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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协同发展时代背景下，乡村复兴是热

议话题。研究聚焦于特色田园乡村模式下的景观空间形

态，以乡村体验为视角，运用聚落空间及景观空间分析方

法，建构体验式特色田园风貌更新策略，进而探索乡村的

形态、功能、个性与景观空间的交融叠合模式。研究选取

苏州市树山村虎巢里为样本，分析其景观空间组织体系；

从“参与性、关联性、复合性”三个维度探讨体验导向下

的景观模式、空间序列和体验深度；针对乡村景观空间提

出更新方法以促进“乡村体验”与“景观形态”的互动融

合，以期获得符合特色田园乡村内在机制的系统性、适应

性优化策略。

关键词：乡村体验；特色田园乡村；景观空间；分

析与优化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ural revival is a hot topic.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andscape spatial form under the Characteristic 

and Idyllic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experience， it uses 

settlement space and landscape space analysis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renewal strategy of experiential characteristic rural style， and 

then explores the blending and overlapping mode of rural form， 

function， personality and landscape space. Taking the HuChaoli in 

shushan village of suzhou city as the sample， the landscape spatial 

organization system was analyzed. The landscape pattern， spatial 

sequence and experience dep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experience 

are discuss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articipation， relevance 

and complexity". In view of the rural landscape space， the renewal 

method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experience" and "landscape form"， so as to obtain the systemat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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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协同发展时代背景下，乡村环境的整治、提升

和复兴一直是国家、地区重点关注与倡导的方向。然而

在城乡一体化浪潮中，乡村物质环境与社会结构的矛盾

日益凸显，如农村资源利用率低、农田闲置、自身经济

发展缓慢、地域特色流失等。[1] 如何将乡土环境、人文

环境、景观环境、产业环境有机结合并激发乡村的活力

显得尤为重要。为解决乡村发展难题，国家层面提出一

系列优化提升乡村活力的规划理念。其中“特色田园乡

村”是继“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

等乡村振兴理念进一步推广探究而提出的重要决策，并

在江苏省率先开展建设；行业内围绕缩小城乡差距、改

善乡村环境、优化空间格局、促进乡村改造提升开展研

究，探索复兴乡村建设与发展活力的愿景框架。[2] 不过

在实际操作层面，建设难以脱离较为单一的乡村改造策

略、方法手段参差不齐，也出现常常忽略原住民参与意

愿等问题。因此，本文旨在方法和观念层面梳理特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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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乡村的框架模式，聚焦于乡土环境中最为重要的要素

之一——乡村景观空间的整合与提升，探索以人为本的

“体验式”景观空间形态与主体行为参与的关联性。研

究选取苏州树山村虎巢里为典例，分析其景观空间的层

级与动态序列结构，进一步提出针对特色田园乡村景观

空间的更新设计与优化提升新思路和方法。

1  体验式景观空间分析

乡村聚落是发展特色田园乡村模式的基本空间载

体，在“特色田园乡村”①的目标框架下讨论乡村“体

验式”景观空间形态的分析，对于乡村环境更新与进一

步提升具有可操作意义。其中“特色”是指产业、生态

及文化特色；“田园”指的是田园风光、建筑及生活；“乡

村”则是指美丽乡村、宜居乡村及活力乡村。[3] 本文试

图以特色田园乡村发展模式为基本导向，采用实地调研

法、图解分析法分析树山村虎巢里的景观空间，探索“体

验式”特色田园乡村的景观空间模式和形态优化策略。

本研究中景观空间类型主要包括：“聚落空间”——指

人类居住地的生活性空间；“生态空间”——指山、水

自然资源良好，人为破坏性较小的景观空间；“田园空

间”——指乡村农业用地，可利用第一产业驱动第三产

业的萌发，是生产性与娱乐性交融的空间。借助景观空

间形态与主体人“行为体验”的关系，对树山村景观空

图 1  树山村区位分析图

图 2  虎巢里现状图

间进行优化研究，并能为类似

规模、特色的乡村景观提升提

供一定的指导意义，推动乡村

整体景观空间的可持续性发展。

1.1  典型样本

树山村位于苏州西北郊虎

丘通安镇太阳山板块浒通片区

交界处，地处高新区中心位置，

体现“城郊村、镇缘村和景区村”

