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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风貌的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探讨
—— 基于若干田野调查的思考
Discussions on the Dilemmas, Causes and Conservation Suggestions of Rural Landscape in China
Based on the Field Studies

张立 王丽娟 李仁熙
Zhang Li, Wang Lijuan, Li Renxi

摘要：乡村风貌建设和保护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但是中国近 40 年快速的城镇化对乡村风貌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本文基于
全国 13 省 480 个村庄的调研以及近年国内外的乡村考察，对当下中国乡村风貌面临的危机进行梳理和总结。结合相关研究，首先阐释了乡村风貌
的四大构成要素：地域特色、场所景观、田园环境和社会人文；继而分析了这四大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诸如地域特色的差异化渐失、城市表征显著，
场所景观杂乱化和人工化明显，田园环境去乡土化和去生态化特征，村庄社会逐步解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难以接续等。进一步解析其成因，总
结为：
交通连接的便利性加速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入侵，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场所景观受到破坏，村民和基层政府认知能力低导致田园风貌被忽视，
现代化与传统的割裂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迷茫，村民的认同感出现分化、传统的风貌资源不被认可，村民积极参与的缺位导致乡村风貌维育缺
少支撑等。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若干应对策略，具体包括 ：重建文化自信、传统传承要与时代相融，突出村民主体、
充分发挥民间社会团体的作用，统筹分散的资源、体系化支援扶持，立足国情、立法保护乡村风貌，强化乡村规划理论研究、服务风貌维育。
Abstract: R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s one important issue of Chines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ut fast urbanization has affected rural landscapes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field works in 480 villages of 13 provinces and many local villag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in China and abroad ,
analyzes th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challenges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landscape, agricultural context and social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advances that
rural landscape is facing forces of diversities disappearing, architecture-urbanization, built-up landscape-disordering and artificializing, agricultural landscape-deecologing and de-countrysiding and rural community destructuring. Some genetic factors are explored including urban and industry culture invading, improper
government intervening, shortage of rural value cognition,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agging of rural theory. Finally, some conservation agendas, mainly
based on Korean, Japanese and European experience,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fusion of the time and the past, emphasizing
villagers dominant role, play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role, reuniting scattered resources, supporting systematically, being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legislating,
strongthen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propping up rural landscape main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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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风貌的维育和建设是国际性议题，西方国家在快速
城镇化进程中经历了乡村风貌建设的种种问题，诸如灰色基
[1]

少微观人居环境层面的识别和研究，比如对乡村建筑、空间、
田园乡野等特征尚缺少系统的认识。结合我国当下乡村建设

础设施建设和传统风貌的丧失等 。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

发展的阶段特征，乡村风貌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地

亦使得乡村风貌正在遭到破坏，诸如千村一面、风情村、仿

域（建筑）特色、场所景观、田园（乡野）环境和社会人文。

古村和复古村等情形不断出现，冲击着乡村的传统空间风貌，
乡村传统文化出现断裂 [2-4]。针对乡村风貌衰退的现实，学者
们试图从国家政策和乡村规划缺失的视角解释其成因机制

[5-6]

，

1.2 研究方法
中国各地的乡村风貌差异很大，面对的问题也很复杂

并重点从物质规划视角提出乡村风貌保护的应对策略 [7-12]，提

和多元，需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更加全面深刻的

出了加强乡村景观数据库建设和强化公众参与等具体措施 [1]。

视角来分析和探究乡村风貌面临的现实困境、成因和保护策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关注古村落的多

[13-14]

，关注一般村落的少，

略。近年来，我们团队实地走访踏勘了近 20 个省份的乡村

且大都以局部案例为对象，系统化的研究成果鲜见。鉴于乡

建设，其中包括 2015 年 7—11 月结合住建部的农村人居环

村风貌的保护日渐堪忧 [15-16]，亟须加强相关的研究工作，认

境研究课题，组织开展的对全国多省的乡村田野调查。在省

识危机、剖析成因、提出对策，并积极付诸实践，让中华传

份选取上充分考虑经济发达程度、气候、农业生产方式等特

统文化在乡村更好地接续传承。

征，选定了 13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针对每个省份，课
题组与各省住建厅等主管部门充分对接，结合各省特点选择

