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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表征和机制研究
——以北京市北沟村为例
张瑛，雷博健 *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大都市远郊区的乡村绅士化现象兴起，研究该现象能够拓展乡村绅士化的内
涵和外延，也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本文以北京市北沟村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大都市远
郊区乡村绅士化的阶层主体和景观变迁表征，探索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乡村绅士
化进程中，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暂未发生置换现象，参与主体包括外来绅士群体（创业移民群体、舒适移民群体）
和内部绅士群体（自我绅士群体、绅士代理人）两大类。乡村绅士化带来闲置资产的盘活、个体建筑杂糅化和
公共空间旅游化等方面的乡村景观变迁。全球化时代，人员、资本和文化等要素的流动，多元群体基于乡愁与
租差的互动是解释乡村绅士化的重要运行机制。研究表明，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是旅游驱动下，政府支持
和引导，外来绅士群体自发参与，村委会和村民能动参与的过程。因此，提出建立政府、村委会、外来绅士和
农民的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与优化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资本下乡准入与监管制度
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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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outer suburbs of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Beigou Village in Beijing
ZHANG Ying, LEI Bo-ji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outer suburbs of Chinese
metropolis has sprung up. Studying this phenomenon can exp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paths for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Taking Beijing’s Beigo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method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outer suburbs of metropolis. The study has unveiled that rural
gentrification is a process of the growth of middle class without displacement. Four kinds of stratum representation
modes are formed, including amenity migratio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self-gentrification, and gentrifying
agent. Rural gentrification brings about rural landscape changes in the aspects of revitalizing idle land assets, merging
individual buildings, and touristification of public space. The flows of people, capital, culture and other elemen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ccompani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diverse groups based on nostalgia and rent gap, are the key
driving mechanisms that account for the rural gentrification.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outer
suburbs of metropolis is a tourism-driven process that is supported and steered by the government, spontaneously
participated by external gentrifiers, and proactively engaged in by village committees and villag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ided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stablishing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government, village committees, external gentrifiers, and farmers, improving the rural homestead withdraw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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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the rural land use control system, and strictly enforcing the access and supervision system of capital fleeing
to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rural gentrification; stratum; rural landscape; globalization; amenity migratio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处于大都市远郊区的
乡村开启新一轮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活动。绅士
（gentrifier）从大城市回到乡村，成为乡村开发和建
设的参与者，引发了新的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关系，
继而对土地制度、基础设施、乡村景观、乡村美学
和社会形态产生影响 [1]。此外，中国乡村绅士化现
象的特点与走势、影响与效应、行动者主体与表现
类型、驱动因素等系列问题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急
需推进的关键科学问题 [2]。因此，随着乡村旅游进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研究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
的发展表征和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绅士化现象在中国大都市远郊区逐渐兴
起，中产阶层为了生意或生活从城市向乡村流动。
生意层面，随着近十年来国家陆续出台支持工商资
本下乡的政策，一批精英或企业参与到乡村复兴和
乡村高质量发展中来，推动了人才、资本和技术要
素流入乡村，出现了田园综合体型、文旅融合型等
乡村绅士化现象。生活层面，向往乡村生态环境、
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的艺术家、候鸟人等移民群体
日益壮大，艺术型、康养型的乡村绅士化现象业已
萌发。
自 1964 年英国社会学家 Glass 提出绅士化概念
以来，引起了西方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
领域学者的关注 [3]，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内容
不断深化。其中，Parsons [4] 最早注意到“乡村绅士
化”现象，即城市中产阶层向乡村聚落迁移，寻求
居住和休闲空间，从而造成乡村传统社会阶层的结
构性变化、乡村地区的住房紧张和原住民的置换。
随后，绅士化概念被引入到乡村领域，聚焦于乡村
绅士化内涵、特征、影响和驱动机制的研究。由于
西方高度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进程较快，乡村绅士化
理论在西方特别是欧美语境下发展起来 [5]，与“绅
士化”一样，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偏消极的现象，往
往与商品化、流离失所、房价上涨、阶级殖民、社
区区隔等词汇同时出现，一些学者对该现象表现出
担忧甚至大加指责 [6-7]。近年来，乡村绅士化逐渐
得到非西方国家的响应 [8-11]，这一概念在地理上的
扩张有助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批判。
中国由于缺乏乡村绅士化大规模发生的社会经
济基础和土壤，导致关注度不足，案例地有限，缺
乏深度和广度 [2]。中国的乡村绅士化现象主要发生
在两类地区，一类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偏远乡村，如

