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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探索
□　杨贵庆

[ 摘　要 ] 文章基于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提出城乡共构的理论视角，探索乡村振兴实践的多元路径。文章指出，
中国特色城镇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乡村角色逐渐从生产功能向兼具消费功能转型。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
应围绕乡村振兴的总体方针，区分乡村所处的不同地域类型和不同经济水平。在乡村振兴分项目标与乡村地理空间、经济水
平三者之间建构矩阵关系，理论上可形成乡村振兴多元路径 45 个交汇点的概念模式。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多元路径的
先期重点包括城乡生态系统、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再生及技术创新等。
[ 关键词 ] 城乡共构；要素流动；乡村振兴；多元路径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11-0005-06　[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 文献标识码 ]A
[ 引文格式 ] 杨贵庆．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探索 [J]．规划师，2019(11)：5-10．

Multiple Approach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Urban-rural Co-construction/Yang Guiqing
[Abstrac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a theoretical angle of urban rural co-
construction, and studies its multiple ways of re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promotes urban-rural double-way  factor flow, 
and the function of countryside is transferring from 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 Different regions and economic levels shall be 
considered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rojects, locations, and economic levels may establish a matrix 
and generate 45 crossings in theory. The early phase emphases of multiple approach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urban-rural co-
construction include: urban-rural eco-system, civil engineering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ultural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co-construction, Factor flow, Rural vitalization, Multiple approaches

0 引言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我国城乡发

展进入了切实破解城乡二元格局困境的新阶段，要解决

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各地乡村振兴工

作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方略，积极探索适合地方特点的实施路径

和实践经验。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地乡村振兴

在具体实施操作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境和挑战。如何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从而更加有效地推进乡村振兴

[ 基金项目 ]

[ 作者简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1878459)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本期主题：乡村振兴规划管理与实践

[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既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有力抓手，又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乡村具有面广、差异大的特征，亟需针对不同地域乡村、不同
维度目标分类提出不同的乡村振兴应对策略，探索从乡村空间环境到乡村组织治理多层面、全方位的振兴路径。基于此，本期“规
划师论坛”栏目以“乡村振兴规划管理与实践”为主题，特邀一组文章，探讨乡村振兴理论、策略、机制及路径等，着重介绍苏南、
广州、湖州与石家庄等地的实践经验，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规划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主持人简介]

范凌云，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 

　　　　员会委员。



6

战略的实施，成为当前规划工作者关注

的重要课题。

应当看到，国家实施乡村振兴这一

战略已十分明确，但是各地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路径应该是多元的。如果只有

一条路径，那么不仅不能解决本地区乡

村振兴的问题，还可能导致“破坏性建设、

建设性破坏”。那么，如何寻找适合本

地区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如何实现从

理念到方法的突破？本文尝试从城乡共

构的视角，探讨乡村振兴多元路径实施

的可能性。

所谓“城乡共构”(Urban-Rural Co-

Construction，简称“URCC”)，是指基

于城乡关系的复杂性，通过跨学科和多

向量研究，认识在不断增长的城镇化空间

廊道中的城乡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并通过

政策设计、规划和治理，共同建构实现城

乡社会、生态、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城乡共构强调城乡联系和关键要素

的技术创新，探索城乡联系的潜力，解决

城市增长区及其农村腹地之间的两极分化

问题，促进乡村可持续性发展。

1 城乡共构的背景与内涵

1.1 中国特色城镇化促进城乡要素
双向流动

我国城镇化的特点决定了城乡二

元角色将长期存在。在我国城乡发展的

现实情境中，中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伴随

着城镇人口与建设用地的增加，也意味

着乡村人居空间仍将呈现逐渐收缩的态

势 [1]。2016 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为 57.35％，较 2015 年底显著上升了

1.25％，但从城乡人口结构看，全国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 (41.2％ ) 低于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 16％左右，城乡流动人口高达 2.2

亿。这类人群中，愿意放弃农村户籍的

比例极少：据官方调查，四川进城务工

人员愿意放弃农村户籍的仅占 14.8％。

在城镇常住人口扩张、农村常住人口减

少的同时，大量“返乡兼业”“城乡双栖”

人口也已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常态 [2]。因

此，尽管我国城镇化正经历快速“时空

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3] 进程，

但依附于农村户籍的土地红利日益显现，

未来仍将维系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

据联合国人居署的观点，中国的人口城

镇化率将难以达到美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移民国家和英国、日本等海岛国

家 80％～ 90％的稳定状态，而更可能类

似稳定状态为 70％左右的欧洲大陆的德

国、法国等历史上传统农耕国家的人口

城镇化比重。承载大量“城乡双栖”“返

乡兼业”人口的农村将长期担任中国城

镇化进程“稳定器”和“蓄水池”的角

色 [4]。

我国城乡要素存在“收缩”与“回流”

的双向作用效应。纵观我国数十年来的

快速城镇化进程，一方面 1994 年分税制

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追逐

和对乡村土地产权的约束加速了乡村人

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同时也在相当程

度上导致乡村人居空间总体上日益凋敝；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致力于避免城乡差

距的进一步拉大，2004 年来中央“一号

文件”连续 13 年持续关注乡村问题，先

后提出了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城乡

统筹和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2012 ～

2016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农村

的比重连续 5 年超过 50％。在各级公共

财政大规模注入下，民间资金、技术等

资源要素向乡村地区流动的态势也日益

增强。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也进一步提速，2015 年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

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大力推进农地的

“三权分置”，同年国务院授权 15 个县

( 市、区 ) 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尽管改革的成效仍有待检验，但我国农

村土地权利制度壁垒的逐渐打破和社会

资本的涌入趋势已日益明朗，乡村地区

的发展将不再是一个城镇化背景下“资

源要素”单向供给、整体走向凋敝的过

程。参照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一般经验，

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资金、技

术、人口向乡村地区流动，乡村地区人

居空间的发展将会迎来一轮“自下而上”

的内生发展动力。因此，尽管我国城镇

化进程仍将带来乡村人口减少和人居空

间“总体收缩”，但可以预判，市场动

力将带来资源、要素流动的进一步增强，

并将逐渐开启与之相应群体的人口回流，

这些回流效应将对我国未来大量乡村人

居空间发展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德国、英国、日本等传统农耕文

化的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经验看，“整体

收缩”和不同程度的要素回流也是其共

同特征 [5]。它一方面导致乡村人口结构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乡

村人居空间的主导发展力量不再是单纯

的农业人口组成的农村社区，而呈现出

更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人口回流

背后更是城市资金、资源向乡村大规模

流动的结果。

1.2 乡村角色转型：从生产功能到
兼具消费功能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发展阶段，

乡村以粮食生产功能为主，保障食物供给

安全，以维持社会稳定。乡村农业生产力

水平决定其乡村农业生产关系，并构成了

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总体特征 [6]，进而影

响了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模式，即我国

的乡村人居空间格局是随着农业生产力

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空间是社会生产

和再生产的背景容器，与社会生产关系

密切相连，是生产关系强加给社会的秩

序，并影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7]，这说

明乡村人居空间与乡村农业生产力、生

产关系具有紧密的联系。在漫长的农业

文明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持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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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决定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关

系的产生，以及传统农耕社会的封闭性

和稳定性，乡村聚落空间处于自发的周

期性的演替过程 [8]。

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乡村不仅具有粮食生产功能，还将具有

各种类型的消费功能，乡村的角色开始

分化并呈现多元化。乡村地区特有的自

然地理环境优势、长期农耕社会积淀的

农耕文明、优秀的传统文化等资源禀赋，

使得乡村具有独特的农业景观的观赏、

康养健身及优秀传统村落历史文化游览

等多种功能，促进了休闲度假等乡村旅

游的蓬勃兴起。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正是反映了在农业生产力发

展之后，城乡要素流动下的乡村经济发

展潜力。因此，在我国城乡现代化发展

过程中，乡村将兼具生产功能和消费功

能。对于消费型转向的乡村地区，城市

要素的逆向迁移给乡村带来新的经济增

长机会和就业机会，人口和资金的投入

将激活被村民或村集体弃置的乡村资产，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重新焕发出乡村地区的魅力，为

乡村振兴带来了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

乡村地区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

资源。虽然乡村角色转型在我国不同经

济发达地区的进程有所不同，但它将对

新型城乡关系下的政策制定、规划建设

及长效治理等具有重要的影响。

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乡村发展正在经

历这一转型过程。例如，有西方学者研

究指出 [9]，北美 ( 美国、加拿大 ) 乡村地

区在21世纪初期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点，

主要是因为其正经历着经济性质的根本

转变，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资本密集型特

征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

优越，许多乡村地区从生产型角色向消

费型角色转变。当然，还有一些乡村地

区由于种种原因，经济活力完全衰败。

在欧洲，德国乡村发展历程也不约而同

地出现了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及其带来的

乡村角色转型。一个时期以来，德国政

府的公共财政按照“村镇体系”进行高

强度、均等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

入，但是这并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地区社

会经济衰败的问题。由于乡村地区严重

的人口老龄化和村落空心化，乡村居民

聚居点及其周边农地的直接功能性联系

已经日益疏远。然而，正是由于政府的

投入，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设施和公

共服务建设不断完善，逐渐促生了一种

新的、明显有别于传统城镇或乡村的生

活模式。城市要素向乡村的逆向迁移，

带来了资金和新的就业机会，乡村居住

人口的多元化使得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

发生了变化。不同群体的诉求又相应表

现在对新空间的需求和布局方面，逐渐

呈现出空间分散化、居住层次分异化，

地方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形成

了与全球化网络紧密关联的“空间碎片”。

这一新的阶段被德国学者定义为“后乡

村时代”[10]。

乡村角色的转型需要从城乡关系的

高度来重新审视乡村的角色和城乡要素

流动。随着科技的进步，代表着先进生

产力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小农经

济生产关系的破产，而与旧的生产关系

相适应的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形态也因

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产生了亟待优化布局

的需求。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

乡村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相应的乡村

聚落空间布局也进行了重构，乡村聚落

空间从原来的 “同质同构”形态转变为“异

质异构”形态 [11]，村庄的功能和性质向

多元化的方向演绎 [12]，乡村聚落空间的

格局、要素、结构和组织关系等呈现出

加速变动及重构的趋势。伴随着乡村生

产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分化与重组，尤其

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重大影响[13]，

乡村空间布局问题日益严重，物质空间

衰败趋势明显。因此，解决我国当前乡

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必须跨越乡村社会

和空间本身，以城乡共构的视角，探索

乡村振兴的路径。

1.3 城乡共构的理论响应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呼唤

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理论和方法。

科学认识我国城乡发展规律是制定好相

关政策、精准施策、有效指导城乡规划

建设实践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基于我

国国情的城乡规划理论指导，那么接下

来我国各地大量的城乡建设实践将难以

有科学的理论导向，将无法充分发挥出

政策的能量，甚至将导致不同程度的破

坏；同时，如果没有系统化的有效的规

划方法，那么理论就会脱离实际而变得

抽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急需从各地

成功的实践案例中提取、归纳和总结出

符合地方的城乡规划理论及有效的做法，

并将理论和方法再运用于实践，从而形

成有实践验证的理论、有理论指导的实

践。

然而，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尚缺乏系

统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传

统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区

域空间关系理论、规划方法受到严峻挑

战。这是因为传统城乡地域空间关系是

“垂直”结构，“超大城市—大城市—中

等城市—小城市—镇—乡—村”这一结构

模式虽然“秩序”稳定，但是缺乏“效

率”。当前，由于市场化和信息化变革，

城乡地域空间关系开始“扁平化”，不

同规模的人居环境单元都获得了发展机

会，“效率”显著提升，然而由于缺乏

相关政策引导和规划控制，城乡地域空

间“秩序”变得混乱，甚至失控。如何

避免从传统“垂直”模式到当代“扁平

化”模式转换进程中“秩序”和“效率”

难以兼顾的矛盾冲突？怎样形成城乡地

域空间“效率”和“秩序”相互支撑的

城乡融通、城乡共享的乡村现代化路径？

这需要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显然，新型城乡关系将成为规划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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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领域。

因此，城乡共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对我国城乡关系理论发展的及时

回应。新时代要求我们，要在生态文明

思想指导下践行新的发展理念。党中央

提出“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

发展方针，其中“共享”的重要内涵之一，

就是要实现城乡社会发展的共享。因此，

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需要把

它放在城乡共享的目标下来讨论，而城

乡共享的基础需要首先实现城乡共构，

在城乡共构的视角下探索实施乡村振兴

的多元路径。城乡共构旨在更好地了解

沿着不断成长的城镇化空间廊道出现的

城乡族群和城乡依存关系，而这一错综

复杂的城乡关系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城

乡二元结构理论或区域等级体系理论来

解释和分析，而必须通过跨学科和多向

量研究，分析其特点和存在问题，制定

相应的政策设计、规划实施路径及治理

对策，从而实现社会、生态、经济和文

化可持续发展。

2 城乡共构下的乡村振兴路径

2.1 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的
内涵

首先，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路

径，应该围绕乡村振兴的总体方针展开

探讨。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些乡村

振兴的分项目标需要结合乡村地方实际，

充分发挥相应的特点，从而选择它 ( 们 )

率先与城市要素建立互动关联，找准接

口，并传递信息，形成共构联系 ( 图 1)。

其次，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路

径应当区分乡村所处的不同地域类型。这

里地域类型主要是指乡村与城市的地理

空间关系。例如，大都市区周边的郊区乡

村、城镇化空间廊道的关联乡村，以及传

统农业地区的乡村。这些不同地域类型的

乡村，由于交通联系差异，它们与周边城

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要素流动呈

现出不同频度，因而它们在城镇化过程中

的角色均有所不同，导致它们在城乡共构

的互动关联上程度不同。只有对乡村空间

的地理特点加以区别对待，才能精准地看

待乡村作为战略资源的不同内涵。如果把

乡村地理空间关系与乡村振兴的分项目

标建立关联，就可以思考并找出乡村振兴

的各自路径 ( 图 2)。

最后，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路

径应当区分乡村所处的不同经济水平。

例如，经济十分发达地区的乡村、经济

中等发展水平的乡村，以及经济落后地

区的乡村，当然也相应地认为这些地区

城乡居 ( 村 ) 民收入水平与地区经济发达

水平呈正相关性。不同经济水平的乡村

与各自周边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

化等要素流动呈现出不同强度，因而它

们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也相应地有所

不同，使得它们在城乡共构的互动关联

上程度不同。只有对乡村空间的经济水

平阶段加以区别对待，才能精准地看待

乡村作为战略资源的不同内涵。如果把

乡村经济水平与乡村振兴的分项目标建

立关联，就可以发现各自乡村振兴的路

径 ( 图 3)。

2.2 建立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
多元路径的矩阵

根据上述乡村振兴分项目标与乡村

地理空间建构的关联，以及与经济水平

建构的关联，建构三者之间的矩阵关系

图，本文称之为“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

振兴多元路径矩阵关系图”( 图 4)。在

X( 乡村地理空间 )、Y( 乡村经济水平 )、

Z( 乡村振兴分项目标 )3 个坐标相互关系

下，可以构建关于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

村振兴多元路径概念模式，共有 45 个交

汇点。这些概念模式可以作为选取某一

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的参考。当然，这是

一个系统化的思考方式，是对于城乡共

构视角下关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分

析。在实践运用方面，还需要结合乡村

地理气候、地形地貌差异，区域环境下

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地方历史文化独

图 2  乡村振兴分项目标与乡村地理空间的矩阵关系图 图 3  乡村振兴分项目标与乡村经济水平的矩阵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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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振兴
人才振兴

