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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规模的村庄规划和旧村更新过程中，普遍存在对外交通不畅、城乡公共交通覆盖率不

足、内部道路系统不完善以及无处停车等诸多问题，已成为中国乡村交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首

先对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解析，并梳理有关乡村交通发展的相关文献。结合实践系统

总结鄂东地区乡村交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析其潜在的交通需求。最后，从建立镇域

统筹的对外交通系统、发展智能型信息化的城乡一体化公共交通、优化内部道路系统组织、完善多

功能停车场地等四个方面提出针对乡村交通发展的实用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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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planning and regenerating those relatively large villages, there are always a couple of

shared critical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of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insufficient service of public transporta-

tion, inefficiency of internal roadway system, and lack of parking space.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practice-based rural planning, and reviews the existing studies about rural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By

discussing the challenges and transportation demands in eastern Hubei rural area, the paper proposes plan-

ning strategies in four aspects: developing integrated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adopting urban-rural

combined intellig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prioritizing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roadway system,

and building multi-function parking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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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正在鄂东乃至全国各

地大规模推进，在此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一些

与中国乡村发展需求相背离的交通问题。如

在村庄规划或改造过程中，粗放式模仿城市

道路标准，对村庄道路采用简单的硬化拓宽

模式，导致新建道路标准过高、但利用率

低，而老的农村居民点仍然面临难以适应农

村机动化发展需求，且无处停车、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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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用性原则的鄂东乡村交通发展策略研究基于实用性原则的鄂东乡村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以湖北省黄梅县为例—以湖北省黄梅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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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账多、建设任务重等矛盾。

2016年 5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2016年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和村

庄规划试点工作的通知》 (建办村函[2016]

411号)中提出，“要改革创新乡村规划理念

和方法，树立一批符合农村实际、具有较强

实用性的村庄规划示范，以带动乡村规划工

作”[1]。在此背景下，如何从村庄的现状交

通问题出发，形成对乡村道路交通系统的地

域性认知，提出有针对性的实用性乡村交通

发展策略，以引导大规模的乡村规划建设，

是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1 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概念与内涵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概念与内涵

11..11 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提出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提出

