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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已经进入城乡关系变革及乡村发展快速转型的关键时
期。科学认知国内外城乡关系理论发展和演变规律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调整
城乡结构和优化城乡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外城乡关系理论及我国乡村发展
与城乡关系演进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的视角阐述了我国乡村发
展与城乡关系研究的相关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重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乡村发展
思维应由生产主义导向转向后生产主义，关注乡村多元价值，深化基于乡村多功能转型理论的
乡村振兴机制、区域路径与模式研究；在科技迅速发展，新事物新因素大量涌现的新时代，应关
注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民宿及乡村电子商务等新兴乡村转型发展形态的形成机制；同时，基
于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的机制与模式研究也应得到重视，结合国际乡村地理学前沿，深入
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的混杂性研究。广泛的城乡空间重构进程对乡村地区产生剧烈的影响与挑
战，对于乡村振兴视角下城乡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的研究仍需持续关注；根据我国的特
殊国情，创新适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发展实际的乡村振兴理论与实现路径，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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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乡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本关系形态，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城乡经济关
系、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生态环境关系、文化关系及区位关系等诸多方面[1, 2]。在全球
化、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冲击下，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快速
演变引发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城乡关系“巨变”[3, 4]。1949 年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的“二元
经济结构”理论的影响下，城市偏向的城乡治理理论主导着我国由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
现代工业经济的历史进程[5]。但长期以来的工农业“剪刀差”、“重城轻乡”的发展导向造
成城乡差距拉大、要素高速非农化、主体过早老弱化、水土环境污损化和村庄严重空废
化，形成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显著矛盾[3, 6]。城乡要素流动与城乡统筹
的复杂性与障碍性凸显，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的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二元性秩序”萌生
出“共同 （融合） 发展”的内生性诉求[7]。为此，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
及乡村振兴等方略相继实施，旨在补齐我国农村发展的短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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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拉美陷阱”[8]。乡村振兴战略以破解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为重点，以提升乡村地域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为目标，通过“五大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来推动乡村转型，实现城乡融合[1]。乡村振兴实际上是通过
乡村偏向的战略导向对以往城市导向的发展思维的纠正。2017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
到 58.52%，依据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规律，正应处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9]。因
此，未来我国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将面临快速转型的客观需求，城乡关系也将
发生质的改变。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乡关系演变与乡村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2]，科学认知国内外城乡
关系理论发展和演变规律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调整城乡结构和优化城乡
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外城乡关系理论及我国乡村发展与城乡关系演进的
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的视角阐述了我国乡村发展与城乡关
系研究的相关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加强研究的前沿领域。

