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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乡村的发展趋势

欧洲乡村大约占欧洲土地面积的92%，承载了其56%的人口，[1]是欧洲

独特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城市

人口向往居住在乡村，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是吸引人口向乡

村迁移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表明欧洲的农村社区已经从以农业经济为

主的社会经济角色成功转化为提供居住、养老、旅游休闲、生态环保等服

务的角色。尤其是近十年，退休人潮、富裕阶层、有孩子的家庭和自雇业

者纷纷落户乡村，乡村低廉的生活成本和更优质的生活质量也吸引了一些

通勤人群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甚至一些企业总部也撤离了大都市。这一人

口的“逆城市化”迁移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的发展。[2]随着非农经

济在乡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乡村空间也不再仅限于农业活动，经

济、通讯及交通的高度发展已将城乡一体形成动态的网络，传统的乡村和

城市的划分已基本没有意义。

欧洲乡村的这一切变化都要得益于欧盟持续有效的农业发展政策。

1962年欧洲共同体主持制定的共同农业政策（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简称cAp）是欧洲最重要的共同发展政策之一①。发展第一阶段，

cAp的主旨是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的粮食供应和稳定农产品价

格。至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过剩问题出现，欧共体也意识到这种以农业

产量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政策导向有失偏颇，特别是农业的“化学化”生产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90年代，cAp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目标

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发展政策，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安全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生态农业开始在欧盟推广。1996

年的《库克宣言》（cork declaration）提出了“生机勃勃的乡村”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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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标志着欧盟农业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变革。21世纪，cAp发展进入第三

阶段，1999年通过的《2000年议程》（Agenda 2000）将乡村发展全面

纳入cAp发展目标，认为不仅要发展多功能的、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农

业，同时必须关注乡村的发展，保持乡村社区的活力。

随着乡村发展逐渐成为cAp的发展重点之一，leAder模式②也在1991

年被引入，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由社区引领区域发展，旨在把地方

特色放在区域战略的核心位置，从而使未开发的、被忽视的甚至是被遗忘

的资源有机会重新获得经济和社会价值。这一模式使得乡村发展在cAp由

上而下的指导方针下，将地方和区域特征融入地方的发展战略十分有效，

不仅当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得到保护和提升，特色产业多样化，同时乡村

社区也得到保护和更新，社区活力得以维持健康发展。[3]

伴随cAp“2014～2020七年计划”的制定和leAder模式在欧洲进一

步深入推广，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发展政策的执行，欧洲的乡村继续向建

构城乡等值的美好生活和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作为城乡一体化

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也体现集约导向，在确保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基础

上，实现对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合理利用。[4]

二、欧洲乡村建筑集约化设计理念

在乡村集约化发展中，建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村镇、农庄农

舍等乡村建筑还是其特有的文物景观，都是乡村再生的主要元素。生态和

可持续观念也是欧洲对乡村建筑发展的共识，是其乡村更新和规划的理性

基础。

乡村建筑集约化包含三个关键词：乡村——是富含了各种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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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以及记忆的高品质环境；建筑——是一种营造的过程和结果，可以成

为社会、历史、经济以及技术的创新点；集约化——是一种策略，营造可

持续高密度人居生活空间，从而达到自然环境和城乡环境的和谐共处③。

乡村建筑集约化是可持续理念下建筑和城市设计的一种创新设计方式，一

方面是通过对建筑的保护和再生，使其适用于当代生活方式，并对强化地

域特性起到积极作用； [5]另一方面是指在乡村社区内任何一种建造活动，

都应通过集约化的设计方式创造兼具多功能和一定密度的空间，更高效地

利用土地和自然资源，达到或恢复景观与建筑和谐共处的平衡关系，以利

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积极的策略，乡村建筑集约化不仅可以规避乡村社区的过度

开发，保留乡村的历史建筑、历史特征和人文环境，在创新性地挖掘地方

特色的同时发挥其商业价值，促进经济多样性，为乡村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三、乡村集约化背景下的意大利研究课题和最佳实践项目

十几年来，欧洲乡村开展了许多集约化设计的探索，这些实践项目不

仅帮助发展了当地经济，尤其是旅游和文化产业，也提升了地区品质，并

进一步保护了自然环境。[6]

