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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视角下的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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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乡村振兴的规划需要真正的社区参与，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划技术改进，对村民参
与主动性关注不足，更受制于村民较弱的参与能力。本文从赋权理论激发弱势群体权能的新
视角出发，以江苏省句容市陈庄的社区参与乡村规划试验为例，结合社区心理学行为分析的
“认知-情感-互动”逻辑，构建乡村规划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从模拟参与选
择、活动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三方面测度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变化。研究通过三年半共计 84 次
跟踪调研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村民、规划团队、政府言行的全过程资料，分析
得出：针对不同规划阶段社区参与的特定目的，规划采用差异化的赋权策略，对社区进行了很
高程度的信息、教育和制度赋权。尽管规划中后期的实际参与率稍低于初期模拟的参与意愿，
但赋权仍维持了较高的社区参与广度，且显著提升了社区参与深度，包括村民参与动机的转变
以及个体学习、集体行动等参与能力的提高。赋权的作用，通过增加村民的信息与知识、增强
村民的信心和责任，进而改变村民对规划、社区发展和自身的认知、情感以及互动能力这一传
导路径得以实现。研究深化对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的认识，并对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与能
力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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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规划先行，积极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社区参与的
必要性日益得到重视 [1-3]。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层村民自治的治理特点，以及村民世代
生活于此的空间根植性等，决定了乡村规划比城市规划更需要也更适合社区参与。乡村
规划如果缺乏社区参与，往往容易脱离村民需求，不符乡村发展实际[4-6]，也极大降低乡
村应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韧性能力[7]，导致乡村异化、衰落和发展的不可持续[8]。从乡
村主体的需求与利益出发，是规划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前提，也
是鼓励和引导村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9,10]。
然而，传统规划方式，难以解决村民“主体性”问题，社区参与大多停留在象征性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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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或被动参与阶段[11]，存在制度与文化困境、程序性与技术性障碍[12-14]。不少学者认为乡村
规划编制应转变“自上而下”的传统思路[15]，并积极探讨参与架构下村庄规划编制方法[16]，
倡议改变规划事后参与特点，提出了“过程式参与模式” [17]，在横向过程的“决策-规
划-实施”
、纵向过程的“调研-目标-规划-实施”的各个关键阶段适当听取村民意见，探索
社区态度表达的合适方法[18]，如广泛征询、村民会议，并采用村民容易理解的形式展示
规划，以推动村民全方位、全过程参与乡村规划 [19]。近年来，借鉴乡村社区营造理念，
采取共同缔造工作坊等形式的参与式规划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20-22]。实证研究认为，从村
民的实际需求和贴身的公共事务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如公共空间营造、环境整
治等做起，有利于提高社区参与热情[1]；同时，培育社区规划师、构建激励制度、组建农
村合作社以及提供一定的制度性条件等，有助于建立规划各主体间联系与促成发展共识[1,23]。
已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的规划技术改进、制度建设层面寻求破解社区参与难题之道，
很大程度提高了对社区参与必要性的认知，但社区参与，不仅要求权力从原有的决策者
转移到公众[24]，更需要公众识别自身需求、调动自身资源并采取行动参与以实现自身的
诉求[25]。而已有研究较少从参与主体行为视角寻求相应改进措施。受注重风险防范、关
注眼前利益的行为逻辑的影响，加之，缺乏规划相关信息与知识，村民往往较为封闭，
且习惯于政府“包干一切”，缺少主动参与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26,27]。这成为当前进一步
提升乡村社区参与水平的主要障碍。故而，从社区参与行为视角切入，探讨如何让村民
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到规划过程是必要的。
西方 1970 年代的赋权理论认为，通过供给信息、教育、制度等外部干预和帮助，能够
重新唤回边缘群体对自身知识和能力的自信并重建其自尊[28]，增加社会资本和促进社区能
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建立起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参与发展决策的合法权力框架[29,30]。
其中，信息供给赋权，能解决参与过程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等问题；教育的批判性赋
权，能提高居民发现“内在权力 （inner power） ”的能力；国家和地方政府供给的制度
赋权，能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权益[31,32]。虽然已有实证研究旅游发展、消费者赋权等参与
获利明显的公共事务[33-36]，但面对知识水平不高、自信缺乏且小农意识较强的村民群体，
尤其在乡村自组织水平随着社会原子化而弱化的特定情境，西方赋权理论及相应赋权方
式是否适应我国乡村社区？乡村规划中需要什么样的赋权才能有效提高社区参与能力、
促进社区参与行为？本文以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陈庄的社区参与乡村规划试验为例，在构
建赋权和社区参与行为测度标准基础上，评价乡村规划的赋权过程及其社区参与行为成
效，以期为社区参与乡村规划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2 研究思路与案例
2.1 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
研究以赋权理论为基础，分析乡村规划对社区的赋权过程及其特点；借鉴心理学赋
权研究的社区参与行为量表[37]，测度赋权作用下的社区参与行为转变；在此基础上，探
讨赋权对社区参与行为的作用路径。其中，针对我国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存在村民信息与
知识有限、责任与自信缺失的特定问题，重点关注赋权在增加村民信息、知识、责任、
信心等方面的效果；并借鉴社区心理学观点，即参与是指个体或一个组织团体基于对公
共事务的认知和情感的行为体现[38]，进一步探讨赋权对村民关于规划、社区发展、自身
的认知、情感，以及个体参与技能、集体行动力等互动能力的影响，以揭示赋权对社区
参与动机和能力进而对其行为的作用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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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

