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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光辉三十年”中经历了经济的腾飞、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同时遭遇了乡村地区的人口外流、老龄化

和空心化，社会各界对乡村的未来一度非常悲观。然而自 1970 年代开始，法国乡村地区出现人口回流、经济复兴、社会重组以及空间提升和城乡

关系改善的新局面。本文梳理了 20世纪后半叶法国乡村复兴与重构的过程，总结出其总体趋势：城市人口回流使得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与城市趋同，

甚至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趋势；土地整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中小企业兴起不仅提升了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同时带动了乡村地区

的旅游业、服务业和地产业的增长；人口和产业的变化塑造了新的乡土空间，一方面空间组织呈现就业集中化、居住分散化和服务等级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国土功能以农业生产为主向居住、休闲旅游、环境保护和景观遗产兼备转变。文章认为，乡村复兴与重构意味着人、产、地等生产要素

的全面重组，既需要以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制度环境为前提，更需要有公共政策的积极干预，并且要重视包括小城镇在内的中小城市的作用。

凡此，均可为我国即将到来的乡村复兴与重构提供有益参考。

Abstract: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of glorious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when France saw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riven by strong 
economic regeneration, its rural areas had suffered from continuous outflow and remarkable aging, which once made the whole society quite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rural France. However, since the 1970s, rural France saw a series of new figures, such as demographic growth,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reconfiguration, which led to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landscape and the urban-rural inter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cess 
of renaissance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France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summarizes its general trends: the back flow of urban population 
to the countryside made the rural society tend to have the same social structure as the urban society but a more serious situation of aging; Land adjustment 
promoted the scal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hile the prosperi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romoted the economic vitality of the countryside, 
in particular the growth of tourism, service and real estate; The demographic and industrial changes shaped a new rural territory, with its spatial organization 
being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employment, the dispersion of residence, and the hierarchization of services and its function being transformed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residence, touris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andscape heritage. It argues that rural renaissance and 
restructuring implies the fundamental reconfiguration of the productive elements of people, industry and land and relies on an open market environment, a fai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 positive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with du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small town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ll these 
can serve as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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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对的
重点问题。尤其在 2015 年出现城镇化拐点以后，越来越多来
自不同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开始关注乡村发展。周其仁等

学者认为我国乡村必将被卷入现代化、城镇化的洪流，参与

到市场环境中并适应新的发展条件，一如欧美地区的乡村 [1]；

而温铁军等学者则认为我国乡村具有东亚地区人多地少的特

殊性，无法像西方国家一样实现几乎全部人口的城镇化，要通

过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 [2]。

是否可以选择发达国家曾经的路径，需要深刻认识其曾经的发

展历程，分析其中的原因，考量发展的效果，认清发展的必然

和偶然，因此对西方国家乡村发展的研究十分必要。

当代法国的乡村发展建立在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

上。在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衰败之后，法国乡村在

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推动和国家政策的积极干预下，成功实

现了人口增长、经济复兴、社会重构和空间资源的重新利用。

鉴于中法两国都有长久的小农经济历史和相对集权的行政体

制，法国乡村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而言，具有特别的参考价

值。至今，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法国乡村进行过研究，从不

同角度展现了法国乡村发展的不同侧面。其中，刘健研究了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法国乡村空间发展和乡村建设管理 [3]，赵

明系统地研究了法国的乡村发展政策 [4]，汤爽爽等研究了法

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乡村政策演变与乡村功能拓展 [5]。

在法国，乡村的复兴与重构是近年来乡村研究的重要视

角，旨在分析乡村地区要素重组的前提下，探讨乡村发展的

未来。相关研究中，有的从乡村地区农业人口变化和农业产

业化的角度来分析乡村复兴与重构的现象 [6]，有的则从经济

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理解乡村重构的内涵 [7] ；有的从乡村

功能拓展和空间类型分异的角度来认识乡村重构的结果 [8]，

有的则从乡村政策变化的角度来分析不同时期的乡村发展特

点和国家政策应对 [9]。

与上述研究相比，本文更加强调将法国乡村视为整体，

分别从人口、产业、空间等不同角度，全面展示法国乡村复

兴与重构的过程，并分析不同要素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以期为我国的乡村复兴与重构提供借鉴。