1 乡村风貌的构成要素及研究方法

约 30~40 个行政村作为研究对象，村庄选择的主要标准是能
够充分体现本省乡村建设和风貌特点，最终完成了 480 个村

1.1 乡村风貌的内涵
城乡风貌是由国土自然环境、城乡历史传统、现代风情、

的田野调查（包括资料调查、问卷调查和访谈及踏勘）和 7

精神文化等综合构成的意象，不仅包含着看得见的空间景观

。村庄
578 份村民问卷（全部由调查师生解释并当面完成）

（建筑形式、色彩、山水格局、绿化等），还内涵着城乡的

类型涵盖了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近郊村、远郊村、民族

神韵气质、地方的市民精神、风俗文化与科教文化，是城乡

村及传统文化村，以及大村、小村、渔村、农业村、牧业村

特色的主要体现

[17]

①

。近年来，关于城市风貌的研究颇多 ，

等共计 48 个村庄类型②（图 1）；
对 480 个村庄的环境、道路、

但乡村风貌的研究较少。李王鸣等认为，乡村风貌包括自然
风貌、产业风貌和人文风貌 [20]。刘滨宜和陈威认为，乡村风
貌的构成要素与城市风貌类似，由两大基础要素构成，即物
质风貌和非物质风貌 [21]。前者包含自然风貌和人造风貌，后
者包含村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村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等。
与乡村风貌对应的是乡村景观，其重点聚焦在乡村人居环境
上，偏重于物质环境的表达 [22]。相对乡村景观的概念而言，
乡村风貌的含义更综合，既包括了乡村环境的外在表征，也
映射了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等。风貌中的“风”是对村庄
文化系统的概括，是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戏曲、传说等文
“貌”则是村庄物质环境中相关要素的总和，
化方面的表现 ；
是“风”的载体和村庄风貌的外在构成 [23]。
图例

综合考量，乡村风貌与城市风貌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

省份 / 调研村庄数量
高收入村庄
中等收入村庄
中低收入村庄
低收入村庄

性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构成都包括了物质风貌和非物质风貌。
差异主要体现在乡村风貌的宏观环境特征更显著、人文传统
等非物质要素对物质环境的影响更强。目前虽然各界对乡村
风貌的概念进行了若干解析，但其过于关注宏观辨释，尚缺

图 1 480 个调研村庄分布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左下角中国地图为自然资源部监制发布的中国地图

① 例如余柏椿认为，城市风貌由物质风貌（自然环境风貌和人工环境风貌）和非物质环境风貌构成 [18]。王建国认为城市风貌有三个特点，即历
史积淀、形态延续和有序推进 [19]。
② 详细的调研组织、问卷设计、访谈设计等参阅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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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建、人情风土、农业生产等进行了影像记载。需要

部分村庄被经济利益驱使，乡村风貌愈加脱离传统（图

说明的是，乡村这一概念不仅涵盖乡村居民点，也涵盖整个

2）。为了迎合游客而忽视当地环境风貌和气候特征，建设了

乡村地域，本研究试图兼顾乡村的全部地域，但重点针对乡

所谓的高档休闲度假区，引入外来植物，拷贝西式建筑或是

村居民点及其周边的建成环境。

国内其他地区所谓的中式传统建筑和乡土建筑①，植入所谓

本文以乡村风貌构成要素为指引，运用实地踏勘、访谈、
影像统计和问卷等方法，分析乡村风貌面临的危机 ；继而从

的情怀和乡愁。还有一些村庄建设复制了大批的假古董，或
。
建设仿古（宋、唐、明）一条街、或所谓某派民居②（表 1）

工业文明入侵、政府干预、基层认知能力、文化延续、村民
认同和村民参与等方面探究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成因 ；最后结

表 1 480 村样本的风貌特征识别
调研基本信息

合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国际研究进展，尝试探讨加强
中国乡村风貌保护的若干策略。

