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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乡村衰落是一个全球的现象，衰落的原因在于工业化以后的城乡分工，乡村被定义为农业生

产的空间，产业的单一和社会生活的缺乏排挤了乡村居民，造成乡村的空心化。乡村振兴需要重建乡村生活。
乡村生活重建首先需要有居民居住在乡村，但不能通过人为地设置障碍来阻止乡村人口外流，只能通过加强

城乡融合，建立城乡之间的人口双向流动机制，让乡村成为乡村居民而非单纯农民的生活空间; 其次，乡村生

活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单纯的农业产业发展不足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找回乡村社会; 第三，乡村生

活是乡村的，因此要避免复制城市生活。近年来出台的针对三农的政策，需要在重建乡村生活的视角下，重新

加以审视，避免农业兴而乡村衰的政策和经验。

关 键 词 乡村振兴 乡村生活 城乡分工

近代以来，不论是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

面临着乡村衰落的问题，尽管导致乡村衰落的原

因不同，表现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乡村

人口的流失和乡村生活的无法继续。大量乡村人

口向城市转移造成乡村的空心化，而空心化更加

剧了人口外流，不但贫困乡村的农民大量外流，即

使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农民的收入水

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乡村人口也仍然在外流，

单纯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提高并没有阻止乡

村人口的流失。乡村人口外流和乡村生活的崩溃

互为因果，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失，乡村生活失去了

基础，乡村生活功能弱化，同时没有了生活的乡

村，人口外流更加严重。
乡村振兴需要重建乡村生活，使乡村成为乡

村居民生活的地方。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 2018

年两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乡村振兴的目标之

一就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将来

农村人不仅可以享受城里人那样的公共设施、公
共服务，而且还拥有优美环境、田园风光。农村将

来会 成 为 稀 缺 资 源，会 成 为 城 里 人 向 往 的 地

方。”①农业部副部长韩俊在解读乡村振兴的时候

也提出，“叫乡村振兴，为什么不叫农村振兴? 一

字之差，‘农村’更突出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是

农民生产生活的地方，‘乡村振兴’更突出地域概

念，不光是农业，乡村不能只搞农业，而且乡村今

后也不光是农民生产生活居住的地方。”②从这个

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重建乡村

生活空间。在乡村，既有多样性的产业，也有多种

职业的居民，人们居住在乡村是为了生活，而非仅

仅是做农业。

乡村衰落的动力机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全球各地都

普遍出现了乡村衰落的现象，不仅在西方发达国

家，农村人口迅速减少，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南美、
亚洲和非洲，农村人口的减少也越来越严重。③与

乡村人口减少同时发生的是乡村社会生活的瓦

解，乡村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在工业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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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乡村不仅有农业，而

且有加工业和文化产业; 乡村不仅仅生产物质财

富，同时也是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迅速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导致了乡村的衰落。早在英国工业革命

的时候，因为土地被圈占，农民在乡村无法生存，

开始了向城市的迁移。波兰尼在谈到英国工业革

命时曾经指出: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关

于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与之相伴的是普

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④直到今天，人口向

城市流动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不仅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农民因为贫困而向城市流动，甚至在工业

革命早已完成的欧洲，农民的生活虽已得到很大

改善，但农村人口仍然在减少。⑤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农村劳

动力流向城市的现象，随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

打工，但是外出打工并不一定意味着乡村的空心

化，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外出农民的汇款恰恰支

持了乡村生活。中国乡村的空心化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特别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才被广

泛关注。⑦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因为农民外

出打工增加了收入，乡村生活得到改善。典型的

如农民的房屋，大多是通过外出务工挣钱修建起

来的，20 世纪的 80 到 90 年代曾经出现过农村建

房的热潮，一些传统的乡村文化活动也重新浮现，

收入增加使乡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到了

21 世纪，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却越演越烈，乡村衰

落的迹象越发明显，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固定

在城市，年轻一代农民越来越向往城市生活，他们

不再羡慕乡村的新房，更希望在城镇有个单元楼

房。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举家进入城市，乡村提供

的机会越来越少，与乡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

流失相伴生的是乡村社会生活的匮乏，乡村的互助

和集体活动都因为空心化而日益衰落，乃至有的村

庄感叹“老人故去都找不到抬棺材的人”。⑧

乡村衰落首先表现为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人

口减少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两个方面的问

题，按照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58%，这意味着农村人口只占 42%。尽管 42% 的