1  乡村概念：从“小农乡村”到“低密度国土空间”

在人类从狩猎、采集到从事农业生产和养殖，进而进入

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乡村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

涵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紧密相关。法语中，表达“乡村”

含意的词语在不同时期就有所不同。法国自 1789 年大革命
开始现代化进程，19 世纪中叶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传统
乡村社会逐步向现代城市社会过渡，并在二战之后开始出现

全面的结构性转变。

法国具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在 1950 年代之前，乡村人
口主要由小农（paysan）组成，围绕传统农业活动进行家庭

式生产和生活，由此建立乡村（campagne）的社会组织形态。

根据《法兰西学院词典（第六版）》的解释，所谓“乡村”

指“平坦、开阔、无遮蔽的农田，常与其上的文化、生产有

关”。然而在二战以后，伴随城市的崛起，乡村的定义随着

城乡关系的变化和乡村自身特性的变化而演进。1950 年代，
乡村概念建立在农业和自然景观的基础上；1960 年代，乡
村概念与农业人口和城市扩张造成的乡村城市化密切相关；

从 1970 年代开始，乡村意味着多功能的空间，开始出现重
构的内涵；而在 1980 年代，乡村概念则与地方性和环境、

社会等方面的各种指标相关联 [10]。

统计学上，法国的乡村定义主要建立在城与乡的相对性

上，以人口聚集度和建筑密度作为划分标准，即：以法国最

小的行政区划市镇作为基本单位，当一个市镇的连续建成区

（相邻建筑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200 m 为连续）内有 2 000 名
以上居民时，该市镇就被视为“城市单元”（unité urbaine），

城市单元内的人口即被视为城市人口，不属于城市单元的市

镇则被视为乡村市镇。2017 年，法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乡村
研究成果，倾向于将所有低密度城市化地区视为乡村地区 [11]；

其中，乡村聚落细分为镇（bourg）、村（village）和自然村

落（hameau），对应的划分标准分别为 500~1 999 人、500 人
以下有行政中心、500 人以下无行政中心。

至此，法国的乡村概念经历了基于自身特点的描述性定

义、与城市相对应的二元定义、以多功能和地方性为重点的

重构定义，以及以低密度为特征的当代定义的多次演变。这

种演变隐喻了城乡之间越来越小的差异，是法国乡村自大革

命至今，经历了现代化、工业化等社会嬗变的结果。其间，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乡村人口持续
外流，以至出现乡村的老龄化和空心化；而自 1970 年代后期
至今，乡村地区出现了全面的复兴与人口、产业、空间的重构。

2  乡村复兴与重构之人口变化

2.1  广泛而持续的乡村地区人口变化
乡村地区的人口变化是法国乡村复兴与重构的重要表

现，很多研究对此做出了量化和图示的描述。

战后开始的“光辉三十年”是法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

期，也是乡村人口外流、乡村凋敝现象触目惊心的时期，以

至社会各界对法国乡村的前景一度做出过悲观预期 [12]。然

而到了 1990 年代，人们开始看到“生长的乡村”，乡村地区
的人口自 1970 年代开始大量和普遍地回升。大量显示为增
长率高，如 1982—1990 年乡村地区人口增长 6%，同期城市

地区人口增长仅为 3.6%（法国国家统计局 [INSE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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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数据）；普遍表现在增长的空间分布广泛，如 1975—
1982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有 55% 的乡村空间出现人口增长

（INSEE，1975—1982 年数据），之后继续扩大。同时，乡
村地区的人口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时空差别，并带有社

会经济特点，体现在不同区位的乡村地区人口回升的时序

和程度不同；这种差别部分是由于城市发展溢出效应的影

响，部分是由于农业土地整理导致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

所以与原有乡村的居民相比，回流人口的社会经济特点也

发生了变化。

布龙（Bouron）等学者的研究将法国乡村地区人口变化

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描述为“外流（1950—1960 年）、老
龄化（1960—1970 年）、重生（1970—1980 年）、新村民①