2 乡村风貌面临的若干困境

建筑风格

调研地区 村庄总数 有效样本 城市表征

仿古

空间环境
仿洋

杂乱化

人工化

湖北

50

38

30

6

8

9

16

江苏

39

39

33

13

10

8

26

上海

27

21

19

6

9

0

9

安徽

28

20

15

6

11

1

14

居环境，村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但是与成绩相伴随的是，

广东

30

30

23

5

9

9

17

在很多地区，乡村风貌正在遭到冲击和破坏，面临着多重困境。

陕西

48

48

13

4

1

5

21

辽宁

58

58

14

0

2

17

21

山东

30

30

12

0

2

2

14
18

初步分析显示，多年的新农村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人

2.1 地域特色渐失，城市表征显著

四川

46

46

26

10

6

10

风格的同一性和城市化，或表现出“半城半乡”的混沌之象。

贵州

11

7

3

3

0

0

3

这种城市化的乡村建设方式，虽然快速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

云南

43

26

20

9

8

9

13

近年来乡村风貌的地域特色逐渐丧失，主要表现在建筑

但也破坏了乡村固有的传统风貌。人居建设性和风貌破坏性
共存。由于村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及自身审美的局限，在农
民新房建设的过程中，传统民居不断被拆建成独立式小楼房，
传统夯土建筑不断被拆建成砖瓦房，传统土胚茅草屋不断被
替换成彩钢瓦——甚至全面拆除重建。调查发现，无论在东
部、中部还是西部，在平原、丘陵或者山区，村庄面貌正在
趋同，地域特色日渐消逝。比如，在很多地域的不同村庄出
现了极为相似的白（黄）墙黑（灰）瓦坡屋顶的新民居，或
者火柴盒式样的兵营状排列。

青海

41

21

4

4

1

1

17

内蒙古

29

29

0

0

0

3

14

480

413

212

66

67

74

203

合计

注 ：有效样本指信息较完整、风貌可清晰识别的样本 ；城市表征的判别标
准是“有连片 3 层及以上住宅群，或者有农民集体上楼项目”；仿古的
判别标准是“村中有仿古街道或连片的仿古建筑”；仿洋的判别标准是
“村中建设了大于两幢欧式立面、柱式等特征的建筑”；景观杂乱化的
判别标准是“建设凌乱，道路硬化很少或没有，卫生环境差，垃圾随
处可见”；景观人工化的判别标准是“建筑立面人工雕琢痕迹明显或
出现连片统一粉刷现象，有雕琢感很强的公园、大型广场或绿地”
。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4]

图 2 农民新房千篇一律（480 村调查）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4]

① 例如，很多村落频频请建筑大师下乡设计所谓的乡土民居，殊不知大师也是术业有专攻，以公共建筑的手法设计民居，村民自然难以接受。笔
者调研的某地，大师设计的民居，建好半年内村民无人选房，后经地方政府的其他政策鼓励后，村民才被动接受。
② 比如南方某省及周边省份，模仿古建设计了某派民居，并受到周边省份的膜拜学习，似乎建造古建筑就是传承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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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村的样本分析显示超过半数村庄的新建筑呈现出城市表
征，32% 的村庄有明显的仿古或仿洋建设。

2.4 村庄社会逐步解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均难以接续
社会人文视角的乡村风貌主要包括农村社区活力、人际
之间的联系及和睦状况，也包括乡土的建造工艺、戏曲、习

2.2 场所景观杂乱化和人工化明显

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展现。我们的调查证实，虽然

规范的、有序的、适度的场所环境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乡村社区的人际关系总体和睦，但当下的乡村人口结构空心

的消费需求和乡村增收的有效路径，但是中国乡村地区的各项

化、老龄化明显，并有大量留守儿童（图 5），传统的乡村

制度建设滞后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得许多乡村的场所景观

社会正在解构，社区活力总体低下。480 村的访谈是随机的，

呈现杂乱化的特征。与此同时，乡村地区的人工化建设痕迹亦

但是被访者的年龄平均在 53 岁，平均每户有 0.76 人外出务

很明显。开发者只顾矿山采掘，不管后续的生态恢复，一座座

工 ；如果再考虑到空户家庭（夫妻全部外出）的话，外出人

森林繁茂的青山转瞬变成了灰黄的秃山 ；开发者热衷于圈地造

口比例会更高。7 578 户受访家庭中有 3 414 个初中及以下

景，原本自然田园的景观地很快成为了人工化的游乐园。在影

儿童，其中 77% 就读于镇区或本村。

像记录有效的样本村庄中，场所景观杂乱化的村庄占比 18%，

村庄的老龄化和空心化导致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此外，随着
空间环境人工化明显的村庄占比近 50%（表 1）

