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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 打破“千村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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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作为乡土“耕读聚落”文化的主
要载体，是我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体
现。但是，在快速城镇化建设中，越来越多的村

保持村庄传统脉络
引导乡土特色规划
—— 桂 林 永 安 村 村 庄 规 划 实 践

庄环境风貌正走向形象单一、面貌雷同的歧途，
村庄的传统风貌正逐渐消失。为了避免村庄建设
出现“千村一面”的景象，2013年中央一号文
件做出“建设美丽乡村”的部署，为农耕文明和
乡村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契机。
为加快推进广西“美丽乡村”建设，延续
历史文脉、凝聚故土情节、记忆乡愁思绪，根据
中央和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自治区住房城乡建
设厅提出开展“乡土特色建设示范项目”的要
求，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良丰下村（古名“永安
村”）被评选为2015年“广西乡土特色建设示
范村”。
本文以桂林永安村村庄规划实践为试点，依
托雁山区独具桂林特色的山水田园风光和“愚自
乐园地中海度假村”等周边旅游项目吸引的大量
客源，结合区域内村庄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以建
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
农村为目标，通过保护村域整体环境、保持村庄
传统脉络、打造建筑传统风貌等措施，探索结合
乡村旅游开发、引导乡土特色村庄建设的规划途
径，以点带面，使永安村村庄规划成为雁山乡村
旅游的典范，从而将雁山区打造为衔接桂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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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游览方式的城郊型自助旅游基地，作为对桂林
旅游产品的丰富和补充。

兵（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高级规划师）

王建宁（桂林市综合设计院主任规划师，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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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和阳朔乡村旅游区，以徒步和自行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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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山区适合打造为衔接桂林城市
旅游区和阳朔乡村旅游区，以徒步和
自行车为主要游览方式的城郊型自助
旅游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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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庄规划背景
永安村所处的雁山区位于桂林市南部，属丘
陵地形，距桂林市中心区约24千米。临近桂阳路

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旅游通道和漓江风景名胜区，是桂林市旅游区和阳
朔县旅游区之间的中继点，区位良好。有“岭南第
一园”之称的雁山园就坐落于永安村，占地20度
公顷。永安村周边还有广西植物园、桂林生态农业
旅游基地、广西园博园等大型旅游设施，与愚自乐
园地中海度假村相距仅5千米，周边旅游资源极为
丰富。
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搭桥建村，砌河边
石岸，立东西门，永安村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规划位置图

雁山园

愚自乐园

村域周边环境

村庄周围绿水环绕，易于守望；田舍人家，自然环
境优美；村落保持了传统格局，空间趣味性较强。
同时，村庄的现状建设存在一些问题：旅游项目的
开发尚处于粗放型；现状建筑以实用的方盒子为
主，建筑外观未能延续传统风貌；缺少绿化美化，
村庄环境有待改善；缺少宜人的公共休闲空间和院
落空间；村庄基础设施还有待完善等。

相思江

雁山植物园

桂林市园博园

针对村庄建设的现状情况，项目组编制了永安村
从总体到局部的一系列规划设计，以指导永安村“美
丽乡村”的有序建设。本规划涵盖村庄总体规划、旅
游策划、产业规划、村庄整治详细规划、建筑风貌改
造以及村庄环境设计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旨在以农业
乡村旅游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引导农民的生产生活
方式向生态旅游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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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庄规划要点
（一）将系统规划纳入村庄规划，并引入
旅游策划的内容
村庄规划要以问题为导向，总体把握、系统梳

以赏花摘果、园艺习作为主题的
花果观赏型乡村旅游

以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为主题
的农耕文化休闲游

以蔬菜种植、采摘的有机农业为主题的
乡村旅游

以消夏避暑、度假休闲、疗养保健为
主题的养老旅游

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理、突出重点。根据永安村的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一
系列整治措施。
从规划范围：本次规划主要分两个层次，总体规
划范围以永安村村域为界，面积约82公顷；村庄整治
范围为永安村的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约3公顷。
从总体规划内容：整合提升永安村的特色旅游资
源，完善村域内外的道路交通设施，确定自行车和徒
步旅游线路，开展对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的专题研究和
策划。
从村庄整治规划内容：村庄风貌整治、环境卫生
整治、绿化美化整治、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管理创新以及村庄特色营造等。

（二） 因地制宜，强调村庄规划特色
注意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区别，尊重农村建设
的客观规律，以改善农村最迫切需要的生产生活条件
为中心，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设施，避免大拆大建，

三、主要规划内容

补充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从农村实际

（一） 旅游项目策划

出发，尊重农民意愿，科学引导，突出桂林地方特

打造近郊型旅游村落。充分利用永安村城市近郊便利的交通

色，体现乡村建筑风貌。

条件、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独特的人文景观等优势，依托桂林

（三）以人为本，环境优先

市的旅游市场，开展以绿色生态休闲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游人既

以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为前提，中央城镇化工作

可观赏独具桂林特色的“山、水、田、村”美景，又可从事一些

会议提出的“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

参与性较强的农事活动，尽领山乡绿野风情。

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

重点开展以下旅游项目：

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是村庄规划的红

（1）以赏花摘果、园艺习作为主题的花果观赏型乡村旅游；

线，通过加强村庄的绿化美化，营造安全、方便、舒

（2）以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为主题的农耕文化休闲游；

适的村庄人居环境。

（3）以蔬菜种植、采摘的有机农业为主题的乡村旅游；

贯彻“节水、节地、节能、节材”的建设要求，
保护耕地和自然资源，以满足生产发展、服务农业为

泛舟相思江的休闲旅游

（4）以消夏避暑、度假休闲、疗养保健为主题的养老旅游；
（5）泛舟相思江的休闲旅游。

出发点，促进永安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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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总体布局
结合永安村的种植情况，形成四大活动区。
（1）旱地以蔬菜、花卉种植为主，形成有机农业示范区和花卉观赏区；
（2）水田种植区规划为农耕文化体验区，一年四季可参与或观赏春播、

