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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 Process and Its Model Analysis for Italian Urbanization

意大利城镇化的社会经济与空间历史进程及模式评述

侯丽
Hou Li

本文的写作意图最初源于对中国城镇化历史的回顾和“新型城

镇化”模式选择的研究。在对既有的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和模式比

较中，意大利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所谓“分散城镇化”的突

出个案。首先意大利的城镇化水平自 1970 年代以来基本稳定，从

未超越 70%，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如英国 79%、荷兰 82%、西

班牙 76%、美国 82%），维持了相当高的农业生产和乡村人口比例。

当然，这可以被视为统计口径的问题，众多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意

大利人生活在未被计入城市的村镇一级，他们享有与城市无异的基

础设施和更为优越的居住环境。但是，相对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

可以断言的是，意大利城乡人口分布更为均匀或者说分散，全国的

大城市屈指可数，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不足 20 万

的小城市中，更不用提未被计入城市的成千上万的村镇。

意大利这种分散化的城镇体系和城镇化模式，包括国土区域层

面上发展的多中心特质，更多地源于其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地方自

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城市统领乡村腹地的行政管理体制、以中小企

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等等，是一个受国家经济政策鼓励的地方自主发

展的过程，而非自上而下的区域空间规划的结果。与此相反，意大

利的城市规划更多地在地方层面起作用。对意大利特有的分散城镇

化进程和模式的了解，有助于中国规划师及关注城镇化发展的学

者、官员认识到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多元

性和目标的多重可能性，促进城镇化发展水平不等同于城镇人口占

全国人口的比率越高越好，以中小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活力和效

率不亚于一家独大的特大城市，并且可能享有更好的生活和生态环

境品质。

遗憾的是，在既有的中英文文献中，对意大利的城镇化进程和

模式的介绍寥寥无几。本文写作建立在既有中英文文献和与意大利

北部地区官员、规划师几次交流讨论的基础之上，希望能够以此引

起大家对意大利城镇化模式的兴趣，并引发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摘要：本文回顾了意大利城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介绍了意

大利城镇体系分布概况，并以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为

例提出意大利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是一个“分散城镇化”发

展的典型成功案例，具有多中心和大中小城市相对均衡的城

镇体系，城镇规模普遍较小，企业也以小规模为主，这种中

小企业与中小城市的结合在全球化浪潮中仍然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势头，乡村和农业依然是意大利国家和国民经济的重要、

积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国学者和村镇工作者深入探讨。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history in Italy and 
introduces the urban system as of today. With Emilia-Romagna 
region being a case stud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talian 
“decentralized urbanization” model, with a balanced large-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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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的城镇与城镇化
1.1  意大利城镇化的历史演进

意大利是欧洲民族和文化的摇篮，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文化资源。按国内生产总值计，意大利是世界第七大经

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3.5~3.9 万美元之间，超过欧盟

平均水平。意大利虽有阿尔卑斯山和大海作为地理屏障，但

却不是一个历史上天然的“地理”名词。由于自然地理的阻

隔，意大利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地方割据、城邦林立。意大

利三分之二以上地区为山地，比较好的耕地集中在意大利半

岛的南部低地地区，但耕地面积也十分有限，并且受地中海

气候影响谷物收成很低。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地区，如威尼斯，

则根本没有耕地。因此，意大利的传统农业较为擅长精细作

业和加工。

意大利的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体现了很强的历史延续

性，发展相对缓慢而稳定。意大利占据了地中海地区的战略

要地，海上航运联系资源禀赋迥异的沿岸城市和地区，商业

发达、贸易交换频繁，城市的出现大多出于商业贸易而非农

业生产的需求，如威尼斯就是由商业贸易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典型。意大利在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数