的接续困难，也造成村庄物质环境维护的艰难。传统的乡土

近年来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垃圾急剧

建筑每隔一年或者几年就要进行维护翻修，老龄化加剧了家

增加、污水排放量快速增长，但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没有

庭劳动的难度。历经千百年的乡土技艺和习俗正面临中断的

跟上，进而引发了乡村环境卫生的面源污染①问题②，极大地
1.1%

降低了乡村风貌品质。480 村调查数据显示，在“村民最需要

1.7%
2.3%
7.5%

。
的基础设施”选项中“环卫设施”位列第一（图 3）

9.7%

40.1%

2.0%

2.3 田园环境去乡土化和去生态化

11.7%

从宏观视角来看，集镇、农村居民点、景区等在乡村地
23.9%

区主要是点状的分布，而农地和道路及沟渠等则是面状和线
状的，其建设格局对乡村地区的总体风貌亦有重要影响。近
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农业生产模式在发生变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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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调研地区农村村民认为最需加强的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480 村调查数据绘制

济利益驱使下，反季节性蔬菜瓜果日渐普及，除了远距离的
冷链物流以外，更多的是在地化的大棚种植，一片片的白色
塑料洒满田间 ；另一方面，塑料地膜技术的开发大大促进了
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但大多村民只顾使用不管回收，极大破
坏了土壤的生态环境，也进一步冲击着田园（乡野）风貌。
此外，乡村地区的灌溉水渠和乡村道路等设施普遍“积
极”地使用混凝土或水泥③，与生态系统的自然性和田园风
貌形成反差。480 村的调查显示，在有灌溉设施建设的村庄
中，90% 以上的村庄采用的是水泥硬化灌溉沟渠 ；在完成或
者正在进行道路硬化的村庄中，90% 以上使用水泥路面或沥
青路面，极少数村庄使用砂石路面。面状的和线状的“去乡
“去生态化”的设施建设大大拉低了乡村田园环境的
土化”
。
风貌品质（图 4）

图 4 硬化的沟渠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4]

① 对于垃圾污染，有两种情况，一是村庄所在地区经济过于滞后，根本就没有相应的垃圾收集设施和服务，村民按照习惯随意丢弃 ；二是部分村
庄建设了垃圾池，配备卫生保洁员，甚至有村子配备了固定垃圾箱，但是实际上除了靠近县城的少数村庄能够将垃圾收集并转运到垃圾处理厂
处理，其他村庄依然堆放在垃圾池定时集中、就地填埋，给生态环境带来隐患。
② 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农村污水处理率大于 20%，但是笔者经过进一步了解，该 20% 是指配建了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的比例，并不是指总体污
水的处理率。显然，如果统计农村污水处理率的话，这一比例将更低。
③ 实际上，国外乡村道路水泥和沥青路面相当少，大部分是沙石土路 ；国外乡村的水利灌溉沟渠大多也是原生态的，即使部分国家（比如日本）
早期做过大面积的水泥沟渠，现在也在积极地恢复原生态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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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乡村风貌缺少了社会人文风貌的支撑，其“乡愁”的

13.5 万 km， 居 世 界 第 一。2017 年 底 全 国 铁 路 营 业 里 程

展现也将逐渐失去其乡土的特色。

12.7 万 km，其中高铁 2.5 万 km，占世界高铁总量的 66.3%。

3 乡村风貌困境的成因辨析

市的工业文明向乡村地区的导入提供了便利条件。本就脆弱

交通设施的建设为村民提供了便捷的对外联系通道，也为城

当下乡村风貌保护陷入困境，这其中既有村庄（民）自

的乡村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工业文明的侵袭下

身的原因，也有外来力量的扰动 ；既有当下的破坏行为，也

变得愈加脆弱。城市化的快餐式建设、工业化的简便建造等

有可能引致未来毁损的行为。

开始在乡村地区盛行。传统的精雕细刻和有文化象征的传统
建造技艺和构件等被摈弃，乡村风貌开始呈现出千篇一律、

3.1 交通连接的便利性加速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入侵

毫无特色、区域无差异化的景象。

传统的乡村风貌得以保存，除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外，
乡村地区的交通比较闭塞（受外界的影响和扰动较小）是

