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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与异化
——农耕文化视野下的传统乡建设计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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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型城镇化大潮的冲击下，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巨大的威胁，尤其是以传统农耕为主的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文
化形态面临着被淡忘甚至湮灭的危险。首先明确了我国的传统乡建还在不断进步当中，农耕文化作为传统乡村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作用与意义不容忽视，而后综合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两极分化，思考在此种现实背景
下传统乡建到底该以何种方式推进，之后探讨了如何将作为物质和精神载体的农耕文化通过设计策略的同异介入与传统乡建
融会贯通，从产业、空间、文化、技术四个方面以及设计载体和传播方式上的多样性来寻求传统乡村建设的新模式，试图以农耕
文化为底色，
为新时代我国的传统乡村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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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tid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are facing a huge
threat,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al farming based cultural form that living together and intensive farming is facing the danger of being
forgotten or even annihilated. Firstly, this paper makes clear that tradition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still progressing, and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farming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conflict and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considers how to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is realistic background.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the farming culture a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arrier with the traditional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design strategy, seeks a
new mode of traditional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four aspects: industry, space,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iversity of design
carriers and communication modes, try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effective paths for the tradition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farm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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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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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耕文化有利于践行传统文化自信

荣、生态宜居、文明建设、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底和根源。不仅为中华

标。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需求，也极大

的意见》指出：
“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

地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色彩和内涵，是中华民

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

族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农耕的产生也促使原始人类从

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

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转变，即从蒙昧走向文明，开

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这为

启了中华文化的演绎历程。而现在古村落居民文化意

农耕文化在传统乡建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识普遍淡薄，看不到周边环境中的文化价值，也出现了

农耕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

如耕地荒废、土地盐碱化、水口污染、古建破败、非遗流

风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失等问题。保护和传承传统农耕文化，有利于促进古

分。其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

村落精神文明建设和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

言、戏剧、民歌、风俗与各类祭祀活动等。陈寿在《三国

并培养村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民族自

志》中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就指出了农业生产

豪感。简而言之，对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就是坚定文

是国泰民安的基石所在，而农业社会历来“士农工商”

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2]。

的阶层顺序与“男耕女织、渔樵耕读”的生活向往也体
现了农耕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与魅力。

一、农耕文化对传统乡建的意义

（二）农耕文化有利于恢复村落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是传统乡建的保障。随着现代化进程带
来的市场经济“重利轻义”价值取向的冲击，传统村落

传统乡建中的农耕文化内容主要有物质空间与

的道德民风、公序良俗受到影响和破坏，出现了道德败

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物质空间层面有如田亩更新、水

坏、不良风气蔓延、邻里不和以及勾心斗角的现象，
“贪

利建设、工具解放以及族谱碑刻、古建修复等内容；精
神文化层面主要以遗产保护、民俗再兴、文化传承为
主，这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手工技艺、绘画剪纸、乡音
俚语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祈年求雨、祭山拜地、开犁开
镰、丰收庆典等民风习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民歌
戏剧、丧葬婚庆等传统文化，见图 1。除此之外传统
乡建中的自然资源保护、村落空间更新、产业模式升
级也与农耕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农耕
文化是传统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耕文化包
含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1]。保护、传承
和发展农耕文化对于古村落的振兴具有重大的战略
意义。

财无义”的人性泛滥也导致农村出现“天价彩礼”和“低
廉嫁妆”并伴随“早结婚”、
“抢结婚”的行为，甚至有些
村落滋生出拉帮结派、赌博斗殴、横行霸道等黑恶势
力，给古村落在社会治理上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传统
农耕文化中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思想以及勤
劳、节俭、朴素的生活理念对于恢复传统村落安定秩序
具有较强的教化作用，也有利于村民安居乐业和重建
乡村团结力、凝聚力，传统乡建中的农耕文化保护与传
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乡村的必要途径。

（三）农耕文化有利于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的振兴。目前，传统村
落面临产业发展的窘境，传统产业起不来，新兴产业来

图1

农耕文化在传统乡建中的内容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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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产业模式的落后导致大量农作物滞销，传统村

