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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空间治理 ① 的系统效应研究
――基于江苏省村庄环境整治的实证分析
朱东风
(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所ꎬ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３６)
摘

要: 做好乡村治理是城镇化后期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基础ꎮ 案例分析结论表明ꎬ江苏“ 十二五” 阶段的村

庄环境整治行动是一次针对当前乡村发展“ 困境”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的空间治理过程ꎬ客观上也成为一次基层政
府、技术精英和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社会学习过程ꎬ其对江苏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子系统产生的积极
效应已然显现ꎮ 为了提高广大乡村地区的自组织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ꎬ“ 十三五” 阶段的美丽乡村营建应将“ 自
上而下” 的整体性空间治理与“ 自下而上” 的多样化社区治理相结合ꎮ
关键词: 乡村空间治理ꎻ系统效应ꎻ社会学习ꎻ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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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江苏城镇化率以 ２ 个百分点的年

位数递 增ꎬ 每 年 从 农 村 进 城 的 人 口 达 １５０ 多 万ꎮ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ꎬ从江苏本地农村进入城镇的适龄
青壮人口超过 １ ０００ 万 ② ꎬ大量村庄出现空心化、老

“ 自下而上” 等多元化的治理模式来补充、完善ꎮ

１

系统论逻辑下的乡村空间治理
物质空间决定论(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一度是

龄化现象ꎬ乡村劳动力严重不足ꎬ整体文化程度降

二战前规划领域的主流思想ꎬ它在空想主义和理性

低ꎬ经济活力减弱ꎬ公共事务无人过问ꎬ许多村庄道

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ꎬ试图通过对物质空间变量

路泥泞ꎬ污水横流ꎬ生态环境日渐恶化ꎬ地域特色逐

的控制形成良好的聚落环境ꎬ从而依托好的环境来

渐消退ꎮ

自动解决城市中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ꎬ促进

针对于此ꎬ“ 十二五” 之初ꎬ江苏省实施了“ 村庄
环境整治计划” ꎬ进行了“ 自上而下” 全域性的乡村
空间治理ꎬ尝试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动乡村地区的
整体复兴ꎮ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省域范围内 １８.９ 万个
自然村有 ８７％ 完成了村庄环境整治 ③ ꎬ这一行动在
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ꎬ已取得的成果亦得到国家住
建部和联合国人居署的肯定 ④ ꎮ 但学界也有一些质
疑:从村庄空间环境入手的全域整治是否符合乡村
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ꎬ是否在重复物质空间决定论
的错误 ⑤ ?

针对于此ꎬ我们课题组系统调研了江苏省村庄

城市的发展和进步ꎮ 其核心论点在于通过重构物质
空间来塑造新的经济社会关系ꎬ本质错误在于将物
质空间与经济、社会关系完全相剥离ꎬ认为通过新建
一个理想主义的物质空间可以帮助人们塑造一个良
好的社会结构ꎮ
①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朱国伟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文认为“ 城镇化本

质是要进行空间修复ꎬ即通过制度、地理、技术上空间障碍的消除ꎬ修
复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在公共服务品质、公民权利行使上的不
平衡、不对等性ꎬ实现空间治理的正义” ꎮ 笔者认为ꎬ与之相对应的
是ꎬ乡村规划建设与环境整治则是从农村地区入手的空间修复与空
间治理活动ꎮ
②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年份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分析ꎬ进城人口中

明显ꎬ不失为快速城镇化阶段基于垂直治理体系背

③

数据来源:江苏省村庄环境整治办公室ꎮ

景的一类理性、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ꎬ这一模式存在

共同努力.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ꎬ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江苏城乡

环境整治几年来的工作资料和实践成果ꎬ认为江苏
“ 自上而下” 的村庄环境整治行动的阶段性成效较

的问题也是垂直治理体系内生的制度性缺陷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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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有关乡村规划建设的学术会议上ꎬ时有学者对各地村庄