在意大利国家级研究课题（prin2009）“建筑作为遗产：保护和提

升边界区域品质的创新方法”（Architecture as Heritage: innovative instru-

ments for the tutela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ocal border systems）

的研究框架下，来自意大利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的乡村建

筑集约化（rural Architectural intensification，简称rAi）研究小组开展了

“乡村景观更新和再生”（regeneration and renewal of rural landscape）

子课题，在景观和建筑设计领域寻找乡村建筑集约化设计策略。研究小组

采用最佳实践项目分析的方法，找到既能强化地区特色也能满足当代生活

方式和质量的改建或新建的优秀实践项目，并结合项目的地域特点采用定

性分析方法——分析项目的发展目标及其设计应对策略，以期获得一些通

用的设计准则和方法，使乡村建筑集约化方法成为推广乡村建筑景观发挥

其社会经济、历史和环境价值的有效手段。

乡村建筑集约化研究小组甄选了上百个项目，建立了最佳实践项目

数据库。欧洲乡村特色鲜明，风情各异，拥有不同的地理空间特征和经济

特色，最佳实践项目首先需要表达对基地特色的充分理解，在此基础上针

对一些明确的设计和发展目标（譬如在现有的小村镇中心吸引新型商业活

动、创造一系列综合使用功能的小型社区中心、建立分散型的度假旅馆、

废弃建筑改建为住宅等）给出创新性地诠释。

譬如，科诺 · 德 · 比克自然中心（corno de bico's nature interpreta-

tion centre）④位于科诺 · 德 · 比克自然保护区（corno de bico protected 

landscape）内，项目结合保护区内伯侯莎农业移民安置区（boalhosa Ag-

ricultural colony）已有的综合建筑群，在其未建教堂的基地上进行建设，

并对旧建筑进行建筑保护和功能更新，使得新旧建筑在体量和功能上融为

一体，成为一个推广环境教育的多功能中心。其中设有展览、培训、图书

馆、小型会场、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宿舍等功能，为整个乡村社区带来现代

化文化体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聚会休闲中心，而且在设计和修建过

程中最大程度地尊重了保护区的环境，减少对生态的影响（图1）。

绿色水上运动中心（green water sports station）⑤则秉承波兰农场

与环境融为一体的传统，完全隐没在上西里西亚拉卡湖畔（lake laka）的

乡村风光中。整个综合体有三个主体建筑，采用了波兰传统农庄里农舍、

粮仓和马厩的U形平面关系，中间围合出公共空间。建筑借鉴周围乡村建

筑简洁质朴的外形，使用现代工业化的细部处理。整个项目利用当地水资

源，不仅为社区创造了水上运动的场所也成为社区聚会交流的公共空间，

为社区注入活力的同时也成功带动了相关的旅游和就业，并通过可持续建

筑设计手法达到低生命周期成本和低建设成本的双重目标（图2）。

而意大利千年古镇布德里奥（budrio，italy）老城中心区近一个多世

纪的两个水塔的改造更新项目⑥将现代功能赋予历史建筑，使之融入当代

生活，也为一度因城市特征失落以及如何将老城与新城“缝合”而困扰的

古镇增加了自信和吸引力。改建后的水塔成为多功能社区服务中心，包含

了音乐剧场、文化展览等功能，丰富了社区的文化和教育活动，不仅是年

轻一代热衷的社交场所，也成为新的城市地标。项目优先保护更新两个老

水塔，并新建了第三个塔用于联系和交通，还在基地北侧增加了一个矩形

体量的展览中心。不同于两个老水塔的砖墙立面，新交通塔采用了玻璃砖

作为外墙材质，创造出新旧对比又相辅相承的效果，项目同时也采用了可

持续设计方法来控制宜人的室内环境。

乡村建筑集约化的设计策略从欧洲不同地域的这三个实践项目可见一

斑：利用和尊重项目所在地的自然环境；保护更新基地已有的建成环境，

使之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整合各种要素的高质量的建筑设计；为社区创

造多功能的公共空间；强化社区特色，为社区带来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可能

性；并尽可能使用可持续建筑设计方法来达到环保节能的效果。

当然，乡村建筑集约化是一个包含多层面、多模式、多主题的综合集

约化模型。作为个体的乡村建筑要通过集约化设计成为促进乡村发展的催

化剂，需要有良好和完善的政策平台。首先，乡村发展过程中需要自上而

下制定明确的发展政策，从国家到区域各层面的发展规划达到共识，并良

好衔接；其次，基于内生力量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可以创造更多样的根

基较深的乡村振兴项目。只有落实了各个层面、各个区域尺度的政策和规

划，把所有的环节和发展进程紧密联系，更新和保护乡村建筑才能够真正

起到对乡村发展的积极作用。

四、对中国的启示

从城市规划到城乡规划，从城市化到城镇化，这些关键词的转变体

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主导内容的变化——大城市郊区和广阔的乡村地区已

经成为中国今后二三十年城市化的重点关注区域。中国乡村地区当前发展

的主要趋势和任务仍然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与欧洲当前乡村问

题的性质完全不同。欧洲乡村地区呈现的“逆城市化”趋势，非农业人口

向乡村地区转移的前提是欧洲已经实现的高城市化率、发达国家的经济结

构和与之对应的产业结构，从这一点看，欧洲乡村发展趋势与中国目前面

