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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增长视野下的传统村落发展路径

□　李　宁，周　勇

[ 摘　要］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及新农村建设的加速给传统村落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但也产生了历史文化遗产
消失、过度开发型盲目建设和传统建筑改造失当等修建性破坏现象。文章通过分析当前传统村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精
准规模—弹性发展—活态保护—再生延续”的“精明增长式”传统村落发展路径，并以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深坡村为例进行
实证研究，以期为其他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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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The Smart Growth View/Li Ning, Zhou Y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re bring a new situ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but 
also bring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losing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ver exploitation, and broken method on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proposes a smart growth path with a precise scale, elasticity development, living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n, the paper takes Shenpo village, Gepo town, Fuchuan Yao Autonomous county as an 
example, hope to offer some reference to other towns.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Smart growth, Living protection, Shenpo village

0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及新农

村建设的加速，传统村落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也因为

对历史保护及传承性的考虑不足，导致了历史文化遗

产消失、过度开发型盲目建设和传统建筑改造失当等

修建性破坏现象。虽然国家的宏观政策给传统村落的

保护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实际发展的偏向及由此

形成的误区凸显了传统村落发展规划理论的缺失。在

此背景下，国家开始意识到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

应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于 2012

年开始对我国的传统村落进行摸底调查，发布了《关

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2013 年

印发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对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进行指导。

本文基于国家对传统村落的建设及规范要求，以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深坡村为例，探索精明增

长视野下传统村落历史保护与发展规划的编制思路与

方法，以期实现传统村落地区保护与发展的共融，为

我国类似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方法借鉴。

1当前传统村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传统村落基本按照新农村建设

规划的发展模式进行建设：建设用地趋向于集中成片

发展，零散分布的自然村逐渐向交通相对便利、配套

相对完善的行政村聚集；公共中心及活动开敞空间配

建于村中心附近；原有传统居住片区因为人居环境难

以改善，或衰败废弃成空心村，或被推倒重建形成新村；

村民产业大部分停留在传统的第一产业，旅游业虽然

在市场推动下有了一定发展，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这一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用地的紧凑集约布置

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但从更深层次看，其在新农村建

设及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可能割裂传

统村落的历史文脉。

1.1 村落发展动力薄弱，历史文化传承难以为继
一方面，劳动力的流失直接导致村落缺乏自身循

环发展的基本生产动力。我国的传统村落大多处于交

通不便且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

的快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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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村”“老龄村”现象尤为严重。另一方面，

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因年代久远、改造

难度大及交通不便等各种因素而逐渐被

当地村民遗弃，或搬迁到交通便利的地

方新建住宅，或就地拆旧建新，原有村

庄发展区域越来越衰退，传统村落的本

真及历史文化印记失去人为传承的动力，

变成一种难以为继的“乡愁”。

1.2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原有村落

肌理逐渐消失
传统村落的地理空间格局是历经上

百年发展而形成的，是前人古老智慧和

地理学科学实践的成果。然而，随着现

代化、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发展，传统村

落星罗棋布的格局慢慢被政府决策者、

规划师遗弃，在新农村建设推进中用地

化零为整、集中布置及统筹配套等标准

村庄规划的模板被广泛推广到传统村落

的发展中。

标准村庄规划提出在交通便利区域

集中新建现代化村民住宅，并且集中配

置公共基础设施，拆除陈旧历史建筑。

这类集约紧凑的村庄规划虽然有利于景

观与生产布局，有利于获得政府的财力

扶持，但其发展模式与人们的心理诉求、

发展愿景和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传承等

因素的交集少之又少，直接导致传统村

落的肌理及原有的历史文化特色逐渐消

失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

1.3 产业更新无序，经济动力反哺保护

难以实现
传统村落中的村民大多经济实力薄

弱，无力承担高昂的古建筑维修费用，

经济发展仍然是其根本。现实状况中，

大多数村落产业低端，劳动力占用大而

经济效益低，无法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

无法有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此外，外

出务工村民宁愿把钱花在交通便利、现

代化功能更强的新楼房建设上，也不愿

意花巨资修缮旧房。村落经济动力对于

历史建筑的保护作用微乎极微。

少数村落借助良好的历史文化资源

发展旅游，但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

导致传统建筑和生态资源遭到破坏，老

街的历史真实性被商业气息掩盖，垃圾

数量剧增，村庄环卫设施落后，产业更

新对传统村落带来的“旅游性开发破坏”