在“实用性村庄规划”被正式提出之

前，不少学者早已意识到当今的村庄规划中

存在一些道路交通问题。文献[2]提出村庄规

划中存在对外道路缺少联系、内部道路不

明、没有停车场地规划等问题。文献[3]认为

现状村庄道路系统存在缺乏系统性研究、技

术指标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不能满足地面排

水与工程管线布置要求等问题。文献[4]指出

乡村规划比城镇规划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和地

域性，乡村规划尤其需要因地制宜，解决实

际问题。文献[5]认为乡村与城市差别很大，

不能一味地照搬城市管理模式。

2014 年，文献[6]提出“实用性村庄规

划”的概念，对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概念、推

行原因及如何推进等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

随后，文献[7]提出实用性乡村规划的编制思

路与实践，从认知与方法层面提出了以实用

为导向的乡村规划编制要求，界定了实用性

乡村规划的核心要素体系及其规划重点、相

互关系，揭示了实用性乡村规划的编制手

法。文献[8]对村庄规划如何走向实用性规划

进行探讨，进一步提出符合“三好特征、五

型方法”的规划内容体系。

11..22 实用性村庄规划的内涵实用性村庄规划的内涵

文献[6]指出，村庄规划的本质是需求导

向的规划，然而受传统城市规划思想的影

响，村庄规划忽视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需

求，脱离了乡村发展实际。基于实用性原则

的村庄规划，一定要从乡村的实际情况出

发，回归到村民的切实需求。这也决定了其

需要有针对性和面向操作的属性。

实用性村庄规划是以需求导向、解决基

本、因地制宜、农村特色、便于普及、简明

易懂、农民支持、易于实施为基本要求，以

好编、好懂、好用为主要特征，以农房建设

规划要求、村庄整治规划和特定需求规划等

为主要内容的村庄规划。其中，基本要求的

前四条体现了实用性村庄规划的针对性，后

四条体现了可操作性。基本内容中的农房建

设规划包括地块位置、用地范围和建筑层数

或高度等规定，村庄整治规划包括村庄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公共环境的整治措

施，特定需求规划包括产业规划、旅游规

划等。

11..33 实用性村庄规划原则对乡村交通发实用性村庄规划原则对乡村交通发

展的影响展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背景下，乡

村规划具有复杂性。不同乡村地区的差异带

来乡村交通需求的差异性，故实用性村庄规

划的基本原则是符合实际、因地制宜。其对

乡村交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功能复合性。

现有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乡村建设用地

的集约化程度低，导致村庄建设用地紧张。

但是村民对道路交通的需求越来越强，致使

村庄规划必须从实用性角度出发，使乡村的

道路交通相关用地具有复合功能。例如，灵

活使用街巷空间，使其具有停车、交往等实

用的功能；利用道路旁危房或空闲用地作为

村民活动空间、临时停车空间等。

2）标准多样性。

在满足实用性的基本原则下，乡村的道

路交通规划应因地制宜的设置标准。例如当

村庄道路发生拥堵时，道路两侧若有空余，

则可以拓宽道路断面，以疏解交通压力；若

道路两旁是建(构)筑物不能拓宽，则应通过

优化道路系统和调整道路管理策略改善交通

拥堵问题。

3）规划操作性。

将实用性原则贯穿于乡村道路交通规划

的全过程，增强规划的操作性。包括：提高

连续性，将村庄的道路贯通，便于停车；提

高可达性，区分不同道路等级的功能和断面

设计，发展城乡公共交通，提高居民出行的

可达性；提高规划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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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乡村交通发展策略的相关研究关于乡村交通发展策略的相关研究

中国对城市道路、城市街道空间的研究

颇多，成果也颇丰；对于乡村的研究，主要

偏重于乡村景观、乡村聚落空间、乡村建筑

等方面的规划设计；村庄规划的研究中对交

通系统进行单独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乡村道路系统方面，文献[3]结合广州

番禺区新农村规划实践，提出村庄道路系统

的有序化对策应从总体要求、道路分类和技

术指标确定三个方面进行考虑。文献[9]针对

交通干路沿线村庄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以

问题为导向、以时效为先导、以实施为目标

的整体技术思路，制定面向实施的整治

措施。

在城乡一体化公共交通方面，文献[10]

对城乡公共交通进行概念界定，分析现状区

域公共交通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城乡公共

交通一体化规划总体框架及子规划内容。

在乡村道路交通与农业生产研究方面，

文献[11]分析了乡村道路交通对于农业生产

的作用机理，探讨了乡村道路交通需求的特

性，建立了基于活动的乡村道路需求分析框

架和田间道路需求分析流程。

在乡村的通达性研究方面，文献[12-14]