人口仍然是一个庞大人群，⑨但是在大部分农村

地区，由于乡村提供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农民在

农村生活和就业的希望也越来越弱。尽管有研究

表明，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农村人口外流

的速度会减缓，但是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数量减

缓的速度，而是乡村是否能够留住劳动力，并给他

们提供机会。如果说在 20 世纪后期，乡村人口外

流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现在留在乡村变得越

来越困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只有进入城镇才

能找到就业。乡村的人口不仅仅是留下多少人，更

是留下什么人的问题，当主要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城

市以后，只有老人被留下来，乡村就会持续地衰落。

其次，乡村的生产功能弱化。乡村社会曾经

被描述为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这种描述有把乡

村社会简单化之嫌，但是乡村的产业是以服务乡

村的需求为主要目的，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比

如农民家庭消费的主要食物来自家庭生产或地方

的市场交易，从而满足乡村居民的生活需求。因

为乡村的产业首先要服务于当地居民，因此是多

样性的，包括了种植业、养殖业和手工业等许多行

业，而且在每一个行业内也是多样性的，种植业会

种植多种作物以满足农民家庭的不同需求，手工

业也适合当地需要分成许多行当，如铁匠、木匠、

瓦匠。多样性的产业是为了满足当地的社会需

求。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乡村成为单纯生产农

产品的地方，以满足城市市场为第一目标，由此导

致乡村的生产功能日趋专业化，非农产业逐渐消

失，而农业也集中于单一品种的生产，乡村产业对

乡村的服务功能日趋减弱，农业完全由外部市场

支配。生产功能的弱化不仅仅是经济衰退、土地

抛荒或生产难以为继，即使一些乡村地区发展了

现代农业，这些产业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也并不密

切，甚至出现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的排挤。⑩

乡村衰落的表现之三是乡村社会生活的解

体。在乡村人口流失以后，乡村的公共服务、公共

秩序和社会组织化水平明显降低。因为学生数量

下降，乡村学校难以为继，而学校的撤并又进一步

加剧了人口的迁移，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因为

子女上学而迁移到城镇; 不仅是学校，与农民生活

相关的各种制度也都在衰落，比如服务于本乡本

土的乡村商业很难存活，乡村的娱乐大幅度减少，

乡村的节日和仪式也日渐弱化。其次，在乡村主

要劳动力离开乡村以后，乡村的正常社会秩序已

经难以维持。由于村庄中大量青壮年常年在外，

没有人能够制约村庄的掌权者和地痞流氓，造成

部分村庄掌权者变成恶霸，而地痞流氓的势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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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乡村的各种组织或者解体，或者不能正常发挥

功能，所谓的原子化乡村恰恰反映了乡村社会组

织化水平的降低，在空心化的村庄中，社会组织很

难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在一个

有青壮年劳动力的村庄，“老人会”可以发挥权威

作用，但是如果村庄中只剩下老人，“老人会”的

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如此普遍存在的乡村衰落，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 首先，随着人口增加，乡村人均资源减少，由

此引起生活困难，造成农村劳动力外流，越是贫困

地区人口外流可能越发严重，这似乎是在说明，乡

村资源不足是导致人口外流的原因。但是我们看

到，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以后，人均占有资源大

幅度增加，但是人口外流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因

此，资源不足虽然是乡村衰落的一个原因，但并不

是根本原因。其次，乡村土地破碎，农场规模小，

农民收入低也是导致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有限，因此需要扩大农场规模，

这必然导致部分农村人口外流。但是农场规模扩

大和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乡村居民外流的趋势并没

有停止。在欧洲一些国家也可以看到，一些传统

的乡村几乎成为无人区，除了少数孤零零的大型

农场之外，大量房屋被空置，甚至整个村庄完全没

有人居住，过去的农田也变成了无须看管的林地。
即使这些农场规模已经足够大，但是农业本身并

没有带来更高的收入，许多农场不得不依靠政府

的农业补贴。

如果说早期乡村人口外流是因为城市就业和

收入的吸引力，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农业现代

化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

收入的差距在缩小，甚至农民的收入高于城镇居

民收入。在这种背景下，乡村人口外流就不仅仅

是因为就业和收入，而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在

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少数乡村青年即使在城市没

有就业，也会聚集在城市中，享受城市的社会文化

生活。长期以来，乡村提供了乡村居民的生活空

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经济活动，也有丰富的社会

和文化活动。但是近代以来，农村的生活被认为

是落后或封闭的，城市生活被看作是现代的，因而

城市生活更吸引人。在“贱农主义”瑏瑡的影响下，

乡村生活不再吸引人，乡村生活的衰落和乡村人

口的减少互为因果。

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城乡差别，

马克思将城乡差别的产生归因于工业革命以后城

乡的分工，尽管城乡对立由来已久，但是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城市工业吸引了大量劳动