产业振兴

城市要素流动

城市要素流动

组织振兴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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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加以更为细致的考量。

2.3 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多元
路径的先期重点

对于一个特定的乡村地区，如何结

合上述城乡共构的矩阵思路选择其相应

的乡村振兴路径？在分析了这个特定乡

村地区的城市共构环境条件的基础上，

首先要找到城乡共构的“接口”，即如

何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时宜地对接城与

乡的某个要素，从而碰撞产生“火花”，

寻找到“穴位”，点穴启动，以点带面。

因此，这一类城乡共构的“接口”

十分重要。需要充分认识到城乡共构“接

口”的社会、生态、经济和文化可持续

性发展的挑战，以及当下在政策制定和

规划治理方面的差距。城乡共构“接口”

的机会点所在，也是当前我国城乡共构

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共性重点，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 城乡生态系统的共构。

它是城乡共构的重要基础。之前城

乡二元结构总体上呈隔离状态，而且城

市发展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区域生态系统

为代价；而乡村生态系统持续衰退和环

境恶化，导致了城乡生态系统碎片化，

无法承担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因此，城乡共构对于区域内的城市和乡

村，首先需要建构共同的城乡生态支撑

系统，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和政策措施，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这也是乡

村生态振兴的重要保障。

在城乡生态系统总体要求下，通过

绿色基础设施建构城市和乡村的绿色空

间网络，把山、水、林、田、湖、草等

所有要素组成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

的生态网络系统，该系统自身也可以调

蓄暴雨，减少洪水的危害，并改善水体

环境，节约城市管理成本。

(2)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城乡共构。

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应率先

建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市政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的统一标准、统一网络、

统一服务水平。通过城乡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对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的用地做好统筹安排，并通过政府自身

或者由政府组织社会资本进行有计划投

资，消除城乡在发展质量上的差别。市

政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和交通工具的连接，

电力电信、燃气供热、污水治理、垃圾

和环境卫生管理，特别是保障居民饮用

水的“共同品质”( 简称“共质”)。在公

共服务设施方面，特别是保障医疗和教

育方面的“共质”。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并且可持续地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为乡村地区系统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

供社会基础。

(3) 以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再生促进

城乡共构。

我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

其耕读文化营造了传统村落，并积淀了

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定桩”[14]，

挖掘并提炼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充分重

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并通

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

过程，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从而开发具

有地方特色的可持续经济模式，提供就

业岗位，为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提

供支撑。

我国各地乡村在特定发展时期，特

别是 20 世纪计划经济时期 ( 包括人民公

社时期 ) 遗存了大量集体资产，如供销社、

粮站、兽医站与卫生站，甚至乡公所等

公共设施及其场地，由于产权复杂等多

种原因，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仍处于废

弃状态，资源浪费严重。这些设施已经

历半个多世纪，可视作人民公社的历史

遗产，可视其建筑质量优劣程度加以保

护和再利用。可加强城市要素引入和流

动，为满足当下乡村新的设施需求提供

条件。

一些乡村地区的传统村落村民住宅

本身也可以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利

用。这方面工作，浙江省走在了全国前列。

浙江省已经连续 7 年在全省范围申报各

地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并通过政策设计

加以鼓励和监督，对于每一个历史文化

保护和利用重点村提供 500 万元省补资

金和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一些历史久

远的、偏远地区的传统村落，虽然人口

大量流失，但是通过细化确权，建筑改

造和功能注入，促进了城乡要素双向流

动。如今有一些改造后的乡村不仅吸引

图 4  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矩阵关系图

经济落后地区乡村

经济水平类型

地理空间类型

城镇化空间廊道关联乡村

传统农业地区乡村

经济中等发展水平乡村

经济十分发达地区乡村

乡村振兴分项目标

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

大都市区周边郊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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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突破。

总之，城乡之间联系的潜力巨大。

本文的城乡共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

角，重新审视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

构分置、区域等级规模等传统区域关系

理论的得失。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

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探

索可谓是一个有益启发。需要指出的是，

在城乡共构的视角下，乡村问题的解决

需要跨学科、多专业共同参与；同时，

城乡关系也将成为城乡规划专业的关键

领域之一，需要新时代的规划师善于运

用多学科合作的技能，把握好城乡可持

续发展的整体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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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土地利用的多元主体“利益制衡”
机制及实践
□　王　竹，孙佩文，钱振澜，徐丹华

[ 摘　要 ] 面对土地流转、土地利益相关者多元复杂的乡村发展趋势，针对农民在此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问题和风险，建构了
由内生应对作用和外力制衡策略两部分构成的土地利用多元主体“利益制衡”机制。研究提出在产业用地规划中以溢出承接
和精明保权策略增强“能人经纪”的内生力量；在宅基地规划中以生计优化策略响应乡村局部倒逼的内生应对，并以存量留用、
渐进增长、营利放活、保障稳健等策略，整体上刚柔并济导控乡村土地开发和产权变动，以此形成的“利益制衡”机制对于
发挥规划引领乡村振兴的作用意义重大。
[ 关键词 ] 乡村振兴战略；土地流转；多元主体；“利益制衡”机制；土地利用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11-0011-07　[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 文献标识码 ]A
[ 引文格式 ] 王竹，孙佩文，钱振澜，等．乡村土地利用的多元主体“利益制衡”机制及实践 [J]．规划师，2019(11)：11-
17，23．

The Benefit Balance Mechanism for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Rural Land Use/Wang Zhu, Sun Peiwen, Qian Zhenlan, 
Xu Danhua
[Abstract]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and transfer and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the risk for the farmers in the 
process,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benefit balance mechanism composed by internal response and external force. In planning of 
industrial land, a spillover utilization and smart growth with reserved rights method is put forward to enhance community leader’s 
strength. In planning of residential land, a measure of livelihood optimization is raised to coordinate the local striving effect. An 
overall balance strategy of spare land reservation and gradual growth is proposed to guide land development with elasticity, while 
supervising change of property rights to ensure stability. The benefit balance mechanism formed in this wa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lanning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rural 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and transfer, Multiple stakeholder, Benefit balance mechanism, Land use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

见》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并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想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中

进行原则部署。可以说，实施乡村振兴，土地资源盘活

利用是关键，保障土地利用的多元主体之一 —农民的

经济利益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提出以来，沿海发达

地区乡村发展的整体成绩有目共睹，这离不开政府对

市场主体介入乡村建设的调动和激励。随着乡村土地

流转①形式的丰富，农民在多元主体利益格局中的弱势

地位愈加凸显、矛盾频发，急需乡村规划予以研究疏导。

1 研究价值与意义

1.1 背景与问题：乡村土地利用的复杂性
经济学土地利用的基本竞争模型认为，土地资源

趋向于向那些出价最高的土地经营者转移，趋向于向

那些收益最大的用途转移。二者分别涉及体制制度的

[ 基金项目 ]

[ 作者简介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17YJC7901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708488)

王　竹，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佩文，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

钱振澜，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博士后。

徐丹华，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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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管理部分和用途管制部分，而

制度缺陷影响农民利益实现已是共识。

有地理学者从感知的难易程度上区

分出两类土地利用：显性土地利用，即

可见的土地用途在数量和空间结构上的

变化；隐性土地利用，即需通过分析、

化验、检测和调查才能察觉的土地利用

变化，包括产权、经营方式、固有投入

和产出能力等方面 [1]。规划学者指出，

产权及合法性是存量规划区别于增量规

划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2]。当前，乡村土

地利用规划缺位，土地流转情况复杂。

乡村规划若不考虑多元土地权利人的利

益格局，对其行为进行引导和限制，则

规划带来的土地开发收益有被外来资本

攫取的风险，乡村为规划实施付出的管

理成本和社会成本更是难以估量。

1.2 目的与意义：维护农民主体的
根本利益

本文提出建构的多元主体“利益制

衡”机制，旨在针对农民在土地流转、

土地权利人复杂的乡村发展趋势中面临

的利益受损的问题和风险，厘清土地利

用价值及其关系，制定顺应或改进以农

民利益为导向的规划制衡策略，使乡村

建设更好地与乡村振兴土地制度改革的

近期趋势②甚至长期目标相衔接。

现有研究对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问

题和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

在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方面，而对集

体建设用地又特别关注宅基地 ( 村民住宅

建设用地 ) 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3-5]。

2015 年开始的全国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回应了现有研究，将试点内容放在农

村土地征收、宅基地制度改革和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方面。基于以上现

实，本文对多元主体“利益制衡”机制

的建构也从农用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三部分及其关联的认知展开

( 图 1)。虽然从乡村规划实务看，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用地也是乡村用地分类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非经营性质、

较少涉及多元主体的利益纠葛，不在本

文讨论范围，使得本研究更具有针对性

与研究价值。

2 乡村土地利用解析

2.1 土地的性质及价值
农用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

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等”。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制

度保证了每个集体成员都能“耕者有其

田”，发挥了就业保障功能。农用地是

村庄的“柔性生态边界”[6]，也是生态安

全格局的保障和景观、视觉通廊。许多

大城市周边涌现了产业融合的现象，一

些现代消费服务新业态 ( 如农产品定制、

农景园艺、采摘体验和品尝品鉴 ) 的相关

设施均以农用地为载体。

宅基地承担的是农户的居住保障功

能，宅基地制度设计的初衷即保证每个集

体成员都能在乡村“居者有其屋”。1978 

年改革开放后，城郊地区乡村宅基地经济

财产功能开始凸显。有学者认为，宅基地

由“生活保障物”逐步转变为“市场交换物”

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7]。但也有法

律专家指出，建立在保障属性基础上的

现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不仅不能够向

城镇居民出售，就是在集体内的流转也

缺乏法律依据和相应的理念支撑；现行

有效的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规

定，都仍然只能诠释出不能流转的结论， 

对于宅基地使用权买卖、抵押与出租等，

都只是学者们的理论观点 [8]。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指以营利为

目的进行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使用的

乡村建设用地，其存在源于 20 世纪 80

～9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那段特殊历史。

全国约有 4　200 万亩的存量用地，整体分

布呈现东部多西部少、近郊多远郊少的

特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开办企业、

工厂或开展商业、旅游等经营性活动方

面潜力巨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部分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

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

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

同权同价。”

2.2 多元主体中农民的利益问题
农用地经营权流转导致非集体组织

成员成为新的利益主体。在此有必要区

分农业开发类企业和综合开发类企业：

农业开发类企业一般不涉及乡村建设用

地开发，而综合开发类企业或工商资本

往往还要介入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甚至

是以从事集中流转土地、发展现代农业

这种可能赔钱的项目来获得土地综合整

治这种“稳赚”项目的资格 [9]。农用地

流转是资本下乡的首要环节，引发的农

民利益风险和问题包括：①土地流转收

益受限，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为吸引

工商资本下乡，可能与其联手将流转价

格压低到农民勉强接受的限度，甚至强

迫流转土地；②资本与乡村内部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 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 争

地，导致后者的经营规模无法继续维持。

此外在经营农用地的过程中，综合开发

企业用明显或打擦边球的方式改变土地

用途而使收益激增，而农民被排除在收

益分配之外。

宅基地利用多元主体的利益问题包

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城郊农民和集体组

织外宅基地使用者希望其既得利益合法

化，另一方面城郊农民的这种局部利益

与更广大地区农民的普遍利益不一致。

前者引发了对宅基地资本化改革的讨论，

而后者决定了宅基地制度的方向和改革

难度。城郊地区宅基地和农民房屋隐形

交易相对活跃，但这种交易行为得不到

现行法律保障。有支持宅基地资本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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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学者认为，现行法律限制了宅基地

的流动性、财产性，继续维持宅基地的

非商品化、非资本化和非市场化对农民

来讲就不再是利益保护，而是一种财产

利益的制度性损失 [10]。而在坚持宅基地

保障福利性质的学者看来，农民无偿取

得宅基地而又参考城市房屋价格出卖宅

基地并不合理，并且有带来社会动荡的

危险 [11]；应从农民生计工具的角度考察

农村宅基地利用问题 [12]。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的规定，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兴办的乡镇企业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

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的乡镇企业才能经

依法批准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

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也以此类建设用地为限。与城市相比，

村庄产业用地分类十分粗放，用地企业

可在不突破规划管制的前提下，利用其

专业知识低价向村集体租用土地，继而

改变用途实现土地增值。此外，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收益如何在

村集体 ( 村民 ) 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也是

一个问题。

2.3 乡村土地利用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土地作为

一种特殊的资源，不可能任由市场凭经

济价值去决定用途，必须在政府划定的

空间管控线范围内发挥作用。规划对多

元主体中农民的利益问题采取适宜的制

衡策略，需要把握农用地、宅基地及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土地制度改革中的

刚性限制，以及三者之间转用的政策弹

性。

土地制度总体具有刚性限制。国家

严格保护耕地的目标始终不变，相关部

门不断根据现实中农用地利用的新业态、

新情况出台政策予以规范，如 2014 年国

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

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界定了设施农

用地分类和范围，并明确将一些容易混

淆的土地利用方式予以定性。宅基地制

度改革直接关系到农户自身利益的得失，

坚持其保障性质依然意义重大，推进农

村宅基地有偿使用、退出等改革阻力较

大。有学者通过分析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指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乡村生产

建设用地，其改革的成败不会对农户自

身生活产生过多影响，制度创新力度较

大，推进的速度较快 [13]。

集体内部在农用地与宅基地、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之间一直存在着或强或

弱的弹性转用空间，只是随着对耕地保

护的强调、永久性基本农田的划定和建

设用地价格的上涨，这种转用才日益受

到严格的管控 [14]。但严格管控也不意味

着现实中弹性转用空间完全消失。目前，

乡村的弹性转用指标来源包括：上级政

府分配建设用地指标；根据增减挂钩的

相关政策，县域土地整理得到的农转用

指标；乡村内部土地整理节余建设用地

指标。这些建设用地指标优先用于自上

而下的重大项目，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

可能用于处理农民土地问题，如满足重

大紧急建设项目被征用宅基地的农民对

超标安置房的要求。

3乡村土地利用的多元主体“利益
制衡”机制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的多元主体

“利益制衡”机制，由内生应对作用和

外力制衡策略两方面构成。以下分为 3

个部分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第二部分

从产业和住宅两个大类分析农用地、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宅基地的局部机制；

第三部分阐述规划从全局和整体高度对

农民利益可持续及利益受损风险进行调

控，包括时空上对土地开发进行弹性导

控，以及基于土地性质及价值对产权变

动制定刚性底线 ( 图 2)。

3.1 产业用地
(1)“能人经纪”的内生力量。经济

能人治村是当前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特

征。据浙江省民政厅 2008 年统计，企业

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当

选为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的比例

已经高达 2/3[15]。众多学者肯定了经济能

人治村的积极作用：有学者认为它是“管

理者控制—权势精英主导—群众自治”[16]