分别对农村居民出行可达性和乡村地区路网

通达性水平等进行研究。文献[15]研究了在

县域尺度下交通对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影响。

在乡村道路建设标准方面，目前出台的

法律法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湖北省农村公路

条例》等，主要是针对(农村)公路，没有专

门针对乡村道路的建设标准。虽然乡村地区

的差异很大，但是一定范围内的地区缺少因

地制宜的地方建设标准，仍然会导致村庄道

路建设的随意性和道路管理缺失。

综上，已有的研究中，针对乡村地区的

交通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理论层

面，基于实用性村庄规划的交通发展策略研

究基本空白。

33 鄂东地区乡村普遍存在的交通问题鄂东地区乡村普遍存在的交通问题

33..11 对外交通系统对外交通系统

33..11..11 缺乏镇域层面的交通统筹缺乏镇域层面的交通统筹

当前鄂东地区镇域规划中，重视镇规

划，轻视村规划；重视单个村庄的建设规

划，轻视村庄体系规划。在交通方面则表现

为交通干线(如县道、省道和国道)沿线分布

大量的村庄，过分强调过境交通对单个村庄

发展的影响，但是缺少镇域层面的交通统

筹，忽视临近区域村庄间的往来需求，无形

中也增加了镇域范围内干路过境交通的通行

压力。以濯港镇为例，行政村一般由一条主

要道路与 105国道相连，再通往镇区或是其

他地方。沿线两侧分布了十几个村庄，且主

要入村道路都与之相连，这对 105国道产生

了较大的交通压力。连通濯港四村的外围环

路正在建设中，村纵向交通联系较弱，缺少

南北向连接各村组的次级道路；同时，考虑

到未来环考田河-太白湖-龙感湖旅游体系

的构建，交通体系中缺少由 105国道直接通

往考田河的横向通道(见图1)。

33..11..22 产业发展的交通问题产业发展的交通问题

过去的村庄规划大多重空间轻产业，致

使乡村交通规划与产业发展联系不足，忽视

了农业生产和乡村旅游对道路交通的需求。

濯港镇作为湖北产粮大镇，在粮食产区缺少

对农产品运输通道的考虑。除此之外，随着

城镇居民对现代城市景观的厌倦和减压放松

的主观需求，以及收入提高、交通便捷等客

观条件的存在，使各地乡村旅游正在兴起。

随之而来也暴露出一些与乡村旅游交通有关

的问题：旅游交通网络不完善，缺少便捷的

对外旅游通道和完善的内部步行、自行车交

通系统，导致同一地区的旅游资源相互孤

立，未能形成合力，弱化了对外来游客的吸

引力。

图1 濯港镇部分村庄对外交通现状

Fig.1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several villages

of Zhuoga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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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城乡公共交通城乡公共交通

以往的村庄交通发展规划中，一味地强

调村庄和镇区之间的道路可达性，忽视了人

本视角的村民出行需求。以湖北省为例，近

些年来省政府及相关单位发布了一系列政策

文件，如《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客

运发展的若干意见》 (鄂政发[2015]8号)《湖

北省“村村通客车”实施方案》及实施细

则。从中不难看出，政府对“村村通客车”

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但是客运班车只规划到

行政村，而对自然村(以家族、户族、氏族

或其他原因自然形成的居民聚居的村落，隶

属于行政村)的覆盖不足，导致村民出行的

步行距离过长，可达性较差，便利性不足

(见图 2)。其次，大多农村地区采用的公共

交通运输方式是按照传统班线性质运行的城

乡线路，与按照城市交通方式运行的城市公

共交通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体制不同，城市

公共交通是由城市公共交通部门管理，农村

客运属于长途客运或班车客运，属交通部门

管理。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使城镇居民出行比

农村居民享有更便利的出行方式、更低的出

行成本、更高的服务质量[10](见表1)。

33..33 内部道路系统内部道路系统

33..33..11 村庄道路网络缺乏系统性村庄道路网络缺乏系统性

由于乡镇重视不足，村庄内部道路往往

由村庄自行建设，缺乏近期和远期规划，致

使其整体性较差，网络极具脆弱性；同时，

路网系统缺乏对村庄特有的摩托车(助动车)

系统、步行系统的考虑。以濯港镇桂坝村为

例，一条东西向的入村道路C015与外界相

连，村庄为“一河两岸”工字型空间结构，

村庄的主要出入口只有一个，内部道路网络

基本为断头路；一般情况下，村庄道路不会

发生拥堵的状况，但是逢春节时，车流量骤

增，会车和倒车可能成为问题；现状村庄道

路网络的系统性不足，缺少贯通的环路和停

车、错车空间(见图3)。

33..33..22 道路横断面不能满足发展需求道路横断面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现状的乡村道路交通形式不能满足发展