集中建设、村庄环境整治之类做法的实效性提出质疑ꎬ尤其认为基于
物质层面的更新难以或者根本不可能解决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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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ꎬ在人地系统特别是城市和乡村聚落之

的今天ꎬ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张

中ꎬ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物质空间ꎬ任何空间都融

京祥ꎬ胡毅ꎬ孙东琪ꎬ ２０１４) ꎬ通过对空间子系统的干

合着复杂的社会性ꎬ因为其中都贯穿着人类的行为

预所产生的系统效应明显ꎮ 当然ꎬ这里强调的是对

活动ꎮ 在现代人居系统中ꎬ空间生产已经成为宏观

附着社会性的空间的干预而非重构新的缺失社会性

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ꎬ空间治理正在成为社会治理

的物质空间ꎬ这是空间系统理论与物质空间决定论

的有效手段ꎬ空间特色塑造也成为文化品质提升的

的本质区别( 表 １) ꎮ 乡村人居系统具有持续涨落

重要内容ꎮ 因此ꎬ空间要素与社会、经济、文化等要

性ꎬ作为典型的人地关系系统ꎬ乡村人居系统会不断

素紧密结合ꎬ不可分割ꎬ那种通过新建物质空间来构

遭受他组织势力的干扰ꎬ从而使系统形成涨落态势

造新型经济社会关系的做法恰恰忽视了空间的社会

( 李伯华ꎬ刘沛林ꎬ窦银娣ꎬ２０１４) ꎮ

性本质ꎮ 而且ꎬ这一观点的错误还在于将物质空间

因此ꎬ我们可以通过对乡村空间子系统的干预

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简单化为线性的彼此“ 决定” 的

来触动乡村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反应ꎬ从而达到改

关系ꎬ从而与“ 空间是容器” 、“ 空间是社会经济的投

善乡村发展现状、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ꎬ这正是乡村

影” 之类观点一样成为空间发展机械论的代表( 段

空间治理的目的所在ꎮ 当然ꎬ省域层面的大范围乡

进ꎬ１９９９) ꎮ

村空间治理不能完全依赖村庄的自组织行为ꎬ因为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ꎬ复杂系统及其要素系统之

多数村庄无法通过整治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从而无法

间存在“ 整体与局部” 的协同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决

依托市场化模式实施ꎮ 为此ꎬ一定程度的外部组织

定关系ꎬ即每一个要素系统的扰动都将对复杂大系

力是推进大范围乡村空间治理的必要条件ꎬ这一外

统产生“ 蝴蝶效应” ꎮ 在此原理下ꎬ通过对复杂系统

部组织力可能来自于政府、技术精英或社区组织ꎬ其

中的要素子系统进行干预可以促进复杂系统的整体
变化ꎮ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认为ꎬ在空间社会性日益增强
表１

空间系统干预论与物质空间决定论比较

方法机制
物质空间决定论 Ａ 决定 Ｂ 或 Ｂ 决定 Ａ
空间干预论

２

选择取决于地方适生的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 ⑥ ꎮ

Ａ 影响{ Ｂ、Ｃ、Ｄ ﹍}

性质

主客体关系

理论来源

将空间的社会属性与物质属性相剥离

主客体分离

机械论

肯定空间的社会性

主客体融合

系统论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江苏乡村困境
众所周知ꎬ中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是以城市对

乡村资源的“ 掠夺” 为基础ꎬ其客观上导致了乡村的
衰退ꎬ所以在城镇化发展后期需对乡村进行系统治
理ꎮ 江苏城镇化率至 ２００６ 年时已超过 ５０％ꎬ成为中
国率先进入城市时代的省份之一ꎮ 但是ꎬ伴随大量
农村劳动力进城ꎬ江苏乡村人口红利也迅速丧失ꎬ乡
村发展也一度进入困境ꎮ