目众多、内容丰富的城镇体系和网络 [1]。文艺复兴时期是意

大利南方城市进一步衰落、北方城市开始崛起的时期，北部

和中部城镇化水平较高，文艺复兴文化的重要中心佛罗伦萨、

威尼斯、罗马、费拉拉等大多集中于此，制造业发达，商业

繁荣，是亚平宁地区的经济中心 ；南部城市则以行政中心为

主。自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在意大利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它们是独立的城邦或公国，有着自主独立的财政和

管辖权，成为城市和地方文化的摇篮。中心城市控制地区政

治和全国多中心的政治格局自此基本延续到现代。

二战结束，意大利共和国成立。战后意大利的城镇化进

程延续了战前的架构，围绕着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大中小城市

持续发展。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意大利经历了持续的由

农村至城市、由南向北的大规模移民。就城镇人口占全国人

口比例而言，意大利的城镇化水平从 1950 年的 54% 上升至

1970 年的 64%，自此之后基本稳定，至 2010 年城镇化水平

为 68%，40 年仅增长了 4%，维持了相当高的农业生产和乡

村人口比例，可谓当代发达世界中的另类（图 1）。总体而言，

战后意大利的城镇化进程仍然是北部地区发展较快，以生产

力和就业迅速增长为特点的制造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大

作用。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似，战后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强劲

的人口自然增长引发了意大利兴建住宅的热潮，这些住宅大

多建在当时的市郊，其中约 25% 是公共住房 [3]。战后 20 年

的城市发展高度集中，大城市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如米兰人

口在这期间增长了 30%，都灵人口增长了 36% ；另一方面，

区域的不平衡有所扩大，1965 年，意大利最富裕的三个省

的生产总值占国家收入的 26%，而最穷的三个省只占极少的

0.67%。

1970 年代开始，大都市地区（città metropolitana）被作

为一种解决区域不平衡的可能方式提出 [4]，中心城市的人口

和就业开始向外扩散，“大都市区化”而非“城市化”成为

这之后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和特征，意大利的城镇分布变得日

益分散而非聚集，许多城市中心的人口开始下降。例如米兰

城市人口从 1970 年代的 170 万降至 2000 年的 130 万，那不

勒斯自 120 万降至 100 万 [5]。这一时期的城市增长开始偏好

那些大城市边缘地带，尤其是与大城市有着密集的交通联系

走廊、公共服务良好的地区。伴随着地区和城镇自治权的扩

大，更多的投资被引向中小城市。1970 年代在世界经济危

机的冲击下，左派政府上台，着重服务边缘弱势群体，保障

公民权益，为工人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公共住宅，加强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然而 1980 年代以后意大利的公共住房建设很

快放缓，大规模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小规模项目所取代。

由于公共住房份额的减少、房价的高涨，人口进一步向中心

城区之外迁移，就业机会的外迁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进入世

纪之交，大都市区域和城市网络的重要性继续得到强调，社

会环境意识开始增强，环境立法更为严厉。由于意大利丰富

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地区的财富开始得到越来越

多的认可。对住房的重视转而被社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取

代，政府不再对房屋自有产权提供补贴。中心城市从老城区

不断向外延伸。

这种分散化的发展模式伴随着中央政府不断放权的过

程。在 1948 年意大利共和国创建之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政府。1970年成立大区是国家分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

之后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扩大地方自治权的过程，包

图 1  1950 年以来的意大利城镇化水平变化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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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试图建立独立财权的大都市区政府。1990 年意大利为大都

市区政府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保障，试图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