3.2 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场所景观受到破坏

重要因素。但是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交通设施建设进程加

近年来，国家充分重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但乡村风貌

快，2017 年全国公路里程超 400 万 km，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仍然频遭破坏，或者称之为“建设性破坏”。出现上述现象
的主要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工作习惯极易忽视农民的真正
需求，而追求“短、平、快”和看得见的面上成果，如房屋
外墙修饰、道路美化等。由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项目
的建设和考核周期变短，政策过快导入导致地方政府对本地
乡村特色挖掘得不够深入，过分专注于外观的新、古、特，
而忽视其长期积累的文化底蕴，造成了很多传统村落被拆除
重建成现代（或仿古）建筑群①，很多历经上百年积淀形成
的“斑驳”墙面被粉刷一新。各地急于推进集中居民点项目，
使得乡村风貌呈现出毫无特色、毫无文化、毫无美感的“半
城市化现象”（图 6）。

图 5 山东省和安徽省农村无人居住的房屋

3.3 村民和基层政府认知能力低导致田园风貌被忽视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4]

我国农村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仍然很低。根据 2015

图 6 某地中国传统村落改造后（左）和改造前（右）的比较（480 村调查）
资料来源 ：左图为作者现场拍摄，右图为作者拍摄于调研村村委会电脑屏幕

① 比如笔者于 2015 年 8 月份调查的南方某少数民族村落，坐落于汉族聚居区，其建筑形式已经被汉化，但非物质文化传承仍在，因此被列入了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当地政府在得到国家资金补贴后，又追加了一些补贴。但是，当地政府意图拆除该村，按照少数民族的建筑样式重建。在
调研期间被笔者说服“不要拆除，拆除了建设的，那是假古董”，但后续进展如何，笔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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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人口 1% 抽样调查数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

的快餐式的建设行动使得村民乐于享受建设成果，而不必

口仍然不足 30%，农村地区的受教育程度更低。2010 年第

出力。久而久之，其心理由“积极参与”变成“这都是政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地区高中文化以上程度的人口

。被访的村干部普遍反应，村民现在不愿意主动承
府之责”

比例仅为 9.8%。对比日本，其居民九年义务教育从明治维

担建设或维护工作 ；过去村民经常出工出劳修筑村庄道路

新时期（19 世纪末）就已启动，今天的日本无论城市还是

和基础设施，而现在变得愈发困难。另一方面，乡村基层

乡村，居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相当高。我国农村地区较低的

社区建设滞后，作为村庄建设主体的村民往往缺乏有效的

受教育水平直接导致村民和基层政府对乡村风貌保护的认识

，
表达建设意图的机会和动力（有时村民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不足，缺少审美和文化传承的认知，从而导致乡村风貌整体

这导致村民对政府投入愈加依赖，被动接受成为惯性。

上难以传承维育，田园（乡野）景观风貌亦被忽视。

3.4 现代化与传统的割裂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迷茫

4 乡村风貌的保护策略探讨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许多城市在风貌建设和保护方面

中国农村发展一直基于血脉宗族，以宗祠、庙宇等为精

出现过失误，特色一旦丧失将难以挽回。如果广大农村内在

神寄托，有着长久的历史传承。但经历了“破四旧”和“文

的、个性化的精神文化传统涣散一空，外在的物质景观也千

革”之后，传统文化逐步被贴上了封建和落后的标签，村民

村一面，其损失将无可弥补。西方国家也经历过乡村景观风

[3]

对传统文化的自鄙心理逐步显现 。加之我国长期的城乡二

貌遭到破坏的经历，1990 年代以后开始大面积反思乡村如

元差异，导致村民普遍认为“凡是国外的，凡是城市的，就

何回归本源风貌，亦经历了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转型和

，现代化与传统至此明显割裂。尤其在经济落
比农村优越”