村民自治渐进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

渡性阶段；经济发展等“带领致富”的

积极效应成为共识。外部企业投资农业

图 2  多元主体“利益制衡”机制图图 1  乡村土地利用认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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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农产业，乡村能人都是其中无法绕

开的主体：首先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法

定权属所有者，流程上企业必然与之进

行互动；其次为了与农户交易 ( 将分散的

承包地流转 )，资本不得不依靠村两委开

展宣传、说服等工作，以减少组织成本。

本研究将能人在产业类用地利益平

衡过程中的角色归纳为“能人经纪”。

以保护农用地和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为

发展目标：组织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 专业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

业 )，在资本下乡之际为专业农户优先保

留一部分耕种机会，维护家庭经营模式。

以促进产业融合为目标：充当土地流转

中介，优选企业，把控资本经营土地的

合理范围及限度，就利益分配展开博弈

等。

(2) 农用地：溢出承接策略。农用地

的溢出价值有生态和文化两方面，生态

价值是指农用地具有调节微气候、维护

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文化价值

是指其提供优美景观的作用。规划要改

善农用地破碎化现象，充分利用原有农

业资源，重视自然山水地貌特征，发挥

自然环境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地进行规

划布局，减少基础性投资，提升溢出价值。

乡村规划与营建要协助村集体和农

民充分承接农用地的溢出价值，诱发新

的非农产业形态和农民生计方式。根据

农用地经营类型和溢出价值的不同，调

整存量用地的用途、布局和用地指标等：

设施农业类，优先考虑未来扩大生产的

可能性，预留部分农用地先由专业农户

家庭经营；传统农业类的文化价值相对

突出，可根据经营状况将部分工业产业

用地规划为工商产业用地，谋划旅游业

或休闲农业发展。

(3)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精明保权

策略。作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的重

要载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对就地延

伸产业链条、发展休闲农业有着重要作

用，需要精明利用相关土地资源，确保

村集体和农民在非农产业发展中的经营

权和收益权。

珍惜有限的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不盲目地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加

以集中，包括向园区集中或向某个项目

集中；保持适度零散的经营性建设用地

结构既可以避免休闲农业用地占用与破

坏耕地，又可以促进农用地的多功能开

发，就地实现乡村的三产融合。充分尊

重现有用地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重视村

集体和农民的整体利益，认识到存量工

业用地的负外部性，如空置、用房破败等，

对低效的用地区块进行重新规划，并注

意适度保留部分用地优先供给村内企业

发展。

3.2 宅基地
(1) 局部倒逼的内生应对。随着我国

经济的发展，一种以效率为核心、以重

视土地利用为基本理念的现代法律制度

发展趋势已成为一股力量，对现有宅基

地制度的保障性法律基础提出挑战 [8]。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自发进行宅基地和房

屋使用权流转，也是对制度安排的抵抗。

对农民的抵抗抗争行为，最初采取的办

法是严厉打击，堵、防、禁是主要手段，

但由于农民宅基地隐形交易发生的数量

和频率太高，“法不责众”法则最终起

了作用，从基层土地管理部门和基层政

府开始进行“制度边际调整”，随后试

点工作被提上议程 [17]。在不改变用途及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前提下，各地的宅

基地利用试点改革有效地回避了与现行

法律的直接冲突。本研究将以上过程归

纳为乡村内部在宅基地利益问题上所起

到的“局部倒逼”作用。

(2) 生计优化策略。从一定程度上来

说，多样化是农户收入不高时所采取的

生计策略。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开拓非农

就业机会有诸多便利。浙江省自改革开

放初期便响应国家政策，以独户或联户

的形式发展家庭工业，也是较早依靠农

民住房发展农家乐家庭旅馆和民宿的地

区。乡村营建与规划在原则上坚持宅基

地居住功能和保障性质的基础上，要继

续帮助发挥宅基地和农民房屋在农民非

农业生计上的工具作用。

乡村规划可综合农民生活与生产所

需的合理规模，制定“产住一体单元”[18]

的面积限值和空间配比。针对家庭产业

在空间和景观上的特征与需求，乡村规

划应研制符合产业功能和特色的图则导

则，引导当地群众改造和新建农民房屋，

优化提升其产居复合环境。

3.3 整体制衡策略
规划通过时空上对土地开发进行弹

性导控，并基于土地性质及价值对产权

变动制定刚性底线，从全局和整体高度

保障农民利益可持续与调控利益受损风

险。

(1) 土地开发的弹性导控—存量

留用与渐进增长。一种比较普遍的村庄

规划做法是把乡村的建设用地填得非常

“满”，每一块用地的性质和功能都得

到了安排。这种规划方式简单地把城市

增量规划的工作方式沿用到乡村，没有

认识到存量规划中土地价值的复杂性，

一方面可能助长非农产业对农业的挤压

作用，影响农业现代化对于用地的需求，

另一方面如果肆意将土地利用价值较大

的用地调整为收益较小或非盈利性用地，

将大大增加乡村建设的成本。

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乡村土地的弹性

转用，需要乡村规划采用存量留用的策

略。存量留用是指根据各土地使用权主

体对土地的利用现状，将超标宅基地比

较集中、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区位优势

突出的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划作留用地，

限制留用地范围内的建设，通过留用地

整理作为设施农业发展的农用地或者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的经营性

建设用地。这样，乡村就有空间上的余

地来协调平衡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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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林德布罗姆提出了渐进式

城市规划理论；1973 年，伯兰奇提出了

连续性城市规划理论，强调城市规划是连

续的行动所形成的产出 [19]。乡村的发展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处于动态的发展

过程中。因此，作为规划设计主体要具备

敏锐的洞察力，与有关利益主体不断沟通

与反馈，关注及识别在乡村营建过程中利

益格局的不稳定征兆。一方面，规划应该

有所侧重，关注和解决核心问题所在；另

一方面，规划设计的实施应该分阶段进行，

每个阶段应该根据该阶段的成果反馈来明

晰下一阶段的行动。

(2) 产权变动的刚性底线—营利放

活与保障稳健。现代产权理论用“权利

束”概念替代传统“合一所有权”概念，

分解为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所拥有的各

种权能，如租赁权、使用权与抵押权等，

继而产权主体既可以以单一主体的形式

存在，又可以通过产权分解以多元主体

的形式存在。就乡村土地而言，土地产

权权能由合一到分解、土地产权主体由

单一到多元的变动，是土地资源稀缺和

市场介入土地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公

有制背景下，规划要在尊重市场的基础

上发挥刚性底线作用。

集体经营性用地的营利性较强，随

着各地入市试点经验的推广，相关土地

用途管制宜粗不宜细，放活乡村和企业

在土地最佳用途、最高出价方面的协商

决定权。农用地和宅基地的保障性较强，

意味着流转的对象要设定身份限制和资

格门槛，流转的价格应遵循一个地区的

官方指导而非由市场决定，对土地开发

利用行为的管制应更充分有效，平稳健

康地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

4 实证研究

4.1 范本村落的概况
碧门村隶属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灵

峰街道，辖青山、碧门、黄母口、浒溪

口和沿景坞 5 个自然村，2015 年全村居

住人口为 1　725 人。碧门村属半山区，东、

西部为山地，中部相对平缓，201 省道南

北向穿村而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台商

进驻之际，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

的交通条件以竹工厂、家庭作坊为产业

单元开启了机制竹凉席的乡村工业化道

路。如今全村 90％的劳动力从事竹加工

业，人均年收入达到 2.5 万元，为富裕型

城郊乡村。

4.2 土地利益关系的困局
碧门村呈现着北部为大型厂房工业

区、中部为家庭作坊密集区、西部为家

庭作坊零散区的现状用地格局 ( 图 3)。

通过对农用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的调研，了解碧门村土地利益关

系的困境 ( 图 4)。

碧门村多数劳动力转移到竹加工业，

造成大量农用地的实际抛荒。没有人管

理，农用地上就没有收入，于是部分村

组将土地流转，使得短期内农民个人利

益最大化。但以逐利为单一目标、生产

工艺落后的企业却在经营活动中带来了

负外部性，不但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

而且农民的个人利益也难以持续。以位

于 201 省道与 205 省道交汇处北侧的苗

木场为例，2005 年有老板向青山自然村

三队村民租赁了近 10 亩土地种植苗木，

但 2010 年开始转而从事树皮加工，空地

上堆满树皮，经过发酵等工序后，再作

为花木肥料出售，生产过程严重影响环

境卫生。这充分说明公权力对农用地流

转的对象设定身份限制和资格门槛等刚

性底线的重要性。

20 世纪 90 年代响应国家政策，碧

门村农户创业热情高涨，充分利用房前

屋后空间搭建工棚发展家庭工业。村民

钱包鼓起来了，但优美的环境、开阔的

视野却消失了，农房外部空间逼仄，断

头路较多，作坊的钢棚影响了住房采光

通风。小微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也日趋

繁杂，生存愈发艰难：以竹凉席为主打

产品，生产销售淡旺季差异明显；低端

竹凉席通过传统渠道销售困顿，资金回

流慢。2008 年金融危机中，碧门村 25％

家庭作坊破产倒闭，年久失修的厂房和

钢棚影响了村容村貌。作为受害者同时

也是施害者，普通村民没有动机和能力

来解决这些困扰他们的利益问题。

碧门村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

上同样面临着超出其能力范围的问题。

污染排放在安吉县竹加工企业中比较普

遍，县级部门多次发布行业整治的文件，

但停留在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排放的

阶段，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安

吉县进一步采取工业集聚入园作为整治

手段只是时间问题。碧门村少数竹加工

图 3   现状用地格局图 图 4   土地利益关系困局图



16

图 8  家庭作坊整改“菜单式”调整策略示意图

企业在用地手续不全的“违章”建筑中

进行生产，更是加大了经营风险。采取

主动措施引导企业自我改造、保留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权，比较符合碧

门村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但村集体

经济实力弱，无法对众多私营企业产生

实质影响，产业融合发展、将有限的土

地资源留给优质企业的目标也无从谈起。

4.3 适宜的乡建制衡策略
(1) 破局的助力。上级政府主导了碧

门村利益困局的破解。碧门村 2014 年并

入灵峰街道，灵峰街道与灵峰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集行政管理与平台经营于一体。度假区

管委会正积极申报创建以乡村旅游为主

题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同时招引符合

度假区产业定位的高品质项目落地，而

碧门村恰恰处于 201 省道从杭州到灵峰

度假区的必经之路上，因此“一切围绕‘国

旅’转”的灵峰街道十分重视碧门村的

村容村貌、生态污染等问题。

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对美丽乡村精

品示范村创建工作的高额奖补资金是碧

门村主动开展村庄整治更新行动的经济

助力。安吉县是 2013 年首批浙江省财政

厅“推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转

型升级、促进美丽乡村试点工作”试点县，

安吉县制定出特色村、重点村及精品村 3

类美丽乡村标准，创建达到相关标准能

够获得人均 250 元、500 元和 1　000 元的

奖励。灵峰街道的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

创建早在 2014 年就已启动，横山坞村和

剑山村先后成功创建。本次规划实质上

是以村集体和村民主体利益为导向开展

的“利益制衡”机制实践行动。

(2) 土地开发的弹性导控：存量留用

与渐进增长。采取对既有工业用地进行

集约利用的规划，并将部分区域设为留

用区，为未来产业调整发展留下一定弹

性。依据各个不同地块的交通优势和既

有资源，明确片区功能、提高空间利用率，

图 5  规划功能定位图

图 7  能人带动农业发展图图 6  生态、产业、人居的复合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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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北部定位为产展销一体化的创意竹产

业园，中部的家庭作坊则提升空间品质

转型为参观式竹工坊的产住一体化片区，

西部零散作坊区则依托优美的山林风光

成为山水田居休闲产业区 ( 图 5)。在整个

过程中，对显性土地利用仅作顺应性调

整而非大拆大建的变革，降低整体失衡

风险。

乡村的发展是渐进的，依据乡村占

有资源情况逐步分期实施、动态实践。

目前，中部的家庭作坊区为中心村，具

有优先实施的必要，因此第一步依据作

坊的建筑原型、结合村民经营意愿开展

菜单式改造；第二步，依托安吉县作为

知名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将西部山坳

的零散作坊培育为接待休闲游客的民宿

体验区将具有较大可行性；第三步，碧

门村集体有了一定资本和资源积累后，

可利用集体经济优势将北部逐步打造为

产、展、销一体化的竹产业创意园。采

用渐进增长的模式，同时给予乡村多元

主体内部磨合的时间，避免出现较大的

冲突，顺利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3) 能人带动的产业融合：功能提升

与利益共享。根据“能人经纪”这一内

生力量，规划建构了碧门村生态、产业、

人居复合空间结构 ( 图 6)。村党支部书记

长年从事竹制品开发和生产，在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后，他将企业交由妻子打理，

全身心投入碧门村发展工作中。2008 年，

碧门村村庄建设规划将中心村最大居住

组团西侧约 300 亩农用地规划为产业发

展备用地，近年来通过与村民公平协商，

这一区域及北侧约 740 亩承包地集中流

转到了村集体名下 ( 图 7)。村党支部书

记作为乡村经纪 ( 代理 ) 人，可通过招商

引资优选外部农业企业，以土地入股的

方式与其合作开发生态农业园项目；引

导项目经营范围，以智能温室大棚促进

农业生产现代化，以采摘大棚吸引市民

观光体验；落实农副产品加工用房、生

态餐厅等内容的建设用地指标。项目开

发成功后，农民及村集体将从中获得分

红收益，也获得开发乡村民宿的机遇。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平衡“农

民—村集体—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目前村内一个新崛起的产业发展模

式是“电商 + 竹制品”：一些乡村能人

察觉到传统销售方式的弊端，利用互联

网发展竹制品批发业务，尝到甜头后，

他们关停了自己的企业，只作出租或者

配合乡村环境整改的钢棚拆除行动，并

与村内众多生产企业洽谈合作事宜——

线上销售的事情由他们负责，企业只需

专心抓生产保质量。如果这一模式能够

成功并进一步推广，将实现碧门村的竹

产业升级，带动村民创收。

依托现状工业用地、未利用土地的

竹产业文化创意园同样也有赖于村集体

和乡村能人的组织，在资源搜寻、洽谈

合作过程中均需依托村内乡村能人的经

验与资源共享。未来园区将涵盖竹产业

文化展示、电子商务服务、特色竹产品

体验和返村青年创业服务等复合功能。

新一代产业人才的培育，也将持续加强

村民在利益格局中的地位。

(4) 家庭作坊的空间升级：生计优化

与产居共融。梳理乡村现有产居关系的

“空间图谱”，根据村民产业转型选择

进行分类整改，逐一给出相应“菜单式”