地区设立城市政府之上的大都市区政府，都市区包括在特定

范围内有密切的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联系，具有文化与地域

同质性的大中小城市、镇和村庄，由一个大都市区政府统一

管理。1990 年提出 10 个大都市地区，主要位于意大利中部

和北部，包括都灵、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

后来 2000 年和 2009 年意大利先后修订了对大都市地区政府

的规定，但是由于对大都市区域范围的划定涉及到省、市行

政区划的调整和权限变革，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不多。

1.2  今日的意大利城镇体系结构
今日的意大利在国家政府之下有三级政府，分别是大

区（regione）、省（province）和自治市（comuni）。意大利

全境被分为 20 个大区，在大区之下，进一步划分为 110 个

省。意大利的“省”大致相当于我国地级市或县的规模，与

中国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也非常类似，采用的是中心城市

（centro città）统领腹地（hinterland）的管理模式。每一个

省以城市为中心，这个中心可能是小城市，也可能是像罗马

这样的大城市，当城市人口规模大于 5 万时，该城市即成为

“省会”城市（provincial capital）。在 110 个省之下，进一

步划分为 8 100 个自治市，约略相当于我国乡镇的尺度和规

模，人口从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

意大利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分布较为均衡，没有出现欧洲

其他国家如法国或英国那样首都规模明显大于其他城市的现

象。意大利目前有三个大城市，分别位于国家的中部、北部

和南部，即罗马、米兰和那不勒斯，三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也

并不大。根据意大利国立统计机构 2008 年的数据，罗马城

市人口 270 万，其腹地人口 400 万；米兰城市人口 130 万，

腹地总人口 390 万；那不勒斯城市人口 96 万，腹地人口 300
万。这三个城市加起来的城市人口总计约 500 万，占全国人

口的 8.4%。

三个大城市之外，意大利拥有 20 万人口以上、100 万

人口以下的中等规模城市 12 座，包括都灵、热那亚、佛罗

伦萨、威尼斯、博洛尼亚等，城市总人口 470 万，接近居住

在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平均每个中等城市约 40 万人。这 12
座中等城市主要分布在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沿海，也包括部

分省的内陆首府（图 2）。
同时，意大利拥有 132个小城市，即城市人口在 5万以上、

20 万以下，居住在这些小城市的城市人口约 1 100 万，平均

每个小城市人口规模 8.3 万。这其中，62 个小城市位于三个

大城市的腹地范围之内，另外 70 个则是相对独立的中心城

市和省会城市。此外，意大利还拥有数以千记的 5 万人以下

的镇。

综上所述，意大利全国的城市人口，约有一半以上居住

在小城市，另外四分之一居住在大城市，四分之一居住在中

等城市。与此相比较，根据我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截至 2005 年，我国全国城市非农业人口有 63% 居住在大城

市，24% 居住在中等城市，仅有 13% 居住在小城市。如果

考虑到我国 3 万多个类似规模（2 000 人以上、5 万人以下）

的建制镇的城镇人口，则居住在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人口

约占 50%，这一比例与意大利的结构体系相比更为接近 [7]。

意大利这种大中小城市相对均衡、多中心的城镇体系分

布态势和城市管理乡村腹地的行政体制，对中国而言可以说

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对比意义。如上所述，这些特征的形成与

意大利特殊的城镇化历史进程有关，也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

状况、政治人文传统和产业经济体特征有关。由于意大利统

一时间较晚，王国和城邦之间分而治之的历史时期比较漫长，

加之 1970 年代以来强调的地方自治政策，形成了今天较为

分散多心的城镇体系结构。另一方面，意大利的重化工业较

少，而是以轻工业和手工工业为主，工业企业的集约化程度

不高，规模普遍较小，作坊式的小企业散布在广大的已“城

镇化”的乡村腹地，在密集边界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支撑下，

企业与企业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以“集群”

而非“集团”的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与大多数欧

图 2  意大利全境的大中小城市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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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城市愈发聚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不同，在意大利，城镇体系随着经济发展更为分散，中小型

企业的复杂网络成功地替代了传统的重工业部门，出现了新

型的城市网络形态，其经济发展也在南欧地区独树一帜，呈

现出“意大利特色的经济奇迹”。高密度的大都市区之外，

有着广阔的由中小城市和自治市、乡村组成的在良好的交通

基础设施支撑下的、分布均衡的城镇化地区。

2  分散式城镇化范例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的典型模式可以意大利北部

的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大区为代表。意大

利北部是目前意大利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面积占全国三

分之一，人口则占一半以上，外来移民也主要聚居在北部，

是意大利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属于被意大利社会学家巴

纳斯克（Arnaldo Bagnasco）称为“第三意大利”[8] 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繁荣的非正式经济、中小企业的弹性专业化