需求，表现为道路等级混乱、道路断面形式

简单等方面。乡村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

个等级：入村干路、村庄干路、村庄支路、

村庄巷道(根据村庄的规模和类型，有的村

道等级可以合并)。随着村庄内的机动车和

农机保有量增加，入村干路上的车流量变

大，车速也较快，原本简单的人车混行的单

幅路结构难以保证行人的安全(见图 4a)；村

庄干路宽度为 5 m 时，车辆会车时较为困

乙村 丙村

甲村

通往镇区 交通干路
村庄主干路
行政村

公共汽车站
自然村

图2 农村客运班车站与自然村湾关系示意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villages and bus stops within villages

自然村 自然村

中心村

自然村

自然村

中心村

中心村 自然村

表1 城乡公共交通两种运输方式比较

Tab.1 Comparison on urban and rural public transportation

运输方式

农村客运

城市公共
交通

管理部门

属于长途客运
或班车客运，由
交通部门管理

由城市公共交
通部门管理

运营特点

线路的走向和名称固定
沿途停靠站较少

线路发车频率不定，一般等到客满发车
线路票价普遍较高，且线路长度不同票价不同

线路统一编号
有相应的首末站、固定停靠站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固定发车时间与频率，不以客流需求变化而改变

统一票价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1]整理得到。

图3 桂坝村现状路网

Fig.3 Roadway system of Guib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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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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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且道路两侧多为建筑，道路难以再拓宽

(见图 4b)，也有部分山墙间距仅 3~4米，只

能作为村庄支路使用。此外，村内的巷道常

常与宅前空间混杂在一起，街巷空间被杂物

侵占、各类电线胡乱连接，致使巷道不畅，

既存在安全隐患也难以满足村民的出行和交

往需求(见图5)。

33..44 停车停车

村庄的停车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点：1)假

期中出现的交通拥堵、车辆无处停放等“假

期交通病”已成为乡村交通发展中又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2)在乡村大力发展现代化农

业的同时，村内的农机渐多，但缺少专门的

停放场地；3)资源禀赋较好的村庄，理应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但由于缺乏停车场等基础