Fig. 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mpowerment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具体地，以规划所采用的信息、教育、制度三种赋权的强度评价，解读规划赋权的
过程及特点。各赋权程度分为 4 个等级，分别为无赋权和实现初步赋权、较强赋权、很
强赋权，相应赋值为 0、1、2、3 （见表 1）。信息赋权程度评价主要根据规划信息双向流
动程度以及沟通的有效性；教育赋权程度评价标准为村民是否有获取知识技术的渠道及
其有效性；制度赋权评价则根据政府部门保障社区参与所提供的组织和机制的丰富度及
其有效性。
表 1 赋权程度评价标准
Tab. 1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mpowerment
初步赋权 （1）

较强赋权 （2）

很强赋权 （3）

信息赋权 没有信息交流

无赋权 （0）

信息由决策者单向流向
村民，村民无反馈渠道

村民有反馈渠道，规
划信息初步双向流动

信息在村民与规划师、地方政府
间多向流动，村民反馈信息得到
规划回应

教育赋权 村民没有获取知
识、技术的渠道

规划师向村民简单介绍
部分发展新理念与知识

为村民提供参加知识
教育和技术培训机会

为村民生产实践提供个性化指导

制度赋权 不提供参与渠道

只按规范要求，提供最
基本的社区参与渠道

提供组织与机制，拓
宽社区参与渠道

认可社区参与制定的村规民约等
非正式制度，并将其正式化

而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变化的测度，则选择村民在模拟情境的参与选择 （A）、规划活
动的参与程度 （B） 以及社区组织的参与情况 （C） 三个潜在变量 （表 2），分别指示村民
参与意愿、实际参与行动、社区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并涉及参与广度和深度两层面。其
中，变量 A 表示村民是否试图采取行动改变现状，通过规划初期村民问卷“是否愿意参
与乡村发展”和“希望以何种方式参与乡村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调研数据获取相应观察
变量 A11 和 A21 的值；变量 B 的参与广度 （B1），采用村民会议参与率 （B11）、村民培训参与
率 （B12） 以及其他社区活动参与率 （B13） 的平均值 ① 进行衡量，参与深度 （B2） 则以村
民实际参与的主动性 （B21） 作为评价标准；变量 C 的参与广度则以社区组织的村民参与
率 （C1） 来衡量，具体采用愿意加入“村庄生产组”和“村庄发展联盟”的农户占比来
获取相应观测变量 C11 和 C12 的值，同时，以是否产生“社区精英及领导力 （C21） ”以及
“村民自发合作行为 （C22） ”评价变量 C 的深度，即社区自组织水平 （C2）。其中，潜变
① 规划相关活动的平均参与率，根据案例地实际开展的、面向全体村民的、共计 4 次村民会议 （B11）、4 次村民

知识教育培训 （B12） 以及 1 次规划试验活动 （B13） 所记录的村民参与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同时，根据规划不同阶
段所开展的村民会议、知识教育培训的村民参与率的变化衡量活动参与广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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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行为评价指标

Tab. 2 Evaluation index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潜变量
模拟情境的参与选择 （A）
规划活动的参与程度 （B）