到了 ２０１０ 年ꎬ江苏的城镇化率已近 ６０％ꎬ农村

问题更加突出:其一ꎬ大量人口与劳动力外流ꎬ导致

乡村经济发展乏力ꎮ 据统计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江苏乡
村进城人口超过 １ ０００ 万ꎬ均为拥有一定教育程度
和技能的劳动力人口ꎬ至 ２０１２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比

重达 ６７.５％ ⑦ ꎮ 与此同时ꎬ农业现代化水平仅 ５２％ꎬ
农村经济转型与城镇化进程并未同步 ⑧ ꎮ 其二ꎬ农
民阶层 分 化 加 大ꎬ 导 致 社 会 发 展 不 稳 定ꎮ 尽 管 在
２０１１ 年时江苏农民人均年收入达 １０ ８０５ 元ꎬ但收入
差距较大ꎮ 全省低收入农户仍达 ４１０.５３ 万人ꎬ占农
村人口 ８. ９％ꎬ 低 收 入 农 户 平 均 收 入 水 平 仅 ３ ２９８

元ꎬ不足全省平均水平的 １ / ３ ⑨ ꎮ 且农村留守多为老

妇幼人群ꎬ人口及社会结构极不稳定ꎮ 其三ꎬ农村公

⑥

采取何种组织机制最终取决于所在地区的传统制度环境ꎬ如江苏的强政府模式、浙江的强市场模式、江西的地方化模式等等往往都与地方

⑦

数据来源:田红连ꎬ俞姝.江苏新型农业经营研究[ Ｊ] .江苏经济动态ꎬ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ꎮ

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ꎬ江苏农村低收入人口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ꎬ２０１３ꎮ

传统的制度环境相对应ꎬ最终是为了投入最小的制度成本来取得省域空间治理的最大化效益ꎮ
⑧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ꎬ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调研报告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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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共基础设施仍然不足ꎬ公益事业与文化发展滞后ꎮ

最终结论表明:与其面面俱到地兼顾全面ꎬ不如直接

２０１１ 年ꎬ江苏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仅 ６６％ꎬ并普遍

有效地治理空间ꎬ以空间治理为“ 触媒” 引发乡村系

６６.６％使用柴草炊燃ꎬ其教育、医疗甚至住房缺乏基

复兴ꎮ

缺乏符合农民需要的公共文化设施ꎮ 低收入农户约
本的保障ꎮ 其四ꎬ乡村环境污染加剧ꎬ生态问题日益
突出ꎮ ２０１０ 年ꎬ江苏农村垃圾收运体系、污水管网
设施建设远未健全ꎬ特别是低收入农户仅 ２０.９％ 拥

统产生“ 蝴蝶效应” ꎬ从而带动乡村大系统的整体化

３

江苏乡村空间治理的系统工程
在系统理论指导下ꎬ江苏将“ 村庄环境整治计

有水冲式厕所ꎬ乡村生态环境质量较差 ꎮ 最后ꎬ村

划” 的制定实施确立为一项综合系统工程ꎬ在完善

组织缺少集体积累ꎬ导致基层组织涣散ꎬ整体治理能

的组织体系下建立了完整的运作框架ꎬ本框架包括

力不足ꎬ传统乡村秩序趋于瓦解ꎮ 综合以上可知ꎬ江

了“ 系统决策—规划引导—实施反馈—决策优化”

苏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化保护出现了一系

动态循环的工作流程( 图 １) ꎮ

⑩

列问题ꎬ亟待系统治理ꎮ
如何破解乡村发展困境成为江苏“ 十二五” 之
初面临的现实问题ꎬ政府与学界也反复研讨ꎬ是否应
学习民国乡村建设的成 果 搞 一 个 江 苏 的 “ 邹 平 试

验” ꎬ抑或学习台湾的“ 桃米模式” 开展自下而上的

乡村营建ꎮ 但是ꎬ此时的江苏面临城镇化、全球化、
新型工业化的高速并进ꎬ发展背景与民国时期迥异ꎬ
也与城镇化处于成熟稳定期的台湾地区不同ꎬ高速
转型中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等不及“ 针灸式” 的乡
村营建ꎬ更需要全域性的乡村治理ꎬ从而尽快走出当