和高度产业聚集而闻名。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由历史上

意大利的两个大区艾米利亚和罗马涅组成 ：“艾米利亚”指

艾米利亚大道（via Emilia）——古罗马人修建的一条从罗

马到意大利北部的古驿道 ；而“罗马涅”则是伦巴第人对

拉维纳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今托斯卡纳和马尔凯的部分地

区）的称呼。辖区形状呈三角形，东临亚得里亚海，北界

隔波河与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毗邻，西临皮埃蒙特和

利古里亚大区，托斯卡纳大区、马尔凯大区和圣马力诺共

和国位于其南部（图 3）。该区人口约 400 万，人口密度为

180 人 /km2。

该大区拥有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也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历史古城镇所在地，拥有丰富多

彩的海岸线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是意大利著名的旅游度假

名胜地区之一。大区首府博洛尼亚（Bologna），是意大利

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他城市还有帕尔马、皮亚琴察、

雷焦 · 艾米利亚、摩德纳、里米尼、费拉拉、拉维纳等。

如前所述，分散的城镇体系是这个大区的特色，高度聚集

和发达的制造业并没有催生大城市的出现，整个大区由一

批小城镇和村庄构成，最大城市——首府博洛尼亚不过 37
万人口，其余大多数城市人口在 20 万人甚至 10 万人以下。

这里的中小企业，与历史地区和城镇相互支持，形成了生产、

住宅、商业和旅游之间的紧密网络，经济活动繁荣，人居

环境优美，即使是乡村也普遍存在活跃的商业和经济活动，

乡村居民已转向更为接近城市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拥

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当然，对这种模式也存在着批评，例

如有人认为乡村和历史城镇面临经济活动过于活跃的威胁，

传统生活受到了干扰 [4]6。

2.1  大区产业发展特征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是意大利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农

业大区，人均 GDP 在意大利排名第三，可以说是欧洲最发

达和富有的地区之一，拥有占意大利全国 85% 的制造业生产

和 79% 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以食品加工业、机械、家具和汽

车制造业为主，同时拥有发达的旅游业和农业。艾米利亚—

罗马涅大区的制造业产品非常多元，从地方特色奶酪到法拉

利和兰博基尼赛车，它们普遍的特点是精雕细琢，要求高素

质的技术工人和高水平的设计能力。

这一大区的农地产权与南部大地主占有模式不同，比较

分散，将近 60% 的人口拥有自己的土地，农民有田地可以

依托，逐步发展起家庭工业。另外，分散的农户经营需要联

合起来进行产品销售，催生和培养了许多商业贸易的企业家

“经纪人”。这一时期的家庭工业多为纺织、服装、食品和

陶瓷等技术和资金门槛低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1970 年代，意大利西北部传统工业化的大都市三角区米

兰—都灵—热那亚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开始出现

衰退。而此时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工业化指标却直线上

升，经济蓬勃发展，显示了强大的活力和危机适应能力，快

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和“新型城镇化”地区。1971—
1981 年，意大利大都市三角区工业就业人口仅增加 2.2%，

“第三意大利”的增长指标却高达 19.7%[8]。这些传统的小

企业在众多地方经纪人和生产服务业的支持下，规模小、生

产周期短、反应灵敏，几十个中小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联系在

一起，形成无形的大工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工业

区”（industrial district）一词就是由此地诞生，特指这种中小
图 3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在意大利的区位

资料来源：en.wikipedia.org/wiki/Emilia-Romagna

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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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特定的经营活动为中心集聚在一个地区，通过强大的