张，而从现今农村如传统建筑的全盘否定、现代洋楼的

落的经济水平也不容乐观。笔者认为要靠传承和发展

拔地而起、外商工厂的直接入驻、水坝桥梁的格格不入

农耕文化、发展农业来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农业作

等天翻地覆的变化来看，前者是占了上风，也引出了传

为三次产业中的基础产业，关系到古村落居民的吃穿

统村落诸多的问题，导致耕地被大面积占用，很多乡村

冷暖、收入及生活水平。农耕文化中的小农经济模式

被完全都市化或者在奔往都市化建设的路上，最终丢

具有“精耕细作”的产品培养优势，种类较全面的农、

失了传统乡村的肌理底色。

桑、牧、渔式的产业结构也能够保证外部农产品需求。
尤其是以现代技术介入农耕之后，采取打造特色农业、
培训新型农民、扩大种植规模等一系列措施之后，农耕

（二）技术进步的冲突
技术是这个时代丰裕的财富，是给人带来便利的
神奇力量，也是压抑人性和贫困的根源 [4]。传统农业

文化的最大化的价值发挥可以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

向现代农业转变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科技化生产

效助推剂。

的脚步浩浩荡荡，传统农耕也未能逃脱。一方面机械

二、现实的同异冲突——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

化作业已经成为我国大规模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它

镇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以
农补工”的战略实施以来，城镇化与农业得到了长足的
进步与发展，但这也渐趋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强烈
分化。因此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的重要思想。此后，统筹城乡地
区发展和形成良好的互动格局，逐步上升到了日程之
列。然而现实却差强人意，作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规
划基本内容的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在现况实施中
还存在很多认知分歧和执行冲突。人们对于新农村建
设与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的误解导致了在实施上的偏
差，譬如有些人认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皆是现
代化的强行介入，这就导致了在建设中的“大刀阔斧”
使得农耕文化被强烈冲击以至被抛弃的后果；而另一
些人秉持新农村建设应该极力避免现代元素，强调复
旧如旧，保留原汁原味的观点，这就造成了乡村建设在
现代化社会中因循守旧而失去生存活力的现实；还有
人取折中的做法，不偏不倚却脱离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而将城乡强行一体化，这就导致了传统乡建往往被置
于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灰色地带。

（一）建设理念的冲突

具有节省时间和成本、增加产出率、提高资源利用率的
优点，但是机械化耕种很多时候会受到地形地貌的制
约，很多高地梯田大型机器根本无法进入。另一方面，
传统农耕技术的产出效果是很多现代化技术无法做到
的，如免耕作播种、有机施肥、加深松土、控制杂草的生
长面积、秸秆有效利用及地表有机处理等，既可以减少
对土地的伤害又可使农作物天然无公害。

（三）农耕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
农耕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城乡结合
的必然结果。都市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发达、便利、快速、高效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如潮
水般涌向传统村落，传统村落居民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也在逐渐都市化，并经历了从镇静、轻松、热情
到焦虑、紧张、冷漠的人情味的变化。而经过几千年积
淀的农耕文化也会在都市文化的冲击下抗争一番，节
俭勤劳的生活理念使得他们排斥一些生活便利的现代
化商业产品，并扣以“投机取巧”的帽子，一些古村落甚
至还保留着“送货郎”、
“鸡毛换糖”等较为古老的消费
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就业岗位缺乏、
劳动对象流失、民俗活动淡化、生产工具落后、农田耕
地荒废、水体环境污染等，最后形成了传统村落竞争优
势较弱、生存活力不足以及空心化的局面，见图 2。在
这种普遍堪忧的局势面前，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越发

乡村建设都市化，都市建设田园化。在传统乡村

狭窄，由于缺乏就业岗位以及农作物低产利薄等原因，

的建设思路上，主要有西化派与乡建派两种，西化派主

劳动力迅速外流，古村落出现人口幼龄化和老龄化两

张从邻近都市的乡村开始，以先进的都市力量救济落

个极端，留守居民只有“吃饭田”、
“保命田”以供基本所

后乡村，而乡建派主张从传统文化中、从封闭式的乡村

需，古村落失去了昔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农耕景

环境中寻求乡村自救的出路 。两者都重视工业与农

象，传统乡建也因此失去了关键的着力点。

[3]

业、都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且本应是互补的思想主

那么在此种现实背景下传统乡建到底该以何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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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解决策略

