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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同时，城乡差距

扩大、乡村衰退等问题也日益显现。如何重塑乡村发展

活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成为当下城乡建设的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日本的乡村驿站建设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经验，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战后日本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乡村发展也出现

了与中国当下类似的一些问题，如“过疏化”和“老

龄化”等。1980 年代前日本主要通过经济开发的方式

推动乡村整治，也被称为“外生型”乡村振兴，主要

手段是引进外部资金、建设大型产业设施、旅游休闲

设施等 [1]。1990 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乡村建设

转向为以村民为主的自建运动，乡村驿站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应运而生。

1993 年日本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批准建设了

第一批复合多功能型休憩设施，这是乡村驿站的发端。

当时建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供安全、舒适的道路交通

环境和振兴乡村经济。此后，乡村驿站逐渐吸引了其他

社会团体、组织和机构加入，开始为村民提供医疗、教

育培训、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并逐渐成为

一种以交通配套服务为先导的复合多功能设施。据日

本国土交通省统计，1993 年第一批建设的乡村驿站共

113 处，2000 年增至 610 处，2016 年增加为 1 107 处①。

2012 年，日本乡村驿站的销售额达 2 100 亿日元，已成

为日本乡村经济中一道令人瞩目的靓丽风景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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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对日本若干乡村驿站的实地考察和相关文献报

告、案例的梳理，探讨乡村驿站的建设路线路径及其经验。

中国当前的乡村建设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希望本研究能够有

助于中国的城乡统筹及乡村活化工作顺利有效开展。以下首

先总结日本乡村驿站的建设和运营机制，继而对日本乡村驿

站的类型、分布及其功能复合化的动态进行综述，最后，结

合中国的城乡统筹和乡村活化的现实背景探讨其借鉴意义。

1  日本乡村驿站的建立与运营

1.1  乡村驿站
日本的乡村驿站是指为了给一般道路（非高速公路）的

使用者提供舒适安全的休息环境，同时也是为了活化带动沿

线地区发展、彰显沿线各地区的特色经济而建立的多功能复

合的路边休憩设施，其基本理念是成为所在区域特色展示、

所在地区生产和生活活化的节点。乡村驿站的功能主要有四

个方面（图 1）：一是休憩功能，即通过缓解驾驶者的疲劳

图 2  乡村驿站的各类设施与协作网络
资料来源：冈山县奥津温泉乡村驿站主页 http://www.mirakuru.ne.jp/mitinoeki/，广岛县世罗乡村驿站 http://seranan.jp/road-side-station/，福富湖畔之乡乡村驿站 http://fukutomi.info/facilities/

以减少交通事故，因此驿站均必须配备 24 小时可免费使用

的停车场和公厕（图 2 中的①）；二是展示功能，即为道路

使用者提供所在区域的交通、旅游、物产、紧急医疗等信息

（图 2 ②③）；三是商业功能，即开展各种商业活动，以带

动活化沿线地方经济（图 2 中的④⑤）；四是组织功能，即

驿站成为联系所在地区周边农户、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和

道路使用者的纽带（如图 2 ⑥的“KODAWARI”网络）。

1.2  乡村驿站的设立
日本乡村驿站的设立采用申请—许可制的方式（图 3）。

设立计划主要由各地方政府（市町村）发起，由道路管理部

门和市町村的相关部门对建设驿站的必要性进行论证。论证

图 3  乡村驿站的设立流程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主页 http://www.mlit.go.jp/road/Michi-no-Eki/outl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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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资料 http://www.mlit.go.jp/road/Michi-no-Eki/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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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通过后交由市町村的相关部门制定详细的驿站建设规划，之