观测变量

广度 （A1）

有参与意愿的村民占比 （A11）

1.00

深度 （A2）

选择的参与方式 （A21）

1.00

广度 （B1）

村民会议参与率 （B11）

0.50

村民培训参与率 （B12）

0.25

其他社区活动的参与率 （B13）

0.25

村民实际参与的主动性 （B21）

1.00

广度：社区组织的村民参与率 （C1） 参与村庄生产组的意愿 （C11）

0.50

深度 （B2）
社区组织的参与情况 （C）

权重

深度：社区自组织水平 （C2）

参与村庄发展联盟的意愿 （C12）

0.50

是否产生社区精英及领导力 （C21）

0.50

是否出现村民自发合作行为 （C22）

0.50

注：权重值为观测变量在潜变量测度中所占比重。

量的观测变量为单一者，如 A1、A2、B2，后者在测度前者时所占权重为 1；观测变量为两
个者，如 C1、C2，各观测变量所占权重均为 0.5；而在 B1 的测度中，鉴于观测变量 B12 对
提高村民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且其反映村民学习态度的转变，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社区
活动 （B13） 分开分析，故 B12 与 B13 均分 0.5 的权重为 0.25。
参与广度的测度，按照参与率 0~20%、20%~40%、40%~60%、60%~80%、80%~
100%划定等级并分别赋值为 1、2、3、4、5，分别指示参与率很低、较低、一般、较高
和很高；村民参与深度的测量，按照参与主动性从低到高划定等级并赋值 1、2、3、4、
5，分别指示冷漠不关注、围观但无实际参与行动、有实际参与行为但方式被动、有实际
参与行为且积极主动、自主学习或自组织参与 （见表 3）。
表3

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评价的赋值标准

Tab. 3 Evaluation criteria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等级赋值
参与率 （P）
参与广度评价
参与深度评价

1

2

3

4

5

p ≤ 20%

20%＜p ≤40%

40%＜p ≤60%

60%＜p ≤80%

80%＜p ≤100%

冷漠不关注

围观但无实际
参与行动

有实际参与行
为但方式被动

有实际参与行
为且积极主动

自主学习或自组
织进行参与

参与率很低

参与率较低

参与率一般

参与率较高

参与率很高

2.2 研究案例与数据来源
研究案例地为陈庄，位于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风景区管委会李塔村，距离周边大城市
南京约一个半小时车程。该村并不具备丰富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尚无旅游开发。村
庄风貌未经整治，保留传统的自然空间肌理与建筑景观，道路交通、供水、污水等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全村共有 80 农户、267 户籍人口，无外来从业者，约 34.8%村民外出
打工。本村生产以小农经营的苗木种植为主，兼有茶、油、果树种植与羊、猪、鸡、
鸭、鹅等畜牧养殖，家庭年均收入约 4 万元，是血缘与地缘交织的传统普通农村社区。
2013 年 12 月，受风景区管委会委托，规划团队选择该村进行社区参与乡村规划及运营试
验。规划团队倡导“引导村民自始至终地参与到乡村规划与建设过程，最终使其成为乡
村发展运营的主体”的理念，而地方政府则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试验环境，保持了规划团
队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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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选择陈庄为例。首先，陈庄参与式乡村规划试验至今已
持续 4 年多，积累较多言行，是考察乡村规划赋权特点及社区参与行为转变的难得案
例；且作者至始至终参与其中，过程了解深入细致，与村民、地方政府互动良好。其
次，该村的规划试验，能够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力量针对社区参与行为特点，进行乡村
规划供给改革，提高参与式规划实践效果提供借鉴；也能够为广大的、经济以小农经营
的农业种植为主、人口以本地村民为主、自然与文化资源普通、物质环境与基础设施建
设一般的普通农村，如何借助规划等外部发展干预以提高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促成社
区集体行动、培育内生发展能力提供一定的启示。
数据来源于笔者在案例地开展的长达三年半、共计 84 次的实地跟踪调研，包括 2014
年 2 月 15 日—2014 年 5 月 13 日对全村 80 户家庭进行为期约 3 个月的问卷调研与入户访
谈，以及在 2014 年 6 月—2017 年 10 月期间进行的每月 2~3 次的跟踪调研。通过参与式观
察、非结构式访谈、问卷调研等方法，研究收集了陈庄规划中社区参与的全过程一手资
料。其中，问卷调研涉及村民社会经济特征、生活满意度、村庄改造意愿、村民参与意
愿与需求等。参与式观察与非结构式访谈，主要对村民、政府工作人员以及规划团队的
言行进行观察，并通过影像、录音和文本等方式详细记录过程信息，收集行为主体对社
区参与的期望、态度以及行为的相关数据。