2 国内外城乡关系理论演进
2.1 国外城乡关系理论概览
总体来说，国外传统的城乡关系理论主要呈现三种倾向，分别为城市偏向的城乡发
展观、城乡互动发展观及乡村偏向的城乡发展观[10, 11]。城乡关系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
展阶段，分别为以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为代表的“城乡关联”
理论，以“刘易斯-托尼斯-费景汉”模型等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以及以“Desakota”模型和区域网络模型为代表的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理论 [10, 11]。城市偏向理论主要包括
“刘易斯-托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增长极理论、核心边
缘理论等。根据增长极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应重视发展中心
村、镇，在强化城乡地域系统极化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扩散效应。强调城乡互动与联
系的城乡关系理论主要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和 McGee
的“Desakota”模型等。我国当前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应推进城乡公共服务
的等值化，加强城乡间的物质交往与精神 （文化） 交往，通过城乡基础网相联通与融合
促进城乡互惠。同时，应强调城乡间的要素交换，通过完善交通及电信基础设施形成必要
的流载体，保障人口、资金、技术及商品在城乡间的有序流通。充分发挥农村电商平台在
吸纳城市资金、开拓产品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关于乡村偏向的发展理论起源于托达
罗所提出的促进农村综合发展的政策建议。虽然该理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城乡二元分割
的理论框架，但这一思想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2]。1970 年代，弗里
德曼和道格拉斯在总结当时中国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乡村城市发展战略[11]。1980 年
代，施特尔和泰勒提出了较为极端的自下而上的“选择性空间封闭”发展模式[11]。实际
上，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方略同样具有一定的乡村偏向
色彩。
国外传统的城乡关系理论聚焦于宏观和自上而下的层面，缺乏从微观和自下而上的
角度进行研究，尤其欠缺对农村地区的深入剖析，而且相关研究基础非常薄弱。虽然部
分理论强调城乡关联和网络化发展，但多以城乡分割为前提，仍停留于概念和抽象理论
阶段，缺乏深入的定量和实证研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发
展重点与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在发展我国的城乡关系时应避免“套用”
发达国家已形成的模式和结果。首先，我国在发展初期受“城市偏向”的发展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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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的近乎单向的流动体制和模式已经造成了乡村地区的衰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
以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为基本路径和基本逻辑，应借鉴和吸收城乡互动和部分
乡村偏向发展理论的精华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和推动城乡统筹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城
乡发展理论揭示了城乡关系从分离到融合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乡村振兴必须遵循的。
McGee 的“Desakota”模型、Douglass 的“区域网络”模型和 Lynch 的“城乡动力”学理
论可以为解释乡村发展过程中城乡要素流动的过程、方向及动力机制提供理论支撑。霍
华德“田园城市”理论虽然过于理想化，但其精髓在于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来解决
城市过分集中、乡村加剧衰竭的社会问题。
传统的通过功能主义视角来考察城乡关系的传统在乡村经济社会功能日益多元化的
背景下已逐步发生改变[13]。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乡村的农业现代化及乡村工
业化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等服务业逐步兴起，促使乡村成为多主体、多功能、多维度的空
间[14]。随着乡村空间的重构，强调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混杂性 （hybridity） 概念应运而生[15]。
混杂性强调主体、网络和意义的混杂，赋予了乡村性新的内涵[16]。同时，“后乡村”也被
视为解读现代语境中乡村混杂性的新视角[17]。混杂性也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
发展的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因为大部分发达地区的乡村已经在更高程度上参与了诸多要
素的全球性流动与分配[18]。乡村的空间生产与城市化密不可分，高度的流变性打破了原
有的结构、边界和作用机制[19]。全球化进程中的城乡联系的机制与模式将更为复杂，也
驱使传统的乡村性与城市性相对立的思维转变为二者互为联系的认知[20]。城乡连续体理
论和“后乡村”均强调城乡间的相互影响，具体体现为乡村为城市提供农业产品、城市
的产业扩张与生活及文化观念的渗透[21]。随着“后乡村”研究范围的扩展，部分学者跳
出传统的乡村城市化的模式提出了“城市乡村化”的理念[22, 23]。产业、技术和文化等现
代力量不可避免的会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对乡土性产生深刻的影响 [24]。乡村的生活习
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人地关系等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
极的[25]。如部分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的村落盲目模仿现代建筑而失去了其传统风貌，而乡
村信息化重构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更开放、更具活力[26]。
因此，对于我国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应充分强调“后乡村”混杂视角的乡村性，
全面考虑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信息化背景下乡村与外界的网络联系、乡土文化的
传承与保护，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以维持乡村的活力和优越性[15]。
2.2 中国乡村发展与城乡关系的演进
1949 年以来，中国的乡村发展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定义的现代语境下经历了由生产
主义到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的剧烈转型，与之耦合的城乡关系发生从城乡隔离、对
立、统筹、融合到一体的有序演进[27]。总体而言，1949 年以来中国乡村发展与城乡关系
大致经历了三个逐渐递进与优化的阶段 （表 1）。

3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城乡关系研究进展
乡村转型与发展与城乡关系的演进是相辅相成、内在耦合的，乡村发展的本质在于推
进城乡关系的重塑 [31]。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的优化以实现城乡地域系统间结构协调、
功能互补为主要目标，其发展演化体现为经济、社会、自然及生态子系统间的互动[4]。要
素、结构及功能的多维性使我国的乡村发展政策及战略具有多目标导向且呈现系统综合
性。乡村振兴战略从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等综合视角为新时代的农村发展提出了以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主要内容的新目标 [3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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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及乡村发展的演进特征

