVT，阿尔
比纳愿景信托）是一个了解历史并
与社区成员一起塑造未来的组织典
范。 该组织由董事长鲁凯 亚·亚当
斯和执行董事温塔·尤汉内斯领导，
并由社区领导组成的董事会和领导
委员会指导。 它的目的是重建阿尔
比纳下城 (Lower Albina) 的一部
分，并帮助本市的黑人扎根本土，打
造一片不仅对流离失所的居民，而
且对新移民都友好包容的土地。 愿
景辐射五十年，涉及数十个活动部
分。 AVT 试着以建立社区财富和房
地产所有权为基础的战略，使社区
对项目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如
果多个私人开发商独立运作，则控
制权将不存在。 

未来

https://albinavision.org/
https://albinavision.org/
https://albinavision.org/
https://albinavision.org/


经验教训
对城市进行规划很有必要而且效果显著，但是
也可能伤害到那些被排除在规划过程之外的
人群。 

波特兰市向戴维斯一家道歉，政府承认了对波特兰黑人
群体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道歉很有必要，但还有更多的
工作要做。 

通过收集社区的意见，波特兰市可以做出更公平的决
策。 

 ɚ 一个人可以影响市政府的政策并为整个城市
带来积极的改变。

 ɚ 城市规划，包括土地使用、交通、水和环境规
划，都可能导致伤害一些社群的意外后果。

 ɚ 市政府可以通过收集社区居民的体验和故事
并与他们直接合作，从而为波特兰居民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

 ɚ 艺术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沟通个人在波
特兰市决策过程中担当的角色以及如何构思
创意的解决方案。



 ɚ 当所有社群都对可能影响他们的决策
有发言权时，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更
具包容性的城市政府， 但我们从哪里
开始呢？

 ɚ 了解波特兰市的政府结构：  波特兰目
前的政府系统被称为委员制政府。 市
议会的五名议员担任各个政府机构（称
为“局”）的立法委员和行政管理人员。 
每一位市委员负责监督多个局。

 ɚ 在议会会议上作证：说出你的心声！每
周三，市政府在市政会议厅举行议会会
议。  这些会议向公众开放，并给公众留
出了时间分享他们的观点。 

 ɚ 加入咨询机构： 加入咨询机构是提供
意见的一种途径。 波特兰市有超过 65 
个咨询机构，覆盖从历史地标到公共竞
选资金等各种议题。

 ɚ 投票： 如果您年满 18 岁、是俄勒冈州
居民和美国公民，那么您在俄勒冈州有
投票权。 由于俄勒冈州的《汽车选民法
案》，任何通过 DMV 获得（或续期）身份
证或驾照的公民都将自动登记成为选
民！您可以浏览摩特诺玛县选举网站来
更新您的选民登记信息，并了解即将举
行的选举。

关注这些组织：
 ɚ A Black Art Ecology of 

Portland（波特兰的黑 
人艺术生态）

 ɚ Albina Vision Trust（阿
尔比纳愿景信托）

 ɚ Black and Beyond the 
Binary（黑人和非二元
性别群体）

 ɚ Imagine Black（想象
黑人）

 ɚ Nat Turner Project（纳
特纳项目）

 ɚ Ori Gallery（奥里画廊） 

观看媒体视频：
 ɚ Root Shocked （十级

震动） 
 ɚ OPB: Local Color （地

方色彩）
 ɚ OPB: Jazz Town （爵士

小镇）
 ɚ KGW： History of 

Portland’s Albina 
Neighborhood (1967) 
波特兰（阿尔比纳社区的
历史 1967 年）

 ɚ KGW： Albina 1980（阿
尔比纳 1980）

共同参与， 

消除障碍！
波特兰档案与记录馆是保存波特
兰市政府历史记录的地方。 他们
的办公室隶属于独立的市审计员
办公室，选择在此办公是为了通
过公众能够查阅城市记录，从而
帮助确保波特兰居民拥有开明和
负责任的市政府。