3 乡村规划的赋权过程
3.1 规划调研阶段的赋权策略
调研阶段，社区参与目的在于深入了解村庄和村民，辨识并确定规划需求。该阶
段，陈庄规划开展了入户访谈、生态调查、环境监测和定期回访等村庄调研，采用了沟
通式规划方法，建立回访制度。期间，规划师保持每月 2~3 次与村民面对面交流，为村
民提供反馈渠道并进行回应，建立了以规划师为桥梁、村民与地方政府多方对话平台，
提高了信息交换的密度、频率和广度，有效地促进规划信息的及时、双向流动，对社区
进行信息赋权。与此同时，规划师与村民经过长期交流，建立了互信关系，得以向村民
传递且使其接受乡村发展的新理念和知识，改变村民信息封闭状态；此外，结合邀请村
民协助调研等方式，提高村民对乡村资源价值的认识，从而，转变村民此前“城市比农
村好”②的认知，对社区进行教育赋权。
3.2 方案沟通阶段的赋权策略
方案沟通阶段，社区参与的意义在于形成规划共识。陈庄规划采取与产权人沟通需
求、编制规划方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和表决方案的方式，对社区进行制度和教育赋权。
具体地，建立了村民议事制度，由村民集体协商并参与规划决策，协商内容涵盖乡村发
展愿景、具体规划方案、村民参与选择等议题。期间，由地方政府部门牵头，与村民代
表、规划师组成的推进小组，为举行村民会议、上传下达方案沟通结果提供了组织保
障；并且，地方政府对村民会议决策的认可与支持，有效地保障了村民在规划中的知情
权、表达权以及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对社区进行了制度赋权。以村民参与房屋翻修为
例，村民在规划师的协助下制定、并由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的 《关于陈庄房屋修建要求与
流程规定》（简称房屋翻修约定），其执行有赖于地方政府行政力的保障。同时，这也是
对社区的教育赋权过程，村民习得一定的规划专业知识，增强对参与责任的认识。一方
面，针对村民普遍存在“政府为我们老百姓修路是应该的，路没修好就是政府的责任，
② 参与式观察日志记录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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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你 （规划师） 的责任”③的心态，规划师向村民强调“这里是你们的家园，需要你们共
同努力来建设”，引导村民树立参与的责任感；另一方面，通过房屋翻修约定等村规民约
和舆论，约束村民无序参与行为。从而，在调研阶段给予村民新理念和知识的基础上，
赋予村民“家园建设要靠自己”、“兼顾集体利益”等参与责任，扩大了教育赋权的内涵。
3.3 规划试验阶段的赋权策略
针对村民“我们想跟着你们来做，但我没有多少知识，怕自己做得不好”④的不自信
状态，陈庄规划进一步开展了规划试验和教育培训。以村民最关心的产业发展和环境改造
为切入点，在 2014 年 3 月，陈庄规划开展了面向全村村民的“一家一道菜”试验；并于
2015 年 12 月，对村民夏家的池塘进行生态化改造试验。同时，根据村民发展自然农业的意
愿，规划团队组织了 4 次“有机和自然农法”村民知识培训，并为 3 户实践自然农法的村民
提供实训辅导。该阶段对社区进行很强的教育赋权，通过规划试验项目，以示范效应激发
村民对发展和参与的信心；通过向村民传授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并进行实践
辅导，提高村民参与的实际技能。期间，也辅以一定的制度赋权，政府、村民多方主体参
与的乡村发展运营组织的构建，提高村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提升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
3.4 规划赋权程度评价
尽管不同规划阶段的主要赋权方式有差异，但信息、教育和制度三种赋权贯穿了规
划全过程。对照表 1 赋权程度评价标准，陈庄规划对社区进行很强的制度赋权。规划团
队协助社区建立了村民议事制度，通过村民大会制定了规范房屋翻修参与行为的村规民
约；同时，政府部门行政力提供了组织、机制保障，认可并支持村民会议决策，确保了
村民有效行使其参与权利。其次，陈庄规划对社区进行了很高等级的信息赋权。陈庄规
划改进传统规划信息供给方式，根据村民实际需求进行信息供给，解决了以往信息供给
与公众期待存在系统性偏差即“公布的信息不需要，需要的信息不公布”的问题，也丰
富信息供给的数量与类型；同时，实现了规划信息在村民、规划师和地方政府部门等多
方主体间的多向流动，规划及时获取村民的真实反馈并进行回应；此外，规划团队还向
村民传授自主获取更多信息的多元渠道。最后，陈庄规划对社区进行了很强的教育赋
权。规划不仅向村民传递规划知识、发展理念，提高村民对乡村发展前景和本地资源环
境价值的认识，激发了村民自主学习精神与能力，还赋予社区参与的责任，并向村民传
授参与乡村发展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提供个性化的实训辅导。总体上，信息、
教育、制度赋权的等级赋值皆为 3 （见表 4）。
表4