Tab. 1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nce 1949
农业、农村
政策、制度

乡村转型
发展阶段

时段

城乡关系

1949—
1978 年

“以乡促城”的
城乡对立、隔离
阶 段 （生 产 主
义）： 重 工 业 导
向下的依靠农业
剩余支持工业优
先发展模式

人民公社制度、户 1949—1953 年 过渡时期，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
籍管理制度、城镇
田，农民生产积极性开始复苏
居民生活必需品的
1953—1958 年 农业合作化，工农业剪刀差，城乡分割的二
计划供应制度、统
元经济体制形成
包统配的劳动就业
1958—1978
年
人民公社化运动，自然灾害频发，城乡间人
制度和城市的福利
口大规模流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和运动色彩，
制度持续拉大城乡
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进程缓慢
差距

1978—
2003 年

“以乡促城”快
速发展阶段 （生
产 主 义）： 以 经
济建设为中心，
国家主导的多种
经济形态的共同
发展，推动对外
开放，释放经济
发展活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1978—1983 年
制、乡镇企业集体
经济制度、市场经
济下的“剪刀差”、
土地财政、双轨制 1983—1996 年

2003—
至今

城乡统筹的协调
发展阶段 （后生
产主义、乡村多
功 能）： 工 业 反
哺农业、城市支
持乡村

主要特征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统派统销
逐步得到限制，有效释放了农村发展的活
力，调动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总体上城乡
关系呈现比较协调的状态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
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同时国家通过工农产品
“剪刀差”、农业税、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使
城乡发展失衡问题重新显现

1996—2003 年 “九五”规划提出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这一
阶段以城乡发展要素的单向流动为主要特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2003—2005 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
设、新型城镇化、
方略，逐步调整城乡关系
美丽乡村建设、精 2005—2012 年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
准扶贫、乡村振兴
略；2006 年正式取消农业税
2012—2017 年 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与精
准扶贫方略
2017 年—现今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注：表格中内容参考文献[27-30]。

此，对以破解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城乡间的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问题为目标，以
优化城乡关系为导向的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予以阐述 （图 1）。
3.1 城乡经济关系
城乡经济关系是由“城市-农村”两大部门、“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两大群体在对城
乡经济资源的获取、支配和利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相对状态[33]，具体体现为人口、土地
及产业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配置和使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机械化水
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城乡户籍制度的松绑、农村基础设施的不足及生活条
件的落后等“推力”因素及城乡间收入差距等“拉力”因素共同引致规模空前、范围巨
大的就业人口流动[34, 35]。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符
合刘易斯的人口迁移模型、托尼斯-费景汉模型及乔根森模型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其源于
我国发展初期所采取的具有严重的工业化导向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35]。持续增长的城市
人口加速了城镇物质空间的膨胀，导致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及耕地资源的流失[36]。政府在
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不明晰严重扭曲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价值，不完善的征地制度强制性牺牲了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阻碍了城
乡关系的协调发展 [37]。过去城乡产业对立、孤立式的发展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城乡统
筹、互动与融合的产业体系逐步构建。大都市地区应遵循“利益协调-产业融合-服务均
衡”的基本模式推动城乡产业、空间融合[38]。通过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延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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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优化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的联系
Fig. 1 The nexus between optimizing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rural vitalization