前的乡村发展困境 
ꎮ

在这样的权衡比较下ꎬ江苏组织专家团队开展

图１

江苏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系统框架



调研 
ꎬ从基层寻找省域层面的乡村治理的着手点ꎮ

３.１

要相应的物质性媒介ꎬ物质空间层面的治理产生的

机构制定了系统的目标愿景、实施路径和支撑体系ꎮ

关联性最大ꎮ 江苏“ 十一五” 阶段的村庄整治试点

首先ꎬ制定了综合目标体系ꎮ 这一体系包括提升空

长期乡村建设的经验显示ꎬ对乡村人的教育组织需





成果 也表明ꎬ空间环境治理的相关成果更为可见、
可感、可参与并让农民直接得益ꎮ 根据江苏乡村调
查ꎬ在所调查的 ５ ７０１ 名村民中ꎬ有 ６５.５１％ 首选居
所仍是留在农村ꎬ有 ６６.８９％认为村庄整治有利于生

综合决策
计划方案决策之前ꎬ地方上组织相关部门、研究

间品质、完善基础服务、发展产业经济、促进社会进
步和保护生态环境 ５ 个方面 １２ 项内容ꎬ明确了村庄

人居环境系统整体改善的目标愿景( 表 ２) ꎮ 其次ꎬ
制定了空间治理的工作途径ꎮ 按照“ 六整治、六提

活环境改善ꎬ７３.７８％的村民愿意出力并参与维护管



升” 和“ 三整治ꎬ一保障” 
的差别化要求实施整治ꎬ

理ꎬ约 ２ / ３ 的村民存在空间改善需求和主体意愿ꎮ

并将空间治理内容拓展至村庄产业转型和社区建设

⑩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ꎬ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调研报告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ꎮ





据台湾桃米模式主营建者廖家展介绍ꎬ他共选择了 ２０ 个类似的村庄进行营建试验ꎬ但仅有桃米村取得了成功ꎬ这个村庄营建过程长达 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间ꎬ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 １３ 个乡村调查团队ꎬ在江苏省内持续开展乡村抽样调查ꎮ 调查计历 １５ 个月ꎬ行程 ５４ ６１７

年之久ꎮ 具体见微信公众号“ 城市设计” ꎬ看台湾桃米村如何从废墟变成了世外桃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ꎮ

公里ꎬ覆盖全省 １３ 市、４９ 县、２５４ 镇乡、２８３ 村ꎮ 采访 ６ ４１１ 人ꎬ问卷 ５ ７０１ 份ꎬ录音 ５ ４２８ 份ꎬ绘制图件及拍摄图片 ５ ５００ 余件ꎬ系统了解了江苏
乡村现实和农民真实愿望ꎮ







“ 十一五” 阶段ꎬ江苏已开展村庄建设整治试点项目近 １ ０００ 个ꎬ总结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ꎬ也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错误做法ꎮ

“ 六整治” “ 六提升” 是指重点整治生活垃圾、整治生活污水、整治乱堆乱放、整治工业污染源、整治农业废弃物、整治疏浚河道沟塘ꎻ提升

公共设施配套水平、提升绿化美化水平、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提升建筑风貌特色化水平、提升村庄环境管理水平ꎮ
“ 三整治ꎬ一保障” 是指整治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河道沟塘等环境卫生整治ꎬ保障农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ꎮ

１０

朱东风:乡村空间治理的系统效应研究――基于江苏省村庄环境整治的实证分析

管理ꎮ 第三ꎬ构建了完善的保障支撑体系ꎮ 在工作

使用效率ꎻ在技术支持方面ꎬ省整治办出台了« 江苏

组织方面ꎬ从省到市、县成立村庄环境整治均建立推

省村庄环境整治五年行动规划» 、« 江苏省村庄环境

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ꎬ涵盖了住建、农林、环保、水
利、交通等所有涉农部门ꎻ在资金保障方面ꎬ本项行
动共整合了 ９ 类涉农资金ꎬ综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
表２