陈庄规划赋权的评价结果

Tab. 4 The results of empowerment evaluation
方式

制度赋权

信息赋权

教育赋权

程度 （等级赋值）

很强 （3）

很强 （3）

很强 （3）

规划团队、地方政府等外部赋权保障了村民参与的权利，村民则借助外部赋权为自
己发声并寻求现状的改变，实现初步的自我赋权。在信息赋权方面，村民审慎对待规划
团队传递的信息，通过收音机、电视、网络等媒介和外出返乡村民反馈等渠道，结合规
划试验的效果，审视规划师传递的信息、知识的可信度与科学性，从而进行选择性吸
收；教育赋权方面，村民习得并掌握了获取信息、知识的多元渠道和技能，如互联网、
微信等，改变了信息和知识单向发布、传递的状态，村民主动搜索、获取自身所需的规
③ 参与式观察日志记录 （2015 年 7 月）。

④ 访谈记录 （2014 年 2 月，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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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乡村发展相关信息与知识；制度赋权方面，村民充分利用村民会议为自己发声，也
在日常交流中对规划团队、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与反馈。这类社区自我赋权行为的
出现，既是外部实施很强赋权的体现，也保障了社区参与的独立性。

4 乡村规划的社区参与程度评价
4.1 社区参与广度及其变化
根据表 2 和表 3，结合案例地村民的具体参与行为对社区参与程度进行评价 （表 5）。
规划初期模拟情境的参与选择 （A） 中，超过 85%的受访农户“愿意参加”乡村发展计
划，只有 6 户村民表示“年纪较大，培训不太可能”⑤或因身体原因无法参与，故其对应
观测变量 A11 赋值为 5。规划中后期，村民普遍关心并采取实际行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8 月，陈庄规划召开了 4 次规划方案村民意见征询会，农户的参与
率⑥分别为 60%、40%、50%和 90%，平均为 60%，观测变量 B11 对应赋值为 3。并且，村
民初步展现出学习的积极性。2015 年 9 月—2017 年 1 月，陈庄规划开展了 4 次“有机农
法”村民培训课，农户参与率分别为 70%、40%、35%和 40%，平均为 46%，相应观测变
量 B12 赋值 3。在与规划相关的其他社区活动方面，“一家一道菜”规划试验的农户参与率
超过 85%，对应的观测变量 B13 赋值 5。总体上，规划活动的村民参与广度B1的测度值为4。
表 5 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及其转变的测度结果
Tab. 5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潜变量

测度值

观测变量

赋值

社区参与行为表现

模拟情境的
参与选择

广度

5

A11

5

超过 85%村民选择“愿意参与”

