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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路径探索时,可基于城乡规划视角开辟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如推动乡村文
化遗产的活化再生、发展现代化农业与新型产业链、对乡村建设的科学合理布局、加强乡村生态系统
的构建、加强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通过多措并举,切实解决乡村振兴中遇到的现实问
题,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就城乡规划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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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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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exploring th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can open up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uch as promoting the
activ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and new industrial chain,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layout of rural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rural Construction of ecosystems, strengthening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rough multiple measure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will be effectively solved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will be promoted.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alization path; cultural heritage; infrastructure; new
type of agriculture
引言

2 城乡规划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在我国乡村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

2.1推动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再生

全面提升乡村的发展力,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为有序推动

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为传统村落注入了灵魂与思想,并

乡村振兴,找到工作落实的抓手,则需要基于城乡规划视角,对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特有的乡村文化。新时期,城乡

城乡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实现社会资源的集中调度配置,有效解

规划发展视域下,为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则需要传承乡村文化,

决乡村发展的现实问题,推动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并对乡村文化进行创新开发,使得乡村文化遗产得到活化再生,

1 城乡规划理论概述

避免乡村文化被工业化掩盖,丢失了乡村文化的内涵。基于城乡

随着城乡规划理论的不断完善,城乡规划工作发挥出更多

规划视角,工作人员对乡村文化进行挖掘、提炼、保护、利用、

现实价值与作用。基于城乡规划工作,可有效提升土地资源、城

开发,在乡村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体现出

乡空间、城乡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解决资源分布不均、经济发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底蕴,并成为城乡结合的重要载体,推动乡村

展差距等客观问题。城乡规划工作的开展,即将城市与乡村发展

文化经济产业链的打造,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乡村经济的

进行有效结合,打破城乡的二次元壁垒,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可持续发展,使得乡村发展力得到质的提升。

避免资源浪费问题,在城乡资源共享共建的背景下,解决城市交

笔者认为,在乡村文化遗产开发利用阶段,不仅需要对文化

通拥堵问题、解决乡村经济发展滞后问题,为城乡的协同发展指

遗产进行科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同时应当合理融入城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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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方向,有序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
28

素,如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交通问题、饮水问题、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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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问题等,围绕乡村文化打造核心商业区与产业链,保证乡村

功能、资源部分特点,制定适用性较强的保障机制,确保乡村建

文化开发工作的可持续性。为有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乡

设过程中,能够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产业体系的优化与

村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保护时,应当针对文化遗产进行针对

完善,并加强相关配套产业的建设,使得乡村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性的保护,避免过度商业化开发,影响到乡村文化的本真。为此,

保证乡村整体发展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新时期乡村振兴视域

在具体工作开展阶段,则需要基于政府工作视域,从城乡规划视

下,工作人员进行城乡规划时,需要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

角入手,突出文化开发监督与文化保护鼓励工作,保证乡村文化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水就是金山银山”思想精

资源得到科学有效地利用开发,避免乡村文化资源浪费。鉴于乡

神,突出对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准确定位乡村建设的功能定位,

村文化的特殊性,在乡村振兴阶段,则需要对乡村文化进行深入

以及乡村功能属性,使得乡村发展更加科学合理。

地挖掘,并突出实际工作开展的动态监督,以保证乡村文化遗产

2.4加强乡村生态系统的构建

得到合理开发保护。如陕西省西安市袁家村文化商业区的打造,

笔者认为,在城乡规划视角下,为有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

围绕乡村文化核心要素,契合城乡规划视角,引进城市建设理念,

实施,则需要加强乡村生态系统的构建。因为,通过对我国以往

对袁家村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部署,实现对文化资源的有效开

乡村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可知,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生态

发利用,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实现了乡村振兴目标,逐渐增强乡

资源破坏、乡村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林地面积减少,导致乡村

[2]

村民众的生活获得感与幸福感 。

的经济发展根本受到严重破坏,无法保证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

2.2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产业

展。基于中央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可持续生态发展理论

农业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产业,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

的指导下,为乡村生态系统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如在具体乡村

展应用背景下,使得农业模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并衍生出与农

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地区政府应当出台完善的环境保护标准,

业相关的产业链,如农耕文化体验、绿色农产品销售、定制农业

不断健全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针对生态环保工程的扶持力度

工艺品、农产品采摘园、生态旅游业、线上直播销售等,使得农

不断加大,并基于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现状,采取针对性的生态

业市场经济的潜在价值得到进一步开发。笔者认为,在城乡规划

环境保护措施,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落细,逐渐修复乡村生

视角下,为有序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则需要不断发展农业现

态体系,改善乡村的面貌与宜居指数,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到乡村

代化,并尝试建构新型的产业模式。

[4]
振兴战略计划当中,推动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

在农业现代化模式打造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出农业科学

在乡村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需要长期可持续的开展具体

技术的应用价值与作用,如农业卫星监测技术、农业灾害模拟分

工作。为此,则需要有效调动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自觉参

析、自动化管理技术、信息技术工程等,加强农业技术体系的建

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当中,从自身做起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

设,尝试建构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结构体系,突

作,切实有效的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为乡村经济发展、

出农、林、牧、渔等产业的有机融合。为实现预期工作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创设良好环境。

则需要契合城乡规划视角,将城市运行的市场需求与农业资源

2.5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的开发进行有机结合,如绿色有机蔬菜的点对点销售、定制化农

现代乡村发展过程中,为不断提升乡村人民群众的生活获

产品的加工生产、电子商务平台的农产品合作等,使得城乡的供

得感与幸福感,则需要基于城乡规划视角,加强乡村基础设施、

给需求得到合理调整,有效提升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为保证各项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则需要合

在现代化农业与新型产业体系的建设背景下,将为乡村振

理引进城市资源,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经验,

兴工作落实提供现实载体,不断提升新时期农村居民的经济收

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发展实际需求,突出保障性基础设施

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使得乡村居民的幸福指数

的建设,使得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发展出现实价值与效能,避免公

[3]

得到不断提升 。

共服务设施沦为摆设,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由此可见,在城乡

2.3对乡村建设进行合理布局

规划工作开展阶段,不可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经验进行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旨在解决我国农村发展力滞

生搬硬套,必须对乡村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了解村民的

后的现实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则需要基于城

人数、公共服务诉求、空闲时间、村落分布、年龄结构等,对公

乡规划视域,对乡村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挖掘出乡村

共服务设施的器材、选址、场地、规模等进行合理规划布局,

经济的发展潜力,不断改善乡村的生活水平,解决人民群众生活

保证公共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有效改善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丰

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如乡村道路、乡村公共卫生、
乡村娱乐场地、

富乡村居民的娱乐生活。

乡村交通体系等。为保证各项工作开展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则需

在实际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一

要因地制宜开展城乡规划工作,遵循国土空间规划标准与相关

定的资金投入。为保证相关项目推动落实的有效性,政府部门可

原则,保证乡村规划布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避免破坏乡村原有

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的加入,使得乡

的生态空间结构,阻碍乡村文化与精神文明的传承。

村基础设施项目得到有序推动落实,发挥出社会闲置资本的综

在实际乡村规划布局时,应当明确乡村区域内,各个用地的

合利用效率。笔者认为,在城乡规划视域下,应当在乡村公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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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阶段,对老旧破损的基础设施进行有效更新,采购科技含

化乡村经济发展模式。

量较高的公共服务设施,有效扩大基础设施的覆盖率,为乡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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