整治技术指引» 、« 江苏省村庄环境整治———环境整
洁村考核标准» 等一批技术规范文件ꎬ为整治提供
技术支撑ꎮ

村庄整治计划综合目标体系

总体目标

分项子目标

空间品质提升

(１) 村庄布局合理ꎬ生产生活方便ꎬ人居质量明显提高ꎻ

基础服务完善

(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村庄、农户延伸覆盖ꎻ

产业经济发展

(２) 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得到合理保护和集约利用ꎬ乡村特色更加鲜明 ꎮ
(２) 农民群众足不出村过上幸福的现代文明生活ꎮ

(１) 吸引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向农村ꎬ拉动农村消费ꎻ
(２) 为村级经济发展注入活力ꎬ带动农民增收致富ꎻ
(３) 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ꎮ

社会文明进步

(１) 尊重农民意愿ꎬ农民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得到保障ꎻ
(２) 乡村文明、卫生、环保和集体意识持续提高ꎻ

(３) 村庄社区凝聚力、向心力和归属感得以增强ꎮ
生态质量改善

３.２

(１) 村庄污水、垃圾、河塘环境治理成效明显ꎻ
(２) 村庄生态环境系统明显改善ꎮ

规划引导

二ꎬ明确了“ 十二五” 阶段五年行动计划ꎬ苏南(２０１３

整治计划实施亦基于系统的工作规划ꎮ 其一ꎬ

年) 、苏中(２０１４ 年) 、苏北( ２０１５ 年) 三个地区分步

结合« 江苏省镇村布局规划( ２０１０ 调整) » 的安排ꎬ

实施完成ꎮ 其三ꎬ将江苏各地的村庄分为古村保护

将近 ５ 万个重点发展村庄作为主要治理对象ꎬ其余

型、人文特色型、自然生态型、新建社区型和整治改

除特色村之外的一般自然村仅据“ 三整治ꎬ一保障”

善型五大类ꎬ确定了不同的整治规划的编制要点ꎬ结

的要求进行基本治理和配套ꎬ避免了投资浪费ꎮ 其

合五种类型分别从保护、挖掘、提升、塑造和改善五
个方向进行相应的村庄环境整治安排( 表 ３) ꎮ

表３
类型

村庄分类整治规划

特征
历史文化名村及存在大量历史建筑和建筑

古村保护型 群、村落整体格局与空间肌理延续传统风
貌的村庄ꎮ

整治规划要点
系统保护村庄传统格局、形态与肌理、风貌ꎻ按保护要求修
复历史建筑、传统院落和巷道ꎻ配套完善公共基础设施ꎮ

拥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活动

挖掘、弘扬各类非物质文化资源ꎻ培育乡村旅游及特色文

人文特色型 以及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风格建筑的村

化产业ꎻ重现特色空间的集体记忆ꎻ串联村落公共空间体

自然生态型
新建社区型
整治改善型

庄ꎮ

系ꎮ

生态自然环境优美、富有田园意境和地域

提升村口、中心、滨水( 山) 地段的空间意向和风貌特色ꎻ

环境特色的村庄ꎮ

完善环境基础设施ꎮ

缺乏特色的“ 兵营式” 村庄ꎬ或因建设发展

加强公共空间的特色塑造ꎻ结合房屋、宅间路整治形成农

需要ꎬ整体搬迁到新规划点的村庄ꎮ

家院落、巷道意向ꎻ加强村庄绿化建设ꎮ

生态环境质量差、面貌陈旧破败、缺乏设施

“ 三整治ꎬ一保障” 的基本要求ꎮ

的一般自然村ꎮ

关键词
保护

挖掘

提升
塑造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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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分步实施
在规划先行的基础上ꎬ村庄整治首先着眼于公