从现代化乡村向生态化乡村的转变 [25]。但是，总体而言，西

后地区，村民无力改建住房，导致居住条件极差，也使得村

方乡村景观风貌研究主要偏重于理论概括，研究成果滞后于

民对传统风貌的农房产生抵触心理。图 7 显示，仅 12% 村
民认为传统民居值得保护，认可石墙和石路等传统风貌资源

4%
23%

的仅占 4%，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出现迷茫。

3.5 村民的认同感出现分化，传统的风貌资源不被认可

45%

12%

村庄的社会文化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村民对

10%

村庄的认同感出现了分化，480 村的调查发现，年轻人对于
村庄普遍缺乏认同，年龄越小越想要迁出农村（住建部课题
，反之亦然。其次，村庄传统的风貌资源得不到
组，2016）

图 7 村民认为村庄环境中最需要保护的方面（480 村调查）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4]

村民充分的认可，留守人口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乡

7%1%

村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困难。访谈的数据统计显示，高达 45%
的村民认为，村里没啥有价值值得保留的东西，只有 23%

4%
2%

18%

37%

的村民认为传统文化和工艺是需要保留传承的，认为传统民
居有文化价值的仅占 12%（图 7）。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村

传统建筑的消毁和历史村庄的消失在加速。

3.6 村民积极参与的缺位导致乡村风貌维育缺少支撑
近年来一些村庄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村民对于村庄
环境的改善充满期待与热情。调研数据显示，74% 的受访者
比较关心或者很关心村落景观环境，87% 的人愿意参与到美
丽乡村建设中来，明确表示不愿意的仅占 4%（图 8）；而没
。但事实是，村
有主动维护村落景观环境的仅 20%（图 9）
民空有建设热情，长期缺乏参与机会，之前政府大包大揽

64

2019 Vol.34, No.5

䲊፤ڟᓯ
℀䒯ڟᓯ
̬㝘
̹๖ڟᓯ
Ⴘڟ̹ڔᓯ

37%

庄的物质环境破坏如此迅速——尤其在一些缺乏激励和保护
措施的一般村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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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村民对村落景观环境是否关心（480 村调查）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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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是否主动维护村落景观风貌（480 村调查）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4]

张立 王丽娟 李仁熙

实践阶段 [1]。从近年来笔者在欧美和日韩台等地的田野调查
①

来看，现实的经验更加值得推介 。
韩国和日本在 1960 年代—1970 年代的经济起飞和快速

中国乡村风貌的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探讨 —— 基于若干田野调查的思考

状态，村民是村庄的建设主体，深谙村庄的地理特点和房屋
选址，取材皆有地方性和个人审美倾向。韩国新村运动的经
验表明，乡村建设可以由农民自发地贡献劳动力，政府仅提

城镇化时期，乡村风貌破坏也很严重。尤其韩国在独立后，

供组织、技术和物质材料的支持，二者智慧地配合，其爆发

民粹思想主导，几乎拆除了所有的日据时期建筑，直到 21

出来的发展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28]。

世纪初期才开始切实重视城乡风貌的保护，教训深刻。日本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村庄建设主体将进一步

虽然在 1960 年代—1970 年代快速发展时期同样经历了城乡

发生改变。政府、市场和资本将更多地参与乡村建设。乡村

风貌趋同、乡村特色丧失的问题，但通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

风貌在主体日渐混杂的矛盾环境下受到的冲击日益复杂化，

乡村风貌已经大大改观，乡村特色在逐步显现。日本的乡村

急需政府、资本和村民三者的协调互动，这时民间团体（比

风貌保护重在区域差异化的指导政策，各都道府县都充分

如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艺术家、建

重视城乡风貌的维护，不同的政策制定和自下而上的良好

筑师和规划师等群体）的灵活性优势将得以显现。

认知形成了不同的城乡风貌。以法国为样板的乡村风貌保
护立法工作亦值得学习。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要重视对乡村风貌的建设和保护，且有必要融合对国际经
验的借鉴。