链条，推动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是实现城乡产业互动的关键措
施[5]。农业经济因其内、外部的乘数效应以及因食品安全、生态保育等方面的作用与城市
经济相结合产生涓滴效应而发展[39]。为应对我国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刘彦随提出乡村
极化理论，指出应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
成的多级目标体系，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1]。
劳动力、资金及资源等生产要素在空间和部门间由于追求高收益率的自由流动使城
乡经济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城乡经济差距的“敛散性”与城乡经济关系嬗变息息相
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经济差距总体上呈拉大趋势，同时在区域上城乡居民
收入的绝对差距表现为北小南大、东小西大的特点[40]。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
的经济政策、农副产品价格控制、不合理的税费负担、歧视性的社会福利及保障体系等
因素共同形成了城乡收入格局的扭曲 [41]。从要素流动的角度来看，劳动力的选择性转
移、资金的趋利性和技术的扩散性等的出现导致城乡间要素的质量差距不断扩大，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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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二元经济结构[42]。对于城乡经济差距的评估，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城乡
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及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等指标通常用来反映我
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状况[43, 44]。近 30 年来，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呈现减弱的
趋势，但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的演变趋势。例如，重庆市的二元经济结构
呈现倒 N 型变动轨迹，其城乡收入差距呈倒 U 型变动轨迹[45]。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城乡
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及增长动力的改变驱使通过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差距
的弥合被众多学者所关注[46]。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为同质的
一元经济结构是城乡经济融合的关键。从城乡统筹的视角，人民生活水平接近、城乡经
济网络化及消除城乡间的制度壁垒是形成良性的城乡关联的必要条件。而城乡统筹与城
乡一体化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城乡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目标导向性，强调城乡融合的结
果，而城乡统筹重点关注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方法及过程[47]。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着
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选取的差异，有的学者从经济水平、空间联系及商贸联系
的角度构建指标体系[48]，有的学者从规模、结构和功能等方面选取指标来衡量城乡经济
一体化水平[49]。在充分认识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基础上，急需采取科学有效的调控措
施、发展规划来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完善城乡经济结构、增强城乡经济联系及优化城乡
经济布局等来加大经济密度、缩短经济距离和减少经济分割，从而实现城乡功能互补、
利益互惠和职能协作[50]。
3.2 城乡社会关系
单纯的城乡经济一体化无法实现城乡间的全面协调发展，还需要社会等多方面的良
性互动[51]。具体来说，城乡社会关系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52]。城乡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指为城乡居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产品。由于我国的市
场机制尚不健全，需首先通过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
经济社会的振兴[53]。城乡间在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四个方面的非
均等化配置是公共服务二元供给的主要体现，关于城乡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的研究也基本
上从这四个方面选取指标[54]。城乡间基础设施差距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农民获取工资
收入的机会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55]。乡村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
通道和空间载体，通过重构乡村地区市场网络体系，为城乡经济社会联系提供支撑 [56]。
尽管通过增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和通过网络实现城乡优质课程资源
共享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教育停滞、落后的局面，但城乡间在教育经费配
置、办学条件及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制约城乡教育均衡发展[7]。失地农民和农民工
城市化问题始终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关于社会保障的需求侧诉求的焦点。社会福利分配
的制度性障碍、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和缺乏再就业培训渠道等原因造成城市边缘区土地被