共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ꎮ 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规划安排ꎬ结合村庄发展需求和既有基础条件ꎬ逐步
配套、优化、完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ꎮ 其次ꎬ整治实
施着力于环境基础设施改进ꎬ完善区域供水的通村、
入户网络ꎬ覆盖“ 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市集中
处理” 的城乡垃圾统筹处理模式ꎬ推进生活垃圾资
源化利用ꎬ按照适宜工艺选择配套城乡一体化的污
水处理设施管网ꎮ 最后ꎬ整治针对五类村庄进行空
间特色的差别化塑造和地域风貌的提升ꎮ
３.４

反馈优化
在整治计划实施的过程中ꎬ各级主体结合村民

１１



直接获得旅游收入 ３０ 亿元ꎬ间接收入难以估算 
ꎮ

另据江苏省政府研究室抽查南京市江宁区石塘村等
８ 个整治前后的村庄发展数据对比结论ꎬ江宁 ８ 村
一二三产业产值比已由此前的 ８５ ∶ ４ ∶ １１ 转变为

２６ ∶ ２ ∶ ７２ꎬ第三产业比例为之前的 ６.５ 倍ꎬ乡村服
务业和现代农业取得同步发展ꎮ 其三ꎬ整治带动农
民增收ꎬ促进村集体财力同步增长ꎮ 对江宁 ８ 村抽
查的结果表明ꎬ仅 ２ 年时间ꎬ江宁 ８ 村村民年人均纯
收入由 １４ ４４７ 增长至 ３６ ４７２ 元ꎬ提高了 ２.５ 倍ꎻ村

集体总资产达 ２４ ８６７ 元ꎬ相比整治前增长了 ５.４ 倍ꎬ
实力大大增强( 刘惟蓝ꎬ章燕璐ꎬ２０１５) ꎮ

４.２

社会维度的效应

村庄环境改善对于农村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

调查和专家考核意见ꎬ针对整治工作中出现公共设

义ꎬ这不仅在于美好的乡村人居环境有助于人们良

施的超额配置问题、乡村风貌的简单复制问题、公共

好的行为养成ꎬ更显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

空间的“ 硬质化” 问题等等进行及时校正ꎮ 调研发

面ꎬ整治提高并优化了乡村公共服务水平ꎮ 相关调

现ꎬ各级责任主体在组织工作技术交流与社区学习

查显示ꎬ在养老和医疗保险逐步推开的今天ꎬ广大农

过程中ꎬ也不断提高认识ꎬ改进方法ꎬ继而反馈至决

民对基础教育和居住配套设施的公共服务需求最为

策层调整思路ꎮ 从江苏村庄环境整治系统工程推进



迫切 
ꎮ 本次整治在完善农村中小学布点和设施配

来讲ꎬ总体运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ꎮ

４

乡村空间治理的系统效应
那么ꎬ历时 ４ 年的江苏村庄整治的系统效应究

套的基础上ꎬ全面推进了农村路网和城乡公交体系
建设ꎬ大大提高了镇村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达性和便
捷性ꎮ 同时ꎬ整治加快推进了村庄居民点文体设施、
生活设施的配备ꎬ并将城乡一体化供水网络由早先