（1980—1990 年）、再青春（1990 年以后）”[13]。乡村地区

的人口数量变化主要受到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的影响，根据

二者相互关系的变化，法国乡村在 1950—1970 年出现“人
口收缩”，即自然增长为负值，同时伴有大量人口迁出，并

在 1970 年代出现最大净负值；在 1970—1980 年出现“人口
逆转”，即自然增长继续减少，但同时出现人口迁入，并在

1980 年代中后期出现净正值；1980—2000 年出现“人口回
流”，即迁入人口持续增加；当自然增长在 2000 年前后恢复
正值后，加之人口不断迁入，乡村完全成为“生长的乡村”

（图 1）。
在此过程中，由于区位和初始人口规模的差异，不同

乡村地区的人口增长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差别。首先，在

整个国土层面，人口向有一定规模的乡村聚落集中。其中，

原有人口规模在 1 000~1 999 人的村落，1970 年代就开始
出现人口增长；原有人口规模在 200~500 人之间的村落，

直到 1990 年代才出现人口增长；而大部分原有人口规模在

200 人以下的村落，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一直在减少。

其次，在乡村复兴的初始阶段，人口增长主要出现在大城

市郊区，且城市近郊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于远郊和远离城市

的乡村。进入 21 世纪，全国范围内不同区位的乡村地区均
开始出现增长，甚至有些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对人口的吸

引力更强（图 2）。

2.2  乡村人口变化的经济社会特点
法国乡村地区的人口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和空间层面，

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经济层面。法国于 1960 年代开始推动农
业的规模化和工业化，通过土地整理逐步将部分地区的小

农生产模式改造为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传统“农民”

（paysan）变成了现代意义的“农业生产者”（agriculteur），

其生活方式与城市人口相差无几；同时，随着平均耕作面积

的扩大，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应减小。1967—1997 年
间，耕作面积在 20 hm2 以下的农户数量减少了 60%。2013
年的法国农业普查显示，每个农业生产单位②的平均耕作面

图 1  1950—2015 年法国乡村人口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的变化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① neoruraux，对这一阶段由城市进入乡村长期度假、生活的人的专称。

② exploitation agricole，指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一个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可以是职业农民、家庭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农

业股份公司，以及虽然没有正式注册但已按公司化模式运营的事实性公司（société de fait）等。

图 2  1960 年代末以来法国乡村地区人口的变化进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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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为 58 hm2，虽然生产面积小于 20 hm2 的生产单位占生

产者总数的 42.8%，却只耕作了 4.2% 的农业土地（表 1）。
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 1931 年为 50%，

在 1962 年和 1990 年分别显著下降为 33.8% 和 9.9%，2013
年仅为 0.9%。

在大多数人口回升的村落，随着传统农民的流出和新村

民的迁入，居民的职业分布出现变化。凯泽（Kayser）对法

国南部朗格多克省（Languedoc）的乡村（法国最早出现乡

村复兴且一直呈增长态势的乡村地区之一）进行了研究并得

出结论：与原住民相比，新迁入的村民平均年龄更小、平均

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迁入之前的居住地既有城市也有其他

乡村，迁入的原因按重要程度排序先后是“选择更好的生活

环境、职业需要、家庭需要、原有住宅废弃、退休”。其中

对洛特省（Lot）67 个村落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新村民的
职业按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雇员和管理人员 34%、退休人

员 21%、工人 16%、手工业者 13%、商人 6%、失业者 6%

以及农民 4%；1962—1982 年间，该省乡村地区的人口职业
变化与总人口职业变化相比，在雇员和管理人员、手工业者、

商人和工人类别中具有更加明显的增长 [7]。

2.3  新乡村仍然是“老”乡村
新村民的进入一方面给乡村地区带来了新的资源和活

力，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例如，乡村绅士化引发的乡

村治理权力博弈与传统地方文化延续的问题 [15]，新村民的

入驻引发的规模化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和文化旅游业的空

间功能使用冲突的问题 [16]，以及外国人在法国乡村居住的

融入问题 [13]，这些都构成了法国新乡村面临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新居民的迁入并没有扭转乡村老龄化的趋

势。法国自 1990 年代开始整体进入老龄化社会，2013 年退
休人口已占国民总数的 26.9%（INSEE，2013 年数据），其
中很大一部分老龄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他们一般在退休前