云南的哈尼梯田 [12] 和白族村落 [13]、广西的巴马长
寿村 [14]、广东的瑶塘村和断石村 [15] 等，另一类是
处于大都市郊区的乡村，如武汉的大李村 [16]、南京
的不老村 [17]、广州的小洲村 [18]、北京的爨底下村 [19]
等，这类乡村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涉及，但仍需要
选取大都市郊区等典型乡村地域类型，开展乡村绅
士化时空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 [2]。从发展表征来看，
学者多以阶层与景观变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舒
适移民 [14]、艺术家和学生 [18] 等单一外来主体或村
民 [12] 等单一内部主体进行研究，忽视了中国乡村
特有的村委会的作用和在国外引起广泛探讨的跨国
绅士（transnational gentrifier）角色，对于阶层重构
的复杂性与不同主体乡村景观实践的动态过程缺乏
更进一步探究 [20]。从驱动机制来看，传统生产端和
消费端理论不能全面分析中国绅士化现象 [21]，需要
考虑其他视角。因此，鉴于中西方乡村的差异性，
有必要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下对乡村绅士化现象
进一步系统探索。
鉴于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都市远郊
区的乡村绅士化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外来绅士群
体将会对乡村阶层和景观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
作为村委会和村民又将如何应对并与之博弈，机制
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选
取北京市北沟村作为个案，从乡村绅士化的概念出
发，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访谈法，分析创业
移民、舒适移民、自我绅士和绅士代理人等多元阶
层主体和乡村景观变迁表征，从生产端、消费端和
全球化视角探讨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的动力机
制，提出避免乡村绅士化负面效应的政策建议，不
仅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发展路径，也能够
弥补西方主导下乡村绅士化理论的不足。

1 案例地与数据来源
1.1 案例地概况
北沟村，坐落于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毗邻
世界文化遗产慕田峪长城。1996 年美国人 S4 租赁
了当地农民的一户住宅作为周末休闲的第二居所，
2005 年正式迁居北沟村并对住宅进行改造，开启
了北沟村的绅士化进程，随后以滚雪球的方式吸引
更多绅士甚至企业迁入。截至 2021 年初，全村共
有 153 户，其中外来者 30 户，15 户为外国人，外
来者租赁村民的房屋用于经营或居住，租期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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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从最初 5 000 元 / 年涨到现在最高的 30 万元 / 年。
由此在外来者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北沟村成功跻
身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从渤海镇最落
后的村庄发展为最富裕的村庄。2020 年北沟村家庭
经营总收入 897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94 万
元，相较于 2010 年同比增加近 1 倍。选取北沟村
作为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的研究个案具有代表
性和典型性。
北沟村目前处于乡村绅士化的第三阶段——投
资加剧阶段，满足乡村绅士化的基本特征 ：实现由
农业向旅游业的产业转型，出现典型的资本再投资
和空间再生产 ；中高收入群体的迁入引发乡村社会
阶层的升级 ；乡村的物质景观发生了质的改变 ；形
成特定的乡村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 [22]。
Table 1
编号

1.2 数据来源
笔者于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2 月和 2021 年
11 月前往北沟村开展为期三次的调研，调研内容主
要有外来者的迁入动机、停留时间和民宿经营状况；
居委会在乡村绅士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不同主
体之间的互动及对北沟村景观变迁的感知。期间主
要运用了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访谈法搜集资料和
信息，受访者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
的方式获取，访谈人数共 22 人（表 1）
，包括外来
者 7 人、村民 13 人、村委会成员 2 人，其中外来
者和村民的样本充分考虑了教育、职业、收入和住
房资产等个人指标，以确保其阶层的多样化，访谈
时间在 30~60 分钟，观察结果以田野日记形式记录，
受访人信息采用匿名编号方法进行资料整理。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身份 / 职业

