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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个哲学命题，同样适用于思考现代乡村建设的发展方
向。乡村如何建设，怎么建设。2018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对乡村建设给予了明确的具体发展路线，并提到“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为此，广西于2018年4月审议通
过《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定》，为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
定下了基调。

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而村庄规划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立足于现实条
件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
广西的乡村，具有十分浓郁的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保护好村庄的“原汁原味”，并
借此发展特色产业经济，已成为规划者们的共识。乡村振兴，规划先行。2017年11月，自治
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开展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及村庄规划编制培训。此外，《广西乡村规划建
设管理条例》草案已进入立法调研阶段。截至2017年，全区完成75个县域镇村体系规划，
县域镇村体系规划实现全覆盖；完成村庄规划4.8万个，占全区18.3万个自然村的27%，基本
实现中心村规划的全覆盖。2018年5月起，为全面掌握各地乡村规划建设管理、乡村风貌、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现状，广西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庄规划建设基本情况调查。

CUNZHUANG GUIHUA
DAPO QIANCUNYIMIAN

上行下效，南宁组织开展示范性村庄规划编制和一般性村庄规划编制。2017年7月，南
宁市印发《南宁市2017年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当年共完成52个示范性和142个一般性
乡村建设村庄规划；2018年4月，又制定印发《2018 年“美丽南宁”乡村建设村庄规划编制
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本年度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50个示范性村庄规划编制和93个一般性
村庄规划编制。不断完善村庄规划编制和后续管理机制，深入推进全市美丽乡村建设，精
细化、差异化打造一批示范性、一般性村庄。以村民为主体的村庄规划编制模式，正在成

策划/编辑
本刊编辑部
李琳

为规划的主要理念。
保护村域整体，延续传统风貌，传承历史文脉，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经济……村庄规划
要回归初心，不仅要守护青山绿水，留住“乡土、乡愁、乡情”，更要在创新中找寻适宜
本土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李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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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科
学发展，规划先行”给村庄规划设计赋予了
新的任务。村庄规划编制要提高科学性和可
实施性，须转变村庄规划编制理念，不能以

广西村庄规划设计的

传统城市规划理念和体系框架进行照搬照
套，乡村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
同于城市的发展规律，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
规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原则，做到生
产、生活、生态协调，找准问题发力，因势
利导地发挥村庄规划的作用，方能取得良好

广西地貌特点

的村庄规划总体实施效果。

一、广西村庄规划设计的
特点
广西的地貌特点是山地丘陵居多，喀
斯特地貌广布，平原和盆地相对较少，布局
分散，虽地域广阔但可用的耕地和建设面积
有限；广西的气候特点是温暖潮湿，雨水丰
沛，季节温差小；广西的村庄所承载的历史
文化内容丰富，各民族传统建筑风格独特，

山地丘陵居多，喀斯特
地貌广布。

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金不换”。受地形因
素制约，有的村庄长期以来交通不发达，形
成了靠山吃山、自给自足的状态，发展相对
缓慢。

GUANGXI CUNZHUANG GUIHUA SHEJI DE
DIYU TESE TANTAO
文_ 林文琦（南宁市规划管理局重点项目管理科，通讯工程师）

广西的自然村庄以分散的点状
布局为主，山地、丘陵的村庄规模
不大，在局部低缓的盆地、平原地
区才有较大规模的团状、块状村庄
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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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布局上，广西的自然村庄以分散的点状布局为主，山地、丘陵

策划 / 编辑_李琳 设计＿邱勇哲

二、编制设计的政策角度

的村庄规模不大，在局部低缓的盆地、平原地区才有较大规模的团状、块

从宏观政策角度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状村庄聚居点。因此在布局设计方面，既要做到盘活闲置的村集体土地、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

统筹协调安排好产业落地、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安排好旅游项

经济带的设立和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以及“美丽

目和村民自建房拆建计划，又要综合考虑村庄的传统习俗，保护古村落的

广西”乡村建设活动持续深入地开展，给乡村的发展带来

空间形态和建筑风貌。相比发达的平原地区，广西的村庄规划设计更要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村庄规划的编制设计要树立“创新、

“精耕细作”，要实现完善内外交通网络，优化空间结构，进行土地置换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目

的难度更大。广西的村庄外部自然景观山明水秀，丘陵起伏，山林茂密，

标：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大力发展特色农旅产业，

在做村屯特色提升方案时，要考虑与周边自然景观的协调，对建筑的尺

加快村庄建设规划管理立法，加强村庄民主和法制建设，

度、风格，村道的裁弯取直，园林绿化等要根据实际情况精心设计，切忌

重视城乡统筹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

照搬照抄。

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延伸公共服务，提高村民的生活水
平等。

制订有针对性的
村庄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
找准发展定位

村庄规划设计要做好乡村建设有关政策解读，要与
上位规划充分衔接，同时也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
村庄发展的侧重点不同，制订有针对性的村庄发展目标和
保障措施。开展村庄规划设计时，要找准村庄的发展定
位，是发展特色农业、打造特色建筑风貌、保护历史传统
文化，或是发展生态旅游等；抓住当前村庄发展的“瓶
颈”，坚持问题导向，落实近、远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抓住发展“瓶颈”