后根据规划要求分别由道路管理部门和市町村等建设相关设

施。设施建成后，市町村作为申请人向国土交通省提出注册

申请。申请批准后，市町村等对驿站的经营管理方法进行充

分论证后方能开业。

乡村驿站一般有两类设施。一类是公厕、停车场、休息

场所和信息中心等基础设施 ；另一类是区域振兴设施，包括

农产品直卖场、餐厅、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设施、文化教育

和旅游观光设施等。一般而言，前者由道路管理部门负责，

后者由市町村的相关部门负责建设（联合式）。不过也有一

些驿站包括基础设施和区域振兴设施在内的全部设施均由市

町村负责建设（单独式）。2016 年，大约六成左右的乡村驿

站以联合式完成建设（图 4）。
国土交通省基于以下基准审核驿站的注册：（1）有

免费的足够大的停车场 ；（2）24 小时可使用的干净公厕 ； 

（3）24 小时可使用的公共电话 ；（4）提供道路周边地区的

相关信息；（5）设施方便女性、儿童、老人以及残疾人使

用；（6）设施的申请主体为市町村或相当的公共团体。此外，

还会综合考虑乡村驿站和乡村景观规划的关系，是否有利于

交通安全等。对于驿站设置地点没有明确的要求，但在实际

规划建设上一般要求相隔大于 10 km。间隔在 10 km 以下的

需综合交通量、区域实际情况以及与周边驿站的差异化等进

行综合判断。

日本政府各部门对乡村驿站的建设提供了许多鼓励措

施，如总务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观

表 1  日本政府与乡村驿站相关的主要资助项目

部门 项目名称

总务省 地方经济循环创造交付金

农林水产省

城乡共生与对流综合对策交付金

村落基础保养业务及中山间地区综合保养业务

农山渔村活化项目支持交付金

国产水产品流通促进业务

产地水产业强化业务

离岛渔业再生支持交付金

经济产业省

下一代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业务

区域能源供给中心建设业务

乡村名优特产支持业务

国土交通省

社会资本建设综合交付金

村落活化推进业务

河流环境保护业务

直辖道路业务

区域公共交通维护保养改善业务

观光厅
区域观光环境改善业务

观光区域品牌建立支持业务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资料 https://www.mlit.go.jp/road/Michi-no-Eki/kyoten_teian.html

表 2  乡村驿站的运营和管理部门（2014 年）

运营管理主体 数量 比例

指定管理者等

第三部门

地方政府（市町村）

445

312

158

44.3%

31.1%

15.7%

财团法人   89   8.9%

合计 1 004 100.0%

注：  指定管理者是根据指定管理者制度由地方政府指定的公共设施管

理和运营主体（需要通过地方议会批准），包括地方政府出资的法

人（公社、团体等）和公共团体（社会福祉法人等），以及企业和

NPO 等；第三部门是指除指定管理者之外的其他第三方法人，包

括 NPO、市民组织等非营利团体、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经

营的企业等。
资料来源：日 本 国 土 交 通 省 资 料 http://www5.cao.go.jp/keizai-shimon/kaigi/special/

local_econo my/04/haifu_04_1.pdf

光厅等，均提供了相应的项目资助，概略如表 1 所示。其中，

代表性的如 2007 年由农林水产省设立的“农山渔村活化项目

支持交付金”和 2010 年由国土交通省设立的“社会资本建设

综合交付金”。前者主要资助激发村民创意的乡村活化项目，

后者主要资助道路、港口、地方营造等建设项目。这些项目

对于日本乡村驿站的建设均起到了重要的助推和保障作用。

1.3  乡村驿站的运营与管理
乡村驿站的运营形态主要有公设公营、公设民营、民设

民营三种，实际以公设民营方式居多。乡村驿站建设完成后，

由市町村交由指定运营方，如指定管理者、第三部门、政府

部门、财团法人等运营管理（表 2）。其中，由指定管理者

和第三部门管理和运营的方式有助于运用民间智慧以高效利

用公共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所以较多被采用。

2  日本乡村驿站的类型与分布

2.1  类型
日本的乡村驿站根据发展模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着眼

于将外部活力引入乡村的门户型；另一类是着眼于激活乡村

图 4  乡村驿站的建设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https://style.nikkei.com/article/DGXKZO8240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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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活力的中心型。根据区位的不同，也可分为城市近郊型、