居住在大中型城市附近，退休后根据经济条件，分别选择

返回故土乡村、迁往居住成本较低和景观较好的乡村长期

居住，导致法国乡村地区的老龄化明显高于城市地区。从

全国范围来看，老龄化严重地区和城市地区几乎完全互为

图底（图 3）。
总之，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背景下，法国乡村地区的复兴

与重构表现为乡村人口在数量上的增长、在地域上的重新分布，

以及在社会结构上的重新组合。根据作者对法国部分市镇的市

长、政府机构、各类协会的采访，即使最偏僻的乡村地区，自

二战至今也至少经历了半数以上的人口迁移带来的居民更新。

这种变化对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影响巨大，因为自然增长对于

乡村人口的变化不再是决定性的，乡村的发展潜力更多地依赖

于其对外部人口的吸引力，而根据迁入人口的需求和意愿不同，

不同禀赋的乡村也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前景。

表 1  2013年法国农业普查显示的农业生产主体和单位耕作面积分布

生产面积

/hm2

生产单位 有效耕作面积

万个 % km2 %

<20 20.23   42.8   11 640     4.2

20~50   7.90   16.7   26 550     9.6

50~100   9.33   19.8   67 510   24.3

100~200   7.40   15.7 101 910   36.7

>200   2.36     5.0   69 780   25.2

合计 47.22 100.0 277 390 100.0

资料来源：INSEE，2013年数据

图 3  上 ：法国老龄化程度的空间分布（2011 年）；下 ：法国的城市
区域分级分布（2010 年）
资料来源：INSEE

0    50  100 km

2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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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复兴与重构之经济变化

3.1  服务业时代的乡村经济
在二战后的“光辉三十年”，法国的产业结构以工业为

主，至 21 世纪初已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从 1949 年的 34% 提升到 2007 年的 56%，其中

非商贸类的服务业附加值比重从 12% 上升到 21%，且主要

来自教育和医疗；同期，工业附加值比重从 27% 降为 14%，

农业从 21% 降为 2%（INSEE，相关年份统计数据），就业结

构也呈现农业、工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服务业就业人数持

续上升的态势（图 4）。在此背景下，乡村地区的产业变化一
方面体现为农业的规模化，另一方面体现为非农中小企业① 

的重建，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

3.2  中小企业成为乡村经济的新支柱
二战以前，除了农业，法国乡村地区还存在一些传统的

内生型中小企业，主要从事纺织、皮具加工、制鞋、冶金、

钟表制造等生产活动，生产空间和组织相对稳定。1960 年
代开始的国家计划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现

代化和集中化，大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和上游生产资料的垄断

使得相对封闭自足的乡村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只有少数具有

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和相对独特的社会结构的乡村地区②，

能够维持传统的内生经济结构。为了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

并疏解首都巴黎的压力，法国于 1960—1970 年代实施了“工
业去中心化”政策，推动位于巴黎等北部工业城市的国有大

型企业向其他城市迁移，然而这一政策对于乡村地区的中小

企业影响甚微。1970 年代法国经历经济危机，中小企业作
为维持整体经济结构的适应性和抵抗性基础的重要作用开始

得到重视。此时的上游生产体系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和集中化，

中小企业有效的生产网络不再是与临近企业形成的横向互补

与自给自足，而是在国土层面上与同类企业形成的生产联合

体，即外生型发展，生产技能的创新与整合超过了人力和生

产资料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企业为主的乡村地

区的中小企业仍然不具发展优势。

直到 1990 年代初，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通信基础设
施的普及，中小企业曾经的缺陷成了相对优势，此时的国家

政策也鼓励中小企业入驻乡村地区，从而为中小企业在乡村

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新一代中小企业数量剧增，类型也

更多。迪谢诺（Duchéneaut）对法国中小企业的抽样研究显

示，在人口少于 5 000 的市镇中，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总数
的 23%，其中尤以工业生产和建筑工程类的中小企业最多

（表 2）[17]。这些生产型企业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企

业选址从过去以人力成本最低为原则，转变为以包括信息和

物流等在内的社会联系成本最低为原则，相对封闭独立的乡

村因此成为具有地域特色和高品质人文与自然环境的生产空

间；二是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和角色从原来挣取少量利润

的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分包商，转变为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快速