征收的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体[57]。关于失地农民的社
会保障问题的原因剖析、征地补偿、可持续生计、政策建议和模式创新等与其权益保障
相关的研究大量涌现，为失地农民的身份转型与其所享有的公共服务的衔接提供了理论
及方法支持[58]。作为“亦工亦农”、“非农非工”的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群体
在我国的体制因素、认识误区、自身素质、法律法规及操作层面的原因作用下未能享受
到应有的有关医疗、教育、养老及失业等方面的保障措施[59]。城保模式 （将农民工直接
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双低模式 （同时降低各类社保项目的缴费基数和比例和相应的
社保待遇）、综合保险模式 （将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三项保险捆绑在一起统一按较
低的费率缴费） 和农保模式 （将农民工纳入流出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的初步探索为农
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必要保障[60]。此外，社会保障关系转续机制及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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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建与完善将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来剥离户籍上的福利功能及土地上的保障
功能是解决人口和土地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完善社会管理问题的必要选择[61]。户籍
制度对资源配置及利益分配的强依附性以及内嵌于其中的制度壁垒、社会排斥及区域分
割限制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农民所获得的国家福利，同时导致社会分层固化，公共管理在
空间上的碎片化[61]。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束缚不仅体现于福利待遇上，而且还通过阻碍人
口流动来阻碍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62]。本质上来讲，户籍制度这
一上层建筑是由土地制度这一经济基础来决定的，户籍制度只有依靠土地制度才能将农
民权益束缚于土地之上。但所有权主体模糊、使用权权能残缺、法律保障不健全等农村
土地制度的困境导致“以‘占补平衡’之名，行破坏耕地资源之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严重影响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63]。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缺陷对
农民权益的侵害，以确权赋能、搭建土地产权交易平台为核心的“成都模式”、嘉兴的
“两分两换”模式以及苏州的“三集中”模式等土地制度创新均实现了农民土地的财产性
收入[63]。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对于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和盘活土
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但是，农地流转后不应忽
视土地用途管制的束缚而形成大规模非农化利用，且需防止工商资本在农村圈地攫取农
民利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显著改变农户的收入水平和结构，提高其工资性
收入和财产性收入[64]。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及“资格权”的三权分置有利于城
乡土地权利关系及突破“流转范围”的制度障碍 [65]。通过“以土地换社保,变农民为市
民”等方式对依附于户籍制度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农地的承包
经营权流转扫除制度障碍。总体来讲，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着产权分割、产权明
晰、产权流动的路径有序推进，形成了模式多样、形式不一且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的新
探索。
在城镇化及工业化驱动下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乡村治理的规则体系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发生剧烈变动，使乡村传统的伦理及价值体系产生根本性改变[66]。城
市生活及观念为农村提供了示范作用，现代观念及制度开始替代乡村传统，使乡村秩序
基础动摇。乡村基本秩序的维系、村干部及多元主体的角色及作用机理以及乡村关系的
建构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要素[67]。我国的乡村秩序基本形成了原生型、次生型、城乡合谋
型及无序型四种类型[67]。大多学者较为关注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相关政策在农村实践
的过程、机制、结果及区域差异。城镇化进程中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乡村自
制制度失语失效[68]，导致乡村治理陷入“内生权威缺乏”与“外生权威弱化”的双重困
境[69]。复兴和重构乡贤文化并鼓励大学生、乡村企业家等精英群体参与乡村治理对于重
构乡村治理结构，构建符合现代语义及乡村转型与发展需要的治理体系。同时，乡村精
英也是实现“自下而上”的内生式发展的动力之源。借鉴发达国家的典型经验与模式，
我国许多地区也探索形成了多中心治理模式，即由政府、农民协会、城市、企业、高等
院校、农村金融机构及乡村精英的多元参与来构建的“有限政府、农民主体、依托农
协、全社会参与”的新型模式[70]。我国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通常为“乡镇政府-村两委-村
民”垂直形式，但根据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的强弱可以划分为“强乡弱村”、“弱乡强村”
及“弱乡弱村”三种类型[67]。随着多元主体的参与，乡村治理体系也逐步由一元主宰到
多元共治转变。此外，国家资源的大量向农村转移导致地方利益增多、基层政权秩序混
乱，从而形成基层治理的“内卷化”。资本下乡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但其“挤出效应”容易侵害农民利益，导致农业治理的“去小农化”，继而引发农民的就