的三重特征。该区域包括散落

分布的 10 个自然村，稻田密布，

山水格局良好，有着得天独厚

的景观空间资源。该村庄北至

兴贤路，南至大石山，东至鸡

笼山，西至东塘河，总占地约

5.2 平方公里。（图 1）从乡村

本身出发，聚焦乡村田园、聚落、

产业，寻找体验式空间发展优化的可能性，本文以树山

村中部虎巢里的梨园景观（约 24 公顷）、聚落空间、

相邻山体空间作为体验分析的样本，（图 2）结合场地

类型、活动主体类别、乡村产业类型等与行为方式的关

联研究，从而针对性地对局部景观空间提出优化策略。

2  空间主体参与性

体验是度量空间质感与氛围的重要方式之一，参与

性是体验的核心，主体人在空间体验过程中的感受是评

价景观空间认可度和愉悦度的重要因素。[4] 树山村景观

空间使用与体验主体大致分为以下四类：（1）原乡民；（2）

短期游客；（3）投资者和经营者；（4）租客与小业主。

分析空间主体在空间客体之间的流动与互动关系，可具

体聚焦在两者间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空间的使

用关联上。本文中“确定性”空间主要指乡村设计规划

中人为介入后形成的具有一定功能定位和导向的风土景

观空间，如梨田景观、茶田景观、商业组团等；“非确

定性”空间指既有空间中尚需不断挖掘、非固化的、激

发多种活动行为的有趣新场景。这种不确定性将给空间

主体带来更丰富的体验趣味与可能性。（表 1）

如：既可以保留原乡民池塘边洗衣聊天的日常性空

间，也可以对污水渠等负形空间进行景观改造以促进非

确定性空间的参与多样性；针对短期游客，树山景区以

中国名城 建筑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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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体验式空间分析表

表 2-3       空间体验强度分析和季节性强度分析表

梨花节、果树采摘季及健身登山等活动作为吸引力，更

深层次“无形”历史文化意涵的挖掘是维系乡村持续活

力的重要源泉；投资者和经营商植入新型的产业模式刺

激乡村发展，为当地商业发展起到模范作用；租客和小

业主两者关系密切，空间参与类型涉及商店类、民宿类、

居住类等，是未来形成乡村结构优化的基础。

1.3  行为强度关联性

通过调研，试分析主体人在不同空间的停留时间、

活动类型与乡村景观空间形态、功能之间的关联性。调

研计划依据不同季节及调研当天不同时间段，通过观

察法与问卷法分析活动主体对乡村景观空间营造的参与

度；通过图表量化分析人们在各类景观空间（田园景观

空间、生态景观空间、聚落人本空间）、各时间段（9：

00-11；00、11：00-13：00、13：00-15：00、

15：00-17：00）的体验方式和体验度，从而推断不同

时空、不同群体的空间体验效果及体验强弱性分布情况。

由图表可见，第一和第三时间段的主体与田园、生态景

观空间的联系较为密切；11：00-13：00 时间段的活

动活跃点出现在生活性聚落空间；此外，商品交易在最

后一个时间点逐渐减弱。树山村小商业类型较多且多以

当地农产品为主，贩卖点较零散，不同商品业态类型在

不同时间段有着不一样的体验度。（表 2、3）行为方式、

体验强度与空间类型的关联性可作为景观规划模式、功

能设置、产业布局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前述三类景观

空间差异，进一步挖掘生活性聚落景

观空间、田园生产性景观空间、生态

景观空间特色，从农田、廊道、广场、

商店、小溪、桥等空间承载体验的强

度和叙事化方式来促进游客了解乡村

民情、民风民俗及衍生逗留、学习、

参与乡村生活的旅游体验方式，并依

据行为主体的行为强度激发丰富的活

动内容，提升村落景观。

1.4  产业流程复合性

树山村产业资源丰富，通过梳理

关联性脉络来优化整合乡村资源，从

而促进乡村特征的生成、转换、成长

与再生。[5] 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地方

政府的支持帮扶及当地人民的积极参

与。[6] 其产业发展类型主要指第一产

业和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主要指树山村原生态丰富的梨田、茶园、

杨梅林等，并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来提升农产

品加工业。当地乡民打造的“四月杨梅、六月梨”具有

季节性特色的景观也进一步起到提升农业价值的作用，

Architecture and CityChina Ancien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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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快了当地独具特色产业模式的形成，促进了村庄活