编号

性别

年龄

40+

私营企业主

C5

女

30+

个体户

65

私营企业主

C6

女

33

公司高管

C7

男

43

个体户

C8

男

36

公务员

性别

年龄

S1

女

S2

女

S3

男

60+

退休人员

S4

男

66

私营企业主

身份 / 职业

S5

女

60+

退休人员

C9

女

40+

个体户

S6

女

50+

自由职业

C10

女

47

公司职员

S7

女

50+

教师

C11

女

40+

个体户

C1

女

65

工人

C12

男

44

公司高管

C2

男

54

农民

C13

男

26

公司职员

C3

女

46

公司职员

J1

男

60+

北沟村支部书记

C4

男

50+

工人

J2

女

37

北沟村办公室主任

注 ：外来者编号为 S，村民编号为 C，村委会成员编号为 J。

2 置换还是嵌入 ：多元的阶层主体
西方乡村绅士化在逆城市化进程中通常伴随着
原住民的置换，既包括从现有住宅被迫搬迁的直接
性置换，亦包括上一户家庭离开后，乡村经历绅士
化，类似的家庭因支付不起该住宅的费用而引致的
排斥性置换（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11, 23]。北沟
村并没有出现上述两种形式的置换，反而呈现出中
产阶层不断壮大的表征，表现为部分进城村民的自
愿置换，为了工作和生活更加便捷舒适，不断积累
Table 2

财富资本，在城区购买单元公寓定居，北沟村的闲
置住宅需要出租。中产阶层的流动嵌入，长期租赁
自愿置换村民的闲置住宅用作居住或经营，呈现极
强的周期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低收入的农民阶层实
现向中产阶层的跃迁，能动地参与到绅士化的进程
中来。因此，在流动性的背景下，北沟村形成了外
来者和原住民的多元主体。根据是否迁入，将北沟
村的绅士划分为外来绅士群体和内部绅士群体二类
（表 2）
。根据迁入动机，将外来绅士群体细分为创
业移民群体和舒适移民群体 ；根据成长路径，将内

表 2 不同绅士群体的动机与影响
Motivation and influence of various gentrifiers

绅士群体类型

动机

创业移民群体

逃离城市、长城文化、乡村环境、
邻里关系、经济利益

保留、改造、仿造

缴纳租金、盘活闲置、房产升值、增加就业、
知名度提升、带动产业发展

舒适移民群体

自然、休憩、田园生活

保留、改造

缴纳租金、盘活闲置、房产升值

自我绅士群体

经济利益

拆除、新建

生计多元、收入增加、阶层转换

振兴乡村、平衡各方利益

减少干预、增加配套

避免置换、协调多方、脱贫致富、获得荣誉

绅士代理人

建筑环境影响

经济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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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绅士群体细分为自我绅士群体和绅士代理人。
2.1 外来群体绅士化

适移民和创业移民的双重角色。
2.2 内部群体绅士化

1）舒适移民群体。舒适移民是指短暂或永久
迁移到象征更好生活质量的自然环境舒适或人文价
值突出的地方，该群体介于长期移民与短期旅游之
间且能相互转化 [24]。北沟村的舒适移民主要是企业
董事长、大学教授和城市老年人，出于对田园生活
和乡风文明的向往，租赁村民的闲置住宅，结合自
己的审美对住宅进行改造，从而塑造出有别于传统
乡村住宅的绅士化住宅。
S4 是美籍设计师，1996 年租赁了当地农民的闲
置住宅作为周末休闲的第二居所，2005 年正式迁入
北沟村开始对住宅进行改造。之后的五年，越来越
多的舒适移民通过 S4 进入北沟村，并请 S4 改造住
宅。但是，舒适移民只有在周末或中外传统节日才
会回到北沟村居住，停留的周期性明显。部分外国
人也会长时间回国探亲，这段时间就委托瓦厂酒店
代管，用作民宿短租，产生的收益按比例分成。
2）创业移民群体。创业移民最初是为了享受
旅行的乐趣而访问一个地方，然后搬到那里并开始
他们的生计 [25]。北沟村的创业移民在地方依恋、文
化认同和经济利益三重驱动下进入北沟村，租赁并
改造村集体的闲置瓦厂、燃气站和村民住宅开展民
宿经营活动，并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与村民共同
发展民宿产业，试图将北沟村打造成国际化乡村休
闲旅游地。这些创业移民来自大城市，拥有高素质、
高学历和高社会地位，具有雄厚的经济和文化资本，
是社会典型的精英阶层。
S4 是第一个由舒适移民转向创业移民的绅士，
经过四年的改造，瓦厂酒店于 2010 年正式营业。
伴随着“乡愁”式消费需求日益旺盛，高端民宿逐
渐兴起，又吸引了一批投资者和一个投资集团的进
驻。2015 年起，2049 投资集团陆续投资近 1 个亿
建设北旮旯涮肉餐厅、三卅民宿和瓦美术馆，收购
并改造瓦厂酒店，逐步打破了单一的创业移民个体
投资格局，转向以企业集团为主导、创业移民个体
为辅助的投资格局，投资愈发加剧。但是，企业集
团的入驻，并没有取代自我绅士的民宿，而是重新
整合了原村委会运营的餐厅和 S4 运营的民宿（S4
年事已高，开启养老生活，主动退出）
。此外，现
阶段北沟村的创业移民多充当投资者的身份，而非
经营者的身份，他们会聘请专业经理人运营管理民
宿，形成“投资后离开”的现象。因此，北沟村创
业移民的停留是流动和短暂的，游离在北沟村的边
缘，甚至仅仅把北沟村当作休闲度假场所，兼具舒