力，而农业的机械化则排挤了农村劳动力。瑏瑢工业

化将市场和效率的逻辑带入到城乡关系中，从而

将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改造成作为农产品生产空

间的农村。市场逻辑和效率逻辑重塑了城乡关

系，在市场逻辑下，乡村被定义为农业生产的空

间，农业生产的目标就是如何生产更多的农产品。

以满足乡村生活为目的的生产和服务都因为效率

低而被城市所取代。多样性的农业、手工业和服

务业被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单一农业所代替，乡村

教育、乡村文艺也因为效率低而被城市的学校和

娱乐所代替。除了生产农产品以外，乡村所有的

需求都要依靠城市来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

如何不衰落? 因此，乡村衰落是因为作为生活空

间的乡村已经不在，乡村只是作为农副产品的生

产场所。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乡村的衰落是因为作为融生产和生活于一体

的乡村被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所替代，那么乡村

振兴也就不单纯是农业的振兴，而是重建乡村的

生活空间。重建乡村生活空间既是乡村振兴的手

段，也是乡村振兴的目标。重建乡村生活空间首

先意味着乡村要成为吸引人生活的地方，有了人

的生活才有乡村的振兴; 其次乡村要以服务乡村

居民生活为发展目标，乡村振兴的目的在于乡村

居民生活的改善。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

的 20 字方针，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与乡村居民的生活密切相

关，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环境等多个方

面阐述了如何重建乡村生活空间，所以说乡村振兴

的深刻内涵就在于使乡村成为居民生活的空间。

重建乡村的生活空间首先要建立城乡双向的

人口流动机制。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城乡差别的

存在，人口流动就是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

市不仅提供了就业岗位，而且也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而乡村因为缺少就业机会和乡村生活的消失

而留不住人才，成为“城里人”是许多农村人的梦

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采取了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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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限制城乡人口的流动，但是随着农村的改革

开放，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开始松动，农村人口进

入城市打工就成为一种潮流。如果说 20 世纪后

期，对于农民来说，城市还是一个陌生的空间，进

入城市还有许多制度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到了 21
世纪以后，进城几乎成为大多数乡村青年的唯一

选择。在农村留下来反而比进城更加困难，上学、

经商、打工，为不同层面的农民提供了流动的渠

道，大量人口外流造成了乡村的衰落。乡村振兴

必须转变这种人口单向流动的格局，建立城乡双

向人口流动的机制，不仅要吸引外出的农民返乡

创业，也要吸引城市居民向乡村流动。这就需要

在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乡村社会治理等诸多方

面进行创新，有针对性地解决返乡农民创业和城

市人口下乡的制度障碍。
重建乡村生活需要改善乡村物理和社会空

间。在 20 字方针中，兼顾了乡村物理空间和社会

空间的改善。在一些作家笔下，乡村有着美丽的

自然环境和和谐的社会秩序，像是桃花源一样，尽

管这种乡村也是存在的，但是也有大量乡村经济

贫困、社会纠纷不断且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瑏瑣 ; 我们

既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的乡规民约在发挥作用，保

持了乡村生活的和谐，但是更有许多地方的乡村

秩序被破坏，乡村原有的团结和互助荡然无存。

发展给乡村带来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比如乡村

社会秩序的混乱，一方面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造

成乡村内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格局被破坏，另

一方面也因为外部各种势力进入乡村并进而干扰

乡村的社会秩序。乡村的生态环境恶化也类似，

一方面是因为乡村居民为了维持生存而破坏性地

利用资源，过量砍伐树木、大量放牧牲畜或过量使

用农药化肥;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来的资源开发，

采矿、高污染加工业或森工企业采伐树木等，加剧

了乡村环境的恶化。发展给乡村带来了许多问

题，但是这些问题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乡村需

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以创

造一个与城市不同的生活空间，为人们的生存提

供城市化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因此，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是重建乡村生活的物理空间和