3期

张英男 等：城乡关系研究进展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585

业问题及社保问题[71]。
3.3 城乡生态关系
在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开发过度及协同管理缺位的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与薄弱的
环保意识及不完善的环保政策等导致城乡生态环境二元矛盾日益突出[3]。长期以来，我国
乡村地区污染治理意识薄弱、机制不全及投资不足等问题导致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
存、水体污染与土壤污染交织、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以及城市污染扩散，使快速城
镇化区域的乡村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威胁，尤其体现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及东北
老工业基地[3]。城乡生态环境关系的本质是城乡间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配置关系[72]。基于
生态文明的视角，通过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生态补偿及城乡规划等手
段实现城乡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推进城乡生态空间重构，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
关键。近年来，从省、地级市等尺度并从水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垃圾处理、自然资源
保护及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的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水平展开评价的相
关研究大量涌现[72]。总体来讲，我国的生态环境一体化程度虽有所提高，但滞后于经济
一体化程度，且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程度增速明显低于中西部
地区。同时，各地区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传统产业模式及财政投入水平等因素
的影响下也不尽相同 [73]。针对城乡生态空间的保护与利用，部分学者对城市群地区 [74]、
大都市郊区[75]、丘陵山区[76]、平原农区及江南水乡[77]等典型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及优化调
控进行了研究。城乡交错区是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大多研究关注城乡交
错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城乡交错带生态控制线的优化及城乡交错带的生态景观营造
等问题。从规划的视角，将城乡生态空间划分为城镇生态空间、农业生态空间、设施生
态空间及自然生态空间[74]，并探索城乡生态空间识别与重构技术，构建推进城乡生态环
境保护与利用的推进机制，并倡导通过城乡规划的立法来加强空间管制[78]。
失当的发展理念、不合理的生活及工业废弃物处置方式、治污主体缺失、监管能力
不足及政策法规不完善等因素使我国乡村人口、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及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不断下降 [79]。为定量揭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及其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等，
综合指数模型、压力-状态-响应 （PSR） 模型及一体化核算体系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简写为 SEEA） 等方法通常被采用[80]。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治
理以以行政干预为内在逻辑的政府管制型模式和以“平等-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市场调控
型模式为主，社区参与机制及公众参与机制仍在探索之中。但目前环境治理立法不健
全、治理主体缺位、资金不到位及由公共物品“搭便车”现象导致的市场失灵等造成我
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剧。此外，我国农村的能源节约及
水资源利用存在严重问题，农村太阳能及沼气等清洁能源利用率不高，农村垃圾处理及
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等仍待完善[67]。面对纷繁复杂的农村环境问题，诸多学者针对全国
或某一典型区域的农村环境问题的原因、治理对策及发展态势进行了详细剖析[81]。与此
同时，农村耕地及宅基地变化、乡村工商旅游业发展的环境效应、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空心村整治及美丽乡村建设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82, 83]。
3.4 城乡文化关系
城乡文化互惠一体化是指城、乡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平等共存、尊重包容、交流互
鉴与良性互动，并和谐共生的高级耦合形态。在现代性、全球化的冲击下，城乡间在物
质、精神、行为及制度方面的文化堕距放大了城乡间的文化冲突[84]。因此，城乡文化融合
的内涵、意义、困境与挑战以及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的路径选择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8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乡文化融合不仅对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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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而且有利于乡村地区物质空间与非物质空间的全面振兴。我国的城乡文化一体化
发展仍面临着物质基础薄弱、互动机制欠缺及乡村文化边缘化等困境。而通过城乡关联
发展实现城乡文化整合是破解“强势的”城市文化对“落后的”乡村文化的入侵的有效
手段。2000 年以来，国内学者在城乡关联发展与文化整合、弥合城乡文化差距、城乡文
化公共服务和城乡文化包容性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初步的研究。但在城乡文化建设方面存
在“传统论”、“西化论”和“综合创新论”等理论分歧[86]。少数学者对城乡文化整合发
展程度进行了定量的测度，并选取特定区域分析了其格局演化。例如，朱媛媛等从城乡
文化资源整合、城乡文化要素整合、城乡文化产业整合与城乡文化发展整合 4 个方面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武汉市的城乡文化整合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86]。但是目前关于该评价
的指标体系构建、权重设置等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评价方法体系。此外，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流的支配性及高速流动性也深刻影响着城乡文化整合的
空间结构。部分学者基于信息流的表征运用建模将文化节点的影响范围转化成结节性指
数、文化节点等级与文化传播方式相结合的函数分析了信息时代武汉市城乡文化空间的
结构特征[87]。总体来看，国内关于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地理学研究相对薄弱，在城乡文
化的与区域文化的综合研究、城乡文化的扩散关联和城乡文化整合的定量方法及理论体
系等方面仍需加以丰富。
建立在工业文明之上的城市文明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正解构着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
乡村文化，使乡村的文化话语缺失[88]。商业价值、功利主义、物欲主义及消费主义等城
市文化特质以其强势的文化形态改变着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居住状态、人
际关系甚至语言习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乡村精英的格局也
发生变化。传统的依赖于名望、地位及学识等乡贤在村民心中的地位逐步衰落，而种植
大户、私营企业主及养殖大户等致富能人的威望逐步提高。走出乡村文化困境的唯一途
径就是乡村文化重构，在文化创新中凸显文化个性，通过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文化自
觉意识和推动城乡文化融合来树立乡村文化自信[89]。但这些致富能人并没有通过自己的
财富和影响力来完成对乡村文化的延续以及对乡村社会的“反哺”。面对粗放快速的城镇
化带来的拥挤喧闹、空气污浊和景观呆板等城市生活困境，而乡村文化可以满足人们对
自然、乡土记忆的向往，满足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因此，部分学者讨论了乡村旅游与
乡村文化的关系，分析了乡村旅游开发中面临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并针对乡村文化旅
游的模式进行了梳理。村落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我国大部分传统村
落面临商业化、创造性破坏、保护性破坏等问题[90]。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已经成为
学术界关注的热点[91]，学者们较为关注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空间形态、文化遗产和人
居环境等方面，部分学者也从保存度和接纳度两个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函数
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度进行了实证分析[91]。总之，关于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研究视角趋
向多元化，呈现多学科交叉的趋势，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将是未来关注的重点。