偏远山区型、观光地型等。

2.1.1  门户型

门户型乡村驿站主要通过旅游等手段增加观光人口以振

兴乡村。其功能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表 3）。
第一，作为乡村旅游的窗口，与旅游协会等合作为旅游

者深入乡村观光和外国游客前来乡村旅游提供指引，同时，

也承接住宿预约等相关服务。第二，提供相关的配套设施

与服务，如银行 ATM 机、免税店、免费 WiFi、EV 充电站等。

第三，吸引城市居民参与乡村建设。2011 年日本关东大地

震后，一部分城市居民意识到城市生活的危险开始移居乡

村。人口回归乡村的现象被称为“田园回归” [3]。门户型乡

村驿站可提供乡村住房和就业等信息，为他们移居提供便

利，增强他们移居乡村的意愿。此外，还提供“故乡纳税”①

的相关信息服务，增强外部人群对乡村的认同，为乡村发

展筹集资金。

2.1.2  中心型

中心型乡村驿站作为乡村的核心，主要支持乡村中心地

建设。其主要功能有以下三个方面（表 3）。
第一，利用乡村资源促进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振兴。包

括利用乡村物产进行产品开发和乡村品牌创建，增加区域内

农产品采购率和就业等。第二，提供医疗、养老、行政等相

关公共服务，提高乡村生活福祉水平。为偏远地区村民享受

公共服务整备交通网络，提供石油制品方便出行等。第三，

发挥乡村防灾临时指挥中心作用。负责村民的日常防灾教育

表 3  乡村驿站的分类与功能

类型 功能 主要内容

门户型

旅游窗口 

（1）与旅游协会等合作完善覆盖乡村的旅游指引 

（2）旅行社资格登记以便提供住宿预约，设计旅游

路线等服务

（3）提供游玩和探知文化等求知机会

（4）提供体验乡村资源的交流机会等

入境旅游

（1）多语言指引，获取接待外国游客资格

（2）设立可购买乡村特产的免税店

（3）设置可使用外国信用卡的 ATM 机

（4）免费 WiFi

（5）设置 EV 充电站

乡村移居

（1）提供住房和就业等方便乡村移居的一站式信息

（2）提供让年轻人体验乡村魅力的机会

（3）募集运营工作人员增加乡村就业机会

（4）提供故乡纳税等相关信息

中心型

产业振兴

（1）利用乡村物产进行商品开发和品牌化

（2）增加从乡村内的原材料采购以增加就业

（3）建设农产加工和蔬菜直卖场等设施活用当地农

产资源

乡村福祉

（1）面向村民提供医疗服务，政府功能等一站式公

共服务

（2）服务老人的宅配服务

（3）建设适合老人和伤残人士等居住的住宅

（4）过疏乡村的石油制品供给

防灾

（1）公安，消防等救援部队的后方支援基地

（2）燃料储备，紧急电源等支援功能

（3）灾害信息传达，日常防灾教育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 修改绘制

① 日本“故乡纳税”制度颁布于 2008 年，它是可以通过选择纳税地来支援纳税人所在故乡或者按纳税人意愿来选择故乡的一种地方振兴制度。

图 5  日本乡村驿站的发展分布（2016 年）
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资料 http://www.mlit.go.jp/road/Michi-no-Eki/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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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10 处