1）自我绅士群体。自我绅士即原住民在乡村
绅士化进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
进而塑造自己成为绅士 [10]。绅士化前，北沟村村民
的生计以种植板栗为主，收入水平很低，人均年收
入不足 5 000 元。随着创业移民的嵌入，一方面为
村民提供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解决了本村和周边
村 70 人就业，通过培训与经验积累使当地村民从
洗碗工、服务员成长为西餐厨师、高级经理 ；另一
方面随着北沟村知名度的提升，游客越来越多，创
业移民的客房数量供不应求，部分村民看到经营的
机会，加之自家住房过于破旧需要翻新，于是纷纷
效仿，开展民宿经营。由此村民的生计从单一板栗
种植向外出务工、就地就业、民宿经营和板栗销售
多元转型，家庭收入和储蓄得到明显改观，实现了
原住民的自我绅士化。
然而，北沟村尚未出现显著地外出务工的年轻
村民回流现象，一方面是由于留守村中的家人有时
间和精力在平日经营民宿，法定节假日年轻村民会
返乡辅助 ；另一方面是由于年轻村民对事业的追求
和对目前工作的热爱。
2）绅士代理人。绅士代理人作为中介与“地
方守门人（local gatekeepers）
”
，在绅士化过程中平
衡了原住民与外来者的双方利益，是推动外来者进
驻和避免村民被置换不可或缺的桥梁。西方绅士代
理人主要为规划者、建筑商和房地产中介 [26]，对外
来者购买乡村房地产进行监管 [27]，而中国有着特殊
的土地产权制度与建设规范，因此乡村绅士化进程
中离不开当地行政力量正式或非正式的干预。
北沟村村委会作为绅士代理人，一方面，成立
村物业管理公司，负责村内水电维修和保洁绿化，
为村民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为民宿经营活动营造
优美的公共环境 ；另一方面，制定严格的房屋租赁
政策，即村民只有在拥有两套及以上住宅的前提下
方可对外出租其中一套，或仅拥有一套住宅但在城
区已经购置单元公寓的村民也可对外出租，村民与
外来绅士双方的租赁合同必须由村委会审核把关，
保证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规避村民在绅士化
过程中被置换的风险。

3 小山村还是国际村？乡村的景观变迁
伴随着乡村绅士化的进展，乡村景观变迁成为
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28]。北沟村乡村景观承
载的功能由单一的居住空间转向居住、就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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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多维空间。通过谷歌地球对比 2010 年 11 月
和 2018 年 5 月的北沟村图像可以发现，村庄的聚
落结构几乎保持原貌，但是村庄的建筑密度显著增
加（图 1）
，一是村委会新增了部分公共服务设施，
二是村民拆除原有传统瓦房，扩大房屋的建筑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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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顶的颜色可以看出，红色瓦顶多取代原有的灰
色瓦顶，结合实地调研证实，依旧保留灰色瓦顶的
多为跨国绅士改造的住宅。由此可见，绅士群体与
村民不同的景观实践，造就了小山村与国际村的景
观杂糅。

图 1 北沟村 2010 年 11 月和 2018 年 5 月谷歌地球图像对比
Comparison of Google Earth images of Beigou Village in November 2010 and May 2018

3.1 土地利用 ：闲置资产的盘活
中国的“空心村”现象和欧洲的“垂死村”现
象普遍 [29]，其特点是房屋闲置，大量年轻、受良好
教育的人口迁入城市 [30]。乡村绅士化破解了北沟村
的空心化难题。废弃的小学改造为玻璃艺术工作室
和西餐厅，烧窑的窑洞和闲置的燃气站改造为高端
民宿，进城村民的闲置住宅转换为第二居所或精品
民宿。由此，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不仅为村民带来
了租赁收益，发挥了闲置资产的经济价值，也带动
了房产升值，逐步壮大了北沟村的民宿产业。
3.2 个体建筑景观 ：中西合璧的杂糅
1）自我绅士群体的新建。自我绅士群体的生
活空间转变为生活与经营并存的空间。为了改善家
庭住房舒适度，实现民宿经营的目的，自我绅士普
遍拆除自家破旧瓦房，建起现代风格的乡村二层平
房，将三合院式改为围合式，二层多设置观景平台。