调整生产的专业化组织，并深度参与到法国的经济网络中。

如今，法国中小企业的总数③从 1993 年的 202 万个上

① 在法国的统计中，中小企业指员工数 10~249 人的企业。本文所指中小企业还包含法国统计中的特小企业，即员工人数 10 人以下的企业。
② 如西部的安茹（Anjou）、绍勒泰（Choletais）、凡缇（Ventee），东部的汝拉（Jura）及里昂周边的乡村小企业群，因相互间生产活动联系较强，

形成区域化的生产网络，被称为“第三意大利”（原指意大利自托斯卡纳延伸至东国境线的乡村空间，拥有中小型企业连片集中的传统）。

③ 由于缺乏单独针对乡村地区的统计数据，此处以法国全国数据说明中小企业整体发展情况。

图 4  1949—2007 年法国就业人口演变
资料来源：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1281283

表 2  不同规模市镇中的中小企业数量在各行业中的占比（单位：%）

市镇规模 /人 工业 建筑工程 商业 交通 服务 总体

<5 000   35   29   19   27   12   23

5 000~9 999   21   19   10   13    7   14

10 000~49 999   20   26   26   30   31   26

50 000~100 000   10   11   15   12    9   11

>100 000   14   15   30   18   41   26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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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2014年的 314万个，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
根据 INSEE 的统计数据，至 2014 年，在法国 314 万个非农
企业中，除了 243 个大型企业和 4 960 个中大型企业，其他
全部为中小企业，其中中小型（10~249 人）企业 137 500 个，
微小型（10 人以下）近 300 万个；中小企业占法国企业总

数的 99%，提供了 49% 的就业岗位，产生了 44% 的附加值，

并实现 11.9% 的出口额。由于现代交通物流体系和信息基础

设施带给乡村空间的优势，大量中小企业选址在乡村地区，

提升了乡村在整体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3.3  乡村旅游和地产服务业的蓬勃兴起
建筑工程类中小企业在乡村地区的蓬勃发展显示了乡村

地区房屋建设需求的持续稳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伴随新村

民迁入而来的居住需求。乡村地区居住密度低、人均建筑面

积较城市更大，人口流动造成的翻修和更新工程也较多，居

住活动因此成为保持乡村地区活力的重要源泉，由居住活动

衍生出的生活服务、医疗、教育等第三产业需求与其他非农

业活动，共同创造了乡村地区的就业与活力，其中最显著的

表现就是度假空间和第二居所的发展。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具有相对低廉的农业土地

价格①和相对较大的人均自然空间面积②，同时又有温和的

气候、丰富的动植物和悠久的历史，良好的生活品质吸引了

很多来自北方国家（如英国、荷兰）、法国北部（如诺曼底、

布列塔尼）和邻国（如德国、瑞士、比利时）的人口，在法

国南部、大西洋海滨、地中海沿岸以及中央高原山脚等地购

买第二居所或土地进行建设。凯泽的研究显示，从 1980 年
代后期开始，非农人口在法国购买农业土地的交易量快速

增长，占市场总额的比重从 1970 年代的 22% 逐年递增至

1989—1991 年间的 30%；他通过对土地和房产公证人的调

查采访得到法国在 1989—1991 年间非农人口购买土地和房
屋的交易情况（图 5），其中在拥有优质自然和景观资源的
奥尔良、黄金海岸和阿尔卑斯山脚等地，非农人口购买土地

的面积达到 4 500 km2，占所有耕地的 1.6%，占总交易面积

的 75% 以上；巴黎西南至比利牛斯山的沿线地区以及朗格

多克省同样具有度假资源优势，非农人口在这里购买的农业

用地上的建筑物面积占总交易面积的 75% 以上 [7]。在上述

地区，人们购买的建筑物主要用于第二居所、旅游住宿设施

等，购买的非建筑空间主要用于配套的景观休闲功能，也有

部分用于发展“精致农业”等不以生产为目的的农业活动，

乡村空间因为这些人口的到来及其建设经营的开展而焕发生

机。2009 年，法国第二居所约占全部住宅套数的 9%（INSEE，

2009 年数据）。
总之，人口流入带来了新的空间需求和产业机遇，而新

时代的经济活动组织也自有其逻辑，加上乡村空间自身的特

点和资源，三者相互配合重新组合形成了“新乡村”的经济

特点和模式。

4  乡村复兴与重构之空间变化

4.1  人口与产业变化塑造新的乡村国土
伴随人口和产业的演变以及时代与政策背景的变化，农

业土地整理、工业产业迁移、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方式

转变等共同推动了法国新的国土资源利用和空间格局的形

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国土景观的改变。始于 1960
年代的农业土地整理政策主要影响了巴黎周边的大平原和北