深度

3

A21

3

超过 90%村民选择“配合”，参与方式被动

规划活动的
参与程度

广度

4

社区组织的
参与情况

深度

4

广度

4

深度

5

B11

3

4 次平均参与率为 60%

B12

3

4 次平均参与率为 46%

B13

5

1 次的参与率超过 85%

B21

4

主动参与、承担规划监督责任，初步形成共担社区发展责任
的意识；利用规划提供渠道并寻求其他方式参与

C11

3

46%的农户申请加入

C12

5

超过 95%的农户申请加入

C21

5

出现了以自身参与带动并组织村民参与的社区精英

C22

5

村民合作进行农产品销售，共享发展利益

注：潜变量测度值由对应的若干观测变量的赋值及其所占权重计算得出；观测变量的赋值则依据社区参与行为
表现和表 3 的赋值标准。

对比 A1 与 B1 的测度结果，尽管在参与广度上，村民参与率有所下降，但是，有参与
意愿的多而实际行动的少，符合正常行为逻辑，且村民实际参与率仍较高。进一步分析
同一变量在不同阶段观测值的变化，以 B11 为例，在规划征询会中，“污水处理与道路建
设”、“池塘生态化改造”等主题的村民参与率明显低于“乡村转型发展规划与运营说
明”、“村民参与产业发展和乡村运营组织意愿征询”。前者主要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环
境治理等与社区集体利益明显相关但与个人眼前利益的直接关联较弱的主题，而后者多
为与村民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主题。也即，村民参与率的变动同活动主题及其与村民个
⑤ 访谈记录 （2014 年 2 月—4 月）。

⑥ 村民参与率按出席会议的村民户数与陈庄常住 67 户之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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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利益的相关性有关。其次，同一主题活动，村民参与率又具有随着投入成本增加而减
少的变化趋势。如在“有机农法”的村民培训活动 （B12） 中，初期理论课的村民参与度
较高，而在中后期实训课，村民参与广度则有所下降。
4.2 社区参与深度及其变化
规划初期，尽管村民参与意愿很高，但意向的参与深度 （A2 ）“一般”，倾向于“配
合”等被动参与方式，超过 90%的村民选择“积极配合接受培训、进行房屋改造、垃圾
分类和接受工作分配”，只有低于 10%的村民主动提出其他参与方式，如“自家房间较
多，愿意用来做民宿，也可以出钱”⑦，故对应观测变量 A21 的赋值为 3。规划中后期活动
的参与深度方面 （B2），村民参与的主动性显著提升，不仅大部分村民积极参与各类规划
活动，而且出现个体愿意为社区集体利益而退让个人利益的多个事例。如，村里一户周
姓村民，在规划初期坚持不拆除违建，但在一年后，主动跟规划团队保证，“如果我们全
村子能吃上水，我们自己就把多建的那个小车库给拆了”⑧；又如，张姓村民，为了保障
全村饮用水水质以及乡村规划顺利开展，愿意放弃在自家承包地 （全村饮用水库周边）
养殖鸡鸭和鱼的计划。此外，大部分村民通过知识教育，认识到自身某些习以为常的做
法对村庄生态环境、自身健康具有长期负面影响，开始改变自身的不良行为，因为村民
“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继续在这里生活”⑨。如，村民了解了过量使用农药的负面性后，自
觉减少农药的使用。村民初步形成共担社区发展责任的意识与行动。并且，与规划初期
“不知如何参与”相比，村民采取的参与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不仅充分利用规划提供的、
与规划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还主动寻求其他方式参与，如通过电话、QQ 和微信等
多种途径与规划师沟通其参与设想与建议等。在参与深度层面，村民参与的主动性与参
与技能显著提高，相应的观测变量 B21 赋值为 4。
4.3 社区参与组织化及其变化
随着试验的开展，社区参与的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2014 年底，46%的农户申请加
入村庄生产协作小组，其中，分别有 16%、15%、9%和 6%的农户选择“民宿”、“餐
饮”、“有机耕种”和“生态导览”等不同组别，故观测变量 C11 赋值为 3。而到了 2016 年
9 月，超过 95%的农户申请加入由村民、政府、运营机构多方组成的陈庄发展联盟，对应
观测变量 C12 赋值为 5。尽管初期社区组织的参与广度不高，但就社区参与的组织化趋势
而言，随着试验效应初显，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社区发展相关组织。整体上，社区组织
的平均参与度超过 70%。更为重要地，社区自组织水平有了质的提升，社区内部开始出
现自组织的集体行为。村民张 CH ⑩ 一家不仅自身主动参与到规划相关活动、主动学习提
升生产经营技能，而且逐渐成长为带动周边村民参与的社区精英。同时，社区精英通过
自身示范、与其他村民共享乡村发展利益等方式，带动并组织其他村民进行农产品生产
与销售，提高了村民间的合作程度，对应观测变量 C22 赋值为 5。

5 赋权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分析
5.1 赋权对村民认知、
情感与互动能力的作用
根据图 1 赋权作用的分析框架，探究陈庄规划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具体路径
（见图 2）。首先，信息赋权增加了规划信息供给，制度赋权则为规划师、村民和政府多
⑦ 访谈记录 （2014 年 2 月—4 月）。
⑧ 访谈记录 （2015 年 7 月）。
⑨ 访谈记录 （2015 年 8 月）。