Fig. 2

原来的院落由露天式改为采光玻璃封闭式，院落内
的菜园也改为服务住客的餐饮和休憩场所（图 2）
。
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民居布局的变化和传统
民居建筑的消亡，但是依靠村民完成类似外来绅士
群体的民宿改造尚不具备可行性。
2）创业移民群体的营造。创业移民群体重塑
了北沟村的建筑景观，实现了生产景观向消费景观
的转变。村内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营造为三卅民宿和
瓦厂酒店。这两家民宿都邀请了中外不同国籍的设
计师，在充分了解当地民居特色的基础上，由本地
的建筑队进行施工，建筑材料就地取材，从而形成
了北沟村灰色瓦屋顶、老石板地面和深水红砖墙的
建筑外观，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乡村建筑景观的原始
风貌，与村庄的整体建筑风格趋于和谐，室内装修
则采用简约设计，从国外进口家具，点缀西方元素。
3）舒适移民群体的营造。舒适移民群体对乡

图 2 典型原住民院落向自我绅士院落的转变
Transformation from villager courtyard into self-gentrification court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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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住宅的重塑体现在庭院功能和室内装修的改变
上。在庭院功能上，生产属性被休闲属性替代，原
本具有自给自足功能的菜地和晾晒谷物的门前平台
改为融合小木屋、花草景观、木质步道和儿童设施
的精致庭院。在内部装修上，和创业移民群体一样，
也融入了西方元素，包括欧式壁炉、吊灯、油画、
落地窗和小阳台等，并配备了咖啡机、洗衣机等现
代化设施。
综上所述，自我绅士群体的拆除和新建住宅行
为，实质上是忽视了旅游者真正的传统民居住宿体
验需求。相反，外来绅士群体却发掘了旧瓦房的价
值，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形成传统民居建
筑的
“外中内西”
。这种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一方面，
自我绅士群体和外来绅士群体在文化与经济资本上
的差异决定了他们采取不同的建筑景观实践路径 ；
另一方面，自我绅士群体对优质住房条件的诉求是
合理的，况且受到外来绅士群体的影响也在不断转
变思维，譬如自我绅士 C9 就学习瓦厂酒店，将深
红砖直接当作室内墙面。虽然在细节处理上仍有很
多不足，但从城市现代思维向乡村在地思维的转变
已属难能可贵。
3.3 公共空间景观 ：乡村景观旅游化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自由聚集、交流思想和传
播信息的地方，承载着村落的历史和记忆 [31]。由
于该空间很难产生经济收益，公共性特点较强，所
以村委会自然成为公共空间景观的主导者。但随着
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外来绅士群体的介入，北沟村
的公共空间成为村委会和外来绅士群体共同建设的
场所。
乡村绅士化带来乡村道路景观的巨大变化。绅
士化前，北沟村少有硬质铺装道路，只有泥土路，
这些道路一般都很狭窄，只能允许一辆小型机动
车通行。随着乡村绅士化进程加快，北沟村投资
1 000 余万元兴建村级公路，拓宽道路，铺设沥青
和透水砖，增加健身步道，划定行车线和停车线等。
道路景观的升级提升了可进入性，改善了村内的景
观环境，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但是城市化的硬质铺
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性的流失。
乡村公共空间的环境艺术小品趋向异质与多
元。北沟村的环艺小品原本是由村委会主导设计
的，包括宣扬传统美德的雕塑墙、孔子像等文化景
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标语景观，以
及石碾、果窖和腌菜缸等传统生产设施景观。如今
北沟村的公共空间也成为外来绅士群体的景观试验
场，14 位中外艺术家的艺术装置布展到北沟村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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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广场、村民房顶和村委会大楼，使原本自然朴
素的北沟村充斥着工业风、抽象派和现代气息。外
来绅士群体的艺术装置没有取代村委会的传统设施
景观，而是形成外来绅士文化与内部乡村文化的和
谐碰撞，这种创造性扩展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为游客
服务的，村民对于这些外来小品整体持包容和欣赏
态度。
北沟村的标识系统彰显了乡村景观的旅游化和
国际化。北沟村的标识系统由导览图、景物介绍牌
等组成，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存在不同时间、
不同材质的标识混用的情况，从而证实乡村很难是
标准或规范的。其中，自我绅士群体的民宿商业门
头为政府统一设计，以灰色为主色调，配备长城文
化村的图标，名称多与经营者的姓名有关或具有中
国传统文化寓意 ；而创业移民群体的民宿商业门头
为独立设计，设计更具质感，制作更加精致，名称
则体现了地方空间特性（如北旮旯涮肉）
、建筑原
本功能（如瓦厂酒店）或群体精神追求（如三卅民宿，
意指为一种特殊人群而创造的第三种社会空间）
。
尽管创业移民群体在建筑原始风貌上，或保留或与
自我绅士群体相协调，但是透过标识系统等细微之
处，依旧可以窥探群体间的差异。