式推进？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农耕文化的底蕴作用，

发展具有
“掌风舵”的作用。

农耕文化是传统乡建的根本内容，也是传统村落实现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产业升

乡村振兴和文化拓展的有力支撑点。要通过设计的介

级是“三农”调控的微观显现和必要途径，需要设计较

入来调和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的现实矛

为先进且适合古村落发展的产业模式和经营体系。要

盾，如调整产业模式、重组村落空间、挖掘文化价值、引

明确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并实现产、学、研

进现代技术等，并将农耕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景观、

相结合，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新型农民、优化农耕产

民风民俗与现代的生活需求及古村落空间相匹配，为

品、树立品牌效应、吸引外商投资、设计农耕体验、完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传统乡建实现转型性发展。

三次产业、互联网＋促进产业联动、发展旅游业等，这
也涉及到宏观调控中政府的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支

三、设计的同异介入

持。产业结构升级是一台复杂的脑科手术，需要抓准

在对传统乡建进行设计策略布局时，既要吸收外
来的经营模式和生产技术，优化或调整古村落产业结
构，增加农作物产出，又要对内在的农耕文化和自然资
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干预，以求因地制宜，凸显自然优越
性以达到可持续发展，既要按照“三农”的定向调控政
策和上位规划进行古村落的空间改善，又要保留一定
的独特性和自主性；既要通过设计手段对古村落文化
遗产进行保护、修复、恢复和重建，又要将其文化价值
品牌化并有效推广，简而言之，设计的同化是不可避免
的，但异化也是不可或缺的。

古村落产业的病症所在和潜在优势，对症下药方能药
到病除，
方能实现古村落的良性循环发展。

（二）上谋与下效：
区域规划与空间设计
上位规划一般以城市总体规划或县至乡镇级别的
国土空间规划为主。其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土地性质、
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规模、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等
综合部署。根据上位规划，将城乡用地划分为一个个
独立的地块，也就是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主的乡村区
域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利用控制、环境容量控制、
建筑施工控制和城市设计指导、市政工程设施与公共

（一）宏观与微观：调控
“三农”与产业升级

服务设施的配套、交通管制和环境保护法规。根据不

定向调控才能精准发力。
“三农”即农业、农村、农

同的地块、不同的建设项目、不同的开发过程，采用指

民。农业是农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农

标量化的方法对控制要素进行控制，规定和计划进行

村是根本的社会保障，也是农业所能依赖的可靠载体，

定性、定量、定量和定界控制和指导。在传统乡建中，

而农民是主要劳动力，是农业、农村得以发展的活力。

要明确“上下传导”的架构衔接逻辑、针对地区地域合

“三农”问题是人们必须勇敢面对、积极解决的三个问
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
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的稳定提升 。
“ 三农”的精准
[5]

理制定上位规划体系，并加强对下位规划的实施指导，
上谋与下效都要力求精准契合。
只有在正确的区域规划体系指导下，古村落才能

调控是以政府依据农村的普遍状态进行的定向施策，

最为贴合周边城镇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同于区域规

包括资金的支持、人才的支持、技术的支持、市场的支

划的是，空间设计不仅要关注空间在功能、美学及文化

持，这其中关系到整合社会力量、协调利益关系、制定

上的承载作用，还要考虑其与现代生活的实际衔接。

总体规划、强力推行政策等方面，定向调控、精准调控

在以农耕文化为基底的传统乡建中，首先，应该对村落

有利于改善古村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对于古村落的

的自然资源进行保护或恢复，保留诸如“山水环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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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象把门”、
“廊桥锁水”等自然空间意象，改善土壤与

展的绝对优势。同时要注意古村落文化延续的真实性

水体环境，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是农

和完整性，避免“添油加醋”、
“画蛇添足”以及“短斤缺

耕产出的有效保障；其次，应该对农耕空间进行优化设

两”的情况出现，严厉杜绝丑化、夸大、抽减和虚构历史

计，比如驳岸与水坝建设、示范田与体验田的设计等，

事实的现象。

通过现代技术解决村民生活用水、农田灌溉、农业产出
等现实问题；最后，要以农耕空间为主，建筑、庭院、公
共空间为辅来打造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境，即以田园
综合体的形式将农耕与其他空间串联起来，形成较为
合理、便利的生活链条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并对
村落空间进行品质提升，如设置农耕体验项目、引进田
园课堂、设置观景平台等。总之，传统乡建要凸显农耕
文化的内涵，以农耕文化唤醒空间活力，营造田园牧歌
式的生活情境，
彰显古村落的本土特色和魅力。