和实时灾害发布等。有条件的驿站还储备备用燃料和紧急电

源等避难物质。在 2011 年东京大震灾时，日本东北地区的

乡村驿站作为自卫队的后方支援基地发挥了很大作用。

2.2  分布
截至 2016 年，日本 1 004 处乡村驿站的分布如图 5 所示。

乡村驿站数量多的是北海道（117 处），其次是中部地区的岐

阜县（55 处）和关东地区的长野县（44 处）。数量少的是冲

绳县（8 处），九州地区的佐贺县（9 处），长崎县（11 处），

关东地区的茨城县（13 处），东北地区的宫城县（13 处）和

近畿地区的奈良县（13 处）。这些驿站的分布与乡村经济基

础及其发展状况有关，也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及其布局状况相

关。如在关东地区，乡村驿站多分布在外围地区的长野县和

群马县，在近畿地区则多分布在兵库县和和歌山县，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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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大都市圈较远的地区。其他地区如东北、中部、九州地

区也是一样。

3  日本乡村驿站的功能复合化

3.1  窗口功能
乡村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景观等可以吸引城市居民，

带动城市的资金、人才和信息进入乡村，推动乡村发展 [4]，

而乡村驿站则恰好充当了这种城乡联动交流的窗口，城乡联

动交流也进一步推动了乡村驿站的壮大发展 [5]。

1996 年登记注册的群马县“川场田园广场”乡村驿站

得以发展的契机，正是由于东京都世田谷区与川场村的交流

合作（表 4）。1981 年，川场村与世田谷区签订“世田谷区

民健康村合作协议”，城乡开始互动。

随着到访城市居民的增加，要求川场村提供更多的商业、

信息、观光等服务设施和项目。1992 年双方缔结“友好森

林合作协定”，约定共同保护川场村的森林和自然环境，两

地协作机会频繁。在此背景下，川场田园广场乡村驿站开工

建设，建成大部分集农产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驿站设施。

2005 年，世田谷区与川场村发表共同宣言后，乡村驿

站设施得以进一步完善，两地步入全方位立体交流时代。以

驿站为据点，两地在共同推进双方的文化交流和川场村的自

然环境保护、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等密切

合作，城乡联动交流进入良性循环。

3.2  枢纽功能
乡村驿站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节点，在区域创新和

环境可持续中发挥重要作用。川场田园广场驿站通过将农业

生产中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本和乡村固有的风土、文化等文化

资本相结合（图 6），以提供本地产的高品质产品。驿站内

的牛奶作坊基于“地产地销”理念，专注于当地牛奶的加工

与销售。啤酒作坊基于日本的饮酒文化，借助村内优质水生

产地啤并多次获奖。面包作坊活用川场产品牌大米研发并销

售米粉面包等。驿站提供基于乡村传统物产的高质量产品和

服务，实现与其他驿站的差异化发展和区域品牌化。

同时，立足乡村经济社会基础的区域创新可促进资金

的内部循环。这是因为乡村驿站在产品供应、策划和开发上

注重与乡村内的个人、企业、农协和政府部门等合作 [5]。为

控制产品质量和保障销售地方特色的新鲜农产品，乡村驿站

常与农户或农业生产组织形成合作网络。据调查，与农业生

产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乡村驿站的比率为 72%[6]。以驿站为主

形成的产业融合机制有效地将城市居民增加而积累的资金更

好地分配给乡村各行业，促进对农业生产资本和文化资本的

再投资。川场田园广场乡村驿站由川场村和当地农协、商工

会等团体组成第三部门负责驿站的整体经营和大部分设施运

营（表 5）。一部分驿站设施则交由城乡共同设立的世田谷

川场故乡公社等负责运营。同时还吸引当地企业、协会和农

协等进驻驿站开展经营，丰富驿站服务。驿站的农产销售市

场会员农户从 1996 年 90 户增至 2016 年的 420 户。驿站每

年为每户在乡村驿站销售农产品的会员农户增收 65 万日元，

有效提高了农户收入。川场村的水稻种植面积由 1985 年的

146 hm2 增至 2010 年的 160 hm2，有效缓解了村内土地抛荒

问题 [7]。