4 北沟村绅士化的动力机制
4.1 全球化时代的移动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改革开放背景下，北沟村的
绅士化深受全球化和与全球化紧密关联的城市化的
影响，成为全球化时代移动性的产物。全球化为乡
村绅士化开辟了广阔的要素和市场空间。持续深入
发展的全球化推动了人员、资本和文化等要素的全
球性流动与分配，塑造了北沟村绅士化系统要素的
全球化。
第一，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催生新乡村主体诞
生。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人们已经不再生活在被称
为“地域”的固定空间，不间断地移动重新建立了
人们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稳定 [32]，伴随着跨国公司在
华投资快速增长和稳步扩张 [33]，来自美国、加拿大、
荷兰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跨国绅士纷纷进入北京创
办企业或担任高管，并在乡村寻求更廉价的资源和
新的投资机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乡村劳动
力持续外流，乡村聚落趋于边缘化，为满足跨国绅
士对乡村怡然环境和生活品质的追求创造了机缘，
使之成为北沟村绅士化的移民来源。
第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推动乡村产业转型。
得益于全球化资本积累的跨国绅士利用直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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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股息收入和城市房产升值等资本形式 ，
“反客为
主”
，重塑乡村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网络，创造满足
国际游客的高品质乡村产品和服务，吸引越来越多
的国际游客甚至国际元首驻足，促进乡村产业要素
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第三，中西文化的断裂与融合重塑乡村景观格
局。以跨国绅士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以本土绅士和
原住民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根本断裂的，但同时又
是相互重合的，全球文化在乡村生根发芽，赋予乡
村以全球意义。跨国绅士利用世界主义主观经验，
通过全球化形式与地方化要素进行互动，产生了具
有后生产主义色彩的、混沌的“长城国际文化村”
的消费景观，从而使大都市远郊区的乡村绅士化与
全球化经济和全球化空间构建起关联 [35]，呈现多维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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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的空间格局。因此，全球化使乡村空间承载了
全球诉求，呈现多主体、多维度、多文化混杂的情
景，推进了乡村绅士化进程，促进了“全球乡村”
的诞生 [36]。
4.2 多元群体的互动实践
在宏观背景的影响下，不同主体的绅士化实
践作用机制有所差异。舒适移民群体受到城市化进
程的推力和乡村舒适环境的拉力而进驻。舒适移民
群体的住宅改造、旅游业的发展扩大了租差（rent
gap）
，创业移民群体不断壮大。创业移民群体的雇
佣与民宿业的发展催生村民成长为自我绅士群体。
外来绅士群体与村民的和谐共生模式及村委会绅士
代理人作用的发挥，避免了北沟村过度旅游化。其
运行机制如图 3 所示。

图 3 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运行机制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outer suburbs of metropolis

舒适移民群体出于逃离城市和地方依恋的目的
进入并改造乡村。一方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
自然”
。舒适移民群体长期处于城市的“樊笼”里，
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人居环境变化让他们欲求逃
离，享受片刻的悠闲，由此租赁农民闲置房产，在
节假日短暂转换空间——从城市到乡村，或者长期
回归最接近自然的居住和生活场所——乡村。另一
方面，舒适移民群体怀着对乡村特殊的乡愁情结，