现象频发。

2基于精明增长的传统村落发展理念
构建

2.1 精明增长理论概述
众所周知，精明增长理论是美国规

划界为应对大规模郊区化发展及城市用

地不断扩张带来的交通阻塞、环境污染、

侵占农田和传统社区文化丧失等一系列

问题而提出的规划理论，是对大都会区

或城市病严重地区的城市规划方法的修

正。

从对精明增长理论的兴起与演化系

统的分析可知，其直接的目标就是控制

城镇蔓延，但更深层次的目标是保护基

本农田与耕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社

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

质量等。

引用精明增长理论对传统村落的发

展进行研究，是借助其方法与理念，修正

传统村落发展规划中保护不足与发展无序

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命题。

2.2 精明增长视野下的传统村落发展

路径框架构建
针对传统村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精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本文提出“精

准规模—弹性发展—活态保护—再生延

续”的“精明增长式”发展路径，即强

调传统村落的有序传承与发展，在精准

预测村庄人口增长，确定村庄发展规模

的前提下，结合村民意愿合理规划出村

庄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合理发展

支撑村落社会发展的经济产业，以此实

现村庄精明增长的同时，能够为传承与

保护历史文化长期输送“血液”。

2.3 精明增长视野下的传统村落发展

内涵解析
2.3.1 精准的人口规模确定

确定村庄的人口发展趋势，在人口

规模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建设用地规模，

对于合理控制村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

作用。村庄人口规模的增长，不完全是

常住居民的增长，还有其他外来人口的

增长。例如，需发展旅游的传统村落，

既要考虑村庄本身的人口，又要根据其

旅游条件，计算旅游人口及为旅游发展

服务的人口，这样才能够以精准的人口

规模预测来确定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的

配备。

2.3.2 用地规模的弹性发展

传统村落的用地拓展应在尊重村民

意愿及村落原有肌理的基础上，合理规

划村庄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根据

各种因子 ( 如村民意愿、历史要素、土

地利用发展方向、旅游发展条件和村民

生产半径等 ) 综合评判村庄发展的方向

和重点区域，弹性划定村庄的增长边界，

鼓励土地混合使用，控制村庄建设用地

的无序蔓延，提高村庄土地开发的集约

度；要加强对“空心村”中废弃房屋及

社区建筑等的再利用，结合地域风格和

自然文化特色，将其改造成具有场所感

和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赋予其旅游开发、

文化展示等功能，既能保护和传承文化

遗产，又能合理地利用原有用地的价值。

可见，传统村落用地的发展应该是

灵活多样的，应依据每个村落自身的条

件，弹性规划，新的发展用地边界尽量

如原有村落弹性生长，避免生硬地建设

大面积新村。

2.3.3 活态保护下的文化复兴

传统村落的保护核心是历史传统要

素保护，保护的责任主体是要素的使用

者及创造者 ( 村民 )。而只有留下村民，

减少村庄空壳化才能真正留住村落的生

命力。一方面，应加强村民对于历史建

筑价值的认识；另一方面，应引导及扶

持村民与企业合作，利用村落资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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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农业、文创产业等，引导村民修缮