设施，无法有效支撑旅游发展。

44 鄂东地区乡村发展中的主要交通需求鄂东地区乡村发展中的主要交通需求

44..11 对外交通需求对外交通需求

44..11..11 镇域统筹的需求镇域统筹的需求

文献[16]指出，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

进，城乡之间的原有边界已经被打破，机动

化交通使得城乡的时空距离大大压缩，为农

业剩余劳动力往返于城镇的就业岗位和乡村

的住所之间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往来于城

乡的日常通勤交通。在对黄梅县濯港镇四

村的居民问卷调查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

果，摩托车(助动车)出行在全部出行方式中

的比例均超过60%，公共交通出行所占比例

为6%~17%(见图6)。

44..11..22 乡村旅游需求乡村旅游需求

近 10 年，乡村旅游的人数和所创造的

经济效益快速上涨。文献[17]显示，2015年

全国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约 20亿人次，旅

游消费总规模达 1万亿元。这表明中国旅游

市场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十分强烈。所以在乡

村规划中，应该针对有特色有资源的村庄，

构建三产联动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多样

化、有特色、结合旅游消费的农业形式，如

生态旅游、观光农业、采摘农业等。乡村地

区的道路交通系统应满足自驾游出行乘客和

团队出行游客的快速到达和停车需求，同时

可考虑发展便捷的旅游公共交通，提高车站

与特色旅游村庄之间的联系，提升乡村旅游

服务质量。

44..22 城乡一体化公共交通需求城乡一体化公共交通需求

在对濯港镇农村居民的通勤特征研究中

发现：其典型交通特征之一是个体机动化

(小汽车、摩托车、助动车)出行比例较高，

但公共交通在通勤出行中的比例不高。在对

村民的访谈中，村民们表示：选择机动化出

行的主要原因并非不愿意乘坐公共交通，而

是由于公共交通的发车密度、便利性等服务

指标逊于个体交通工具。在改善交通条件意

向选择方面，发展城乡公共交通比例最高

(见图 7)。可见，村民对公共交通出行需求

强烈，有必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交通系

统，提高城乡公共交通的覆盖率和便利性。

44..33 内部交通需求内部交通需求

1）村庄道路“成环成网”的需求。

村庄干路的车流量逐渐增大，除了步行

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外，摩托车(助动车)的

比例也很高，但是原来枝状道路降低了道路

通畅性，只有具备足够且恰当的道路网密

度，加之系统、灵活的道路网络，才能满足

出行需求。

2）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需求。

图4 村庄道路现状横断面示意

Fig.4 Cross-section design of rural roadway

用于灌溉
的U型渠

2 25 5

a 入村干路 b 村庄干路

道路两侧无
拓宽的可能

单位：m

图5 村庄街巷空间现状平面示意

Fig.5 Street layout i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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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出行对机动车的依赖性较大，特别

是摩托车和助动车。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降低了步行的安全性。村民在村庄内部主要

靠步行和自行车完成点到点移动，故建立安

全可靠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十分重要。

3）公共交往空间的需求。

在城市强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冲

击下，传统的亲缘邻里关系和业缘邻里关系

逐渐淡化，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日趋松

散化，生产过程的交流也大幅度减少。由于

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社

会人口密度降低，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现

象突出，如何满足剩余村民交往需求及丰富

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关注点。这也要求

在乡村规划中营造更多的公共、半公共街巷

空间，为邻里交往创造机会，催生乡村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

44..44 停车需求停车需求

农村小汽车保有量逐渐增加，停车问题

也随之产生，一些车辆甚至停在主干路边

上，致使来往车辆交会困难。因此，在乡村

道路系统规划时，应提前考虑停车场地。针

对历史文化或旅游资源丰富的村庄，还应考

虑旅游需求，预留出旅游车辆的停车场地。

停车场还可以考虑结合道路网规划，与村庄

内的广场、绿地、小游园等组合布置在一起。

55 鄂东地区乡村交通规划策略鄂东地区乡村交通规划策略

村庄规划一般是以行政村范围进行编

制，其主要内容包括村域规划和村庄建设规

划两个部分，应该做到一次规划，分期建

设。在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

下，在村镇层面将村庄及其周边地区的联络

通道作为一个系统加以整合，是村民生产、

生活的切实需求。

55..11 建立镇域统筹的对外交通系统建立镇域统筹的对外交通系统

55..11..11 在镇域层面构建连续在镇域层面构建连续、、高效高效、、等等

级分明的对外交通系统级分明的对外交通系统

连续是指道路网络在形态上的联系，即

道路网系统中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和依存，

行人和车辆可通过道路网络顺畅地到达目

的地。

高效则是对通行效率的更高要求，即道

路网络具有更强的联系性与可达性，行人和

车辆在道路网络中可快捷地到达目的地。

在镇域层面统筹乡村地区对外交通系

统，根据村庄的区位条件、产业特征、人口

规模与经济发展等差异，合理布局区域道路

系统和配置相关道路交通设施，针对其承担

的功能和流量划分道路等级，确定道路横断

面及两边道路整治方案；分类提出乡村道路

的建设标准，满足不同村庄的需求，做到规

模适度、效率最优，避免过度建设。在设置

村庄对外出入口时，应与生产作业区的交通

运输协同考虑，对外应有至少两个出口。避

免穿越铁路、重要公路、高压输电线路等基

础设施廊道；新建或是扩建的村庄居民点尽

量避免沿过境道路平行展开。

55..11..22 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和旅游发展需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和旅游发展需