川场田园广场乡村驿站还基于“农业 + 观光”理念，活

用村内物产资源，为游客提供农业体验，开展基于乡村物产

的农业服务化，给乡村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还与

观光协会合作将驿站和村内观光地串联，为访客提供一站式

表 4  城乡交流下的川场田园广场乡村驿站发展

年份 主要阶段 建成驿站设施 城乡关系 主要成果

1981—

1990 年
第一阶段 — 城乡互动

建设东京都世田谷区

民健康村 ；到访川场

村城市居民增多

1992—

2004 年
第二阶段

牛奶作坊，农产销

售市场，鲜肉作坊，

物产中心，荞麦餐

厅，啤酒作坊，游

客餐厅，面包作坊，

游客中心，蓝莓馆

城乡协作

保护川场村自然环

境；建设川场田园广

场乡村驿站

2005 年

至今
第三阶段

AKAKURA 餐 厅，

加油站，EV充电站，

披萨作坊，咖啡店 城乡交融

进一步建设川场田园

广场乡村驿站 ；川场

村农产品牌推进 ；文

化交流和川场村传统

文化保护和传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6  乡村驿站的产业融合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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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迎合多样需求。2014 年到访的消费者达到 140 万人，

有效地宣传和深度开发了当地农产品，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3.3  平台功能
乡村驿站所在地区随着人口减少，商店和诊所等设施消

亡，村民获取日常生活服务艰难。同时老龄化也加速农村社

区功能的衰退。为解决老龄化、过疏化所引起的村民生活服

务质量下降问题，2013 年国土交通省开始推进“乡村小型生活

基地”建设，而乡村驿站作为一个服务平台，正好成为“乡村

小型生活基地”的载体。如京都府南丹市的“美山邂逅广场”

乡村驿站便是“乡村小型生活基地”的一个示范站（图 7），
不断集中村民生活相关的各类设施。其发端是由于随着农协

（JA）的广域合并而导致地区支店撤销，村民面临日常购物

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84 名当地村民共同出资收购农协

支店店铺并交由乡村驿站经营。此外，驿站内设有实施健康

检查、疾病预防和治疗等医疗服务的保健中心和行政窗口。

为方便村民交流，还设有老人活动中心和农业振兴中心。为

方便村民使用设施，“美山邂逅广场”乡村驿站内不仅设有

广域公交站点，还有区域内“社区公交”经停。在公共交通

无法到达的村落则运行“呼叫的士”（on demand taxi）。

4  对中国城乡统筹与乡村活化的启示

建设乡村驿站是一种将经济循环带入乡村的区域发展策

略。其发展有助于提高农产品销售额和增加农民收入 [8] ，同

时促进农业、工业、商业间的相互融合 [9]。2000 年代后随着

制造业海外转移力度的加大和日本政府推行的结构改革，乡

村发展的困境日益突出 [10]，在此背景下乡村驿站的建设也被

赋予了更多带动发展和解决乡村问题的使命。乡村驿站在建

设上注重统一规划 [11]，在运营和管理上鼓励公众参与 [12]，在

发展方向则注重增强带动功能 [13] 和实施差异化策略 [14]。在

摸索中，日本的乡村驿站逐渐走出一条破解乡村发展困局，

引领乡村经济重构，通过促进城乡交流解决由过疏化和老龄

化所引起的乡村人才缺失问题的新路 [15]。此外，乡村驿站不

断强化乡村生活空间建设、行使联系村民各类日常生活服务

的载体和平台的功能。

中国目前也已开始进入乡村少子 + 老龄化和乡村经济衰

退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统筹的任务也日益

艰巨。如何引导城市居民进入乡村消费，如何扩大城乡间的

交流和实现城市反哺农村？日本的乡村驿站建设理念可以提

供一种可行的思路。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汽车的普及和道路交

通网的完善，城乡间的人口流动逐渐增多，建设乡村驿站将

城市和乡村的车流、人流和信息流进行链接，进而助推乡村

发展和城乡统筹，这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发展策略。

在我国建设乡村驿站，首先要着眼于其生产功能（图 8）。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产业支撑。因此，