网络组织逐步建立起来的企业间相互信赖、有着稳定协作关

系的企业聚集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集中了数十个工业

小区，有的是在长期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如毛

纺工业小区；有的是在传统产业之上的创新，如萨索洛的瓷

砖业。众多工业区散布在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小城镇和乡村，

形成了大片“城市化农村”或“农村工业化地区”，与中国

1980 年代崛起的乡镇企业和今日浙江省的产业发展非常类

似，与意大利北部的工业三角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边

缘”结构则非常不同。

旅游业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赖于特殊的地理、文化和环境资源，乡村地区重质不重量

的小型农业开发和农业旅游相结合，成为稳定乡村地区（尤

其是滨海地区）经济的另一重要手段。根据地方统计资料，

该大区目前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以外国游客和度假型

旅游为主，平均每人在意大利停留 5 天，比全国水平还多一天。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三类产业在 GDP 中比重的变

化相对更为平缓。从图 4 可以看出，制造业在其中始终保持

着更重要的地位，在二战前已经高于农业份额，直至 21 世

纪其比重虽然低于服务业，但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服

务业接近 60%，工业 35%，农业 5%~9%。相对于意大利全

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这一大区农业所占份额是相当高的，欧

盟成立以来优惠的农业补贴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这里的农业基

础份额。

如上所述，该大区经济的重要特色是企业以中小企业为

主，很多企业是小规模家庭式作坊的组织形式，分布在村镇

之中，但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着密切和便捷的社会人文和物流

网络联系，这之间形成的“产业集群”所达成的聚集效应可

以与特大型跨国公司相媲美，也几乎可以全部归入今日所谓

的“创意产业”门类之中，设计和生产部门之间始终保持着

创造性的能量交换，生产附加值普遍较高。根据官方统计数

据，1971 年，意大利每个企业平均雇佣工人 5 人，到目前该

数字降低到 4.4 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这一数字更低，

分别是 4.4 人和 3.4 人。如图 5 所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下属的一个省——弗利—切塞纳省所拥有的超过 25 000 个企

业中，大多数企业的雇员仅 1 人，雇员超过 20 人的只有不

足 1 000 个企业。从历史趋势来看，各种规模的企业数量都

有稳定增长，表明这一大区经济处于良好态势。以小企业为

主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更多以小规模、针对性的专业市

场（niche market）定位为主，劳动生产率高，转向灵活。

2.2  城镇化空间特征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经济奇迹”与其区域地理特

征有着密切关系，也形成了独特的、分散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该大区自然地理条件丰厚，由山地、河谷平原和滨海地带组

成，可建设用地大多位于山地丘陵和河谷平原地带。区内纵

贯四条河流，东部低地靠近海岸线，常年受洪涝灾害困扰，

具有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特征，沿海遍布沙滩和沙丘；部分

山区有山体滑坡危险，包括一些城镇化地区。该大区的农业

以精细作业为主，充分利用沿海和沿河的肥沃土壤，在稀有

的耕地上精耕细作，同时拥有大面积不适宜耕作但优美的自

然景观。因为历史悠久，这个大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考

古遗产。

与中国很多地区相似，这一大区地貌的形成是上千年不

断耕作—整理—再整理的结果，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和人工印

记。罗马帝国特有的严整的土地分割制度（centuriazione）影

响留存至今，形成了大地方格网式的土地分割肌理和道路网、

水网，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异常分散的土地产权分割和使用方

图 5  弗利—切塞纳省企业平均雇用人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图 4  意大利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就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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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种土地分割体系既是意大利和该大区重要的历史人文