社会空间。生态宜居意味着乡村有良好的生态环

境，但是这种生态环境与城市景观是不同的，要体

现乡村的自然和平衡。乡风文明意味着乡村社会

的文化和规范仍然是健全且能够发挥作用的，治

理有效意味着乡村能够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实

现各方力量的均衡和相互制约。

乡村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改善也需要基础

设施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是一个全

球性的普遍现象，一方面因为城市人口密集，改善

基础设施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乡村分散，基础设施

的投入相对较高。一些地方通过城镇化和村庄合

并来增加乡村人口居住密度，其中就有对基础设

施投入成本的考虑，同样的基础设施投入，在人口

稠密地区可以覆盖更多的人口。政府对城市的政

策倾斜是乡村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的更重要原因。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大部分

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都投入到城市中，从而使城

市的基础设施明显好于乡村。中国长期以来是通

过对乡村的剥夺来支持城市建设，所以城乡之间

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一直比较大，这种情况直

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政府加大了投入，乡村的电

力、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才得到明显改善。但是

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仅是增加投入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何投入的问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的模式，要根据乡村居住分散，

人口密度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乡村

的废弃物，包括废水和垃圾的处理，就不能完全照

搬城市的处理方式，需要根据乡村分散的特点，采

取更有效的方式。

在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建过程中，经济是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乡村产业发展，居民生活富

裕，乡村生活才能正常进行，因此在 20 字方针中

强调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但是乡村产业发展要

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大目标，这首先意味着乡村的

产业发展不仅仅是农业的发展。当乡村仅仅被看

作是农业生产空间的时候，乡村是服务于农业生

产的，特别是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农业。而这种产

业发展的格局只能不断排挤农民，导致乡村生活

的消失。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产业发展需要多样

性，乡村的产业不仅仅有农业，还要有加工业和服

务业，多样性的产业才可能提供乡村居民就业，提

高乡村居民收入。其次，乡村的产业发展要兼顾

自我服务的功能。在城乡分工的逻辑下，乡村产

业发展是城市导向的，而乡村自我服务的功能被

忽视，不管是单一的农产品生产还是所谓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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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产业”瑏瑤，也都是为了与城市之间的交换，尽管