临的大量性“农民进城”问题似乎不具有可比性。但是，本文所述的欧洲

乡村发展趋势和一些策略也让我们反思中国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问题，除了“农民进城”这种彻底改变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产业和人口转

化的模式，既解决“非农”问题，也能保持生活于乡村区域的某些优势特

点。如果对照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乡村地区发展过程，则会发现与欧洲乡

村发展特征的某些明显的相似性。因此，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欧洲乡村发

展对中国乡村地区发展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逆城市化趋势在上海等特大城市周边已经开始出现迹象，如近

年在长三角地区传统老镇中不断出现的小型周末度假客栈和会所，中青年

白领尤其是设计师等自由职业者在城市郊区寻找生活居住空间的做法已屡

见不鲜，但几乎都是自发行为。如何在政策和规划法规等方面对这种情况

积极引导和合理控制，使其对传统村镇复兴起到催化剂作用，是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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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第二，在当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语境下，在绝大多数人的潜意识

中，农村地区等同于落后地区，是和生活质量低、卫生环境差、缺少公共

设施、贫穷落后等印象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农村地区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是由于多方面历史原因造成的，但绝不能以这些问题来定义农村地区的特

点。只有把农村地区（准确地说是乡村地区）看作是与城市对应的另一种

资源，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来源，在主观上积极看待乡村区域，才能在

政策和规划设计中真正实现提高乡村地区的各类标准。目前我们在规划和

设计中对乡村采用的各类标准都很低，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乡村地区

永远不可能像在欧洲和美国那样，承载相当大的人口量，成为比大都市更

受欢迎的生活场所。

第三，如果解决了居住卫生条件和公共设施等标准低的问题，乡村地

区在环境、食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这也正是发达国家出

现逆城市化的根本原因，与大都市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其中最关键的一

点。因此，中国大量乡村地区的真正发展，不能完全依靠旅游，塑造真实

的、切合本地经济结构和传统特征的生活方式，建设工作、居住和各种生

活必需内容是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只有实现这一点，乡村地区才

能真正成为中国未来城乡生活体系中具有吸引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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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详见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index_en.htm。

②leAder（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rurale），意为乡村经济与发展行动的联系（links between the rur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actions），参考http://enrd.ec.europa.eu/

leader/。

③参见意大利帕维亚大学乡村建筑集约化研究小组的相关网站w w w .

raintesification.com。

④项目位于葡萄牙帕雷德斯·德·科拉市（paredes de coura，portugal），

建筑师为Atelier da bouça，filipa guerreiro & Tiago correia，建造于

2009年。

⑤项目位于波兰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poland），建筑师为peter 

Kuczia，建造于2009年。

⑥项目位于意大利布德里奥（budrio，italy)，建筑师为Andrea Oliva，建

造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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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诺 · 德 · 比克自然中心（图片来源：Atelier da bouça，filipa guerreiro & Tiago correia） 图2　绿色水上运动中心（图片来源：peter Kucz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