遗产，也是迄今仍然在付诸使用的农业生产体系，并且对这一

大区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有着明显的塑造作用。本地的农业生产

基本维持传统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户均拥有土地7 hm2左右，

家庭成员通常在步行距离之内从事农业劳作。区内的主要干

道艾米利亚大道是当时罗马帝国所建设的东南至西北的重要

军事物资运输通道，这一大区的三个中心城镇弗利（Forli）、
佛力波里（Forlimpoli）和切塞纳（Cesena）都是沿着这条大

道展开，它们最初是按照每 15 km（骑兵一天之内能够轻松

往返的距离）设置的军事营地。之后的城镇化格局也以此廊

道为中心，沿已建成的道路网络逐步向两侧的山区和海滨地

区扩展。

这个大区的城镇地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因为佛罗

伦萨和罗马教庭之间的征战进一步得到巩固，包括像伯奇诺

拉（Bertinoro，意大利历史文化名镇）这样的小镇也因此而

诞生。纳粹时期该大区因为是墨索里尼的家乡，基础设施得

以增强，包括航空学院和机场。农业也开始向山区和丘陵地

带进一步拓展。但总体来说，直至 1951 年，这都是一个以农

业为主的地区，根据人口普查，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农

业劳动人口仍占 51.8%。

二战之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包括国家级高速

公路将该大区与罗马更高效地连接，大区可达性由于四通八

达的交通网络得到极大提高。最初有几十万人口移居外地或

大城市，发展情况跟南部差不多。但是逐渐地，拥有小宗土

地的农户在田地运营的基础上开始自发地从事工商业活动，

许多家庭拥有了机械织布机，在传统手工艺基础上建立家庭

手工作坊，每个自治市（相当于村镇）设立了工业区，进一

步鼓励了产业的发展和聚集。这一大区长期稳定的历史传统、

地域文化和社会网络鼓励了企业之间的交流和信任，当地人

多通过对邻居的模仿开始创业，但同时又在不断寻找创新和

多样化产品细分的途径。社会文化的同一性——相同的文化、

习俗、语言和积极的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如行业协会），加

上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分散的生产机制运行尤其顺利，从

而也形成了分散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从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1970 年代以来的城镇化空间

演变可以看出（图 6），城镇化区域一直以来较为集中于区域

性干道艾米利亚大道，西南的山地成为天然屏障，近 40 年

来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密和均匀地由内而外

扩张，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的差异或者说沿艾米利

亚大道的交通走廊表现出增长优势，这与该区密集的小产权

业主、分散的工业和服务业业态，以及历史人文传统等等都

有着密切的关系，乡村和小城镇普遍拥有较高的吸引力，中

心城市的增长速度毫无优势，但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十分健
图 6  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城镇化区域历史演变 (1976—2003 年 )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康的态势，可谓世界城镇化模式的一个特例。

3  结语

在战后欧洲的发展版图上，意大利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

家。她国土面积狭小、城镇村密布，分散的城镇化模式以中小

城市为主体，它们之间形成的非等级、较为均质的城镇村网络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口在 20 万以下的城市被意大利人视

为理想的居住和工作场所，具有强烈的地方识别性和公众参与

决策优势。中小企业与中小城市相结合，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全球知识和劳动力的功能分工中寻找

空间，向全球供应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商品，从高档食品到豪

华跑车、时尚家具、瓷砖等等，充分体现了意大利的经济和文

化优势。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发展历程中，意大利无论社会经

济发展还是政治格局变化都充满动荡和意外，活跃的左翼政党

与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府，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1980 年代的再

1976 年

2003 年

城镇化区域

城镇化区域

1976 年的城镇化区域
1976 年至 2003 年新增的城镇化区域

1976 年与 2003 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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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腾飞，以及后期遭受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包括目前意

大利北部饱受困扰的外来（主要是中国和非洲）移民潮、大批

关闭的中小企业、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等等，都是塑造意大利

城镇化空间格局或直接或间接的因素。这种中小企业与中小城

镇相结合的特殊形态，是否能够度过近年来的经济危机，还有

待观察。但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小城镇

发展在多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

调发展是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意大利北部

地区中小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值得

向我国广大学术研究和村镇工作者推荐，并开展进一步的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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