设施建设计划；盘活闲置土地，利用荒地、缓坡，发展村
庄经济，同时制订农房拆建计划，加强农村建房管控，严
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村庄规划
要顺应农村产业发展趋势，协调产业相关建设用地，现代
农业要求大规模土地流转，成片发展农业产业，延伸加工
贸易产业链，结合旅游、科技、教育、文化、博物等项
目，产业深度融合增加特色体验，创建田园综合体。

盘活闲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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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节制用地原则
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切实保护耕地，提高
土地利用效益。

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
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
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三、村庄规划设计的原则
村庄规划设计要立足现状调研，尊重村民意愿；村庄规划设
计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村庄规划设计要结合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要求；村庄规划设计要坚持节约
用地原则，结合土地利用综合整治，引导人口适度集中居住，有
效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切实保护耕地，提高土地利用
效益，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
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村庄规划要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布局，突出产业特色，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村庄
规划设计要注意保护生态自然环境，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不能因
经济发展而破坏环境或遗失当地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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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 打破“千村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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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现广西村庄规划风格
广西村庄规划设计要落实乡村振兴政策，遵循当地的地理人文特点，与本地区农村生
产、生活的发展目标相结合，协调好空间布局，组织内外部交通，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进行区域统筹安排，要提出切实的农房拆建计划和“空心村”整治方案。广西村庄规
划设计要突出生态自然环境良好的优势，注意土地资源缺乏和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优化
用地布局，细化土地用途管制，引导农村形成生态环境优美、农田集中连片、村庄集约紧
凑的田园景观风貌。
广西传统村居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传统村落的古建筑由于年代久远存在
较严重的失修和破损，不仅需要维护和更新，还要挖掘提炼民族建筑和历史文化的元素符
号，应用于新建筑的建设，才能做到“修旧如旧”，保持历史建筑“原真性”。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村庄的精神灵魂，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村庄规划设计要注重搜集村庄传统
习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提供保护传承的载体和场所，如村史室、戏台、文化室、民俗

广西传统村居有着浓厚的民
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传统村落的
古建筑由于年代久远存在较严重
的失修和破损，不仅需要维护和
更新，还要挖掘提炼民族建筑和
历史文化的元素符号。

民居、小型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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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广西扶贫任务较重，村庄的规划要与产业发展引导相结合，
逐步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做好村域产业协调，发
挥自身产业优势，延伸产业链，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因地制宜布
局特色农业、休闲农业、旅游产业、文体科教产业，要注重全区
域统筹协调和共建共享，挖掘特色，差异化打造。要避免散、
乱、小，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广西村庄的耕地面积和建设面积受地形限制，村庄规划要
节约用地，要充分利用好闲置用地、荒山、荒地、缓坡。发展特
色农业要突出产业优势，依托交通网络的完善，从点状扩大到块
状、带状的发展，提高效率和产品竞争力，农户多样化的种养殖
可以抵御风险，提供农产品的本地供给，作为有益的补充。

_随着广西乡村规划建设制度改革的深入，农村建房无序
的局面和乡村“有新村无新貌”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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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认为农村是中华文化
之根，一直致力于传统村落保
护的他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
指出，过去10年全国每天消失
80~100个村庄。当村庄内存在大
量的空闲宅基地和闲置土地，就
形成了内空外延的用地状况。大
量的农村青壮年都涌入城市，使
得留在农村的人口都是老人，农
村常住人口有如大树之空心，这
就是所谓的“空心村”。

现代化的村庄建设，在进行风貌
改造、道路硬化、环境整治时要避免
过度硬化，要对重要的景观节点进行
生态设计，以植绿种花、建设“微田
园”的方式，把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
嵌入村庄当中。

五、规划设计与自然、传统、现
代之间的关系
村庄规划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制订村庄发展目
标，优化用地布局，安排建筑拆建计划，以及各项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计划。对于自然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良好、拥有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的村庄，
在生态宜居乡村规划设计时，要做具体分析，引导和
发扬自身优势。
现代化的村庄建设，在进行风貌改造、道路硬
化、环境整治时要避免过度硬化，要对重要的景观节
点进行生态设计，以植绿种花、建设“微田园”的方
式，把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嵌入村庄当中，把田园综
合体带到大自然中去，避免用大广场、宽水泥路、大
型绿化带等城市手法打造乡村。同时，用乡土特色手
法打造村庄巷道和建筑，对历史传统村落要采用修旧
如旧的方式进行保护；一些年久失修不具备保护价值
的老房子要进行拆除更新；新的建筑原则上尽量不
破坏原有的格局，并保留原有建筑元素，留住“乡
愁”。自然、传统、现代之间要通过规划设计的手
法，进行相得益彰的搭配。