4 乡村振兴研究启示
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已经对城乡关系及乡村的转型与发展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得
到了许多富有启迪性的结论与成果，为城乡融合视角下的乡村振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由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的多元性及城乡关系演变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复杂性，未来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尚需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探索研究。
（1） 基于乡村多功能转型理论的乡村振兴的机制、区域路径与模式研究。生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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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的、数量型的乡村发展模式导致乡村生态环境恶化、文化衰败等问题日益凸
显。乡村的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核心在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活力的恢
复、生态环境的优化及乡土文化的传承。基于乡村价值的再认识，发挥乡村的比较优势
与核心价值是跳出城乡二元落差的“马太效应”和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
分等重大问题的有效策略。多功能乡村转型理论自被提出以来[92]，已经在日本、韩国等
人口密集的国家进行了实践，并对乡村的转型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目前，我国的乡村
功能转型研究局限于对乡村经济功能的评价分区，缺乏对社会、生态及文化功能的关
注，且理论研究滞后。因此，应深化乡村多功能转型对城乡关系演变的影响和各子功能
间的互动机制等方面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深入剖析基于乡村多功
能转型理论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机制与区域路径与模式的选择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及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2） 新兴的乡村发展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研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格局下，为顺应农
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化与动力转换，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和民宿等新的
乡村发展形态应运而生。大多模式均处于试点示范或初步推动阶段，相关研究尚不成
熟。如何明确各类模式的价值取向，避免成为变相的房地产开发以及如何科学的协调农
业生产、居住发展、休闲聚集、社区建设及景观吸引等模块之间的空间关系与组织方式
亟待探索[93]。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各种新兴模式应注重经济、文化和生态环
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以多元产业带动乡村发展，激发乡村活力，因地制宜地
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乡村发展。此外，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淘宝村”近年来蓬
勃发展，城乡间信息、资金及资源等要素流在“时空压缩”效应下频繁交流。这些新因
素的出现深刻重塑着城乡发展的传统认知以及已有范式，时空压缩现象将缩短中心城市
与乡村间的距离，城乡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也将在此作用下得到强化。因此，信息技术驱
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机理与模式、城乡关系演变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仍需深化。
（3） 基于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机制与模式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在发
展阶段、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地理区位及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差异造就了乡村发展的多
元性和异质性。在宏观上，从区域的视角识别乡村发展的区域性影响因子，并划分乡村
转型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地域类型。在微观上，针对特色村、中心村、空心村、贫困村和
传统特色村落等研究其乡村重构的演进规律、内在机理与发展策略，进行分类指导，分
类施策[1]。
（4） 结合国际乡村地理学前沿，深入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的混杂性研究[15]。东部沿海
地区的乡村在经历乡村工业化进程之后，往往表现出发展主体的混杂、生产与生活空间
的混杂、经济形态的混杂和现代性与乡土性的混杂等。将“混杂性”置于“后乡村”的
视角进行理解，强调多元异质性的乡村重构。应充分对接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前沿，并充
分应用于中国乡村发展与振兴的实际问题。
（5） 城乡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资本的空间化是导致城乡空间重构的原
因，其对城市的“偏好”与对乡村的“疏离”也是导致目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缘由 [94]。
广泛的城乡空间重构进程对众多乡村地区产生剧烈的影响与挑战，通过生态为先、内部
激活和平衡调控的生态村落更新理念对现有乡村地区空间布局优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
意义[95]。通过刚性控制与弹性调试相结合来协调自然景观的刚性保护与农村建设用地需
求之间的矛盾，以实现乡村人居环境的提升。城乡空间重构的目的在于城乡空间增长
（效率） 与就业 （公平） 的平衡，促进空间利用的集约化与保护空间的生态化。通过自下
而上的产业高级化和自上而下的服务梯度化是实现城乡空间结构优化的有效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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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发展关联的角度，城乡网络化发展理论在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完备、产业间密切联
系及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的城乡良性互动等方面更具可操作性。总体上，关于城乡
空间重构的研究大多关注都市边缘区的城乡统筹治理，对于乡村振兴视角下城乡空间重
构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的研究仍需持续关注。
（6） 城乡融合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理论创新与实现路径研究。城乡关系
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发达国家在城乡关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成熟的
成果，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推动乡村复兴、调控城乡关系。纵观各国在城乡转型过程中
所遵循的发展理念与采取的调控措施，无一不是与本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绝非简单
地复制其它国家的发展路径。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底子薄、区域差异大、农业基
础差、城乡差距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它发达国家间存在诸多差别。因此，中国的乡村
振兴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完全依赖强大财政供给或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的转型发展
道路[1]，需要创新适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发展实际的乡村振兴理论与实现路径，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