在“六次产业”发展中强调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

要发展加工业和服务业，但是加工业更多是农副

产品加工，服务业更多的是服务城市的乡村旅游，

而满足乡村居民需求的产业往往被忽视。要重建

乡村的生活空间，需要有满足乡村居民需求的加

工业和服务业。

要使多样性和自我服务的产业能够在乡村发

展，需要推动地方市场建设。地方市场对于维系

传统乡村生活空间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

着乡村的生产功能越来越单一，地方市场也逐渐

萎缩，许多地方市场或者已经取消，或者主要经营

一些低端的工业产品。重建乡村的生活空间需要

活跃的地方市场，通过地方市场的纽带，增强乡村

社会自我服务的能力。

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瑏瑥一书中指

出，恰恰因为集中的居住造成了便捷的交流，从而

城市成为知识的聚集地和创新的源泉。在他的分

析中，城市推动了人类发展的动力，因此他鼓励人

们回到城市的高楼大厦中，这不仅有利于节约资

源，而且也促进创新。然而技术的进步正在打破

爱德华·格莱泽所说的城市优势，首先，信息技术

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人们在虚拟空间的交流

不会受到距离和地域的影响，因此乡村生活不再

是封闭和落伍的，在乡村同样可以有高速的信息

交流，这为乡村发展多种产业提供了可能。其次，

乡村生活也可以是环保和低碳的，特别是中国的

乡村生活方式与美国的乡村生活不同，乡村分散

的居住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高耗能和破坏环境。爱

德华·格莱泽对梭罗所代表的自然主义的批评，

其实质是对美国式乡村生活的批评，也就是建立

在私家汽车和郊区别墅基础上的乡村生活。美国

式的郊区生活实质上是城市生活向郊区的延伸，

与乡村生活仍然是隔绝的，他们只是在空间上移

动到了郊区，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城市的，比

如他们与郊区农民完全没有关系，日常生活仍然

是远距离地驾车到大型超市购物。乡村振兴并非

是城市生活平移到乡村，而是建立新的乡村生活，

使乡村能够满足乡村居民的社会文化生活。

重建乡村生活空间不仅是乡村振兴所必须

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乡村生活重建下的政策与实践

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同时避免两个方面的困

境，第一是乡村贫困所导致的乡村衰落。许多发

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乡村贫困问题，由于人口增加、

土地产出不足和缺少公共投入，以及不断增加的

自然灾害，乡村陷入贫困，大量小农破产，乡村生

活难以维持，进而出现大量农民离开乡村。第二

种困境是在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专业化和规模

化的农业排挤乡村人口，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

出现的乡村消亡。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发展中，乡

村的反贫困取得了很大成就，除了部分深度贫困

地区之外，多数地区可以避免因为乡村贫困而导

致的衰落。但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因为农业

现代化而导致的乡村衰落可能性很高。甚至在一

些贫困地区，因为政府积极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

产业化发展更为迅速，从而出现乡村贫困与现代

农业并存，对农民形成双重挤压。
21 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各地也涌现

了许多新的农村发展实践，这些政策和实践应该

放到重建乡村生活的目标下进行检视，哪些政策

和实践推动了重建乡村生活，哪些可能会导致乡村

资源的进一步流失。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政策都具

有双重性，既可能促进乡村振兴，也可能会导致乡

村的衰落，关键在于实践层面如何操作。比如土地

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通过土地三权分置，促进土

地流转，既可能促进城乡的资源流动，实现城乡融

合，也可能加剧土地的集中，迫使乡村人口外流，因

此需要重视这类政策对乡村振兴的负面影响。

首先，以弱化乡村生活为手段的城市化政策，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城市化是城乡流动的结果，

在理想状态下，城乡之间保持双向流动，从而形成

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人口和资

源的流动有助于实现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双

赢，单向地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和资源流动会加

剧乡村的衰落。但是现实中一些政策在强化城市

功能，弱化乡村功能，从而迫使乡村人口的外流。

比如乡村学校的撤并是迫使乡村人口城市化的重

要手段。近年来大量乡村学校被撤销，农村学生

必须到城镇接受义务教育，甚至在一些县市，所有

农村学校都被撤销，全部学生及陪伴学生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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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得不进入城镇。学校撤并既有乡村生源减少

和教师不安于乡村教书的客观原因，也有决策者

为了减少财政支出和提高标准化教学质量的主观

原因，但是乡村学校对于乡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是乡村的

精神象征，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不能没有学校。

其次，乡村产业的过度资本化也会弱化乡村

生活。乡村产业发展需要扩大投资，但是乡村需

要的投资应该是能够增加当地居民就业和乡村居

民生活的投资，不能因为资本进入而使乡村居民

丧失生活空间。但是在实践层面，出现了许多资

本排挤本地居民的现象，过度资本化使当地居民

失去了生活空间。比如过度的乡村旅游开发将乡

村变成了旅游景点，外来的商户在乡村占据了主

导地位，尽管一些本地居民通过出租房屋或参与

旅游增加了收入，但是本地居民在经济发展和社

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决策的权利，外来的投资人

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主角。还有一些地区将一个

村庄，甚至几个村庄的土地整体流转给企业经营，

企业大面积种植单一经济作物，本地居民在获得

土地流转的费用以后，大量外出务工，出现只见产

业不见村民的现象。企业的决策者往往是在乡村

之外的，对于他们来说，乡村是个盈利的空间，而

非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资

本下乡很容易破坏乡村的生活。瑏瑦在资本下乡过

程中，要提倡多元化，防止垄断。当乡村被一家公

司或一种产业完全垄断以后，很容易将乡村从生

活的空间变成生产空间，企业的规则代替了乡村

社会的规则，正常的生活无法维系。即使从经济

活动的角度看，单一的产业也会非常脆弱，因为单

一产业往往是满足外部市场需求，而外部市场是

经常处于变动中的，企业可以迁移、可以破产，但

是乡村居民的生活却不能因为企业行为而破产。

从生活空间的角度看，乡村需要多样化的产业以

减少乡村生活的风险，维持乡村生活的正常运行。

第三，乡村振兴也需要对乡村进行重新布局，

但是要防止人为地制造乡村。一个充满流动性

的、城乡融合的乡村与传统的乡村是不同的，无论

区位或人口构成，都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

化可能会体现为村庄规模的适度扩大和村庄间的

联系加强，以及乡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但是现

在一些地方的乡村规划在简单模仿城市，比如大

规模的村庄合并和农民上楼，以及一些地区不适

当的异地搬迁。乡村生活的特点之一是生产与生

活的融合，但是大规模的村庄合并和农民上楼既

减少了乡村生活的吸引力，也造成了乡村居民生

活与生产的割裂，其结果往往不是乡村的振兴，而

是产生了一个低档次的城镇。在一些地方，异地

搬迁政策被简单地嫁接到产业开发和城镇化政策

中，搬迁以后的乡村缺乏活力，陷入进一步的衰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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