_兴安马头山村的“微田园”（邱勇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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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南宁市武鸣区罗波镇凤林村坛他屯位于骆越文化发源地，具有民族特色，遗留乡土建筑较多，村庄整体风貌
基础较好，作为环大明山旅游圈的一个节点村屯，坛他屯的村庄规划编制侧重点在于开展村庄风貌整治和建设引
导，夯实村庄发展的基础，增强发展动力。2017年，该村屯列入南宁市乡土特色示范村名单。

建筑整治和风貌改造思路
坛他屯的村庄规划整治思路是优化空间、修缮建筑、完善设施、提升环境。结合现状建筑的质量及风貌的综
合分析评价，根据现有的使用功能和所处的位置，提出不同的整治措施：

1.拆除
积极引导村民自行拆除危旧房和有碍观瞻构筑物，拆除后用地改作他用。

2.改变建筑功能
规划建议将部分传统建筑改造成旅游设施或相关服务设施，通过乡土特色建设资金完成外立面改造、庭院整

六、规范村庄规划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活
动的不断深入开展，示范村庄创建
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现阶

治、设施配套、内部装修，改变建筑的使用功能。

3.风貌引导
通过对色彩的现状分析，为实现风貌协调，建议红色系40%，白色系20%，绿植覆盖在40%以上，即以红
系、白系为主。对村民新建建筑进行严格控制，形成“红砖红瓦”的建筑风格。建筑材料方面，按照乡土特色打
造要求，使用乡土化建材，如天然卵石和烧结砖瓦等，限制使用非乡土化材料。

段广大农村地区建房缺乏规划指导
和合法性保障的问题凸显，深化乡
村规划建设管理制度对村庄规划提
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以往存在的村
庄规划不切合实际、照搬照抄的现

南宁市武鸣区罗波镇凤林村坛他屯村庄规划

象需要进一步规范。
2018年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有关文件出台，
要求加强农房管控，推行实用性村
庄规划编制。要求村庄规划简明易
懂、农民支持，加快建立村庄规划
管理体系，围绕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的办理，精确提供地块位置、用
地范围和建筑层高等空间管理的依
据，结合先期试点经验，确保农房
管控工作在面上铺开。
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整个面上的
村庄规划而言，如何建立好村民与
政府对话协调机制，如何做好乡村
规划管理制度落实所实施面临的产
权协调，如何推行结合农村土地整
治利用的两规合一或多规合一等问
题，将成为今后村庄规划编制和实
施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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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COLUMN

村庄规划 打破“千村一面”

策划 / 编辑_李琳 设计＿邱勇哲

具体民居整治措施
1.屋面整治
A.红色土瓦屋面排水组织采用自由排水
方式。
B.屋面瓦件风化和落雨侵蚀木构件的修
缮方案。
C.揭顶卸瓦应尽最大可能保护瓦件。清

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洗挑选出完好的单独摆放，以供继续使用；
更换风化、缺裂、变形的瓦件，加新瓦补
充，新瓦质量要求无开裂、沙眼、变形，尺
寸误差小于5mm。
D.屋面挂瓦条和梁：清理、刷漆、加
固，做好防火防蚁。
E.屋脊清理并更换损坏部分。
F.所有屋檐口增加木望板100mm宽
×10mm厚通长。

2.大门整治
现状大门、阳台以铝合金为主，对有
条件的建筑，通过对金属材质的仿木包装，
形成原生态风格，要求摆放花卉盆景，增加
色彩。

3.门窗整治
该村屯建筑风貌整治和提升方案，体现传统格局、

门窗整治要求窗立樘位置调整居中，

传统形制、传统材料、传统技艺，并进行保护和控制。对

清理原有木门，刷清漆。

4.围墙整治

各类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利用按照威尼斯“原真性”

现状民居围墙以水泥墙为主，规划进

原则，避免无历史依据的仿建。此外，本次坛他屯村庄规

行统一整治，能拆除尽量拆除，不能拆除

划基于大量调研，提出了延续村庄空间肌理、保护村庄原

的，力求镂空、矮化，配置垂直绿化，增强

有格局、将农耕民俗文化融入村庄和促进邻里交流方面的

景观通透性，自然与人工结合使乡土化传统

规划要求；对建筑的风格、构建、点缀、户型功能引导、

建筑散发自然气息，体现现代美感。

朝向、高度、体量等方面做到了详细设计的深度。尤其在

5.院落整治

“空心村”空置房屋的处置引导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基于

增加庭院绿化，改进庭院铺装，保留

空置民房的基础条件提出了例如拆除做绿化、改造成公共

现有树种，以黄皮、龙眼、柑橘、芒果等

配套设施、民宿体验、商业配套、村内流转等不同的改造

为主，搭建瓜果棚架，形成农家温馨休闲空

利用方式，对不符合政策的宅基地要求退宅还耕。有针对

间。

性地解决了村庄建设发展的“瓶颈”问题，充分体现现

村庄建筑具体改造示范

代、传统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本文规划图及效果图
皆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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