竟是否达到了预期成效? 对此ꎬ我们从经济、社会、

的“ 通镇达村” 进一步延伸至农户这一末稍ꎬ农民生

文化、生态几个维度对其系统效应进行了分析ꎮ

活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ꎮ

４.１

经济维度的效应

另一方面ꎬ整治客观上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能

江苏的村庄环境整治客观影响并带动了农村经

力的综合提高ꎮ 首先ꎬ整治强化了农民的主体意识ꎮ

济的发展转型ꎮ 其一ꎬ整治带动农村公共建设投资ꎬ

对乡村连续的跟踪调查、全域性的村庄整治让农民

扩大农村地区消费需求ꎮ 据江苏省村庄整治办预

感到全社会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视ꎬ整个农民阶

计ꎬ历时 ５ 年的村庄环境整治总投入超过 １ １００ 亿

层的自信心得到了强化ꎮ 在 ２０１３ 年江苏省公共服

长、扩内需起到了积极作用 ꎮ 客观上讲ꎬ在哈维的



群众满意度达 ８７. ３％ 
ꎮ 在村庄整治阶段ꎬ整治动

积累的资本投向农村地区也是化解区域经济产能过

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ꎬ农民理事会突出了村民在整

剩的客观需要(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ꎬ１９８５) ꎮ 其二ꎬ整治促

治中的主体地位ꎬ老百姓的发展意愿、生产意愿、生

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ꎬ乡村旅游、高效农业、规模农

活意愿得到了高度重视ꎬ从而让他们将投工投劳内

业得到联动发展ꎮ 江苏省旅游局 ２０１４ 年的统计数

化为自觉行动ꎮ 其次ꎬ整治引导社会精英走进乡村

元ꎬ综合撬动社会消费超过 ３ ０００ 亿元ꎬ对江苏稳增




资本循环和空间再生产理论框架下ꎬ引导城市过度

据显示ꎬ村庄整治已带动全省乡村旅游 ５００ 万人次ꎬ

务满意度民意调查中ꎬ村庄环境整治工作名列第一ꎬ
员会提高了农民的参与意识ꎬ规划听证会落实了农

治理ꎮ 在江苏村庄整治过程中ꎬ省住建厅调动了 １４





数据来源:江苏省村庄整治办公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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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设计大师作为技术顾问ꎬ组织了 １００ 多家规划、设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ꎬ江苏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

村庄环境整治规划ꎬ现场指导村庄环境整治ꎬ让技术

１ 倍ꎬ２ 年成果相当于此前若干年的总和ꎻ农村生活

计、研究单位对口支持各县( 市、区) ꎬ指导各地编制
精英投身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ꎮ 第三ꎬ整治增强
了村集体组织的治理能力ꎮ 在后农业税时代ꎬ由于
村集体组织力不断削弱ꎬ村级组织应对环境治理和
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足ꎬ乡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普遍

弱化( 唐 燕ꎬ 赵 文 宁ꎬ 顾 朝 林ꎬ ２０１５ꎻ 杨 帅ꎬ 温 铁 军ꎬ

２０１１) ꎮ 江苏的村庄环境整治既让基层组织在大量

的工作实践和社会学习过程中提高了物质环境改善

１７.７３％提高到 ３５.９２％ꎬ仅 ２ 年时间处理水平就翻了
污水无害化处理率从 １９.６％ 提高到 ２５.１５％ꎬ２ 年增
加近 ６ 个百分点ꎬ并形成了 ６ 种从集中到分散的小