力的再生；第三产业：则是基于第一产业的前提下协同

发展而成的，村民积极参与产业发展，通过多种方式来

优化乡村产业链，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酒店民宿、农家

乐、商店等。就目前现状来说，树山村已有 43 处商业

服务空间正在启动，（图 3）如何将这些空间规模化、

规范化、特色化是设计规划与空间提升的重要内容。空

间主体人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影响着乡村产业

发展的走向及体验类型的多样性等。[7]（图 3-4）

产业复合是乡村活力得以持续的重要途径也是体现

乡村体验度的主要指标之一。规划设计中依据产业的区

位分布情况、发展前景等因素来激发产业类型、体验方

式的更新转换。这是现代化乡村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

图 3  树山村第三产业现状图  
来源：项目资料

图 4  树山村第一产业分布图

图 5  虎巢里资源分布图  
来源：项目资料修改

图 6  虎巢里空间构成分布图 
来源：项目资料修改

不仅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复苏还能为当地

居民谋得新的出路。

2  更新与优化策略

2.1  虎巢里景观空间优化

虎巢里是树山村众多自然村中自然、

人文景观资源较为丰富的村庄之一，民

居住宅分布较为分散、四周被大石山、

鸡笼山、梨园和茶园所包围，形成特色

鲜明的民宿片区和休闲片区。通过挖掘

地方特有资源，以体验化、田园化的可

持续更新模式来优化树山虎巢里景观空

间，以增强空间主体的体验深度和体验

方式。具体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2.1.1  景观结构规划——综合性策略

研究分析虎巢里资源分布情况，重新规整资源、划

分空间结构。引导梨田产业向第三产业多维度衍生发展，

保证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同时带动旅游业、服务业发展。

借助特色田园乡村模式来规划虎巢里农业资源，紧密联

系梨田景观与周围聚落及其负形景观空间之间的整体规

划和关联度。（图 5）虎巢里内部主要交通路线的相邻

空间类型较简单，两边散落着大小不一、质量不均的民

房。依据虎巢里现状调研，寻找空间类型发展的可能性

并实行“一轴两片多点”的发展策略，针对民宿片区、

休闲片区、生态园地建构综合性景观结构。设计的目的

中国名城 建筑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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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希望让原乡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提供舒适的日

常休闲空间，也将为旅游体验者提供更丰富的田园环境，

带来层级多样的体验感。（图 6）

2.1.2  景观化设计——“特色 +、田园 +、乡村 +”

资源整合是乡村景观空间系统性提升的重要手段，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树山村的“特色 +”策略：即挖

掘乡村产业、生态、文化的独特个性；“田园 +”策略：

即塑造乡村风光、建筑、生活的园居氛围；“乡村 +”

策略：即复兴乡村宜居、活力、美丽的乡间日常。依据

乡村景观优势类别，以设计带动提升，寻求景观类空间

叙事发生点并探索针对性设计优化的适应性策略；将树

山村虎巢里的特色之处、田园景观、乡村特性进行了整

理。（表 4）

首先，从道路规划起始，保留原本村庄的交通格局，

表 4       特色田园乡村景观类型分析表

顺应村庄道路自我生长模式并借助乡村特色景观元素加

以调整，如铺装镶嵌着梨花瓣的乡土碎石、增设人性化

局部灯光渲染，增加乡村道路此时此地的场所感（图 7）；

其次，考察聚落、梨田、茶田交汇点的现状，优化空间

节点的可视可达体验度（图 8）：比如，虎巢里入口处

一方池塘废弃多时，通过节点设计可将其改造为休闲垂

钓及滨水性休闲景观，促发空间诗意；又如，虎巢里中

部聚落空间散落凌乱，但与田园景观联系较为紧密，因

此在设计中应注重生活空间氛围的营造，有针对性设置

激发居民休闲娱乐活动的集群类公共空间；[8] 再有，虎

巢里茶林区片主要为农业类生产空间，通过功能重置、

旅游管理来提升乡村产业价值。采取开放式结合半开放

式的发展模式吸引游客，达到提升景观和经济效益的双

重目标。[9]

图 7  虎巢里主要景观道路分析图 
来源：项目资料修改

图 8  虎巢里入口池塘、中部聚落、茶林片区
空间分布图   

2.1.3  形态优化——体验升级

体验是强调空间主体在具体空间氛围

下的切身感受；是深度体会空间特质、场

所精神的沉浸式活动；是产生情感共鸣的

Architecture and CityChina Ancien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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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虎巢里平面效果图  
来源：项目资料修改

途径之一。[10] 体验式景观的提升依托乡村景观元素的

维优补缺及整体空间形态的优化，原乡民在聚落空间、

生产空间、休闲空间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其目的的关键助

力。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由“体验式”叠加“内生式”

空间优化的转变，为乡村景观空间提升的持久性注入更

多的新鲜血液。[11] 以虎巢里三个片区作为体验升级的

重要发生点具体分析： 

形态优化之一——聚落空间（居民片区）：树山

村虎巢里聚落空间呈 L 型分布，其民房现状分布是村

落形态优化设计的重要内容，为适应乡村发展需求及

不同空间主体的体验需求，选取具有当地特色的乡土

材料来设计建筑的外立面，试图打造具有树山村地方

特色和身份认同感的民宿酒店、农家乐、商店餐饮等

建筑空间。

形态优化之二——田园空间（生产片区）：以不

破坏农业生产为前提，针对不同人群的体验需求进行

微设计，提高空间主体的整体审美愉悦度。田园空间

微设计的体验不仅能让人感受到景观带来的时效性、

偶发性，同时也能让活动主体体会到整个生产片区建

构过程中景观形式的多样性、亲和力和柔性特征。[12]