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夏种、秋收、冬藏的景象；
（3）结合鱼塘种植荷花，可赏花、观景、游船，形成荷塘月色区；
（4）利用山坡种植果树，形成采果游乐区。

村域规划总平面图

完善村域内的路网体系

（三）道路交通规划
1.完善村域内的路网体系，改善村内的交通联系
村域内远期将限制私家车进入，村民的机动车出入通过发

打造一条自行车旅游线路

放出入证进行控制。
在道路断面设计上，突出旅游道路的特性，充分考虑自行
车旅游者和徒步旅行者的需求，通过村庄入口处停车场的设置，
将机动车通行限制在村庄的外围。

2.打造一条自行车旅游线路
永安村村域面积约82公顷，村内道路宽度为4米左右，适合
开展自行车骑行活动。对现有道路按自行车专用道的要求进行改
造提升，通过自行车游览道串联村域的四大活动区，结合各活动
区设置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停放点，游人可且行且停。

3.营造富有特色的步行游览道
尽量保留村庄的原有肌理，村庄内部以步行为主。结合步

营造富有特色的步行游览道

行系统，整合梳理出一些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使之有更加舒适
的休闲环境。
梳理田园肌理，适当开辟一些田间步行栈道和赏荷栈道。
栈道采用木质或仿木形式，不宜采用水泥路面，以免破坏农田的
自然景观。

4.泛舟相思江
相思江为雁山区内的重要水系，由永安村东侧蜿蜒流过，
并经桂柳古运河，汇入会仙湿地公园。相思江水面有一定的宽
度，其周边村落均景色优美宜人，可开展以小型人力船和竹排为
主的水上游览项目。经临桂太平河，接桃花江，入漓江，可形成
环绕整个桂林市区的大环城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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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庄整治实施内容
1.梳理历史文脉，营造特色村落
空间
保留村落传统格局，强调富于变化

村庄整治规划图

村庄风貌整治示意图

的街巷空间；利用宅间空地，营造休闲
空间和绿地景观；结合村舍，打造独具
乡土特色的农家餐厅；加强植物种植和
环境设计，形成富有情趣的农家小院。

2.村庄风貌整治
根据乡土特色示范村的建设要求，
以现有建筑的乡土化改造、新建建筑的
乡土化引导、乡村环境的乡土化重构为
目标，建筑形式以坡屋顶、粉墙黛瓦为
主，建筑外墙以传统的白墙、黄土墙、
木框架、石材为主，体现桂林乡土建筑
特色。

3.环境卫生整治
延续村落的传统脉络，避免过度规
划影响村庄的自然生长格局。对村庄进
行适当的整治规划，拆除危房、乱搭乱
建的房屋及窝棚，疏通道路，降低建筑
密度，打造一个适宜的居住环境。

4.绿地系统整治
加强村庄的绿化美化，充分利用宅
间空地整治绿化植被。乔灌木搭配，变
叶树与常绿树间植。休闲广场等空旷处
以高大乔木为主，房前屋后狭窄处可适
当种植花卉灌木和竹丛。
主干树以桂林本地树种为主，可适
当补种乌桕、枫香、银杏等落叶树，形
成优美的季相变化。

5.公共服务设施完善
增设入口牌坊，形成村庄的入口标
识。设置入口停车场，避免外来车辆进
入村庄内部，影响村庄的静谧。公共活
动区域种植大树，形成集散空间。改造
入口区的空地为标准篮球场，同时可作
为人流集散广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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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西江经济带主体功能区的城乡融合

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应用
——以北海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为例

建筑风貌示意图

论道

6.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管理措施
乡土特色村庄的建设，关键在人。因此，要做好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广大农民尊重
和保护乡村文化遗产的意识，积极引导和鼓励他们参与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动员社会
各方面的力量参与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唤起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关注和尊崇，借此筹集
建设资金，多方助力新农村建设。
同时，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措施：强化规划管理的监管措施，由专人负责村庄整治工作；健
全乡规民约，订立各项保护环境的条约；完善监管机制，定期检查督促并建立奖惩制度。

四、结语
永安村村庄规划项目荣获2017年度广西优秀城乡规划二等奖。规划在方案阶段广泛征求永
安村村民代表的意见，规划实施方案充分考虑村庄的现状情况，各项整治措施实事求是、切实
可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规划实施后效果显著，村庄风貌得到了较好提升，达到了示范村
的建设要求。
通过对永安村的规划引导，探索以建设“清洁乡村、生态乡村、宜居乡村、幸福乡村”
为目标，以农耕文化和乡村文明的保护与传承为主线，改善雁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打造“乡土
味、民族风、升级版” 的新型乡村发展模式。提升雁山城郊旅游的知名度，提高乡村居民生活
质量，完善雁山城郊旅游目的地形象。（本文规划图及效果图皆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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