（三）保护与传承：文化确立与价值扩展

（四）吸收和干预：
传统生产与现代技术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统铁犁牛耕的农耕生产
方式效率低下且耗费人力巨大，农作物及水产养殖受
如洪涝、干旱、病虫害等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
“靠天吃饭”成为几千年农耕生产几乎无法摆脱的常
态，农作物收成常常处于波动状态，农耕生产制度也一
直延续着“南水北旱”、
“ 南稻北麦”、
“ 南油北豆”的传
统，传统生产方式亟待改革与更新。当然，传统农耕中
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农耕技术借鉴的地方，如依据自然
物候和气象的变化来安排农事活动；因地制宜选择农

欲先传承文化必先确立文化。古村落的文化及价

作物播种；通过崇天敬德、敬守职分来遵守自然界运行

值确立包括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两个层面，是村落文化

的法则；拥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耕思想，即是“应

传承与价值拓展的首要前提，其中，几千年农耕文化流

时、取宜、守则、和谐”。传统乡建要选择性地剔除那些

传下来的小农经济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以及农艺工

封建落后的农耕制度和生产方式，注重吸收农耕文化

匠精神都是人们首要关注的。此外，由农耕文化衍生

的内涵及挖掘其当代价值。

出的如古建宗祠、族谱碑刻的文化实体与诸如手工技

技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主要手段，从一开始

艺、绘画剪纸、民歌戏剧、乡音俚语等非物质遗产也是

就承载着人的价值 [6]。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大跨步发

古村落文化确立与保护的重要内容。

展，农业耕作技术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机械化

古村落的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文化保护立法，

农业工具受地形地貌制约以及影响村容村貌的弊端也

落实文物保护监督责任制，培养自身及居民的文化保

逐渐暴露出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要尽量采用“暗介

护意识。对于年代久远的古建及牌坊碑刻等物质文化

入”的方式，不破坏田园农耕的基调，机械化农业也要

遗产，应该请文保单位进行文化遗产立项，不足以进行

向智能化农业转变。在种植制度上，要根据地区热量

文化立项而仍需保留的遗产，应该设立安全区及宣传

条件，实行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和移栽技术，并建造大

简介；对传统手工艺、绘画、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

棚达到“反季节”的目的。在养护方法上，要以海绵城

重视申报开发，避免忽视保护和管理，形成以专家为主

市的设计方法解决农作物用水灌溉问题，引进水网养

体、群众参与的保护机制；对于传统村落中存在的如

殖技术，并以人工智能监测农作物的长势、虫害、温度

“天公地母”和地方诸神崇拜等民间信仰，以及通过祭

等。同时要注重农耕技艺人才的培养和农业育种方式

祀神灵来祈求风调雨顺或庆祝五谷丰登的仪式等内

的更新，培养和引进农业科研人员，强化农耕生产的科

容，管理者及规划设计师应该以包容和尊重的态度对

学性、技术性。

其详加引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摒弃封建迷信

四、载体的同异表达：
线上与线下

色彩，发展成为一种符合现代科学精神且具有文化价
值的民风习俗，
切忌因全盘否定而导致文化湮灭。

（一）线上：互联网＋传播文化基因

拓展文化价值才能有效传承。要深入挖掘古村落

一般来说，传统的古村落文化传播方式包括口头

的文化价值，用设计方法延续历史文脉，讲述历史文化

传播、印刷传播、电视传播、新媒体传播 [7]，这类传统

故事，积极融入市场和现代元素，建立文化品牌效应，

传播方式效率低下，具有地域局限性。随着互联网+

寻求主体目标受众和需求导向，做好文创产品的设计、

文化的发展，古村落的文化传播途径不断扩大，传播

推广与宣传，建立文旅项目，形成文化产业链，将文化

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如何将传统传播方式与互联

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形成古村落经济发

网媒体相结合，成为探讨当下古村落文化传播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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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课题[5]。