传统建筑，同时通过一些示范性样板的

推广，帮助村民就业，引导其将开发旅

游所获得的收益用于历史建筑的维修与

保护，从而反哺古村落保护。此外，政

府层面应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大力

推广村落文化复兴，以公众支持为推手，

通过网络平台，传播传统村落的文化，

使得更多的人流及资金流关注村落的发

展，在国家拨款、政府扶持、社会各界

支持及村民自身觉悟的四方合力下推动

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实现村落文化的

复兴。

2.3.4 再生延续的产业引导

传统村落往往也是资源较为优越的

区域，村民因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需求，

对于完善基础设施、开发旅游的意愿较

为强烈。在缺乏政府的规范引导下，不少

村民为了经济利益进行自主盲目开发，从

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历史环境的破坏。

因此，针对具有旅游开发条件的传

统村落，可适当发展农业以外的其他产

业 ( 如旅游业、商业、农产品加工业等 )，

改变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建设多样化

的旅游服务设施，为村民与游客提供服

务。同时，应注意旅游开发与古建筑保

护之间的矛盾，如旅游人口增长带来村

庄无序扩张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村民、

开发商及政府之间的利益平衡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在规划阶段就应通过对

村民意愿、历史要素、土地利用发展方向、

旅游发展条件和村民生产半径等因子的

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加以解决，并坚持

以保护为基础原则开发旅游，发展可再

生的传统村落旅游体验经济。

针对交通不便、旅游资源条件一般

但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村落，应合理引

导村民发展多样化的第一产业，提升村

民自身经济实力，同时加大地方发展第

一产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传统村落

形成良性保护与循环发展模式。

3精明增长视野下的深坡村保护与
发展规划实践

3.1 村庄现状
深坡村位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葛

坡镇南部，村域总面积约为 4.49　km2，

现状总人口为 1　485 人。深坡村始建于

宋朝，村名“葛陂”，系始祖蒋士弘任

桂林府通判时回湘路过此地定居之地，

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

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坡村保存了丰

富的建筑群，现存文物保护单位 7 处，

总建筑面积为 3　200　m2，不可移动文物

数量 22 处。其中，拥有 3 座清朝时期

的宗祠，历代建立的书房 10 多座，清朝

时期的民居 283 栋，古街 10 余条，著

名的潇贺古道穿村而过。此外，还有其

他多处历史遗迹，如古道、古井、门楼、

图 1  村落格局演变分析图

第一阶段：建村伊始至明清时期，民居块状聚集在猫
儿山和社公山之间的开阔盆地，沿河流分布

第四阶段：解放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村庄仍然维持
着东西方向的格局，依旧向南北方向扩展，南面延伸至
井虎山山脚，北面延伸至岐山与猫儿山之间的盆地

第二阶段：至清末民国初期，村庄逐步沿着潇贺古道向西
面扩展，延伸至岐山山脚

第五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村庄的扩张形态沿着
南北向 203 省道进行拓展，保持东西向的布局，最终
形成块状聚集的类十字格局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至解放前，村庄保持东西方向的基
本布局，逐步向南北方向拓展

村庄的格局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从开始的
带状发展，沿着交通不断向各个方向发展，
一直到今天构成了块状类十字结构

清代以前

清代～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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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木、古戏台、摩崖石刻、古商铺、古