⑩ 张 CH，为陈庄张姓村民姓名的简写。

3期

徐 辰 等：赋权视角下的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分析

图2

613

赋权对村民认知、情感与互动能力的作用路径

Fig. 2 Function of empowerment on the villagers' cognitions, emotions and abilities

方沟通提供了组织和机制保障，确保了规划信息的双向、及时流动。信息供给增加，使
村民获得更多与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一定程度上提高村民的理性选择能力。长期、反
复的信息交流，增加了“谎话”被识别的概率，从而减少了双方的投机行为，有助于增
加村民与规划师之间的了解，进而促进相互信任。这是村民愿意给出真实反馈的前提。
规划师也在反复沟通中，获取了地方性知识，并且辨识出村民的真实需求与动机，这是
规划方案符合乡村特点从而取得村民认可的基础。其次，教育赋权，传递知识、建立信
心。知识的增长，拓宽了村民视野，有助于村民正确认识乡村价值，进而强化社区自豪
感与归属感；知识教育也提高了村民参与生产经营的技能。村民逐步建立起对自身参与
乡村发展的信心，改变了以往“自己没有知识不懂怎样做”的“无力感”。与此同时，信
息赋权和制度赋权为村民参与提供了保障、对社区需求作出及时回应，村民感受到尊
重，强化对自身作为“乡村发展主体”的认知，激发了学习热情。此外，教育赋权向村
民传授正确的权利和责任观念，进一步深化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理解，赋予了村民参
与乡村发展与建设的责任；结合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引导，约束村民参与行为，提
高社区内部协作能力。总体上，各赋权方式共同作用，增加了村民的信息、知识、自信
和责任，并进一步改变了村民对规划、发展和自身效能的认知、情感以及互动能力。
5.2 赋权对村民参与动机和参与能力的作用
村民对规划、社区发展、自身地位与能力的认知、情感转变，激发了社区参与的动
机 （见图 3）。一方面，对规划的充分了解与认可，提高了村民对规划有用性的感知；对
乡村价值的认识与未来发展的信心进一步强化了该类感知，这是社区参与的基本动力。
另一方面，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知与自身能力的信心提升，增强了村民的自我效能感；
加之，因主人公角色认同和社区感增强而激发的共担乡村发展责任的参与意识，共同作
用于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论基于“经济人”假设抑或“社会人”假设，村民
参与的动力都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沟通、表达、理性选择等个体参与规划能力的提
高，生产、经营、管理等个体参与发展的技能提升，以及社区精英的领导能力、社区组
织协作能力的提高，增强了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个体参与和发展能力提高，尤其是村
民习得的学习技能，以及集体协作行动力增强的共同作用，提高了社区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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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认知、情感与互动能力变化对参与动机和能力的作用路径
Fig. 3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villagers’cognitions, emotions and abilities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基于国内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赋权对村民能力建设的适用性研究不足，结合我国乡
村规划村民参与存在的特定问题，本研究构建了赋权和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总结
了案例地乡村规划的赋权过程与特点，并以“认知”、“情感”和“互动能力”为中间变
量，探究不同赋权方式对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为：
（1） 规划不同阶段，社区参与目的有差异，需采取不同赋权组合。调研阶段，以信
息赋权为主、教育赋权为辅，促进村民与规划师的相互了解；方案阶段，制度赋权和教
育赋权并行，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协商促成共识；规划试验阶段，教育赋权为主、制度
赋权为辅，提高村民参与信心、加强社区协作程度。以此，陈庄规划对社区进行了很强
的信息、教育和制度赋权。
（2） 赋权作用下，社区参与行为转变呈现参与广度有所下降、参与深度显著提升的
特点，且赋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了社区参与的深度与组织化程度。其中，村民参与
率和活动主题及其与个体利益的关联度、参与成本有关。但同时，随着村民主动性提
高、动机由“物质激励”向“责任激励”转变，以及个体参与技能、学习能力和社区组
织、协调、集体行动能力提升，社区参与由“不知如何参与”向积极主动、自主学习、
自组织参与等高水平参与阶段进级。
（3） 赋权激发了社区参与乡村规划的动机和能力，改变了社区参与行为，且信息赋
权是基础、教育赋权是关键、制度赋权是保障。信息的透明化、知识的增长，开阔村民
视野、建立了相互信任，使村民对规划、乡村价值及其发展前景有充分认知，提高村民
对规划有用的感知，激发村民的社区感与自我效能感，为社区参与提供效用激励。制度
赋权保障了村民参与权，并与教育赋权共同强化村民的主体认知与责任意识，使村民产
生共担责任的参与动机。同时，教育赋权，提高了村民参与规划所需的沟通、表达技
能，以及参与乡村发展所需的生产、经营、管理技能以及学习能力；制度赋权构建的参
与规范和社区组织，提高社区协作能力。个人参与技能和集体行动力的提高，使村民有
能力充分利用规划提供的渠道并进一步拓展多样化渠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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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讨论
对于缺少信息、知识、技术等发展要素的广大乡村而言，通过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倡
导的参与式规划的赋权，提高社区参与的主动性与能力从而提升社区参与行为是可行
的。乡村规划的赋权为社区参与提供了行动的初始驱动力，在激发村民自我效能感、参
与效用感知、强化参与责任意识，以及提高村民个体参与技能、集体行动力方面，具有
关键性作用。但同时，案例地的实践也揭示了几个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尽管通过外源式的现代知识和本土知识的交织混合，生产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本地发展与管理技术[39,40]。但是，在借力规划师、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培育内生参与意识
与能力的过程中，乡村社区如何保持参与的独立性？陈庄规划实践为协调规划师自身知
识结构与价值立场同地方性知识与村民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① 辨识村民需求
时，不以规划师自身的价值评判为导向，而以“是否符合乡村地域特点”和“是否符合
社区集体利益”为原则；② 建立村民议事制度，由村民大会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表
决，并将村民意见反馈给地方政府；③ 建立多学科技术团队组成的规划咨询团队，以拓
宽解决规划问题的外源选项，并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但该类机制的效果及其优化措施有
待进一步研究。
（2） 实践中往往出现公共事务参与不足与个人利益相关事务过度、无序参与并存的
社区参与悖论现象，对此，陈庄规划采取的防范机制可归纳为：① 根据村民行为逻辑，
通过社区舆论、村规民约、乡村精英示范与引导等方式，规范村民的参与行为。如陈庄
规划通过村民会议制定了规范陈庄村民参与房屋翻修行为的村规民约。② 教育与制度赋
权，要赋予村民责任，并通过构建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与政府规章等正式制度相结合
的规范，对村民参与行为进行管制。③ 保持规划的弹性。规划方案的弹性，有助于降低