表 5  川场田园广场驿站的运营特色

运营方 构成主体 运营设施 主要作用

川场田园广场

川场村（60%），

当地农协和商工

会等 9 个团体

牛奶作坊、农产销售市场、礼

物商店、荞麦餐厅、拉面店，

AKAKURA 餐厅、面包作坊、咖

啡店、冰激淋店、川场村观光协

会、啤酒作坊、游乐场、EV 充

电站、蓝莓公园

整体统筹

与设施运营

世田谷川场故

乡公社

东京都世田谷

区政府（75%），

川场村政府

地啤餐厅、披萨作坊 设施运营

川场鲜肉作坊 当地企业 鲜肉作坊 设施运营

物产中心
当地农产

加工企业

川场物产中心 设施运营

川场滑雪场 当地企业 川场之家 设施运营

利根沼田森林

组织

当地森林协会 鲜花工房 设施运营

JA 群马 当地农协 加油站 设施运营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7  乡村生活设施的集约化与交通支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8  乡村驿站建设对城乡统筹和乡村活化的启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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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乡村驿站首先要尊重和保护好乡村生活，有效结合乡村

所富有的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实现生产空间的重构和环境可

持续发展。产业融合立足乡村物产，在生产、加工、流通和

销售环节实现价值提升和区域创新。面向城市居民提供优质

乡村物产和高质量服务，加深城市居民对乡村的认同，促进

城乡协作与融合。同时，积累原始资本孵化乡村新产业和实

现资金的乡村内部循环以共同发展。

其次，乡村驿站可发展成为乡村生活基地。中国大多数

乡村缺少购物、医疗、教育培训等日常生活相关设施。乡村

驿站可结合美丽乡村和田园综合体等政策，与当地企业、政

府、社会团体等合作，有效集约建设各类生活设施。在一定

范围内为村民提供一站式生活相关服务和良好的交通环境，

综合解决他们在生活、福祉等方面的难题，助推宜居乡村建设。

另外，乡村驿站也可以作为一个促进城乡广泛协作的平

台，成为破解城乡分割结构的先锋。城市周边的乡村驿站全

面推进与相邻城市的互动交流，实行面向城市的外向型发展。

远离城市的外围乡村驿站可因地制宜推进城乡间的联动交

流，发掘乡村资源，继承和创造乡村生活文化，实现区域差

异化发展。其次，1980 年代日本外生性乡村振兴失败的教训

也值得深思。在乡村活化工作中，要警惕乡村成为城市等外

部资本时空修复的对象。因此，首先要培养村民在乡村各类

资源保护和建设上的主人翁意识和提升其主观能动性。在乡

村驿站的建设和运营上，应以内部主体形成的网络为主，吸

引城市相关主体参与进行辅助。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和消

化外部知识以准确把握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有效组合乡

村富有的各种资本，与时俱进，持续赋予乡村新的价值，助

推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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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许玫）

更  正  启  事

本刊 2015 年第 4 期刊载的《非洲分形之美——评〈非

洲分形 ：现代计算模拟与本土设计研究〉》一文，因作者

原因，出现以下两处错误 ：177 页 1.1.1 章节中第三段第

一句中的 ：“‘康托尔集’（图 1）是乔治·康托尔（Georg 
Cantor）早在 1877 年绘制的首个人工分形图形。”中的

“乔治·康托尔”更正为“格奥尔格·康托尔”。177 页 1.1.1
章节中第五段第一句中的“1924 年曼德布罗进行的海岸

线测量则被埃格拉什教授称为‘从概念向应用的重要一

跃’”，应更正为 ：“曼德布罗（1924—）进行的海岸线测

量则被埃格拉什教授称为‘从概念向应用的重要一跃’”。

特此更正。

《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2018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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