5 结语
乡村转型发展与城乡关系的统筹协调是相互关联、紧密互动的综合人文过程，乡村
振兴过程也是优化调控城乡间在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等方面关系的过程。在城乡经
济关系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流动、配置和
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以及城乡经济差距及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的
测度、格局分析、原因探讨及优化调控等方面；在城乡社会关系方面，围绕城乡公共服
务及社会管理等核心社会问题开展了关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制度及土地制度改
革和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大量研究；在城乡生态关系方面，研究热点集中于城乡生态环境
问题的诊断与识别、不同尺度生态环境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及环境问题的机制分析与治理
手段等方面；在城乡文化关系方面，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城乡文化融合的内涵、意义、困
境与挑战、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以及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等方面。
总体来看，我国的城乡关系研究呈现侧重经济、社会关系研究，忽视生态、文化关
系的探讨，侧重城乡物质空间研究，忽视非物质空间的分析，侧重城乡差距、空间格局
研究，忽视内在机制的深入剖析，侧重问题的识别与描述，忽视相关理论的深化等特
征。依托乡村振兴实现城乡关系的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
及哲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因此，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建立综合性分析框
架，利用人地耦合的系统思维综合考虑乡村发展的内在机制与振兴策略[93]。乡村振兴是
一项系统工程，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实施过程中要用综合的视角系统推
进，避免顾此失彼。在研究方法上，关注新技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手段，
重视进行深入实地调查，关注个体行为，更多向社会地理学转向。形成定量和定性相结
合多方法体系，宏观和微观相补充的多尺度分析框架，动态和静态分析相辅助的多时态
分析手段。加强城乡关系的格局分析、理论解析、互动机制及其空间优化重构，从而为
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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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China has stepped into a
critical period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urban- rural relations and the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rural relation theory and evolution ru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oosting rural vitalization, narrowing urban-rural disparity, adjusting urban-rural structure and
optimizing urban- rural patterns.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rural
rela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y, society, ecology
and culture based on the review of foreign urban- rural rela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rur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ural relation. Furthermore,
prospect of research focus or key fields in the future were given. Firstly,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 idea from productivism oriented to post- productivism oriented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multiple values of rural areas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tensive studies about the mechanism, regional path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ural multiple function transitio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functions is essential for dealing with rural decline and realizing the
comprehensive vitalization. Meanwhile, we should focus on the mechanism and format of rural
vitalization based on different territorial types. Against the context of rural- urb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e should promote the supply- side reform and activate the forces of socio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s for the developed rural areas, the“hybridity”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further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some rural areas, the phenomenon
of the hybridity of development agents,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space and living space,
the mixture of rurality and modernism have emerged. Accordingly,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Second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factors or new technologies, we should focus on the new morphology of
r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characteristic towns, rural complex and“Taobao village”. In recent
years, China's rural areas have undergone intensive restructuring motivated by e- commerce,
which has triggered a new wave of rural rejuvenation. But how e- commerce affects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rocess are still unclear, and this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urban- rural relation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zation. Thirdly, the
mechanism and format of urban-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the theory of urban-rural network may be practical and
meaningful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stly, creating or improving the theory and improving the path of rural
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re meaningful for realizing th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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