方地区，因为这里的地形更易于土地整理，而且气候也更适

宜谷物等需要大规模种植作物的生长；巴黎及其东北部和法

国西海岸北部的乡村地区超过三分之二的市镇参与了农地整

理，形成了以开敞大田为主的农业景观（图 6）。而南方的

① 1992 年在法国买 1 hm2 农业土地需不到 5 年的人均收入，而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是 7~8 年。
② 根据 1991 年法国应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心（SEGESA: Société d’Etudes Géographiques, Economiques et Sociologiques Appliquées）的

研究数据，法国人均自然空间面积大于 1 hm2，在欧洲仅次于西班牙。

图 5  1989—1991 年间法国非农人口购买农业土地（左）和建筑
（右）的交易比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图 6  农地整理涉及的区域
资料来源：法国农业与渔业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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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山地地区，包括阿尔卑斯山、中央高原、比利牛斯山周

边，以及海滨景观地带和具有相对独立文化的布列塔尼地区，

没有进行大力度的农地整理，而是在原有传统农业的基础上，

采取现代技术发展特色农业、密集养殖业和经济作物（如葡

萄种植）等，保留或少量改造了原有的农业景观。

由新村民带来的乡村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和欧盟的共同农

业政策（特别是农业土地的市场价格预期变低，造林补贴提

升），共同推动了不同性质土地之间的相互转变，主要趋势

是农业用地收缩、人工空间用地①显著增加、林地扩大和荒

地减少。法国的农业用地自战后至 1960 年一直在增加，总
量一度达到约 35 万 km2，此后开始逐年减少，至 1990 年代
减少至约 30 万 km2，减量超过 10%；其中，1980 年代平均
每年减少约 570 km2，其中的 430 km2 转变为人工空间。至