型适宜性污水处理模式 
ꎮ 与此同时ꎬ村庄环境整

治还着力于农村河道清理和乡土绿化建设ꎬ从而促
进了农村生态环境的系统改善ꎮ

５

结论与思考

与生态建设水平ꎬ更通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

根据以上对江苏村庄环境整治案例的实证分

高增强其威信ꎬ有利于进一步做好全方位的乡村治

析ꎬ本文总结得出了相关结论ꎬ同时也对乡村发展与

理ꎮ

乡村治理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

４.３

文化维度的效应
与浙江、福建等省份相比ꎬ江苏乡村地区以平原

５.１

主要结论
江苏村庄环境整治计划是在政府主导下针对快

为主ꎬ自然地理特征较单一ꎬ特色村庄所占比例较

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衰败而采取的一项区域性、系

少ꎮ 据江苏乡村调查的样本村庄统计ꎬ所抽取的样

统性的空间治理活动ꎬ与传统“ 针灸式” 乡村治理试

本村庄中的传统型与传统格局基本保持型村落共占

验相比ꎬ本项空间治理活动具有区域性、系统性和行

１７％ꎬ而形态单一的现代社区型村庄却占 ５９％ ( 周

政性特征ꎬ从而保证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全域性的

程中ꎬ江苏省 １８.９ 万个村落被分为古村保护型、人

的逻辑基础是系统科学理论而不是物质空间决定

大类ꎬ整治工作着力强化了对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修

江苏的实践证明ꎬ乡村空间治理能够产生系统

复和保护ꎬ并对许多濒临消失的乡村人文资源进行

联动效应ꎬ带动乡村人居系统的整体水平提升ꎮ 乡

挖掘、整理和活化ꎬ对自然生态型村落进行环境梳理

村空间治理对乡村经济活力的激发、社会治理能力

和节点空间的提升ꎬ对大量新建的现代社区型村庄

的提高、乡村文化特色的传承与彰显以及农村生态

进行公共空间体系设计ꎮ 从而让富有自然与历史文

环境的改善都具有积极作用ꎮ

岚ꎬ刘大威等ꎬ２０１５) ꎮ 在这次村庄环境分类整治过

乡村人居环境的较好改善ꎮ 从理论上讲ꎬ这一行动

文特色型、自然生态型、新建社区型和整治改善型五

论ꎮ

化的村庄更有韵味ꎬ让缺乏地域文化的村庄彰显乡

村庄环境整治行动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学

土特色ꎬ让大量现代单一形式的村庄逐步产生乡村

习的过程ꎬ于政府、技术人员和农民都具有社会意

场所精神ꎬ客观上丰富了江苏乡村地域的景观风貌

义ꎮ 在几年来的整治过程中ꎬ江苏各级政府、农村基

和文化特色ꎮ

层组织通过 “ 整治—修正—再整治—再修正” 这样

４.４

生态维度的效应

一个工作组织和社会实践的过程ꎬ农村社会治理能

在长期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ꎬ江苏

力和工作水平得到持续提高ꎮ 广大农民通过不断学

农村不少村庄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ꎬ生活垃圾、生活

习、参与ꎬ主体意识和自我建设管理水平也不断进

污水缺乏治理ꎬ河塘淤塞、水源地污染等问题客观存

步ꎮ 各界社会精英也在社会学习过程中熟悉并逐步

在ꎮ 相对城市ꎬ村庄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难点就是

融入了乡村建设ꎮ

环境基础设施严重不足ꎮ 在本轮村庄环境整治过程

５.２

中ꎬ江苏着力于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和管网建设ꎬ农村

几点思考
作为全覆盖的省域整体行动ꎬ江苏村庄环境整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覆盖率迅速提高ꎬ乡

治行动的技术支撑仍显得不足ꎮ 即使江苏省住建厅

村水环境和固废垃圾治理进程明显加快ꎮ 据统计ꎬ

之前做了大量社会调查ꎬ组织了国内最强的省域技





资料来源:江苏省村镇建设统计年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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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家团队ꎬ但相对面广量大的村庄建设而言ꎬ其技
术储备仍然显得不够充分ꎮ 并且ꎬ面对村庄治理中

[４]

出现的若干个例问题ꎬ也难以在第一时间给出最优

研究显得非常必要ꎮ
对于乡村这样的自组织系统而言ꎬ长远的可持
续发展还需其内生力量的培育ꎮ 为此ꎬ江苏的乡村
发展必须将“ 自上而下” 的空间治理与“ 自下而上”
的社区治理相结合ꎬ才能维持长效ꎬ满足乡村可持续

水平ꎮ 为此ꎬ“ 十三五” 阶段江苏应积极鼓励“ 自下
而上” 的乡村治理方式摸索长效治理的经验ꎬ逐步
建立多样化的“ 后整治时代” 的可持续乡村营建模
式ꎮ
江苏的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ꎬ进城农民市民化
的脚步也在加快ꎬ在此历史进程下ꎬ许多乡村最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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