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深刻反省，凭借自身独特的品
味和多元包容的价值观，重新建构乡村住宅，重现
乡村建筑景观价值。
北沟村潜在价值与货币价值的租差激发了创业
移民群体的投资欲望。随着 S4 等第一批舒适移民
群体对破败的闲置住宅进行修缮改造，潜在地租不
断上升，当租差达到足够满足住宅再开发的利润空
间时，资本会重新注入 [37]。除此之外，突如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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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力也会提高潜在地租 。一方面，北沟村的“长
城国际文化村建设工程”得到了怀柔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被列入了 2010 年重点工程。另一方面，慕
田峪长城创建 5A 级景区后游客量猛增，旅游者的
乡愁式需求焕发京郊乡村旅游的品质化升级，民宿
不断迭代，进而以非资本化地租的形式提高了潜在
租金。在这一阶段，创业移民群体滚雪球式的进入
乡村投资、收购民宿，并与舒适移民群体一同在村
庄内构建了一座座理想化的镶嵌式“孤岛”
，尽管
这种“孤岛”在外观上与其他民居无显著区别，但
是“孤岛”蕴含的物质意义和精神价值十分重大。
以跨国绅士为先驱的外来绅士群体的进入，无
形中提高了北沟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村委会顺势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整治乡村生态环境，让北沟村
从慕田峪景区周边四个村庄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旅
游者住宿的首选。随着北沟村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村民也开始翻新住宅，经营民宿，同时受雇于创业
移民的村民不断晋升，实现了从低收入阶层向自我
绅士的转换。
在中国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与行政规划建设制
度的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发展离不开当地行政力
量的内生驱动。外来绅士群体与村民之间的对接需
要第三方介入，以便于双方的利益得到确认和保障，
作为绅士代理人的村委会应运而生，保证了绅士化
过程中村民的利益免受侵害，起到了连接外来绅士
群体与村民的桥梁作用。同时，村委会希望借助乡
村旅游的东风和外来绅士群体的力量振兴乡村，改
变乡村落后状态，解决人口外流和老龄化的问题，
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外来绅士群体与村民构建了一种彼此作用、稳
定正向的共生模式，淡化了乡村绅士化的消极影响。
大部分外来绅士停留的周期性强，与村民保持日常
问候的浅层交往，旅游的开发也让村民对周末人口
的增加习以为常，少量的绅士节假日回“家”对他
们来说几乎没有影响。而其他长期在村里的民宿经
营者或经理人为了融入村庄，积极寻求与原住民构
建更深层次的社交网络。比如邀请村民到家中做客、
参与村民家中的红白喜事、资助贫困家庭的学生完
成学业、为村民发放过节慰问金等，尤其是收购农
民家中的板栗等农副产品，实现了农民农产品的就
地销售。当然双方也会因一些小事产生摩擦，但都
会得到化解。