2021 年 4 月

元素性与艺术性的表达。农业景观需要结合传统

打造对外交流平台。古村落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

村落现有资源，将大地景观的构成要素点、线、面、体、

不断向外传播才能永葆青春活力，其振兴与发展也需

色彩、肌理进行因地制宜地组合协调，并与农作物茎、

集思广益，充分吸收学习外部先进文化保护与传播方

枝、杈、叶、花、果、造型及季节性特点相结合创造丰富

式，打造一个优良的对外交流平台体系。对外交流平

多彩的平面及立体视觉效果，即表现形式和美学。作

台体系一般采用互联网媒体传播方式，借助建立官方

为农耕文化的物质载体，青青的麦苗、金黄的稻穗、盛

网站、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或公众号、微博以及自媒

开的花朵、
秋天的果实，
都有各自的文化特征[10]，
要通过

体等网络载体，对古村落的农耕文化、产业特色、民风

园林绿化对农田、林地、湖泊等文化实体进行处理，使

民俗、文化遗产等文化基因进行有效传播，还能集思广

土地景观具有农业文化的内涵。简而言之，要以农耕

益，采纳各方面意见，检查自省，弥补古村落发展中的

文化和大地景观为切入口，利用其可持续且具有生命

缺陷和不足。除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外，对外交流平台

力的特点来承担起维系村落生态稳定和空间肌理的重

还能带动产业发展，引进技术和管理人才，促进古村落

任，
并从形式和美学上塑造传统村落独特的标识记忆。

的经济发展效益，提高古村落的旅游接待能力，为村庄

叙事性与精神性的表达。传统农耕文化信仰中有

持久发展提供保障。

着很多的神话故事、人物传说，经过数千年口口相传已

建立虚拟游览线路。很多文化景区由于多重因素

经成为了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传奇，这些人物传记也

无法做到全年全天开放，游客扑空的现象时常有之，尤

构成了农耕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其传播方式也仅限

其是 2019 年 12 月以来，全国各大景区及娱乐场所为响

于口授。农业大地景观在继承农耕信仰的主要内容中

应疫情防控纷纷歇业，线上游览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

应该充分发挥其叙事性与精神性的特点，将这些文化

迫切需要。建立虚拟游览线路，要以地域环境为第一

题材通过稻田画的形式传达给受众，成为传统农耕文

考量要素，以村落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村落肌理为
基础，以 VR 等现实技术为手段，来最大程度地还原该
村落的空间设计，提升线上游览的真实度，打造身临其
境的、极致的观景体验，从而缓解旅游资源承载力过大
以及人为破坏的难题，同时，可以降低游客的游览门槛
和出行成本。这其中包括对南北方地理环境因素的考
量，地方风土人情及民风民俗的表达，以及因时因地因

化靓丽的风景线，并能烘托出历史情境和传奇人物的
内在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互动、科普教育的
重大意义，比如沈阳的“稻梦空间”就是世界最大的稻
田绘画基地，以农耕科普为载体，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中
小学生科普基地。

五、结语

人而变化的村落环境的实时动态传输等。如张家界建

农耕文化在传统乡建中的意义深远。首先，对于

立的地质遗迹虚拟旅游平台，既增强游客的互动性，又

古村落产业升级转型来说，农业是产业体系的基础支

可以省去很多旅游手续，突破了时间和财力限制，满足

柱和商品输出的重要货源；其次，对于村落空间品质提

了人们丰富的旅游欲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

升来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趣对营造空间环境具有

旅游业的发展[8]。

相当大的融合与促进作用，对于文化传播来说，农耕文

（二）线下：大地景观继承农业文明

化作为传统村落的母系文化具有以点带面、四两拨千

对于继承农业文明来说景观是最佳的载体，而目

斤的文化传播效果；而且相较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更新

前最为常用的手法就是大地景观。大地景观是指一个

来说，传统农耕制度中很多遵循物候、节气及作物属性

地理区域内的地形和地面上所有自然景物和人工景物

的种植手法也是值得现代农业思考和借鉴的；最后，对

所构成的总体特征，它包括岩石、土壤、植被、动物、水

于农耕文化的传播载体来说，农业空间所具有的大视

体、人工构筑物和人类活动的遗迹以及气候特征，是最

野、可塑性使其成为具有视觉效益的文化弘扬基地。

能够根据农业的具体情况作出弹性变化的现代化景观

目前，我国的传统乡建还在不断进步当中，农耕文化在

设计方式。农业用地景观需要细化、完善和多样化，才

其中的作用与意义不容忽视，不仅需要政府、社会、个

能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有生命力的农业文化景观工

人的共同努力，还需要因地制宜提供不同的设计策略

程。除了形式和内容的设计外，整个农业区还应该从

以振兴乡村发展，其中以农耕文化为基底的设计策略

宏观的角度进行规划 。

无疑是传统乡建有效的实践路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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