4.1 重建文化自信，传统传承要与时代相融
当下仿古仿洋建筑盛行和千篇一律的乡村风貌，固然有
规划建设管理的责任，但也是我们对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
现。另一方面，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其自
身的风貌特色，囿于传统裹足不前，不是时代所需。乡村风
貌建设和管控也要与时俱进，寻找能够反映当下时代特色，
又能够有地方要素的建筑风貌和景观建设方法 , 既要挖掘地
方特质，又要与时代相融 [26]。比如传统民居传承，是人文
要素、自然要素和能力要素共同作用的演化过程，需要与
时俱进，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相融合，方能够使传统工
艺焕发生机 [27]。
我们走访过韩国、日本的一些村落，他们挖掘了当地

图 10 韩国的圣水月村钱维诚铁囊剧场
资料来源 ：作者拍摄

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以资源特点为基础，成功塑造了
独特的乡村风貌。比如韩国的圣水月村钱维诚铁囊剧场（图
，设计很时尚，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载体，每周都有游
10）
人光顾，很好地激发了村庄活力 ；比如日本著名的合掌村的
风貌保护，亦融入了现代技术，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将传统
特色与时代特点相融合，打造出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景观；
再比如我们走访过的日本大分县日田市小鹿田地区的皿山和
池之鹤的陶艺村，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落，但其承载了乡
土陶艺技术的传承，村民生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紧密结
。
合，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景观地（图 11）

4.2 突出村民主体，充分发挥民间社会团体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乡村都处于自然式营建的缓慢发展

图 11 日本大分县日田市小鹿田皿山和池之鹤的陶艺村
资料来源 ：作者拍摄

① 关于欧美乡村风貌研究的理论进展见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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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日韩，乡村地区的民间社会团体非常多，几乎每一
区域（城市或乡村）都有几十个，甚至于上百个社会团体，

属不同政府主管部门的水利协会、土地开发协会和农田开发
协会合并，成立了“韩国农渔村地区综合开发支援协会”③，

他们经常去策划一些活动，以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例如，

负责大都市地区以外的农渔村建设支援。该机构充分吸收过

我们考察过的韩国釜山市近郊的甘川文化村，通过“政府 +

去的经验教训，采用小规模、分阶段的方式，倡导激发农民

居民 + 专家团体 + 艺术家团体”的协同方式，把一个破败落

积极性，触发村庄的内生改造机制。据统计，2005—2015

后的城边村演化成为韩国有名的艺术文化村，很多知名韩剧

年间该机构实施的支援项目共有 1 430 个，取得了较好成效，

在此取景。但如果从学院派的艺术价值认知来看，改造前的

农渔村发展和乡村风貌得到了有效提升。

这个村落很普通，甚至几乎没有风貌保护的物质价值。然而，
民间组织的力量推动了这个城边小村的成功改造，塑造了富
有特色的村庄风貌（图 12）。

4.4 立足国情，立法保护乡村风貌
中国地域广阔、差异巨大，乡村风貌的保护除了从理
念和策略上进行提升以外，还需要立法上的保障。放眼发

4.3 统筹分散的资源，体系化支援扶持
保护与发展是一对辩证矛盾。只有人居环境改善了，村
民才能够更加重视风貌，风貌保护才能有更高的起点。目前
①

达国家，1993 年的法国率先出台了《景观法》，探索了从
法理层面保护城乡风貌。日本在 2004 年颁布了《景观法》，
2008 年颁布了《历史风致法》，该法是针对城乡景观、历史

乡村建设项目资金由多部门进行配套 ，但这些部门间往往

风貌保护，促进环境品质提升的国家法律，目的是为了保护

缺少足够的横向协调关系，大部分的资金投入急于取得建设

和改善地方的“历史风致”。韩国在景观风貌保护上虽然起

成效，而忽略项目的统筹建设。在实际的村庄建设过程中，

步较晚，但近些年取得了很大进展。韩国为了保护和改善

各部门资金到账时间，项目大小和建设内容往往都不一致，

乡村风貌（和人居环境），农林水产食品部 1994 年颁布《农

②

重复建设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要统筹安排使用这些有限

渔村整备法》，2009 年进行修订，增加了农渔村景观管理规

的资源，并继续加大投入（不仅仅是物力，还有人力）力度，

划的相关内容 ；国土部 1991 年颁布了《自然环境保育法》，

以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进而促进乡村风貌的建设和保护。

2005 年进行修订，增加了关于建设活动对周边地区景观影

在支农资源的统筹管理方面，韩国的经验亦值得我们学

响评估的内容。2006 年农林水产食品部发布了《农村景观

。韩国政府早先的农村支援工作同中国类似，条块分割

改善综合对策》；2007 年国土部颁布了《景观法》；为了增

严重，效率低下。但是韩国政府积极总结经验，改善政府支

强乡村风貌气息，2011 年农林水产食品部又发布了《“五感

援的组织模式，提高行政效率和支援效能。2000 年将原分

景观”推进对策》；2012 年国土部发布了《国土景观综合改

习

[29]