档案和记录中心的外展工作以及
与地区艺术和文化委员会合作，
设立驻场艺术家职位，邀请艺术
家从他们的视角来审阅波特兰市
的历史记录。

驻场艺术家可以深入研究档案在
社会中代表着什么，并且拥有空
间来表达对档案的理解。

 

https://www.portland.gov/civic/get-involved
https://www.portland.gov/civic/get-involved
https://www.portland.gov/civic/get-involved
https://www.multco.us/elections
http://www.pica.org/artists/ABlackArtEcologyofPortland
http://www.pica.org/artists/ABlackArtEcologyofPortland
http://www.pica.org/artists/ABlackArtEcologyofPortland
https://albinavision.org/
https://albinavision.org/
https://www.blackbeyondthebinarycollective.org/
https://www.blackbeyondthebinarycollective.org/
https://www.blackbeyondthebinarycollective.org/
https://www.imagineblack.org/
https://www.imagineblack.org/
https://www.natturnerproject.co/
https://www.natturnerproject.co/
https://www.oriartgallery.com/
https://vimeo.com/343674629
https://vimeo.com/343674629
https://vimeo.com/343674629
https://www.pbs.org/video/opb-specials-local-color/
https://www.pbs.org/video/opb-specials-local-color/
https://watch.opb.org/video/oregon-experience-jazz-town/
https://watch.opb.org/video/oregon-experience-jazz-tow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DsDuYPd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DsDuYPdqQ


资源 
 ɚ 波特兰市规划与城市永續发展局：种族主义规划的历史背景

ɜ 波特兰市档案和记录馆

 ɚ 国家地理： 文章： “俄勒冈州曾在法律上禁止黑人。 俄勒冈州是否已与
种族主义历史和解？ 

 ɚ 俄勒冈历史学会： 波特兰非裔美国人的照片，摄影师 Kimberly Moreland 

 ɚ OPB: 波特兰努力拯救波特兰梅奥房 

 ɚ 奇特的天堂 1788-1940 年俄勒冈州黑人的历史，作者 Elizabeth 
McLagan 

 ɚ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影响着俄勒冈州的美国种族、移民和教育史的鲜
为人知的往事，作者 Elizabeth McLagan - 俄勒冈州学校董事会协会

 ɚ 波特兰商业杂志： “阿尔比纳对于重新改建、重新凝聚和纠正过去错误
的大胆设想” 

 ɚ 地方政府研究所： 土地使用和规划术语表

 ɚ 布伦丁莫克为彭博城市实验室撰文： 衰败残破的含义

 ɚ 为正义而学习： 词汇改编自 The Color of Law（法律色彩）： 创建种
族隔离的社区

 ɚ 城市搬迁项目： 对中产阶层化的解释

 ɚ 波特兰市规划与城市永續发展局： 
反被迫搬迁行动计划，基金会报告

https://www.portland.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2/portlandracistplanninghistoryreport.pdf
https://www.portland.gov/archives/archives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history/article/oregon-once-legally-barred-black-people-has-the-state-reconciled-its-racist-past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history/article/oregon-once-legally-barred-black-people-has-the-state-reconciled-its-racist-past
https://www.ohs.org/shop/museum-store/books-and-publications/african-americans-of-portland.cfm
https://www.opb.org/news/article/historic-mayo-house-northeast-portland-cleo-davis-gentrification/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3040156-peculiar-paradise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3040156-peculiar-paradise
https://www.osba.org/~/media/Files/Event Materials/AC/2009/101_History of Race in Oregon.pdf
https://www.osba.org/~/media/Files/Event Materials/AC/2009/101_History of Race in Oregon.pdf
https://www.bizjournals.com/portland/news/2021/03/17/albina-vision-trust-portland-oregon.html?ana=TRUEANTHEMFB_PO&csrc=6398&utm_campaign=trueAnthem%3A%20Trending%20Content&utm_medium=trueAnthem&utm_source=facebook&fbclid=IwAR3gxRHRWN2zBVyKvyYPo2KyrHvBHid1Dha3EiI4erAou9aVdIidWf_axl0
https://www.bizjournals.com/portland/news/2021/03/17/albina-vision-trust-portland-oregon.html?ana=TRUEANTHEMFB_PO&csrc=6398&utm_campaign=trueAnthem%3A%20Trending%20Content&utm_medium=trueAnthem&utm_source=facebook&fbclid=IwAR3gxRHRWN2zBVyKvyYPo2KyrHvBHid1Dha3EiI4erAou9aVdIidWf_axl0
https://www.ca-ilg.org/sites/main/files/file-attachments/2010_-_landuseglossary.pdf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2-16/why-we-talk-about-urban-blight
https://www.learningforjustice.org/classroom-resources/lessons/the-color-of-law-creating-racially-segregated-communities
https://www.learningforjustice.org/classroom-resources/lessons/the-color-of-law-creating-racially-segregated-communities
https://www.urbandisplacement.org/gentrification-explained
https://www.portland.gov/sites/default/files/2021/final_foundationreport_ma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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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妈妈朱莉娅”戴维斯以及她通过家庭成就

和黑人财富为阿尔比纳社区繁荣而作出的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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