5 讨论
乡村绅士化对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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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价值 。本文以处在大都市远郊区的北京市北
沟村作为案例地，阐述了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
的演变特征和动力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发展
路径。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下，乡村绅士化更加强
调阶层重组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实践。与西方
乡村绅士化的单一群体不同，北沟村的乡村绅士化
展演了创业移民群体、舒适移民群体、自我绅士群
体和绅士代理人四大不同绅士化行动者。外来绅士
群体的个人特征与影响类似西方绅士群体，他们受
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 [40]，带动了原住民房产的
升值和收入的增加 [25]，改善了当地落后的经济水平，
提升了服务业的比重 [18]。然而，中国的乡村绅士化
并非完全自发的市场行为 [27]，而是在“全球—地方”
的互动中，外来绅士群体嵌入、村民学习与仿效、
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跨国绅士在乡村生态与文化
保护、乡村产品与服务升级、利用国际市场与资源
等方面为本土绅士起到示范效应，本土绅士在适应
全球化趋势、塑造优美和谐的乡村风貌、发挥本土
文化和制度优势等方面与跨国绅士进行联结，从而
形成引领未来乡村振兴的“全球乡村”
。因此，在
“双循环”新格局下，跨国绅士与本土绅士的互动
和交流有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优化和高效配置资源，将
乡村纳入全球生产和流通网络 [41-42]。
同其他乡村绅士化案例一样，置换并不被认为
是乡村绅士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20, 26]。中国特
殊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北沟村村委会的限制性租赁政
策避免了直接性置换和排斥性置换的发生。尽管北
沟村遭受了国际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但是当地村民
普遍表示能够接受多元文化，欢迎外来绅士群体的
进驻。道路景观的升级、新增的公共设施为村民的
日常生活带来便利，加之外来绅士群体停留时间的
短暂性和周期性，及与村民建立起的共生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抵消了置换压力。然而，近年来，中国出
现了为发展旅游而实施整体搬迁的“旅游搬迁型”
乡村，还有极易引起置换压力或商业置换的“过度
旅游型乡村”
，这些代表不同置换形式的乡村将是
学者今后关注的重点。
乡村不同主体的景观实践塑造了中国乡村景观
的杂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乡村文化旅游和规划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化旅游人才下乡服务，支
持规划建设人才塑造乡村风貌。外来绅士群体正是
自发的下乡人才，从北沟村个案来看，他们在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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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景观的塑造上讲究中西融合和新旧融合，并开
始转向公共空间景观的塑造。诚然，绅士为了实现
“第三空间”的理想融入自身的意志，对乡村景观
的塑造可能导致乡村土地商品化，也不可避免地会
扭曲、扰动乡村原本的自然和文化景观，造成乡村
因过度开发而被“创造性破坏”的后果 [43]，但是也
应看到在增加新功能的同时，对旧功能的保留，即
“创造性扩展”的过程 [44]。如果没有外来绅士群体
对现有 40 间传统民居的保留，自我绅士群体适应
民宿经营要求的自发拆建可能会造成传统民居建筑
从北沟村脱嵌而出。因此，如何恰当发挥这些绅士
在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景观营造中的作用，是政府
和村委会等相关主体需要考虑的问题。
可见，乡村绅士化进程中，外来绅士的“输血”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经济贫困化、乡村用地废
弃化、乡村人口老龄化等疑难问题。然而，农村土
地制度与外来绅士下乡创业或生活的新需求不相适
应，造成农村闲置资源利用效率低 ；外来绅士与农
民利益的非兼容性也极易引发不同主体间的利益争
夺、乡村秩序和景观环境受到冲击等负面效应。因
此，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引导和控制。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中国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是在旅游驱动
下，政府支持和引导，外来绅士群体自发参与，村
委会和村民能动参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呈现
出部分村民寻求自愿置换，流动的中产阶层嵌入，
低收入的农民阶层向上跃迁等阶层表征。村委会发
挥了类似西方绅士代理人的桥梁和守门人的作用，
其与外来绅士群体和自我绅士群体共同实践，带来
了闲置土地资产的盘活、个体建筑杂糅化和公共空
间旅游化等方面的乡村景观变迁，塑造了“长城国
际文化村”的消费景观。
全球化是中国乡村绅士化的重要驱动力。不断
深化的全球化推动了人员、资本和文化等要素的全
球性流动与分配，塑造了乡村绅士化系统要素的全
球化。乡村虽然在复杂性上可能不如城市，但会日
益受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呈现全球化乡村多
主体、多维度、多文化混杂的情景。因此，除了生
产和消费两大理论视角，全球化这一结构性因素对
中国乡村绅士化同样具有解释力。
6.2 政策建议
1）建立政府、村委会、外来绅士和农民的利
益协调机制。政府层面，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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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责，如通过投资补助、
财政贴息、先建后补等多种方式，引导中大型企业
集团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村委会层面，营造舒
适的乡村环境以吸引外部资本进入，严格审查土地
或宅基地流转合同，规避流转过程中可能的风险，
如建立风险保障金制度，限定流转的面积、年限和
用途等。外来绅士层面，积极创造正外部性，雇佣
本地村民就业，向村民传输经营理念，优先购买本
地原材料，带动村民致富，同时尊重和理解本地村
民和乡土文化，积极融入乡村的“熟人社会”
。农
民层面，把握主动权和选择权，真正参与到绅士化
进程中来，既可以成为乡村运营主体，也可以通过
主动寻租获取租金收益，还可以以土地、资金和农
机具等入股，获得股金收入。
2）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与优化农村土地
用途管制制度。在严格遵守“不得违法违规买卖或
变相买卖宅基地”和落实“一户一宅”或“户有所居”
的前提下，加快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对
闲置宅基地进行盘活利用，激发宅基地的资源活力，
同时优化宅基地退出补偿的模式，适当扩大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的范围和期限。在“严格限制农用地转
为建设用地”的前提下，打通各类建设用地之间转
换的通道，做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创新工
作，推行点状供地、混合供地等灵活供地新方式。
3）严格资本下乡准入和监管制度。一方面加
强对外来绅士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经营能力和信用
的审查，避免全球化带来的现代性对地方化制度、
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冲击 ；另一方面加强资本动态监
管，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行事，完善定期检查与预警
制度，对不符合相关约定的创业项目予以严肃处理，
如停发补贴、纳入失信名单等。
致谢 ：感谢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研究
生张妍和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淼、
徐子迪、杨犁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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