善方案》。显然日本和韩国对乡村风貌的重视在日益加强，
并通过立法手段予以强化。
尽管如此，立法保护城乡风貌也存在困难，主要在于对
风貌属性的认识和定义。风貌的主体要素是建筑和设施，但
是对于建筑和设施而言，其大多时候是私权性质，原则上讲
法律是不能对私权予以约束的。但法国的景观法明确了“建
筑……以及对自然景观、城市景观和文化遗产的尊重，都
属于公益”，日本随后也明确了“景观风貌是公共财产”[17]。
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要尽快立法明确“乡村风貌
是公共财产”，立法保护乡村风貌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路
图 12 韩国釜山市甘川文化村
资料来源 ：作者拍摄

径。另一方面，法制建设必须要立足于国情，要与农村生产
力发展和产权制度等的改革同步推进。

① 如交通部门负责道路建设资金管理，农业部门负责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设施的资金管理，建设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危房改造和古建修复资金的
管理等。
② 例如道路硬化时不考虑供水和排水管线空间的预留，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时，又要开挖道路埋管，造成道路一次建设浪费 ；在水利设施建
设过程中不考虑生态系统的维护，投资建设的硬质水渠在生态环境建设时又可能被拆除。
③ 该机构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农林水产食品部，在全国各地有 93 个分会，6 个社团，雇员达 5 300 多人，2014 年年度预算约为 9 000 亿韩元（约合
人民币 50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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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强化乡村规划理论研究，服务风貌维育

中国乡村风貌的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探讨 —— 基于若干田野调查的思考

田野调查中，方能深刻体会到国际经验对于中国乡村风貌保

乡村风貌保护工作离不开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撑。长期以

护的借鉴价值。

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和重城轻乡思想，使得乡村规划学科建设

2017 年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 2018

和相关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从确定乡村规划的法定地位到具

年短短一年时间各地的乡村建设和投资如火如荼，正在极大

体实践，经历的时间较短，相关理论建设滞后 [30-32]。对乡村

改善着农村人居环境。但是笔者担心的是，在巨量投入之下，

规划所处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背景理解不足，导致在很多地方

我们的乡村是否已经准备好，我们的乡村传统风貌承受外力

实践中，出现以城市规划手段建设乡村的现象，而非“以改

冲击的能力到底如何？大量已经发布和即将发布的乡村振兴

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标编制乡村规划”[33]。

战略规划能否充分重视乡村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国家各部

另一方面，尽管《城乡规划法》颁布已经 10 年，但至
[34-35]

门职能分工的重新划分是否会对乡村风貌保护形成积极的合

。各地的乡

力？社会各界是否已经认识到传承乡村传统风貌的社会价值

村规划编制缺少工作目标、技术标准和方法的指引，规划成

和意义？种种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不仅仅是在

果缺乏地域特色，简单照搬城市空间形态，割裂了乡村空间

科学研究，也在具体实践和宣传上。

今乡村规划的范围和工作内容界定尚不清晰

环境的组织肌理，使乡村丧失了本来的活力和文化

[36]

。因此，

要强化乡村规划理论研究，推进乡村规划的学科建设，服务

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乡村风貌保护的工作永远
在路上。

乡村风貌的维育。

5 结语

感谢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安徽建筑大学、苏州科技
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深圳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长安大学、

几千年来的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着当前千年未有之大变

成都理工大学和西宁市规划设计院的团队参与了全国农村人居

局，城镇化持续 40 年以年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乡村

环境调查 ；感谢赵民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建议 ；感谢匿名审稿人

经济、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对本文提出的改进意见。

外在体现于乡村风貌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地域辽阔，
区域差异巨大，也导致乡村风貌呈现出地域性特征，比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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