求的对外交通系统求的对外交通系统

针对濯港镇现有的旅游景点以及其他分

散在各村的景观特色资源之间尚未形成网络

的状况，规划依托现有道路资源，强调建立

强化纵横、居旅并重的对外交通系统。濯港

镇四村统筹交通规划主要是通过完善道路等

图6 濯港镇四村村民出行方式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travel modes in four villages of Zhuoga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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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濯港镇四村村民对改善交通条件的意向选择

Fig.7 State preference on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 four villages

of Zhuoga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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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体系，把一部分村道升级为乡道，与 105

国道共同形成辐射周边区域的旅游环线；内

部做到村村通、组组通；规划横向沿考田河

的快速旅游通道，加强 105国道与考田河的

联系，打造环太白湖考田河的旅游风光带；

同时，考虑到这个地区丰富的水资源，适量

沿河沿湖开发水上游览线路，形成空间上相

互联系、功能上相互呼应的交通体系(见图8)。

55..22 发展智能型信息化的城乡一体化公发展智能型信息化的城乡一体化公

共交通共交通

与传统的农村客运相比，城乡一体化公

共交通打破了传统城市公共交通与农村客运

交通的二元供给结构，在统筹协调区域城乡

空间体系、产业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和道路

系统的基础上，以区域范围内的公共交通体

系为对象，将服务区域范围内的城乡居民出

行作为目的。正如文献[10]所指出：城乡一

体化公共交通并非是使现有的农村客运交通

与城市公共交通一模一样，而是因地制宜地

吸取对方可实施的优点，协调自身发展，从

而达到双向演变过程。

在当前农村村民出行目的和时间较为分

散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地提高城乡公共交通

的载客量和使用效率就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

难题。在当前城乡无线网络及手机普及的状

态下，应鼓励发展智能型、信息化的城乡一

体化公共交通系统，出行者可以掌握公共交

通运营的实时动态信息，根据到站时间确定

出发时间。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等候时间，提

高出行效率。同时，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交通

化运营方式下，统一城乡公共交通的线路和

票价，固定公共交通发车时间与频率，不以

客流要求变化而改变。

55..33 内部道路系统组织优化内部道路系统组织优化

55..33..11 完善道路网络完善道路网络

各地乡村建设发展的方向分为改扩建

型、新建型、保留型及迁移型，遵循“以整

治为主，以新建为辅”的原则。在当前村庄

内部道路呈树枝状分布且断面狭窄的情况

下，如何既能保持原有村庄格局基本不动，

又能经济实用地完善村庄内部道路系统并使

之满足当前及未来的潜在需求显得极为重要。

根据村庄规模和用地布局，确定与之相

适应的道路等级体系。若村庄规模较大，内

部道路等级可分为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巷道；若村庄规模较小，则可分为干路、支

路、巷道。

完善内部路网，形成村庄外部环路，精

图8 濯港镇四村交通和旅游系统统筹规划

Fig.8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system planning for four villages of Zhuoga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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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道路设计，增加会车点。在村庄用地条