调整策略 ( 图 8)。目前碧门村家庭作坊

的产居空间形式有院落型、辅房型和叠

合型，其中院落型、辅房型占地面积较大，

空间品质较差，需要将部分作坊钢棚拆

除。对放弃家庭作坊的农户，拆除钢棚、

辅房，恢复原有景观。对仍有经营需求

的家庭作坊，基于宅基地和农民房屋是

农户创业物质载体的现实情况，充分尊

重家庭作坊的生计方式延续：引导院落

型作坊采用开天窗等构件改造手法；对

辅房型作坊鼓励营造竹产业的文化特色；

叠合型作坊则以环境整治为重点。远期

逐步推动家庭作坊搬迁到北部厂房工业

区为小微企业设立的专门园区，在空间

置换中维系利益平衡。

5 结语

通过对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土地利用

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土地市场化、

资本化发展趋势下农民根本利益受损的

风险。多元主体“利益制衡”机制中，

内生应对作用涉及经济能人应对资本下

乡的保护性经纪作用，以及农民倒逼政

府开展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利用试点

改革、出台地方政策。外力制衡策略强

调规划协助村集体和农民充分承接农用

地的溢出价值，精明配置存量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资源，确保村集体和农民在

产业发展中的经营权和收益权，诱发和

优化农民非农生计方式。同时，整体的

存量土地留用策略为乡村三产融合提供

了空间上的弹性，渐进增长策略为土地

发展留出了利益协调的时间余地，营利

放活与保障稳健的产权变动刚性底线保

证农民根本利益不受损。完善多元主体

“利益制衡”机制对于规划引领实现政

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资助、企业参

与及市场运作的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

大。

[ 注　释 ]

①“流转”一词本属政策话语，但我国有关
土地的立法文本中采用了这一用语，并为
学界沿用。土地流转涵盖了农用地经营权
转让、入股、抵押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租赁、入股等多种形式。

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在释放出一些信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 修正案
( 草案 )》删去了现行《土地管理法》关
于从事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必须使用
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的规
定，改变了原本单一的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明确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条件及管
理措施，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为工业、
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
建设用地，允许土地所有权人通过出让、
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 [下转第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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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乡村治理的变迁、异化与新趋势
□　李晓军，王　锋

[ 摘　要 ]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一系列的乡村建设难题都会归结到乡村治理，因此探讨乡村治理变化中的内在逻
辑和趋势尤为必要。回顾广州市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治理的变迁经历了传统乡村阶段、政权挤压阶段、改革开放
后阶段，在后农业税时代背景下，乡村表现出权力格局重构、治理主体多元及生产规则重建等异化特征，出现了组织型、精
英型和项目型３种类型的乡村治理模式。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平衡的方式将国家权力嵌入乡村以稳定基
本盘，对主体和资源进行重组升级以提升治理的运行逻辑，而项目资源的倾斜则是推进当前乡村治理升级的主要动力。
[ 关键词 ] 乡村治理；权力格局；乡村精英；项目制治理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11-0018-06　[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 文献标识码 ]A
[ 引文格式 ] 李晓军，王锋．广州乡村治理的变迁、异化与新趋势 [J]．规划师，2019(11)：18-23．

Transition, Alienation, and Trend of Rural Governance, Guangzhou/Li Xiaojun, Wang Feng
[Abstrac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series of dilemmas in rural construc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rural 
governance, whose inner logic and trend is imperative to be explored. B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rural governance in Guangzhou, 
the paper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from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o political oppression, and then to reformation 
and opening up. In post agricultural tax era, rural area has undergone changes of alienation including reconstruction of power 
structure, diversifica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re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 rules. Three models of rural governance have 
emerged: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elite governance, and project based governan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political power needs to be embedded in the countryside in a balanced way to stabilize the base. Principals and 
resources should be reorganized and upgraded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governanc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inclination of 
project resource is the main power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urrent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Power structure, Rural elite, Project-based governance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强调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需加强农

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乡村治理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和社会基

础。不同时代，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因时而变，治理舞

台的主体有所区别，主体的发育程度和在乡村治理中的

介入程度等的差异导致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不同特征。

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梳理乡村治理的变迁机制，

理清乡村治理的权力格局、治理主体及生产规则，并基

于后农业税时代的治理异化特征，寻求乡村治理现代化

趋势下的落地模式。

1 乡村治理的变迁机制

１.1 传统乡村阶段：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
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中国乡村长期处于皇权体制

下的传统农业时代，这一阶段的乡村治理呈现“国权

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

理造乡绅”的特征 [1]。由于乡村存在固化的宗族及家

族权力，政权对乡村内部的干预较少，通过邻保制、

乡里制及保甲制等制度，进行治安管理及税金收取，

乡村中的乡绅凭借学识、财力、宗族声望被选作保长、

甲长，掌握乡村中最高的话语权和权威性，成为乡村

[ 作者简介 ] 李晓军，硕士，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二所副所长。

王　锋，硕士，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二所主任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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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主体。在国家与社会的互构关系

场域中，乡绅被视为国家政权和乡村社

会的“缓冲区”与“第三领域”，起着

上传下达政令、稳定乡村社会的作用 [2]。

传统乡村的治理格局呈现“国家皇权—

乡村社会”二元平衡的状态，乡绅作为

国家政权的延伸和乡村村民的代言人从

中调和。

1.2 政权挤压阶段：乡村自治的逐步
瓦解

清朝末期至改革开放前期，国家政

权不断向乡村下沉，乡村内部的自治体

系趋向瓦解。民国期间，国家治权逐步

向村落共同体延伸，政府试图通过对乡

村社会的控制来达到攫取更多财富和资

源的目的 [3]，国家通过任命土豪劣绅为

保长的方式强制下沉，大量征收赋税和

劳役，致使民国时期产生土豪劣绅主导

的“赢利型经纪”，导致社会混乱不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政权下乡”

和“政党下乡”等途径，国家逐步实现

了对乡村社会的强制性行政整合，直至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后，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一体化整合达到了极

致 [4]。乡村治理的主体由内生的本地精

英转变为国家政权嵌入的乡村代理—人

民公社。在公社、生产大队及生产队的

严格管制下，乡村个体直接受到国家政

权的集中支配，乡村内部的自我治理趋

向瓦解。

1.3 改革开放后阶段：政府主导的
乡政村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配合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将原来人民公

社时代的“政社合一”体制进行政社分离，

转而推进“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通

过设立乡镇人民政府来实现国家对乡村

的社会管理，将生产大队改造为村民委

员会，作为乡村自治的主体。虽然国家

对乡村治理体系建立的初衷是实现乡村

内部的民主自治，但是由于乡镇政府掌

握更多的政策资源及村民缺乏自治的主

动性，导致乡镇政府凭借行政力量强势

介入乡村治理。因此，改革开放后我国

虽然已形成“国家政府—乡村自治”的

二元权力体系，乡村内部形成以村民委

员会为主的组织，但政府控制仍处于支

配地位，乡村治理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半

自治”( 表 1)。

2后农业税时代治理异化特征

2.1 权力格局重构
2.1.1 税费改革导致的基层政治权力

被动弱化
村组织的权威来源于 3 个方面：一

是制度授权，二是村民认可，三是传统

赋予，而近年来正式制度削弱了村组织

的治理能力 [5]。我国于 2006 年取消农业

税，村委会由上级政府拨款发放工资和

治理资金，村委会的“政治性”逐渐大

于“民主性”，这也决定了村委会更多

扮演传达和落实上级政府意图的角色。

由于税费改革和乡村体制改革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村级财政收入，削弱了农村

基层组织的统筹能力 [6]，机构简化后的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的人数大量缩减，

受到财政和人力的局限，难以支付村庄

规划和村庄管理的成本，基层政权及其

延伸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日渐表现出能力

的弱化倾向 [7]。

2.1.2 基于宗族及企业的社会权力主动

崛起
随着村民参与治理意识的加强，农

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可以在其中表达

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参与决策监督，而且

各类非营利组织也获得了成为社区治理

主体的资格，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村委

会与农民及乡镇政府与村民三者之间的

时期 权力格局 治理主体 治理形式

清朝末期之前 国权不下县 乡绅 独立自治

民国时期至改革
开放前

民国时期 政权下沉 土豪劣绅 赢利型经纪
改革开放前 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 中央集权

改革开放后 乡政村治 村民委员会 政府主导的
“半自治”

表 1 不同时期乡村治理的机制变迁

资料来源：根据各类文献收集整理。

图 1  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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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关系由垂直命令转变为双向反馈 [8]。

广州市乡村中的社会治理权力更加具有

当地特色，政府的权力明显受到宗族、

社区企业等非正式组织的分化。一方面，

广府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得传统家族

宗族制在本地得到了较好的保留，如广

州市历来注重修建祠堂，延续宗族精神；

另一方面，大部分普通村民的家庭收入

来自于他们作为股东从社区企业中获得

的分红，由宗族精神和社区企业二者共

同促成了村民对高度内向利益的追逐，

再加上村民原本就有对村内公共大事进

行公开讨论的“集议”和对公有财产经

营权进行公开投标的“开投”惯例，村

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和民主监督的意愿得到强化。

2.2 治理主体多元
2.2.1 政府

以较高等级的政府为主体，各级政

府层层推进，能够快速实现村庄规划的

编制和实施，一般是因为某种事件的推

动或政治示范等目的而形成。例如，从

化区莲麻村曾作为广州市委书记挂点村，

由书记主导，区委区政府组织编制村庄

建设规划，各方参与项目实施。

2.2.2 村民及村集体
以广大村民为主体，采用广泛、多样

化的公众参与方法推动村民村集体参与到

村庄整治中。在此基础上，村集体中产生

了村民理事会等新型组织，2014 年广州

市花都区首个村民理事会在梯面联丰村揭

牌成立，以协助村“两委”进行村庄治理。

2.2.3 村委
以村委为主体，组织各方参与，包

括乡贤、村委、党员等，通过开会、谈

话等形式逐渐引导村民对村庄规划树立

正确的认知。在广州市“三旧”改造的

进程中，村委会作为村集体土地的代理

者 [9]，需要协调政府、开发商和村民等

多方利益主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4 乡村精英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

经历了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

的转变，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

力场域中显著的特点 [10]。体制内精英是

以村长、书记和能人等为主的新乡贤，

利用自身较强的威望和权力，推动村庄

规划编制和乡村治理，体制外精英以非

营利组织、服务者和企业为主体，通过

自身专业贡献、资本注入，快速实现村

庄建设发展。自 2006 年起，增城区西

南村采用村长主导、助村规划师协助的

方式，共同实现村庄建设和经济的飞跃

( 图 1)。

2.3 生产规则重建
2.3.1 土地流转机制下的传统吃租

随着大量城中村和城郊村的“去农

化”，产生了特有的“吃租经济”。改

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资产

性质逐渐显现出来，以出让、转让 ( 含以

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联营、兼

并和置换等 )、出租和抵押等形式自发流

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屡有

发生，数量和规模上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客观存在 [11]。这

类乡村以外来资本为主导、以土地为主

要投入要素，形成了“向土地要效益”

的发展模式，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同时，由于采用对土地的单一要素高度

依赖、零散的投资方式，也导致了乡村

地区土地蔓延、使用低效和转型困难等

一系列困境。

以广州市为例，在过去二三十年的

发展中，工业吃租、宅基地吃租和农业

吃租现象普遍存在。全市农村承包收入

占村财务收入的 53.79％，村集体经济绝

大部分来自集体土地上自建的市场、商

铺、厂房、仓库等物业租赁及鱼塘、山

林等资源发包。在全市村庄建设用地的

工业企业中，78.5％为“完全租赁”企业，

仅有 5.7％是自主经营企业，有些村出租

经济达到 100％，村庄几乎没有自有的集

体经济。城中村、城边村的房屋出租现

象普遍，远郊村的农业主要租赁给外来

务农人员种植。这种产权高度分散的资

产，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很难出

现内生性的产业结构调整。

2.3.2“三旧”改造催生的自我“造血”
“三旧”改造是广东省特有的改造

模式，分别是“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

改造。广州市以“三旧”改造为契机，

提出城中村改造范围内集体经济发展用

地上的集体厂房、商铺、仓储用房等集

体物业房屋可与城中村一并改造 [12]，不

仅促进了城中村、城边村等旧村的整治

改造，还为乡村自有产业的提档升级夯

实基础、预留空间。部分村庄借助“三旧”

改造的机遇，通过自主升级乡村自有产

业，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加快发

展村级经济，达到增加村级收入的目的。

广州市的部分村庄已通过对村办工

业、乡村旅游业的升级，初步开启了自

我造血的良性循环。增城区西南村通过

对村办工业的扩容提质，建设了占地约

70　hm2 的村办工业区：在扩容方面，在

现有成型村办工业基础上，进一步置换

剩余的废弃工业用地，镇一级奖励建设

用地指标，把村办工业做大；在提质方面，

对村办工业进行园区化升级，完善道路、

排污等基础设施配套。白云区寮采村作

为广州市第二批美丽乡村，2010 年借助

绿道建设的契机发展休闲农业，以发行

股份的形式筹集所需资金，由村、社集

体参股，村民以自愿的方式入股，最终

通过村庄自筹自建，建成世外桃源生态

旅游区，2015年景区实现营收1　300万元。

2.3.3 以留用地为端口的开放合作
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政策对引入社会

资本仍然较为谨慎，留用地则是乡村引

入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有端口。留用地是

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后，按实际征收

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作为征地安置另

行安排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

发展生产的建设用地，留用地的使用权

及其收益全部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

有，只能用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不

得用于商品住宅房开发。和其他地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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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广州市仅规定留用地“不能做

什么”，为留用地的转化和使用提供了

充足的弹性。引入社会资金和有实力的

企业合作开发留用地，成为村庄推动留

用地开发建设的重要手段。

对广州市外围的萝岗区、增城区被

征地农村的实地调查显示，农村集体普

遍意愿为：坚持由村集体自主开发经营，

但可以尝试通过土地作价入股、出资等

方式结合社会资本与外界力量进行合作

开发。以南沙区南横村为例，2010 年南

沙资讯科技园扩张，征收村庄约 70　hm2

的农用地进行园区产业开发，按相关标

准返还村庄 7　hm2 的留用地。同年，南

沙区批准通过了《关于试行货币加物业

方式兑现村留用地指标推进村留用地开

发工作方案》，允许引入社会资金参与

村庄留用地开发建设。南横村与星河集

团合作开发 7　hm2 的留用地，打造作为

高新技术开发区配套的南沙高端滨海居

住小区——南横服务外包公寓，其中商

铺物业归村庄集体所有，通过商铺出租

经营，每年可以为村庄带来约 720 万元

的收入 ( 表 2)。

3广州乡村治理新趋势

3.1 组织型乡村治理：平行的临时
议事治理

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带来的是乡

村内部更复杂的组织方式和更多元的利

益诉求，在村庄规划与管理的决策中，不

同主体由于出发点和诉求的差异，将有可

能产生冲突与矛盾，此时便需要一个平台

来组织协调多元主体，为进行临时的议事

决策，产生了村民理事会制度。在村党组

织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村民理事会主

要负责对涉及本村居民重大利益事项的

协商、沟通，参与对村级党组织和自治组

织的民主监督，引导本村不同阶层人士积

极参与社区服务管理的研讨，是村民参与

社区服务管理的议事平台，是村党组织及

村民委员会重要决策的参谋，是官民合作

治理的有益纽带 [13]。

以白云区寮采村为例，在谋划产业

发展、规划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白

云区寮采村“两委”牵头组织乡贤人士

成立村民理事会，村里所有重大决策，

只有经理事会协商一致、形成正式议题，

才能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这一制度设计，最终形成了村“两委”会、

党员会议和村民理事会等机构协商议事，

村民代表大会、户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

等机构民主决策的流程。具体来说，村“两

委”在重大决议、草案起草之前，先召

集由老村干部、老人协会成员和部分党

员、村民代表组成的村民理事会开会，

商讨具体的事项，取得一致的意见后，

再提交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

代表以全票通过一致同意《美丽乡村白

云区寮采村示范村庄规划》，然后向所

有村民公告，最终获得绝大多数村民的

支持 ( 图 2)。

3.2 精英型乡村治理：观念的现代化
随着村民社会治理权力的主动崛起，

村集体为了自身的转型发展需要寻求更

佳的发展路径，但囿于自身专业技术能

力，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外脑”，

借助社会力量的专业服务为村庄发展提

供外力，促使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专业

化。由此，广州市出现了“助村规划师

制度”和“一村一法律顾问”等精英型

乡村治理机制，村庄通过购买服务、政

策扶持等形式委托社会组织负责规划编

制与重点项目的创建，由政府、村集体(村

委、村民 )、民间顾问多方协商，共同制

定规划。

广州市“助村规划师制度”的产生

是为了提高村委、村民的规划水平和意

识，提升村民参与的效率，并最终促进

村庄规划成果的落地实施。助村规划师

从了解村庄发展情况、具备丰富城乡规

划经验的人员中选拔，并由区 ( 镇 ) 政

府聘请，采用一年一聘的形式，区 ( 镇 )