1990 年代，建设用地相较于 1950 年代增加了约 2 万 km2，

荒地从 5.5 万 km2 减少到 2.5 万 km2，林地则从约 10 万 km2

增加至约 14 万 km2[7]。在面积变化的同时，各种用地的空间

分布也产生变化，如林地向中央高原周边和国土中西部集中，

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土景观格局（图 7）。

4.2  新乡村的空间组织结构和特点
在法国国土景观发生改变的基础上，乡村地区的空间组

织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新结构。在二战以前传统农业生产和

乡村社会相对封闭的时期，乡村与城市的生活模式完全不同、

互不干扰，城市仿佛漂浮在乡村中的岛屿；随着现代生产体

系、基础设施、消费观念同时融入城乡，乡村生活的视界扩

大，原有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全面解体重组，原本由自然

地理差异造成的空间组织多样性也逐渐被同质化，结果导致

在描述城市和“新乡村”时所使用的语汇开始趋同，可以用

生活（居住）、生产（就业）、支持结构（服务设施）等表述

其特征。

“新乡村”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就业的集中化、居住的

分散化以及服务设施的等级化。经济规模效应和对技术更新

的需求导致就业不断集中，越来越多居住在乡村的人以通勤

方式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的优化和对生活品质的

需求使得居住空间不断扩张分散，这种分散又以服务设施的

配给实现了新的结构化与整合——当乡村空间主要的功能成

为生活居住时，其中的服务设施就成为结构性要素，将国土

重新组合成为单元，各个单元内不同等级的生活服务设施体

现了不同的生活可能性。

在这种新的城乡关系和职住关系中，小城市不仅是面向

乡村地区提供就业机会的“就业节点”，也是提供各级服务

设施的“生活节点”，因而具有重要地位。法国自 1975 年开
始实施“小城市与城乡混合区”②发展政策，提出要重视小

城市与其周边相关度较高的乡村空间的整合，并以国家与地

方之间的协议方式推动此类空间单元的发展。法国统计部门

自 2004 年开始进行“生活圈”（bassin de vie）的划分，其定

义是“居民能够获得一定等级基础服务设施③的最小国土范

围”；2012年，法国共有 379个“城市生活圈”和 1 287个“乡
村生活圈”，后者占 78% 的国土和 31% 的人口。尽管整体上

乡村生活圈的服务设施水平低于城市生活圈，但某个特定级

别的设施水平分布与人口密度——即所在地区是城市还是乡

村——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图 8）。有的乡村地区得益于
历史传承而享有较高的设施水平，有的乡村地区虽然设施水

平较高，却要承受更长的通勤距离；相比之下，反而是在人

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郊区，设施水平因为配给困难而普遍较低。

4.3  新乡村的类型划分
世纪之交，在重新确立人地关系、城乡关系和乡村地区

内部结构的基础上，法国乡村基本完成了复兴与重构。2003
年法国国土研究报告提出，法国“乡村国土空间”已经从

以生产性功能为主转变为同时具有居住、休闲旅游、环境保

① 指包括建筑物及其附属空间（如交通空间、花园、草坪、池塘和其他活动用地等）在内的空间。

② petites villes et des pays，指以小城市及其周边类似“生活圈”的范围作为发展支持对象的政策理念。

③ équipements et services，设施和服务，其内容主要包括以养老、家政等入户服务为主的个人服务，以及商业、教育、健康医疗、体育和文化休闲、

交通等，依据服务等级分为邻里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其中，邻里级包括邮局、银行、面包房、肉店、学校、药房等 29 项内容；中级包

括警察局、超市等 31 项内容；高级除了前面两类的基本设施，还包括高等教育、大型购物中心、文化中心等内容。

图 7  法国国土主要景观类型及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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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景观遗产①等四重功能，并将乡村地区划分为城市型乡村、

薄弱的乡村和新兴的乡村三类 [17]。在此分类基础上，皮斯特

（Pistre）根据不同地域乡村地区的主导产业、自然资源和竞争

力等指标，将法国乡村地区进一步细分为三型六类（图 9），即：

•城市型乡村。（1）城郊型乡村地区，包括城郊具有交
通优势和自然资源，吸引中产阶级居住的绅士化乡村地区； 

（2）大城市周边能够提供大量就业，并吸引年轻人定居、
正在被城市化的乡村地区。

•生产型乡村。（3）承载工业活动和产业工人生活的乡
村地区；（4）以农业生产为主、老龄化人口较多的乡村地区。

•新兴乡村。（5）以旅游和自然景观为主要资源的乡村
地区，包括第二居所集中地的乡村地区；（6）以短时度假旅
游为主要产业的海滨、山地等乡村地区 [8]。

5  乡村复兴与重构中的政策干预

在法国，乡村复兴与重构既是现代化进程中由社会经济

转型引发的人、产、地的流动、变化和重新组合的现象，也

是国家和公共力量针对这一趋势进行干预的结果。龙花楼等

认为，乡村复兴与重构是“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

的变化，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

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

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

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19]