设计中可在田园空间中植入咖啡店、书院等功能空间

带动区域活力，营造空间氛围。窗外是远处的山影密林，

闻到的是茶叶和梨花的芬芳，留下的是轻松休闲宁静

的意境。

形态优化之三——生态空间（休闲片区）：虎巢里

北临鸡笼山，南至大石山中间偏北有一条花溪经过。鉴

于树山村周边山体是大阳山的余脉且受到 20 世纪九十

年代采矿业的严重破坏，因此设计中以生态修复为主，

并植入特色景观元素，如设置生态健身步道、种植适应

不同季节生长的植物、观赏性文化平台，既体现了改善

自然山体的生态意义也激发了整合多元旅游资源的可能

性。[13]                             

3  策略归纳与意义

体验式旅游是乡村发展中活力再生的重要途径；

而市场需求、活动定位及产业创新是内生式乡村发展

的核心要素，现代化乡村更新发展迫切需要外生式与

内生式②的理念融合，进而实现体验升级和空间优化的

双重目标。[14] 本文通过对树山村虎巢里的具体研究提

出现代化特色田园乡村实现景观提升的相关改造途径，

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进行策略归纳：

其一是空间结构一体化：借鉴特色田园乡村的空间

模式分析树山村的基础条件，将“特色、田园、乡村”

三个部分的研究作为落实树山村体验升级的建设前提，

并对树山村三大空间：聚落空间、田园空间、生产空间

进行一体化设计。体现在：空间统筹——树山村三大空

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功能复合——形式多样，整体化

设计；元素整合——特色元素提取进行产业链一体化升

级；乡村面貌一体化改善是乡村景观空间提升的重要表

现形式，也是实现空间主体在乡村环境中体验方式和体

验深度的重要目标。

其二是田园景观的体验升级：特色田园乡村的“田

园”即其镇域内发展的“源动力”，借助乡村的源动力

实现乡村功能的改造升级。此外，农业生产模式与居民

活动类型关系紧密，农业转型的同时也伴随着乡村建筑

的转型，故乡村农业向景观化农业、居民房向精品民宿

的转变是乡村功能置换的重要研究内容。引入品牌民宿，

打造虎窠里精品民宿区，并在片区内配套生态园地、书

院、咖啡吧、农事体验馆等休闲娱乐设施，将绿色与休

闲双重概念引入村庄内部，进而优化乡村产业链的整体

性实现田园空间向树山生态旅游空间、农商品展示空间

及文娱活动等空间的转译及达到乡村田园的体验升级的

目的。（图 9）

其三是乡村聚落修缮与空间营造：将体验作为影响

整体空间形态优化的重要因素，对乡村局部空间进行微

介入设计促进聚落优化。依据聚落现状，将建筑分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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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质量较好、建筑质量一般及建筑质量较差三类，并采

用不同的修缮方式来营造聚落空间。首先针对质量较好

的建筑可运用景观氛围营造的策略将室外田园、山水等

元素通过借景、对景及透景的方式与乡村室内建筑相呼

应，进而提升整体空间体验感；其次对建筑质量一般的

建筑进行二次修葺，采用地方特色材料营造乡土环境，

其过程还包括局部建造方式的改变；而对于建筑质量较

差的建筑可适当进行拆除或进行全面修整。在此基础上，

比较改善前后不同空间主体的停留时间、休闲方式、空

间利用度、活动类型等的体验差异，进一步总结乡村聚

落更新和空间优化的关键策略，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提

升提供反馈与建议。

4  结语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急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景

观空间提升成为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引领乡

村走向科学化、合理化的建设道路，无疑需要更丰富的

实践探索，尤其是对于地方特色显著的村落。现今，关

于乡村肌理、建筑格局及景观优化的研究等层出不穷，

但面对乡村环境何以提出更具适应性的提升方法一直是

值得探讨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看，从以人为本、“三

生三产”的角度出发，将空间主体参与性、关联性、复

合性落到实处，形成“体验 + 优化 + 反馈”的长效机制，

并在此过程中利用乡村优势来建构特色田园乡村变得尤

为重要。体验视角下的乡村营造意在提升人的主观感受

与客观现实条件的“结合度”，即探讨体验导向下的景

观模式、空间序列和体验深度；这种结合度正是乡村建

设成功与否的重要体现，也是引发未来关于探讨乡村建

设走向的关键。

注释：
① 2017 年 6 月 20 号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苏

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计划》的通知。

②“复合式”乡村发展理念是经过不断的实践从“内生式”和“外

生式”乡村建设中提炼总结的新型发展模式，真正意义上从乡村本

身出发挖掘内在潜力活化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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