件允许时，可将主干路拓宽至双向两车道，

并尽可能将村庄主干路和村庄外围道路连成

环路。一是起到尽快疏散车流避免堵车的作

用，二是在逢年过节时作为临时停车的场

所。而在村庄用地较为紧张时，则不宜一味

地拓宽道路，可以增加路网密度为主，对较

窄的路段进行交通管理，实行单向通车(见

图9)；在用地条件允许时，也可不实行单向

交通，但每隔一段距离需局部拓宽以提供会

车避让空间。当然，并非所有外围道路都需

要形成环路，可以根据村庄实际用地条件，

形成局部环线+枝状路网格局。

加强旧村道路改造。针对那些街巷不

畅、建筑密度过高、存在消防隐患的旧村中

心，考虑到村民的出行需求和消防需要，可

以一次规划，分期实施，先拆除部分危旧

房，梳理错综复杂的巷道，打通便捷通道改

善旧村的交通条件，同时为各种管线敷设埋

置创造条件。

55..33..22 道路横断面优化道路横断面优化

村庄内部道路应该根据现状的功能、人

流和车流特征，合理考虑今后的需求以确定

不同等级道路的形式。

1）入村主路。

考虑到入村主路的车流量较大，行人的

步行安全性难以保证，可根据实际情况，在

道路单侧或两侧设置人行道。通过调研发

现，很多村庄的入村主路旁一侧或两侧建有

排水或是灌溉的沟渠，或者种有行道树，因

此可结合沟渠和行道树布置人行道(见图10)。

2）村庄干路。

现状用地较为紧张或不能形成环路时，

应在村庄枝状干路尽端设置回车场地，必要

时也要对不满足实际需求的村庄路网做出一

定调整，以保证其具有一定的通行能力。平

时村庄道路上的人流和车流较少，不会发生

拥堵；但春节前后，大量车流、人流回乡涌

入村庄，瞬时车流过大将会导致道路拥堵，

车辆会车困难。在道路宽度较难拓宽的时

候，利用一些路旁空地或是拆除废弃的猪圈

牛棚，每隔一段距离增加会车点(见图 11)，

从而提高车辆的通行能力，保证道路畅通。

3）村庄支路。

在疏通村庄支路系统的同时，在道路一

侧或两侧增加人行道，与巷道一起形成村庄

步行系统(见图12)。

4）村庄巷道。

疏通巷道，灵活使用宅前空间，同时考

虑到村民的生活和交往需求，对巷道空间进

行功能分区，将其划分为宅前的私人空间和

公共空间，从而满足村民对空间的交往性和

安全性的需求(见图 13)。宅前空间可以绿

化、晾晒、储物，巷道空间可以作为人行

图9 桂坝村道路系统规划

Fig.9 Roadway system planning of Guib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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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入村主路道路横断面改造示意

Fig.10 Cross-section of main street upgrade project

用于灌溉
的U型渠1.5 1.5 1.53 3单位：m

图11 狭窄道路会车改造示意

Fig.11 Roadway upgrade for two meeting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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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非机动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见图14)。

55..44 充分利用广场充分利用广场、、晒谷场等空间作为晒谷场等空间作为

临时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增加农机仓库用地增加农机仓库用地

在村庄道路交通规划时，停车场地考虑

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规模较小的村庄停

车场可以考虑设在村口附近，结合村头广

场、晒谷场布置；规模较大的村庄可结合村

委会、综合活动广场等布置，必要时在主、

次干路边利用闲置空地布置规模适中的停车

场，但位置选择要合理。同时，在粮食产区

的村庄还应结合道路布置专门的农机仓库。

在旧村改造中，可适当将一些危房拆除(农

村危房拆迁安置主要以中央补助资金为主，

各级财政配套资金、政府贴息贷款、社会捐

助援助、农民自筹为辅的方式展开，通过建

立合理的安置补偿标准，保障农民利益)，

作为村民活动场所或停车空间；对有旅游功

能的村庄，旅游车辆的停放场地应考虑单独

设置；农村停车场还可以一场多用，农忙时

可以晾晒稻谷、麦子，农闲时节可停放机

动车。

66 结语结语

在村庄规划或改造中，粗放式模仿城市

道路建设模式，一味硬化拓宽道路，会导致

标准过高、过度浪费，难以适应新时期乡村

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甚至破坏原有村庄格

局。本文分析了鄂东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一些

交通问题，梳理和归纳对外交通、乡村公共

交通、村庄内部道路系统及停车设施布局四

类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未来乡村发展中

的潜在交通需求提出基于实用性原则的乡村

交通发展策略。

需要指出，本文的很多经验来自于湖北

东部丘陵地区的实践总结，具有一定的地域

局限，尤其是对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北

方平原地区、西部山地等区域乡村因地形和

经济发展条件差异而导致的交通发展特征及

需求的特殊性研究不足，针对这些地区的乡

村实用性交通发展策略仍需要更多实践加以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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