法国在 1970 年代以前的乡村政策，包括农业土地整理
政策，均以扶持农业产业和补贴农民生活为主，旨在帮助农

业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此后，随着乡村复兴与重构的趋势不

断加强，乡村问题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乡村政策颁布和实

施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综观几十年间的法国乡村政策，始

终将推动各种要素向弱势乡村地区流动，依据当地资源状况

转换发展模式，以实现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作为总体目标；

在此目标框架下，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又各有侧重。有的侧

重促进人的流动，例如对年轻人进入乡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

予以特别扶持，对外来人口进入乡村进行旅游开发建设予以

财税扶持，对手工业等小型企业入驻乡村提供信息咨询和财

税减免；有的侧重促进产业要素的流动，例如工业去中心化

政策和农业土地整理政策；有的侧重对乡村空间资源的保护，

例如建立大区公园制度和自然景观的遗产化管理；有的侧重

对贫困乡村地区的扶持，例如国家的“乡村复兴地区”（Zone 

de Revitalisation Rurale）规划。政策的实施路径也是多种多

样，包括普惠的金融支持、国家和地区协议、乡村发展区项

目等等，早期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为主，后期则逐渐

转变为地方发展意愿与国家支持的协调与结合。

当然，乡村发展政策的影响力与实施效果需要在同期的

城市发展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进行评估。虽然法国乡

村在 20 世纪后期以来经历了整体的复兴与重构，但与城市
相比，仍然发展较慢，仍有很多乡村地区面临着人口减少、

就业不足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严重不均的困境。在某种意

义上，现代乡村更多是城市空间生产的因变量，乡村的复兴

与重构需要依靠更大区域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单纯对乡村

地区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扶助往往收效甚微，一旦城市经济出

① 自 1980 年代以来，法国将具有特点的自然景观进行了分类评级保护等遗产化管理（参见法国《城市规划法》），乡村地区是保留此类景观遗产
的最重要空间。

图 8  中级服务设施在各生活圈中的数量
资料来源：INSEE，2012年数据

图 9  根据空间上的主导产业和竞争力划分的法国乡村地区类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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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衰退，乡村地区就会首当其冲，出现失业率升高、生活服

务降低的现象。

6  启示 ：即将到来的中国乡村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 40 年的快速增长，2015 年
跨过城市化拐点，乡村的复兴逐渐成为学术和社会热点。中

法两国都具有历史悠久的小农传统与农业文明，虽然在资

源、人口和社会制度层面有所差异，但法国乡村发展从衰

败到复兴与重构的历程依然可以为我国的乡村发展提供启

发和借鉴。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城市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乡村发展相对滞后甚至出现衰败难以避免，而在社会经济和

城市化转型发展的背景下，衰败的乡村地区的复兴与重构也

是必然。法国乡村的复兴与重构是乡村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全面转型。现代技术进步带来经济转型，

由此引发人口规模和分布的变化，进而推动乡村空间利用模

式的转变；城乡要素的流动促使空间功能重组以满足新的需

求，最终形成新的城乡格局和乡村地区的复兴与重构。这既

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也是政策引导推动要素合理

重组的结果。我国乡村地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出现衰

败迹象，当前可谓百废待兴。在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社会主要矛盾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要求对乡村的农业、环境、文化、治理、民生、脱贫、

制度、人才、资金等方面做出政策支持，无疑是我国乡村地

区实现全面复兴与重构的重大机遇。

在乡村地区伴随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转型发展，经历从

衰败到复兴的过程中，城乡之间曾经存在的对立关系也在悄

然发生改变，城乡之间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利用等

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建构对于乡

村概念内涵的认识。法国乡村的复兴与重构历程显示，对于

乡村的认识会在某个阶段出现质的变化，即不再必然地与农

业和农民联系在一起，而是可以采用与描述城市基本相同的

语汇，将密度、自然景观、空间要素等作为区分城乡的主要

指标。中国几千年来惯用的传统乡村概念及其内涵在新的历

史时期是否需要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变化，是否需要建立新

的乡村认识以面对新的资源要素与调控对象，以及如何在新

的时代和新的条件下重新建构城乡关系，这些都是未来我国

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思考的理论问题。

乡村复兴与重构意味着人、产、地等生产要素的全面重

组，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制度环境是重要前提，因此公

共政策的积极干预必不可少。其中，公共政策的关注重点既

包括对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保障和支持，也包括通过设立规

则引导要素流动形成新的合理格局。例如：未来的乡村地区

在农业生产功能之外，可能兼具居住、休闲旅游、环境保护、

景观遗产等多重功能，如何引导和规范相关资源流入热点乡

村地区，在保护当地遗产与环境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多方共赢

的要素组合，将成为政策引导与制度设计的关键。此外，在

依靠国家政策支持的同时，还要调动地方政府的发展意愿，

提高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创造性。

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地区的复兴与重构有赖于相邻城市

与所在地区的健康发展，因此，包括小城镇在内的中小城市

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其作为面向乡村地区的就业节点和

生活服务节点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发展历来是我国城市化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

节。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重视乡村，尤其是贫困

乡村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充分发挥小城

镇作为城乡之间纽带的作用，通过小城镇的带动，从整体性

和结构性方面让乡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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