村民对规划涉及特定乡村空间的垄断，降低因村民“不遵守约定”、“出尔反尔”等无序
参与行为而导致的负面影响。④ 建立规划试验机制，通过规划试验的示范效应激发村民
参与动机，并有助于提前发现并应对规划及其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社区参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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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villagers' needs and subjective initiatives. Thi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status quo of rural planning which lack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hile most current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rural planning are focused on the maturing of plann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motivations and abilities to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However,
there are specific challenges for rur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most
villagers are ignorant, diffident and lack of responsibilities to participate. The Empowerment
Theory, which was proposed by 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searcher in the 1970s,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in stimulating initiatives and powers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improving their
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 of domestic relevant experimental studies.
Taking the experiment in Chenzhuang Village, which has implement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its planning as a cas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rs' behaviors, this
study has carried out 84 fieldworks in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nd adopte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non- 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data about behaviors of villagers,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ural planners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Firstly, this research described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of Chenzhuang
planning and analyzed its empowering strategies applied in different planning stages. Secondly,
the study tried to measure the change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behaviors through three
groups of indicators, namely situation selection of ways to participate, the width and depth of
engagemen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action
path of empowerment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 via mediating variables, namely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concerning actor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henzhuang planning has adopted diverse empowering methods in different planning stag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iat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goals and has achieved to implement
high-intensity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on the rural community.
(2) The rural residents who actually have taken step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planning are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ose who have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simulated situation;
however, the rat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till keeps high at a level of 63% . In the
meantime, villagers' initiatives to engage and their abilities have been promoted rapidly. They
have been driven by responsibilities instead of self- interest only, which has facilitated
community collective action. The depth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3) Thanks to being give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rough empowerment, the
villagers set up confidence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participate, which has changed their
cognition of, emotion for and interaction with community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themselves. Furthermore, this has promote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s and abilities.
Keywords: rural plann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mpowerment; impact; Chenzhuang Vill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