代防御炮楼、古庙、古桥和古石墙等，

是广西不可多见的历史文化保存较完好

的传统村落。

3.2 村庄保护与发展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村庄部分传统民居

建筑处于“老龄化、空巢化”的“自然

性颓废”状态，其中有一栋文物保护单

位已经基本坍塌损毁；农村经济产业单

一，村民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缺少建筑

维修资金；村庄整体被穿村而过的省道分

隔，布局较为分散；存在新旧建筑风貌不

协调、基础设施落后等传统村落较为常见

的问题。基于这一现状，村民一方面具有

保护历史传统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迫切

想通过发展来改变自身的生活条件。

3.3 规划内容
深坡村是在传统通道经济下因潇贺

古道的兴起而繁荣的，属于典型的商贸

节点型村落，公路兴起后古道没落，村

落开始无序蔓延，逐渐形成新村、老村

散落式并存的局面。因此，规划提出以

精明发展的模式推动新一轮的村庄发展，

对老村进行适度控制，对新村建设进行

合理引导，实现保护与发展并举。

3.3.1 人口规模综合预测

考虑到村庄具有发展旅游的条件，

村庄人口规模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按照

村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规划期末的人口

规模为 1　773 人；另一方面充分考虑旅

游人口，结合旅游发展目标接待年游客

量达 10 万人次，全年以适游天数 270

天计算，日均接待游客量约为 370 人，

取过夜游客比例为 35%，过夜游客数取

130 人 / 天，该部分人口应计入常住人

口中。以上两项综合计算，预测出村庄

人口规模为 1　900 人，而另外非过夜的

65% 的人口也应作为临时人口来考虑用

地及基础设施的配备。

3.3.2 弹性划定村庄用地增长边界

深坡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由开始

的带状发展形成现今的块状聚集类十字

格局 ( 图 1)。在新一轮发展中，深坡村

应首先考虑控制村庄建设的无序蔓延及

进行耕地保护，在划定老村保护核心范

围的基础上，分散引导新村建设和旅游

开发。因此，规划提出南面拓展、西面

整治、东面开发的思路，沿南面省道建

设村民住宅及旅游服务；沿东面河流区

域建设古村风貌，开发乡村休闲旅游；

西面以整治村容村貌、引导农业产业成

片成团发展为主，为远期的农业规模化

生产奠定良好基础，最终形成“一环、

一带、五片区”的规划结构。其中，“五

片区”即以古宅保护为核心范围的老村

保护区；公路两侧的原有村民居住功能

区；以未来新村建设及旅游开发为主的

新村风貌区；以原有村委、福利院和小

学为主，结合少量村民住宅发展的公共

服务区；西北面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

山林旅游保育区 ( 图 2)。

3.3.3 存量土地填充式再开发

规划首先强调集约利用旧村用地进

行二次填充式开发。在满足设计规范的

前提下，可利用旧村内部的闲置地建设

旅游服务设施、小游园等，也可以对破

损严重的历史建筑进行改造，最大化地

图 3  存量填充式再开发前后对比图

图 5  开敞空间营造示意图图 4  规划街巷及用地开发延续示意图 图 6  村域产业发展引导图

图 2  规划结构图

开发后开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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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接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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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风貌区
生态农业示范区
居住功能区
乡村绿道环
滨河游览带
水系
规划范围

规划公共服务建筑
疏散场地
商店
文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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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室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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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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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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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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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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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活动空间

静态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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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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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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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空间

文化活动空间

文化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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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种有价值的资源，通过二次开发

更新历史建筑，进一步改善村民的居住

生活环境；老村建设以原街巷为核心，

进行古韵老村的修复性建设；通过整合

利用古村原有的用地，在沿河区域进行

一些旅游开发，如建设开敞空间、休闲

场所和民宿等，形成村落中最具有价值

的区域 ( 图 3)。

3.3.4 增量土地延续性控制开发

深坡村的原有巷道以三镶街为依托，

大体上呈南北走向，传统民居、宗祠建

筑随街就巷呈小街坊式布局，以街坊小

巷为底，道路呈现出较为明确的主、次

街巷分级特征，整体形成自然的“一纵、

一横、十一巷道”的鱼骨状空间形态。

规划秉承保护村庄文脉与肌理的原

则，进行增量用地的开发，依托原有历

史村落肌理格局进行延续式开发，将原

有传统街巷鱼骨状空间骨架运用到新的

开发用地中 ( 图 4)。可见，延续性控制

增量用地的开发手法能够将旧村古风和

新村新风融合在一起，新村的建设宛如是

在旧村的基底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通过规

划控制实现肌理延续、文脉传承和古今交

融。

3.3.5 营造文化复兴的开敞空间

公共开敞空间的建设不仅以改善村

民的人居生活环境为目的，更注重文化

的复兴及为村庄提供活态的传承文化的

空间场所，创造动静程度不同、类型不

同的多样化的活动空间。因此，村内的

动态空间以篮球场、幼儿园、村委和游

客服务中心为主，静态空间以山林、绿

地为主，文化活动空间以广场、古街及

新建文化街为核心载体，实现文化镶嵌，

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各种不同的开

敞空间设计能满足不同人群开展活动的

需求，既能突出人性化的目的，又能创

造文化传承的氛围 ( 图 5)。

3.3.6 提供多元化产业发展引导

发展多种业态的产业有利于改善村

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营造整体格局一致

但更丰富多样的村容环境。由于传统农

业经济价值较低，规划在引导深坡村村

庄产业发展时，应充分挖掘农业自然、

生态和环境的外延功能，把农业生产与

教育、农业文化与农事参与和旅游度假

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一 ( 产 ) 三 ( 产 )

互动”，共同发展。

村落产业布局以原有用地性质为主，

引导部分村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部分

村民脱离农业生产进而从事第二产业或

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主要在村域

范围外农田、林地发展本地特色的烤烟

种植、花卉蔬果种植及生态农业示范等，

同时局部可以结合农业生产环境与旅游

产业一起发展；村庄原古村落建设范围

内适度发展旅游，在保护的前提下建设

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旅游发展型空间场

所，配套少量商业服务设施，适当开发旅

游服务及农产品加工业，提高村民收入，

吸引人气，塑造村落文化品牌 ( 图 6)。

4结语

现今，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精髓也

许会逐渐消失在城镇化浪潮中，如何精

明地发展传统村落，延续其蔓延式发展

的传统格局，使其既能够满足村民对于

生产生活改善的需求，又能为村落的历

史文化保护长期输送血液，推动传统村

落的合理发展，依然需要进行进一步探

索。冯骥才老先生说过，“传统村落要

避免类似城市的规划性破坏；要考虑村

落的历史形象、文化形态和独特性，融

入农村的建设中去。当然，还要建设新

的乡村文化生活，包括构筑现代的文化

设施、开发旅游等，要统一考虑，相互

协调、不要对立，更不能除旧更新”，

这应该就是“精明增长式”传统村落发

展的重要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