政府定期对其进行培训和考评。助村规

划师需及时去村里宣传、讲解村庄规划

知识及相关政策，一般情况下每两周主

动下村一次、每月到村讲课至少一次；

异化阶段 驱动机制 要素 收入来源 特点

吃租经济 土地流转机制 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

工业、宅基地、农业
租金

零散、低效、不
可持续

自我造血 “三旧”改造政策 农村自有产业
发展用地

村办工业、乡村旅游、
乡村物流产业收入

资源重整，内部
升级

开放合作 “留用地”政策 农村经济发展
留用地

与外来资本合作开发
产业产生的收入

引入外资，规模
发展

表 2  广州市乡村生产规则异化特征梳理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市相关政策文件及文献整理。

图 2  村民理事会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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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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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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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触发

监督 引导

村官 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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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 ( 图 3)。

4 讨论

4.1 平衡：国家权力如何嵌入乡村
决定着乡村治理的基本盘

根据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国家权

力过度或较少嵌入都会影响到乡村治理

的合理性，国家权力过度挤压乡村社会

自治权力，将有可能积累农民对国家政

权的不满与对抗，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

的控制成本也会随之增加，而基于宗族、

社区企业等民间关系产生的社会权力如

果过于强势，由于自身特有的排他性和

趋利性，则有可能导致族权代替基层政

权，产生操纵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

选举、把持村务，甚至私设公堂动用私

刑等乱象 [16]。因此，若要稳定乡村治理

的基本盘，则需要平衡“乡政”和“村治”

之间的权力分配，在博弈中找到共同治

理的平衡点。

4.2 重组：乡村治理异化对乡村治理
的运行逻辑升级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将打破固

化的乡村治理组织模式，带来乡村治理

组织方式相应的多元化；其次，各乡村

的生产规则重建引发的是乡村整体功能

定位的转变，由此带来不同的外部资源

及相应的资源消化机制，这些都是乡村

治理现代化的趋势。而随着乡村中社会

权力的主动崛起、村民自主参与观念的

强化，相较于基层政府的政策管制，乡

村社会自治将有更强的柔性来接受治理

主体多元化及生产规则重建带来的冲击，

如何协调各方利益、融合各方资源、将

主体和资源重组升级，将是乡村治理过

程中需要探索的重要方向。

4.3 推进：项目资源倾斜是当前乡村
治理升级的主要动力

广州市乡村存在城乡关系、政策及

不同资源等不平衡的情况。广州市城中

同时，还要负责村民和规划管理部门之

间的沟通协调，代表村委对村庄建设项

目的规划和设计方案向规划管理部门提

出意见。增城区西南村自 2006 年开始

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合作，通过功

能分区规划，明确居住区、工业区和耕

作区；通过市政管线的重新规划布置，

减少直排鱼塘的生活污水以改善水质；

通过三线下地以改变村内电线、电视线

等乱拉乱搭的景象。增城区瓜岭村作为

广州市农村基层治理协同创新的 6 个试

点之一，借助“一村一法律顾问”行动，

配置一名专业律师为法律顾问，为村民

自治提供法律意见，协助完善村规民约，

2016 年以来，开展法律知识讲座 2 次，

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 16 人次，使村干

部进一步提高了依法办事、遇事找法和

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使村民逐步养成

了依法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合法权益的

良好习惯。

3.3 项目型乡村治理：自上而下的
资源导入

在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创建等

战略的引导下，国家、市县政府以项目为

载体，强势导入资源驱动乡村的快速发展，

作为资源下乡的“有形之手”[14]，项目制

形成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在驱动方

式上，项目制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资源

下乡方式，上级政府通过多条线进行财

政资金的分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驱动。

在普适性上，项目的落点和资源的导入只

针对部分村庄，对村庄的选择不仅依赖自

身特色资源，还依赖于上层领导的意志

及乡村领导争取项目的能力。在资源方面，

项目制不仅引入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

还可以集结多方社会力量，充分引入社

会资本和专业人士。在这一乡村治理的

改善过程中，项目成为一种治理的手段，

而规划则构建了一个治理的平台，作为

一个服务于项目的空间技术框架，规划

渗透在乡村项目的全过程 [15]。

以从化区莲麻村为例，2015 年原广

州市委书记在考察该村后，因其特殊的

区位和优越的资源提出将其建成农家乐

旅游村，作为书记挂点村，从化区委区

政府组织编制村庄建设规划。为了促进

规划的实施，形成包括旅游发展、道路

整治、河涌整治、景观绿化园林整治、

市政设施完善、文化服务设施完善、村

居风貌提升、农林业发展和产业发展在

内的 9 个大类共计 48 个项目的项目库；

同时，将这些项目按公共产品属性和投

资责任主体差异分为政府投资类 ( 道路整

治、景观绿化园林整治、文化服务设施

完善、河涌整治、市政设施建设 )、村出

资类 ( 村居风貌提升、农林业发展 ) 和市

场投资类 ( 旅游发展、产业发展等 )。通

过成立广州北景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市场项目的招商引资，已成功引入多

图 3  项目型乡村治理资源输入路径

间接输入

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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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要分布在白云区、花都区、番禺区

与增城区南部，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基本

城镇化；城边村主要分布在城镇建成区

或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边缘，以机械制造、

建材、家具灯饰和纺织服装等工业为主，

兼有部分农业；远郊村主要分布在增城

区、从化区、花都区及南沙区，由于较

少受到城镇的直接带动或辐射影响，村

民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

式。从治理观念和治理模式升级的角度

看，由于人口和产业的倾斜，乡村治理

现代化的趋势主要出现在城中村和城边

村，而远郊村则面临着愈发严重的空心

化问题。除了自身发展之外，政策倾斜

带来的是更强的社会资源吸纳和转化能

力，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通过项目的方

式落于重点乡村，能够强有力地促使乡

村治理重组升级。因此，具有较好城乡

关系、接受上级政策倾斜，更有利于乡

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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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南乡村生态营建规划策略
□　范凌云，徐　昕，刘雅洁

[ 摘　要 ]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之一，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关键，而生态营建则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
振兴发展的有效途径与重要抓手。文章以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苏南乡村为例，厘清乡村振兴目标与“自然—
文化—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之间的要素关系，解析当前苏南乡村生态营建存在的问题，从规划视域、规划手段和规划内容三
方面剖析其规划诱因，并分类型、多维度、多层次提出规划策略，以期指导苏南乡村生态营建实践，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 关键词 ] 乡村振兴；生态营建；规划策略；苏南乡村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11-0024-08　[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 文献标识码 ]A
[ 引文格式 ] 范凌云，徐昕，刘雅洁．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南乡村生态营建规划策略 [J]．规划师，2019(11)：24-31．

R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lanning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Rural Revitalization/Fan Lingyun, 
Xu Xin, Liu Yajie
[Abstract] Ecological livability is one of the five major visions and also the foundation and key poi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at’s mor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and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With southern Jiangsu countryside which a region with fast development in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vision and and the complex nature-culture-
economy system, studies the problems of r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easons from  three aspects: planning horizon, 
planning approach, and planning content. It further proposes planning strategies by different types, dimensions, and levels, in hope 
of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r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lanning strategy, Southern Jiangsu countryside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当前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强调“保护与建设良好的乡村生态”是乡村振兴

的基本前提、重要内容及关键支撑；乡村振兴对作为关

键支撑条件的乡村生态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

兼顾乡村经济、环境和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促进“自

然—文化—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整体效益最佳的发展模

式，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乡村生态效益不高、内生动力不足和文化传承不佳等问

题逐渐凸显，乡村地区生态面临巨大挑战，急需对乡村

生态现状与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与研究，从乡村规划建设

角度强化自然生态营建，加大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的建

设力度，促使乡村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由此，本文基于乡村振兴的目标导向，结合苏南

地区的案例研究，从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文化生态 3

个维度解析苏南乡村生态营建存在的问题，反思乡村

规划在视域、手段和内容方面的不足，进而分类型、

多维度、多层次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体系，重点落在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乡村振兴生态基础及实现乡

村生态宜居目标三方面，以期指导苏南乡村生态营建

实践，并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与生态营建工作提供

参考。

1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生态营建目标解析

乡村作为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空间载

体，是一个“自然—文化—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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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体目标，其中自然生态是乡

村生态宜居的本底，也是乡村振兴发展

的基石；经济生态是产业兴旺的核心，

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动力；文化生态是

乡风文明的保证，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

灵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发展的最

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推进乡村生态营建

旨在保护好乡村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风貌，

使村庄形态、自然环境、人文风情和产

业发展相得益彰，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真正做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实现乡村振兴。

作为“自然—文化—经济”的复合

生态系统，乡村生态营建的关键在于各

子系统内部健康循环及子系统之间的生

态耦合。3 个子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某个子系统的失能会造成其他子系

统失衡，进而导致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

失序，危及乡村振兴总体目标的实现。

因此，需要从自然、文化、经济多维度

推进生态系统复合营建：一是结合自然

生态维度建设生态安全格局，筑牢环境

基础，实现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目标；

二是聚焦文化生态维度、强化文化生态

网络，夯实文化基础，实现乡风文明的

乡村振兴目标；三是基于经济生态维度

构筑产业生态系统，奠定经济基础，实

现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目标。在此基础

上，强化子系统的耦合关系，协同促进

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乡村文化类产业

拓展及生态文化空间耦合发展 ( 图 1)。

2苏南乡村生态营建的现状及存在
问题

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苏南生态

本底优良、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展领

先，生态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苏南最具

核心竞争力的发展要素。近年来苏南乡

村建设如火如荼，苏州、无锡、常州多

市在乡村生态营建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苏州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

结合苏州乡村本土特色与建设现状，不

断加大农村生态营建力度。作为全国首

批地级国家生态市，苏州的国家级和省

级生态村已分别达到 10 个、654 个，省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达到 32 个。无锡

以发展循环经济、转变产业结构为助力，

以发展乡村现代生态农业、乡村生态农

业为切入点，探索多样化的乡村生态建

设方式。常州针对乡村的生态环境现状，

结合省“水美乡村”建设要求，整体推

进“水美乡村”“美丽库区”建设，对

乡村生态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保护与

整治措施。

现阶段，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背景下，苏南地区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但苏南乡村生态问题仍是其高

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自然环境日渐恶

化、乡土文化活力不足及产业生态性不

佳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苏南地区的乡

村振兴。

2.1 自然生态维育不足
虽然近年来苏南乡村不断加强村庄

环境建设，但多以种树刷墙、塑造村口

景观节点等外表美化整治为主，对乡村

内在生态维育重视依然不够：其一，自

图 2  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南乡村生态营建研究框架图

生态宜居 自然生态环境退化 区域生态资源统
筹不佳

规划实践定量研
究不足

乡村分类建设引
导不力

规划内容深度精
度不够

乡村生态内涵匹
配不佳

生态系统整体考
量不足

文化生态要素流失

文化生态网络退化

经济发展生态不佳

经济系统循环不畅

乡村生态格局破碎

自然生态维育不足 规划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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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布局
营造宜居生活环境

水网修复
提高景观营造水平

乡土设计
倡导低耗生态建筑

规划手段
模式单一、创新不足

规划内容
宽泛模糊、匹配不佳

苏南乡村生态营建
问题

苏南乡村生态营建问题
的规划诱因

乡村振兴下苏南乡村
生态营建规划策略

乡村振兴下乡村
生态营建工作重点

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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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生
态宜居目标

文化生态传承不力

经济生态效益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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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

图 1  多维度乡村生态系统复合营建目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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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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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

奠定经济基础

乡村振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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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态环境退化。苏南作为城乡一体化

先行区和现代化建设先导区，其乡村居

民点和工业企业的过度建设日益破坏自

然环境，土地、水系污染加剧，空气质

量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乡村自然环境

日渐恶化。其二，乡村生态格局破碎。

部分村域内农田、林地、湿地等生态基

质被建设用地切割成块，河流、林带等

生态廊道被中途截断，菜地、水塘、绿

地等生态斑块被建设用地大肆侵占，乡

村生态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遭到破

坏。

2.2 文化生态传承不力
文化生态系统是乡村文化要素之间、

文化要素与村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形成的系统。作为历史上江南

水乡文化标杆的苏南乡村文化生态面临

极大挑战：其一，文化生态要素流失。

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部分乡村盲目

崇洋，忽视对乡村自身历史文化及特色

要素的挖掘与保护，村民缺乏自身文化

认同感，部分重要文化因子如建筑形式、

建筑空间与建筑要素等出现异域化或同

质化趋势，对地域文化符号等要素的保

护和延续被忽略，面临“千村一面”的

窘境。其二，文化生态网络退化。乡村

内重要文化节点如古井、古桥、文化中心、

博物馆等多呈散点状分布，各文化节点

间的关联性较弱，互不联通，难以实现

文化生态节点与文化生态廊道 ( 巷道、溪

流等 ) 的有机融合，最终造成乡村文化生

态空间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缺少协调与

贯通，乡村文化生态网络破碎等局面。

   

2.3 经济生态效益不佳
产业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推动力，苏

南乡村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三产旅

游业发展方面均有建树，其经济发展具

有鲜明的独特性。根据乡村主导产业，

目前苏南乡村发展类型可分为农业主导

型、工业驱动型和旅游业牵引型。当前，

苏南乡村经济生态问题主要体现在：首

先，乡村各类产业发展生态性不佳，绿

色产业占比较低，如部分乡村工业仍处

于初级阶段，污染排放管控不严，造成

乡村土壤、水域、空气污染严重；同时，

经济生态性不足也加重了自然生境污

染，如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

化肥及大棚农业的薄膜致使乡村土壤肥

力下降、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等；乡村

旅游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过度的开发

建设也降低了自然生态环境品质。其次，

经济系统循环生产不畅，生态系统稳定

性较弱。经济生态系统主要指产业与产

业之间、产业与环境之间产生的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的统一整体。现阶段，苏

南乡村一产、二产之间的关联性较弱，

一二三产之间循环生产刚刚起步，产业

之间生态化合作不足，缺乏多样性和主

导性的协调，造成乡村生产资源难以循

环再利用，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行面

临挑战。

3 苏南乡村生态营建问题的规划
诱因

苏南乡村生态营建面临的诸多问题

迫切需要有效的乡村规划进行规范与引

导。虽然众多乡村开展了乡村规划编制，

但随着越来越多乡村规划方案文本面世，

其建设问题的规划诱因也逐渐显现，主

要集中在规划视域、规划手段与规划内

容等方面。

3.1 规划视域：范围局限、统筹不力
规划视域范围受限主要体现在：区

域统筹性考量不足和生态系统整体性关

注不够，两者在规划层面均需要统筹协

调。首先从规划范围看，当前苏南乡村

生态营建规划大多囿于村庄范围，难以

对区域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对村域乃至

镇域整体生态格局的考量较弱。例如，

乡村绿地系统规划多局限于村庄内部环

境，对村内绿化与外部农田、水域等生

态基质、廊道联系的考虑欠佳，人为割

裂了村域生态网络；又如，由于乡村规

划中欠缺对村村、村镇、城乡等多种空

间对应关系的宏观统筹，乡村污染工业

往往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负面效益

( 如这个村的工业布局在那个村的上游或

上风向，造成了区域性的生态问题 )。其

次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看，乡村本身是

一个复合生态系统，但规划视域上侧重

乡村建设，重视单一景观环境因素引导，

对文化生态和经济生态涉及较少，缺乏

对“自然—文化—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

整体考量，未能有效地协调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不利

于实现乡村振兴的多维目标。

3.2 规划手段：模式单一、创新不足
目前苏南乡村规划手段较为单一、

固化，与时俱进的创新举措较少，难以

满足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复合生态系统

规划建设的要求，无法引导乡村特质化、

差异化发展。首先，规划常限于模式套路，

分类规划引导不力。因发展机遇、资源

禀赋与地理区位不同，苏南乡村呈现出

不同的经济产业结构、社会文化内涵与

空间布局特征，乡村种类繁多，不同类

型乡村因其自身内部优势与外部机遇耦

合，会产生不同的乡村发展方向与诉求。

而当前部分苏南乡村规划针对性不强、

创新性不够；较少考虑乡村空间异质性，

缺少村庄“地域特色理解”，未能很好

地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特征提出相应的空

间布局、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分类指导策

略。其次，乡村生态营建涉及自然、经济、

文化等多个方面，具有复杂性、动态性

和整体性特征，急需通过多角度、多层次、

多方面的分析，应用具有高度综合的定

量研究方法来深入探索乡村生态营建策

略。而现状乡村规划实践中，规划手段

往往侧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缺

少对乡村问题与现象的量化分析、解释，

导致规划方案精准性较差。

3.3 规划内容：宽泛模糊、匹配不佳
乡村生态系统是一个集自然、文化、

经济于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呈现综合

性、多样化的生态特征，其规划内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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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乡村建设的很多方面；但目前的规

划内容往往宽泛模糊，与乡村营建复合

生态内涵匹配度不够，在时间紧、任务

重的情况下，规划的深度和精度难以满

足乡村振兴的诉求，在乡村生态营建方

面浅尝辄止、单维推进、无法落地，难

以实现乡村振兴的多维目标。例如，产

业规划深度不够，未能深入地进行产业

选择分析，难以立足乡村优势资源和在

产业基础上引导产业生态化发展；乡村

景观规划包括农田、鱼塘等农业生产景

观规划，河流、湖泊等自然景观规划，

以及小品、游园等人工景观规划一系列

内容，但由于宏观上缺乏对景观生态修

复能力的深入研究，呈现出乡村生态弹

性组织力不够、环境自维持力不强等问

题；微观设计上乡村滨水空间常采用硬

质驳岸，阻隔了乡村河道自身应有的生

态过程。在整治建筑风貌时，更多注重

表皮装饰，未能深入研究建筑本身的生

态化设计，并延续其文化内涵，生态节

能水平有待提高、特色文化风貌有待传

承。此外，还存在空间管控内容相对笼统、

配套图纸精度不高造成规划实施难等问

题。

4 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南乡村生态
营建的规划策略响应

针对上述苏南乡村生态营建存在的

问题，在解析对应的规划诱因的基础上，

本文以乡村振兴目标为导向，从规划视域、

规划手段和规划内容 3 个层面提出苏南

乡村生态营建的规划策略体系 ( 图 2)。

4.1 拓展规划视域，统筹战略规划，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规划视域上从生态、经济、文化等

多维度引导规划方向，从区域层面上形

成高水平综合生态格局及复合生态网络，

划定乡村振兴重点区域，科学进行产业

定位，以达到区域整体性复合生态系统

平衡，奠定苏南乡村基本生态格局，实

现产业兴旺目标，为乡村振兴发展做全

局性和纲领性的谋划，从区域层面上提

升乡村振兴引领绩效。

4.1.1 点面结合，协同区域振兴发展
乡村振兴不应仅限于乡村“点”上

的振兴，区域“面”上的乡村振兴发展

更具有示范性和带动性。“面”上协调

整合区域中自然、文化、经济各类资源

要素后促进乡村地域发展走向更高的层

次，才能点面结合，更好地实现乡村区

域振兴。

战略规划强调规划视域上的地域宏

观统筹与系统全局考量。一方面，整合

地域优势资源，建立乡村个体与地域整

体之间的联系。引导区域要素流动、提

升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实现良性互动，

进而引导镇村资源合理配置、强化村村

联动发展，优化镇镇、镇村联动支撑系统，

划分振兴重点区域“面”与特色村庄“点”，

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乡村振兴。另一方

面，协调多维生态系统，基于生态复合

目标，综合考量乡村振兴对自然、文化、

经济等的多维诉求，在自然生态方面构

建区域生态格局，建立区域水环境保护

协调机制与生态补偿制度；在经济生态

方面合理进行区域产业布局，减少流域

环境污染；在文化生态方面进行区域统

筹，形成各具个性的文化生态特色。点

面结合，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经济生

态协同作用形成示范片区，引领乡村全

面振兴发展。

例如，笔者在相关乡村统筹规划中

确定了苏州吴江区 2 个乡村振兴重点区

域：以经济生态耦合自然生态——“农

旅产业＋生态”为特色的北联乡村振兴

片区，以文化生态耦合经济生态——“江

村文化＋产业”为特色的环长漾乡村振

兴片区 ( 图 3)。每个区域提出乡村振兴

发展目标与复合生态系统建设重点方向；

两个区域内部再确定重点发展的“点”，

并分别提出乡村振兴的分区、分类型乡

村建设引导要求。

 4.1.2 多维耦合，推动生态系统复合
战略规划应贯彻乡村振兴的整体思

想，统一考虑自然、经济与文化生态多

维振兴。以自然生态为基础，以经济生

态为动力，以文化生态为特色，明确乡

村规划目标定位。同时，根据不同类型

乡村的资源条件、发展方向等规划主导

因素，分类引导，实现乡村生态复合子

系统之间的有机整合与协同进化，将生

态宜居、产业兴旺与乡风文明协调统一

起来，为苏南乡村全面振兴构建一个运

转良好的生态复合系统。     

(1) 农业带动型：自然生态 + 经济生

态复合。

苏南乡村作为鱼米之乡，农业是重

要的经济基础，而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

是生产高品质绿色农产品的必要条件，

农业科学定位时也要兼顾生态保护，做

到自然生态与经济生态的衔接、耦合。

一方面，加快立体农业、有机农业、低

碳农业发展，合理布局农业用地，减少

农业面源污染，构建高效循环的农业生

产模式，弥补传统“自然资源—农产品—

污染排放”单向生产模式的不足，节约

生产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

扩大自然生态效益，结合河流、湖泊资

源发挥耕地对自然环境的调蓄作用，营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生产高品质绿色

农产品创造条件，实现自然生态与经济

生态复合发展。例如，苏州上林村在农

业发展突出、经济产值高的基础上进行

农业规划，提高农业生态经济水平，进

行产业循环生产，致力于成为苏州乃至

全国生态农业标杆。

图 3  苏州吴江区乡村振兴片区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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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乡村地域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实现区

域层面的乡村振兴。

总体思路为：共性资源联动发展，

形成规模化、高端化发展模式，打造区

域产业新体系；个性化资源独立发展，

创新个性化、精品化发展路径，构建个

体村庄内部生态循环产业链。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重在以产兴村，推进乡村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的交叉融合，加快发展

根植于农业农村、彰显地域特色和乡村

价值的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

兴，打造产业生态发展综合体。具体而言，

是依据产业生态链的构建模型，建立农

业内部要素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

态服务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链接，

即农业生态链、工业生态链与服务业生

态链的有机复合网链结构综合体。在一

产、二产、三产内部融合的基础上，推

进产业“跨二进三”、实现“接二连三”，

以农业现代化为核心和抓手进行产业融

合升级，彰显田园产业特色服务和水乡

生活特色，从而达到乡村产业兴旺的振

兴目标。

4.2 创新规划手段，总体规划协同，
奠定乡村振兴生态基础

总体规划中以生态适宜为宗旨，灵

活使用规划手段，利用模型构建、分类

指导和图底耦合等手段及技术，以用地

生态敏感性为依据，综合部署协调功能、

结构、形态的关系，协调生态要求和乡

村建设的关系，夯实乡村振兴的生态基

础。

4.2.1 定量模型，建构生态网络格局
借助 GIS 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分

析用地生态敏感性，布局生态廊道，提

取生态斑块、生态节点，建构生态网络

模型，将村域生态安全格局落实到乡村

总体规划中，实现“结构、功能”的有

机结合，以便科学地应对用地适宜规划

与环境保护问题。

基于量化研究开展生态敏感性分析，

对乡村范围用地进行生态敏感性综合评

价，确定各地块最适宜的土地利用方式。

(2) 工业驱动型：自然生态 + 经济生

态复合。

工业型乡村作为具有“苏南模式”

特征的乡村类型，为提高苏南乡村经济

水平发挥重要的作用，是乡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工业型乡村应在推进经济

生态的同时，维育受损的乡村自然生态

系统，为乡村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

达到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生态系统的平

衡。一方面，在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下，通过利用生态生产技术、创新工

业发展模式、集约工业生产空间和延长

工业生产链条，推动乡村工业企业转型

升级，孕育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另一

方面，自然生态作为乡村发展的本底，

是各类型乡村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工

业型乡村应在推进生态经济的同时，维

育乡村自然生态，限制在乡村发展高耗

能、高污染工业企业，为乡村发展提供

良好的基础环境。例如，苏州双龙村通

过规划引导、科技支撑，转型升级传统

工业经济，将双龙村打造为生态工业经

济特色乡村，此外注重双龙村水系纵横

的自然环境维育，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功

能。

(3) 旅游业牵引型：自然生态 + 文化

生态 + 经济生态复合。

旅游业是乡村发展新业态，以秀美

自然景色为载体，以特色历史文化为灵

魂，自然环境与文化内涵是旅游型乡村

的本底与基础，因此为实现旅游型乡村

的良好发展，发挥苏南乡村的比较优势，

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耦合

是重中之重。规划在此基础上，以乡村

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本底，在乡土文

化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同时融入新时

代元素打造特色文旅产业，拓展文化产

业空间、提高旅游经济水平及扩大旅游

型乡村外溢效应，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潜

力，实现自然环境、文化传承及旅游经

济全面共赢，最终达到“自然—经济—

文化”子系统的全面复合发展。例如，

苏州三山村维育保护村域内丰富的山体、

湿地资源，实现吴越文化与现代文化共

存互融，成为苏州生态文化名村；同时

借助吴越文化资源、山水自然资源优势，

发展三山村“无烟”旅游经济，致力成

为生态旅游、无烟经济典范 ( 表 1)。

4.1.3 科学定位，促进经济生态循环
由于缺乏区域统筹战略视野，苏南

很多村庄间的产业定位同质化严重，造

成乡村产业特色不显、产业恶性竞争等

问题。急需进一步从区域层面出发，汇

聚区域资源，对片区内村庄的现有产业

进行科学定位、统筹提升，进一步处理

好村庄间的竞合关系，促进区域品牌产

业的规模化提升和特色产业的差异化发

展，实现优势互补、彼此联动，提升区

乡村类型 图示 典型案例的复合发展

农业带动型 典型案例：苏州上林村
复合定位目标：“自然生态 + 经济生态”双
维复合定位
复合发展措施：河流、土地调蓄自然生态环
境 + 高效循环农业生产模式

工业驱动型 典型案例：苏州双龙村
复合定位目标：“自然生态 + 经济生态”双
维复合定位
复合发展措施：限制高污染工业发展，工业
企业转型升级 + 维育乡村自然生态

旅游业牵引型 典型案例：苏州三山村
复合定位目标：“自然生态 + 文化生态 + 经
济生态”三维复合定位
复合发展措施：维育保护村域自然资源 + 发
扬乡土文化 + 打造特色文旅产业

表 1  各类型乡村多维度复合发展

自然生态

经济
生态

文化
生态

自然生态

经济
生态

文化
生态

自然生态

经济
生态

文化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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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分析苏南乡村生态环境因素，包括

自然因素 ( 水域、山体、林地等 )、社会

因素 ( 交通、基础设施、居住用地等 )、

文化因素 ( 历史保留建筑等 ) 和经济因素

( 耕地、工业用地等 )，利用 AHP 层次分

析法确定各因子权重，利用 GIS 软件量

化分析其生态敏感性，得出高敏感区、

较高敏感区、中敏感区与低敏感区。同时，

基于最短路径模型构建生态廊道，将空

间格局、生态学过程及尺度结合起来，

构建生态网络系统。选取村域范围内水

体、山体为生态源，以生态源作为输入源、

以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作为消费面，基

于 GIS“成本距离消费”与“最短路径分

析”，构建生态功能网络系统中廊道结构，

保护生物多样、防治水土流失，解决自

然景观破碎化等问题。

例如，苏州双龙村基于生态敏感性

分析结果，以地块内林地、耕地、水塘为

生态源，运用 GIS 定量、定位分析，构建

一个流动循环的生态网络系统 ( 图 4)。

此外，总体规划层面还可利用生态

足迹建模分析技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进

行定量测定，通过提取时间序列数据，

分析乡村生态足迹供需平衡状况和生态

系统承载能力，把握影响苏南乡村生态

系统承载能力的重要因子，以期精准、

量化指导乡村生态规划与建设。

4.2.2 因子承续，打造乡风文明高地
苏南乡村水乡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乡村规划中应深度挖掘乡村文化特色，

挖掘与保护文化生态因子，构建生态文

化网络，提高乡村文化规划的生态性与

有机性。一是要承续文化生态因子，将

乡村文化生态系统中的要素型文化因子

如建筑因子 ( 建筑形态、建筑元素、建

筑空间 ) 进行时间、空间上的延续，在

保护传统文化节点的同时，打造新的文

化节点；同时，提取乡村文化生态系统

中的结构性文化因子 ( 街巷格局、建筑

与建筑组合方式等空间格局 )，对其进行

框架式保护，以延续乡村历史文化的结

构性和整体性。二是构建文化生态网络，

将文化群落与支撑其发展的道路、景观

带、河流等乡村功能区域视为整体，以

物质文化生态群落为节点，以相关服务

体系为廊道，将两者有机结合，由点引

线，由线串面，共同组成一个静态节点

和动态廊道耦合的文化生态网络。三是

激活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在文化网络中

选择合适的空间打造文化活动场所，组

织村民进行文化培训；加强文化宣传，

树立文化自信，制定乡规民约，建设乡

风文明高地，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

从内涵上体现乡风文明。

4.2.3 图底耦合，优化乡村结构形态
在乡村空间开发的分区管控中，以

生态空间网络优化为前提，遵循产业结

构与乡村互适性原则，合理布局用地，

将乡村与自然融合，图底耦合，组织形

成一种紧凑、开放的结构形态。因村而

异，不同产业结构的乡村有与之相适宜

的空间发展模式 ( 表 2)，农业带动型乡

村适宜采用环形围绕方式，在村庄外围

集中布置农业，通过“图—底包围”结构，

提高用地集约性与农业生产规模化，同

时避免乡村建设空间无序蔓延；工业驱

动型乡村适宜带型相间结构，通过“图—

底相隔”方式实现工业、居住分离，居

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间用绿带相隔，提

图 4  苏州双龙村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示意图

类型 用地结构 结构特征 典型案例

农业
带动
型

 在村庄外围集中布置农业，使
“底”空间包围“图”空间，
提高用地集约性，推进农业生
产规模化

 

环形围绕，单核簇居 “图—底包围”结构 苏州新巷村

工业
驱动
型

 工业空间与居住空间呈带状相
间，林地、绿地、水体等“底”
空间相间其中，起隔离防护作
用，提高乡村空间质量

 

带型相间，双心集聚 “图—底相隔”结构 苏州双龙村

旅游
业牵
引型

 “底”空间与“图”空间相互
嵌合，让自然生态空间更好地
渗透到每处景点中，为未来的
发展预留弹性空间，同时提高
景点生态美观性

指状嵌合，多点串联 “图—底相嵌”结构 苏州三山岛

表 2  分类型乡村适宜的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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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集聚”演变过程图 农业带动型用地布局模式图

“聚离兼顾”演变过程图 工业驱动型用地布局模式图

“分区布局”演变过程图 旅游业牵引型用地布局模式图

农
业
带
动
型

工
业
驱
动
型

旅
游
业
牵
引
型

图 5  分类型乡村用地布局模式图

有机集聚

聚离兼顾

分区保护

高乡村空间环境质量；旅游业牵引型乡

村适宜指状嵌合结构，通过“图—底相嵌”

方式将自然生态空间渗透到每一个景点

中，使生态环境与旅游景点自然融合的

同时也为未来发展预留弹性空间，提高

乡村空间品质与旅游质量。

4.2.4 分类指引，完善村域功能布局
根据不同村庄的主导产业类型，以

各类型最适宜用地结构形态为基础，结

合乡村现状实际用地组成与未来发展诉

求，对农业带动型、工业驱动型与旅游

业牵引型乡村开展分类指导，完善村域

功能布局，为乡村振兴奠定良好的物质

基础 ( 图 5)。

(1) 农业带动型乡村：有机集聚。

依据农业带动型乡村的用地组成特

征，有机集聚村域农业用地与镇域生态

用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同时最大程

度地实现其生态价值。一方面，改变现

状居民散乱的状况，推进分散式集中或

成片集中居住；另一方面，规整田地，

农业用地与区域生态用地集聚布置。统

筹乡村农业用地与区域生态网络，结合

自然斑块、廊道将农业空间布置并融入

生态网络的关键位置，将生态林业布局

成线性廊道形态以进行隔离或联系，集

聚增加乡村绿肺面积，提升自然生态碳

汇能力，达到农业空间布局与生态网络

相耦合，奠定乡村生态宜居的基础。

(2) 工业驱动型乡村：聚离兼顾。

一方面，实现厂村有效隔离，对于

“集中不分离”的工业园区，进行管理

协商与规划调控，剔除“镶嵌”在村庄

间的厂房或厂房间的民居，进行用地置

换，集中布局，实现厂村分离；另一方面，

设置厂村隔离绿带，在工业区与居民点

中设置林地、农田、道路绿带等进行有

效人工隔离，减少工业经济对村民生活

与自然生态产生的负面效应，提升乡村

人居环境质量。

(3) 旅游业牵引型：分区布局。

分为禁止建设区与限制建设区 ( 包

括自然资源旅游型乡村中自然维育区与

历史文化旅游型乡村中历史保护区 )，此

外还有建设控制区。将旅游服务设施、

居民点等用地规划在建设控制区内，并

结合现状资源分布特征进行集中布置，

严格控制生态保育区内的建设，有效保

护自然与文化景观资源。

4.3 深化规划内容，推进详细规划，
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详细规划内

容中以生态低碳为理念，结合苏南乡村

本土情况，制定村庄居民点范围内的具

体规划方案，从集约式用地布局、零冲

击式景观设计和被动式建筑设计着手，

多方位深化规划内容、多层面开展详细

规划，以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的振兴目

标。

4.3.1 高效布局，营造宜居生活环境
根据乡村振兴分类推进乡村建设的

要求，以绿色生态社区营建为重点，对

增量布局与存量更新分别提出布局指引。

(1) 增量布局，节能适宜。

苏南搬迁撤并类村庄布局应充分结

合自然环境现状、气候特征和人的行为

活动特点，通过合理布局乡村建筑、景

观与道路等要素，优化局部微气候环境，

建立气候防护单元，推进生态社区建设。

例如，建筑布局与风向相适应，注重通

风设计，减少气候影响，达到节能环保

的目的；充分利用日照，营造庭院空间，

打造舒适居住空间，从而实现绿色低碳，

生态适宜。

(2) 存量更新，集约经济。

其他类型乡村聚居空间以存量更新

为主，避免盲目开发建设，减少能源消

耗与环境污染。在充分尊重乡村特色的

基础上，充分挖掘建设用地潜力，激活

低效土地，避免土地利用粗放化，结合

水系空间集约布局建筑组群，更新升级

设施，通过降低乡村更新过程中的能量

消耗来减少乡村聚居空间的碳足迹。依

据村民生活情景轴线，以节点、情景轴

线为依托组建生活空间格局，合理确定

各组团的规模和形态，有机布局居住空

间功能，形成集约型团块状乡村组团。

建设控制区 建设控制区

限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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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水网修复，提高景观营造水平
在景观营造的同时注重乡村生态内

涵建设，以水网保护修复为前提对苏南

乡村景观进行生态规划。水域空间是苏

南乡村景观规划中最为重要的要素，水

网环境的优化有利于打造具有苏南特色

的乡村公共空间，同时对优化村庄空间

结构、提升生态宜居环境品质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乡村规划中应注重水网的

贯通与联系，实现景观对环境的零冲击，

加强乡村景观弹性组织力和乡村环境的

自维持力，以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环境，

推进苏南乡村振兴进程。

一是加强“渗透式”滨河景观营造。

首先，结合水网布局滨水绿地，保证绿

地格局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塑造宜居宜

业的水乡特色绿化网络。“绿网”与“蓝

网”耦合，延伸贯通于村庄中，形成滨

河景观与建设用地互相渗透的有机镶嵌

体，合力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其次，改

造硬质驳岸，设计生态驳岸，更好地完

善水陆的自然衔接，提升水体生态功能，

重现乡土风貌，实现生态效益与景观效

益最大化。根据驳岸不同类型，采用不

同建设措施，保持驳岸生态渗透性与高

孔隙率，打造互通渗透式驳岸。

二是推动“特色化”景观小品设计。

充分考虑乡村水乡文化、产业特色，采

用乡土材料，规划设计特色化景观小品，

包括指示牌、垃圾箱和路灯造型等。将

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经济生态的复合

目标落实到详细规划设计层面，营造良

好的乡村环境品质，在微观层面实现乡

村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目标

的协同。此外，绿化景观上优先考虑具

有乡土景观特色的本地树种，空间结构

上采用复合式绿化方式，通过由乔木、

灌木、地被组成的合理的复层结构绿化，

保证植物群落的稳定性，促使村庄环境

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的统一。

4.3.3 乡土设计，倡导低耗生态建筑  
通过建筑材料选择、建筑空间形式

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风能等自然能源，

建造不依赖于外界能源或仅消耗较少能

源即可满足居住使用要求的被动式节能

建筑，实现建筑超低能耗，提高乡村生

态营建水平。

一方面是生态乡土建筑材料应用，

加大使用低能耗的本土适宜建筑材料。

如使用秸秆、稻草、土等苏南乡土材料，

制作成麦秸板子、稻壳砖、土砖等生态

建材，从源头上降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

与能量的输出；另一方面是自然通风结

构设计，结合苏南乡村有关风向数据及

其他自然条件，使用增加植被绿化、创

新建筑结构等简单可操作的乡村适宜性

生态技术，提高建筑的自然通风效率，

降低建筑使用能耗。创新建筑结构，设

计排风口与新风口，取得合理的风速、

风量和风场，将室外空气经滤尘、温湿

度等多级处理后，由地面上的新风口送

入室内，形成“新风潮”，污浊空气再

由顶部的排风口排出，形成下送上出的

全天候自动化新风循环，实现建筑被动

式节能。此外，在建筑周边进行合理种植，

阻挡缓和气流，引导风向，增加通风。

5 结语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苏南乡村最具

有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乡村振兴战略为

乡村生态营建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强大政

策推动与保障。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

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方面具体要

求展开研究，在“面”上对苏南乡村进

行类型划分，厘清苏南乡村生态营建的

现状特征，择选各类型的典型案例“点”，

剖析乡村生态营建的问题及其规划诱因，

提出不同层面的规划策略响应，以期为

苏南乡村生态营建提供新的理论思路与

直接指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

经验，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与生态营建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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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学助推乡村振兴的途径与策略
□　赵凯茜，吴　桐，姚　朋

[ 摘　要 ]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并提出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新格局。文章对国内乡村振兴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基于国土空间类型的划分，响应生态宜居的实践需求，从空间维
度进行阐述，勾勒出乡村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提出风景园林学助推乡村振兴的 4 种有效途径：构建“传承 + 创新”的乡村聚
落环境体系、构建“管控 + 转质”的乡村生产性景观体系、构建“保护 + 利用”的乡村区域绿地体系和构建“连续 + 开放”
的风景道体系，并以实际规划设计案例作为支撑，探讨风景园林学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策略，以期为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有
益借鉴。
[ 关键词 ] 乡村振兴；风景园林学；乡村空间；区域绿地；风景道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11-0032-06　[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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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Zhao Kaixi, 
Wu Tong, Yao Peng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es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primary measure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proposes green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is paper firstly sorts out relevant literature to respond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ecological livability, and proposes a new model of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land space 
types, this paper  suggests construction in four aspects: 1. An “inheritance + innovation” rural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ystem; 2. A 
rural productive landscape system of “control + transformation”; 3. A rural area green space system of “protection + utilization”; 4. 
A “continuous + open” Scenic lane system. With practical cases, the paper aims to find endogen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ural space, Regional green space, Scenic lane

自 2004 年开始，我国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4 年聚

焦“三农”问题，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正因如此，我国农

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但是，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是在乡村

最为突出。乡村面临的问题除了农产品供需不足、农业

供给质量不到位之外，还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得不到保障、

农村环境质量差和土地抛荒等各方面的问题。2017 年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新时代

坚持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措施 [1]，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

均为全面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这一战略的提出与乡村

未来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激发了乡村的新活力，为新

时代风景园林学在生态与环境层面助力乡村振兴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1 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现状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是建设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宜居乡

村。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农学、人口学及教育

学等领域的学者、专家们都见仁见智，从多方面对乡

村振兴进行诠释，并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 ( 图 1)。其中，

范昕墨立足公共经济学视角，就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机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2]；蒋永穆提出了

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策略 [3]；高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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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等人建议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应从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和农村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等方面推进 [4]；

陈锡文介绍了如何在乡村发展现代农业

产业 [5]；皮晓雯等人主要侧重于分析我

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6]；王红等人提

出乡村教育扶贫需关注质量贫困、机会

贫困、情感贫困及信息贫困对乡村学生

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 [7]。

除以上六大学科领域的研究以外，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美丽乡村”

理念的提出，以及对于人地和谐发展的

追求，风景园林学与建筑学、城乡规划

学共同组成了大容量、多层次、多学科

的人居环境综合系统，重点探索、研究

人类因各类生存活动需求而构筑或形成

的空间、场所。基于此，风景园林学作

为在资源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建设中发

挥独特作用的重要学科，具有经济、社

会、景观、生态与文化等多重特征属性，

可以促使乡村将其亲近自然及节俭淳朴

的特点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同时展现

出相应的文化精神，不仅能够提高乡村

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质量，还可以促进

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可

持续发展，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 图 2)。

2 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
类型

乡村具有动态、多元、分散等特点，

是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多方面高度

关联的复杂共同体，因此很难对其进行

具体而全面的定义。李旭旦先生在《聚

落地理》序言中认为，“农村”一词既

可以指位于乡间的具体聚落，也可以指

一个非城市的广大区域[8]。由此可以看出，

乡村作为地表上切实存在的地域实体，

对乡村的定义往往会围绕乡村空间展开

讨论，而对乡村空间的划分与描述也是

对乡村进行定义的关键之处。

2017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

土规划纲要 (2016—2030)》划定城镇、农

业和生态 3 类空间开发管制界限。基于

国土空间类型将乡村空间划分为乡村生

活空间 ( 即乡村聚落 )、农业生产空间 ( 包

括基本农田与一般农田 ) 及乡村生态空间

( 图 3)。此外，一定区域范围内往往分布

有多个乡村聚落，在大尺度同质景观格

局背景下，搭建联通各个乡村的风景道，

促进生态资源整合、优化区域空间布局，

推动乡村由点向面延伸发展，生态环境

保护由点向面逐渐覆盖，从而进一步优

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基于此，以乡村聚落为底，以风景

道为脉，构建聚落、农田、生态空间与

风景道有机结合的推动乡村振兴的风景

园林模式，从乡村至区域发展视角与全

局利益出发，横向优化经济、社会、人口、

农业、教育及生态等各种要素的配置，

纵向优化现在与将来的要素配置。从国

土规划视角出发，以风景园林手段对乡

村 4 种空间类型采取相应的规划设计策

图 1  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领域及主要研究内容框架图 图 2  风景园林学助力乡村振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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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不仅可以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还

可以有效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发展

相协调，经济、社会、生态的效益相统一。

3风景园林学助推乡村振兴的 4 种
有效途径与规划设计策略

乡村空间由农田、聚落及乡村生态

空间三大类型组成，从风景园林角度出

发，对乡村不同的空间类型进行合理的

安排设计。首先，秉承基本农田数量及

质量严格管控与保护的理念，将一般农

田进行适当功能转换；其次，从乡村聚

落的物质空间层面和文化空间层面进行

研究，打造尺度宜人的聚落空间结构及

丰富的乡村景观风貌；再次，对于乡村

的生态空间以自然资源保护为主，通过

较小范围的适度开发实现大范围的有效

保护，开展区域绿地建设；最后，以生

态风景道连接区域范围内的多个乡村，

协调不同村庄的生态、文化、旅游、景

观及农业产业等资源共享，突出区域一

体化发展的优势 ( 图 4)。

3.1 构建“传承 + 创新”的乡村聚落
环境体系
3.1.1 理论基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大

量城市垃圾进入乡村，加之一些发达地

区淘汰的产业在乡村落地，大规模破坏

乡村地表肌理与自然环境，导致乡村聚

落出现了多种环境污染问题。此外，受

城乡一体化建设等政策的影响与推动，

传统乡土文化体系受到冲击，而新的历

史文化空间又未能较好地建立起来，在

此背景下，构建乡村聚落环境的保护体

系显得尤为重要。

乡村聚落是乡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

载体，是农业劳动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中形成的定居点 [9]，乡村聚落环境体系

的构成包括两个层面，分别是以区位、

气候、山体、水体与植被为主要构成要

素的自然空间层面，以及以乡土建筑、

民俗文化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人文空间层

面，两个层面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和谐

美丽的乡村聚落环境体系。

3.1.2 实证研究：以石家庄杜北乡“一

河六村”规划设计为例
笔者参与的石家庄杜北乡“一河六

村”规划设计项目重点激活了传统村落

的街巷空间，立足本土文化，完善乡村

绿地景观系统，打造出多元独特的乡村

环境。杜北乡位于石家庄新华区，在城

市建成区外，西北方向紧邻滹沱河流域，

距离石家庄城市中心区 12.1　km，距离正

定新城 11.1　km，是石家庄未来重要的城

乡发展区域 ( 图 5)。杜北乡包含 6 个乡村，

自北向南依次为陈村、后杜北村、前杜

北村、西营村、东营村和南高基村 ( 图 6)。

这一项目以途经 6 个村落的小清河生态

修复与景观提升为契机，对距离河流较

近的乡村采取一系列的聚落风貌打造策

略，以期建设生活美、生态美的乡村聚

落环境体系。项目对于乡村的规划设计

依托现有的生态风景林带和小清河，引

水入巷，丰富乡村环境的植物群落构架，

打造乡村特色的湿塘、林地、农田、花

海等多元化的景观风貌，形成农园水巷

俱存的独特乡村空间，并且结合杜北文

化，从自然乡景和人文乡情两个方面营

造杜北特色乡村聚落环境景观。

以小清河流经村落之一陈村为例，

一方面设计在尊重乡村现有建筑布局的

基础上，引水入乡，形成穿乡水街，激

活村落街巷空间，沿主路设置系列广场，

满足人群集散需求；另一方面，乡村文

化是人类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经过自

身总结得到的宝贵的文明财富 [10]，应重

点保护和规划乡村的历史文化景观。基

于此，设计对杜北乡陈村丰富的传统历

史文化与民间传说进行了挖掘和发扬，

将陈村的民间传说作为规划设计的依托，

还原和新建存身碑、奶奶旧居、历史陈

列馆、芝兰室、慈音寺和戏台等富有地

域特色的景点，重现当年刘秀在此地的

经历；沿路设置奔马雕像和拴马石作为

与杜北村的引导与过渡。通过风景园林

手法的介入，构建更为合理、完整、高

质、有特色的乡村聚落环境空间 ( 图 7)，

不仅可以让当地村民获得更多的休闲活

动空间，还可以将本村落的传统历史文

化持久传承与弘扬。

在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设计针对杜北

乡 6 个村落构建新型的乡村聚落环境体

系，在充分尊重和保护现有自然资源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利用，拓展乡村历史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空间，满足人们对于绿

色自然生活方式体验的需要及对文化消

费分享的需求，构建留住乡愁、传承文

化和安居乐业的乡村聚落体系，同时吸

引大量闲置劳动力参与乡村振兴建设。

3.2 构建“管控 + 转质”的乡村生产
性景观体系
3.2.1 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

市开始向周边区域扩张，导致了乡村农

图 5  杜北乡“一河六村”规划设计项目区位图 图 6  杜北乡“一河六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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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萎缩。在这样的背景下，响应乡

村振兴战略，严格管控基本农田边界线，

对一般性质的农田进行功能的适度转换，

积极推广生产性景观发展模式，集约利

用土地，保持乡村农业的良性发展。

生产性景观以多样化的生产要素为

景观基础材料，具备一定的生产物质产

出功能，并能满足人们对景观色彩、形

式等视觉上的审美需求，是一种景观视

觉效果较为突出、生产资料可持续并且

具有审美启智功能的景观类型 [11]。此外，

生产性景观与一般农田的区别主要表现

在其植物配置更加丰富，不仅要考虑到

植物的季相变化，还需要营造特色的乡

土植物景观，通过开放农作物、果蔬的

播种、采摘与管理等一系列活动吸引公

众参与，具备较强的观赏性和体验性。

由于人为介入因素较少，生产性景观的

地表环境更加原生态，有利于保持土壤、

涵养水源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因此，在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发展生产性景观，在

有效保障耕地面积的同时，改善乡村景

观环境。

3.2.2 实证研究：以石家庄杜北乡“一

河六村”规划设计为例
杜北乡“一河六村”规划设计项目

基于滨河郊野型绿地的塑造，统筹周边

乡村农田，将传统种植模式适度转变为

生产性景观，在体现景观与农田融合的

同时，实现了大地景观的多样化。该项

目现状农田主要位于陈村、后杜北村、

前杜北村东侧及西营村、东营村西侧、

北侧 ( 图 8)，主要的农作物为玉米、西

瓜等。以东营村、南高基村北侧农田区

域为例，为了丰富该区域的活动形式，

实现多方面创收，该项目对田间作业道

路进行规整，并优化传统农业种植模式，

积极引导农户采取上层种植果树、下层

套种经济作物 ( 油用牡丹、油菜等 )、野

花组合及中药、食用菌等多种组合的种

植模式，结合沿水风景林带，营造浪漫

闲适的环境，使该区域拥有较高的互动

性和参与性 ( 图 9)。此外，在靠近村庄的

区域设置租赁农园，将其分为面积不等

的耕地供游客认领租用，体验农耕乐趣。

这样的农业开发模式 ( 表 1) 能够让农民

充分参与到乡村发展的点滴中，创新产

业发展，让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化的资

本效益，使农民通过劳动受益，是实现

乡村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模式。

将乡村的一般性农田功能进行适度

转换，营造低投入、低能耗，产出丰富、

高效，高度适应当地环境的生产性景观，

既可以有效地保障农田用地面积，又使

乡村的景观风貌更具特色，促进乡村休

闲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乡村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系统发展，激活乡村的经

济活力，拓宽产业发展模式，让绿色富

民惠民。

3.3 构建“保护 + 利用”的乡村区域
绿地体系
3.3.1 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为了当

代人的发展，更是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

发展 [12]，应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契

机，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综合

治理。而 2018 年 6 月出台的新版《城市

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将区

域绿地 (EG) 作为一项单独的绿地类型，

明确将其划分为风景游憩绿地 (EG1)、生

图 7  陈村规划设计平面图

图 8   杜北乡现状农田分布图 图 9  杜北乡生产性景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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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育绿地 (EG2)、区域设施绿地 (EG3)

及生产绿地 (EG4)4 类 [13]，此次修订凸显

了区域绿地是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

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实现城乡

一体化的前沿阵地。

因此，构建乡村区域绿地体系就是

为了对原生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培育，

使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并且

植入一定的郊野游憩活动。通过乡村生

态空间连接山体、河湖及湿地等各类自

然要素，形成有效的抵抗和承载外界干

扰的绿色空间生命体，改善区域休闲游

憩环境。

3.3.2 实证研究：以仙居国家公园建设

发展为例
仙居国家公园地处浙江省仙居县南

部的田市镇、白塔镇、淡竹乡及皤滩乡

4 个乡镇河谷平原和丘陵山区，总面积为

301　km2。区域内保存着完好的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中生代火山与火山岩地貌

地质。仙居国家公园项目通过区域统筹、

分区管理，实行分类等级保护，保障公

园的良性发展，同时严格控制非环境友

好型项目进入，保障公园的公益性 [14]。

乡村参与区域绿地的构建具有代表

性和特殊性，一方面仙居作为浙江省唯

一的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2014

年被原环保部列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重要的保护地，其承担着体现国家公园

“保护为主，全民公益优先”的体制试

点任务；另一方面，仙居通过建设国家

公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住村

民的生产生活行为，但也激励村民参与

保护绿色空间，使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

并行发展。以此为基础，在乡村发展建

设区域绿地不仅可以加速构建多样、稳

定、复杂的生态系统，还可以为早日实

现乡村绿色振兴提供有效推动力。

3.4 构建“连续 + 开放”的风景道
体系
3.4.1 理论基础

现阶段我国对于景观资源的保护往

往注重分散点的点状保护，而不是针对

序号 模式 主要原材料 可植入活动

1 原生特色耕作农田 西瓜、玉米、甜瓜、苹果、冬瓜等 瓜果采摘
2 林—经济作物套种 上层：桃、李、核桃、文冠果等

下层：油用牡丹、油菜等
果蔬采摘、游憩观光

3 林—草套种 上层：桃、李、核桃、文冠果等
下层：二月兰、蒲公英、野菊花、酢浆草等

观光农业

4 林—药套种 上层：李、核桃、葡萄、杏、苹果等
下层：菘蓝、丹参、半夏、天门冬等

中药科普活动

5 林—菌套种 上层：葡萄、苹果、梨、杏、核桃、枣
下层：鸡腿菇、滑菇、草菇

果蔬采摘

6 租赁农田 适生果树或农作物 领认租用，体验耕作

表 1  生产性景观开发模式

序号 村庄名称 高速路周边概况 斑块面积 视点高度 视域范围 景观条件 综合评价

1 六苏木村 路侧种植低矮樟子松 5 3 3 5 3.829　1
2 口子村 路侧种植低矮樟子松 1 5 5 3 3.866　5

3 王卜子村 路侧种植樟子松 5 3 3 5 3.829　1

4 南泉子村 路侧种植樟子松 5 5 5 3 4.473　7

5 四庆堂 路侧种植樟子松、毛
白杨等

5 5 5 3 4.473　7

6 小土坑村 起伏地形，路侧种植
樟子松

3 3 5 3 4.034　5

7 南界村 路侧种植低矮樟子松 5 5 5 1 3.947　9

8 53 号村 路侧种植低矮樟子松 5 5 5 3 4.473　7

9 西毫子村 路侧种植杨树、樟子
松

5 5 5 1 3.947　9

10 东沟村 路侧种植低矮樟子松 5 5 5 3 4.473　7

11 哈力盖图 路侧种植低矮樟子松 5 3 5 5 4.863　9

12 西湾子村 路侧种植樟子松、毛
白杨等

5 5 5 1 3.947　9

13 油篓山村 路侧种植樟子松 1 5 5 3 3.866　5

14 土城子村 路侧种植杨树及低矮
樟子松

3 5 5 3 4.170　1

15 十号地村 路侧种植樟子松及杨
树

5 3 3 5 3.829　1

16 黄土场村 兴和西互通立交盘道，
路侧种植少量毛白杨

3 3 5 5 4.560　3

17 十号村 谷地，路侧种植杨树、
秋叶林、樟子松等

5 5 5 1 3.947　9

表 2  重点推广村庄评价一览

图 10  乌兰察布风景道沿线重点乡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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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景观资源的整体保护，此类保护

工作并没有发挥景观的整体效益，景观

面临着“破碎化”威胁，生态景观资源

的完整性和地域性受到了影响 [15]。因此，

面对区域性景观资源的破坏，寻求一种

有效的保护方法显得尤为重要。风景道

是旅游与交通功能相结合的，具有交通

价值、景观价值、游憩价值与历史文化

价值等多重功能的特殊景观道路 [16]。搭

建联通各个乡村的风景道体系，有利于

保护整个区域内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形

成具有高质量、完整景观体验的区域空

间网络，从而促进沿线各个乡村的可持

续发展。

3.4.2 实证研究：以乌兰察布风景道

规划设计为例
笔者参与的乌兰察布风景道项目获

得了 2018 年风景园林师联合亚非中东地

区 IFLA AAPME 规划分析类荣誉奖，其借

助 G6、G7 高速公路、110 国道和即将通

车的呼张高铁，发展东西向廊道，在车

行视域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纳入较为丰

富完整的生态斑块，在遵循可视原则及

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明确 G6 高速公路可

建设范围面积为 1.06 万公顷，建设范围

外围连绵的山体形成自然的生态屏障，

交通轴线自西向东穿越高山、草原、湿地、

乡村、农田及林地，自然景观类型丰富。

乡村所在区域空间的资源条件是乡

村发展的基础层面和基本要素，区域发

展定位和区域生态景观影响乡村规划大

格局的“生态美”[10]。首先，科学分析

车行的视距与视角，充分利用现有山、

水、林、田、园等资源，通过野花混播、

林下地被等手法营造不同类型的大尺度

景观；其次，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

地形地貌，从 G6 和 G7 高速公路沿线的

147 个村庄中选出 17 个村庄作为重点村

庄进行推广① ( 表 2)，利用具有经济和景

观价值的作物替代传统作物，提高经济

和景观效益，最大限度地尊重并保护原

有自然景观，维护乡村的自然风貌 ；最后，

将经济树种、彩叶树种及观赏性草本植

物进行合理搭配，应用于沿线的景观项

目中，营造四季景观，使沿路景观具有

丰富的色彩变化 ( 图 10)。

通过空间布局、道路轴线等方面的

规划，强化游人与景观要素之间的互动，

搭建串联广大乡村聚集区的风景道体系，

协调各村庄生态、文化、产业与旅游等

景观资源以实现共享，突出整体发展的

优势和对道路沿线廊道地区的空间优化，

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4 结语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顺应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解决城乡区域发

展不平衡、提升城市边缘区环境品质、

实现农民增收及改善生活具有重大时代

意义。此外，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期，通过风景园林专业的介

入，从聚落环境、生产性景观、乡村区

域绿地与风景道 4 个途径入手，提出相

应的规划设计策略，以乡村为发展平台，

以农业为基础，以村民为参与主体，以

乡土文化为纽带，以功能多元化、复合

化、新颖化为特征，通过资源整合、不

同类型的景观要素融合，统筹区域规划，

促进乡村振兴，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做

出贡献。

[ 注　释 ]

①应用 AHP 层次分析法，依据 4 类指标因
子的相对重要度，对 147 个村庄进行综合
评价，最后选出得分较高的 17 个村庄作
为区域风景道发展的重点开发建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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