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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2014 年度课题

“中国特色美丽乡村创建战略研究”（E08）的阶段性成果。2013 年

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用了极富诗意

的表述，特别是“记得住乡愁”这句话，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论。然

而，眷恋故乡和怀乡思归的乡愁从何而来，又如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却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探索。本研究从村民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他们对

所在乡村环境状况的认知，家乡故土的“乡愁”，以及对当地政府环

境政策的评价和满意度，构建“环境质量认知——地方依恋——环境

满意度”关系模型。为验证该模型，本研究在黑龙江省和山东省的抽

样村采取入户调查方法，共回收问卷 490 份，有效问卷 430 份，有效

率 87.76%。通过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当地环境质量越好，居住在这

里的村民越依恋这里，因此对环境的满意度也就越高。说明不断提升

的乡村环境质量，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厚重的“乡愁”，也让更多村

民支持当地的“美丽乡村”建设，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可以为“记得

住乡愁” 的城镇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关键词：“美丽乡村”；城镇化；“乡愁”；环境质量认知；地方依

恋；环境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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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 2013 年中国

城镇化率达到 53.73%，但同时也面临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加剧，

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压力巨大等问题。与此同时出现

的还有快速消亡的乡村带来的乡愁和乡痛，2000 年时中国有 360 万

个自然村，到 2010 年，自然村减少到 270 万个，10 年里有 90 万个

村落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 250 个自然村落消失[1]。我们不禁要质问：

中国城市化率达到 80%或更多那一天，就是实现现代化的那一天么？

农民离开了农村，进城成为市民，就是实现城镇化的终极目标了么？

2.5 亿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和祖祖辈辈面朝黄土的乡亲们真的全都有强

烈的市民化愿望么？ 

2013 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触动人心的语言描述中国

未来的城镇化：“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

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意味着，打造“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

活美好、人文和谐”的“美丽乡村”，让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能“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真正使中国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

品质的宜居之所，而不是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这

才是改造空心村，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导路线。 

因此，“美丽乡村”的建设战略，既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中央一号文件

精神的实际行动，也是让中国的城镇化成为“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

的有效途径，对国家发展全局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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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美丽乡村”建设战略为目标，从村民视角出发，深入

分析他们对所居住乡村环境状况的认知，以及相关环境政策的评价和

满意度。同时，以地方依恋这一环境心理学概念来重新解读“乡愁”，

并搭建起“美丽乡村”建设战略与“记得住的乡愁”之间的桥梁关系，

为城镇化寻根提供支撑理论。 

 

一、理论假设 

本研究通过综述与环境管理和环境心理学相关的文献，为“美丽

乡村”和“记得住的乡愁”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其中，环境质量

认知和环境满意度两个概念可用于解读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战略

的认知，而地方依恋可用来解读村民眷恋故乡和怀乡思归的“乡愁”。

通过假设“环境质量认知——地方依恋——环境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来探索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的认知和满意度，以及“乡愁”

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环境质量认知 

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仅限于定性描述，不能揭

示环境的优劣等次，但定性的描述却促进了环境质量评价的发展。五

六十年代世界各国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公害事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环

境科学的快速发展，环境质量评价在70年代蓬勃发展，人们对环境的

防治也由消极转入到积极。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形式肯定环境

质量影响评价的国家，并在大气环境评价和水环境评价方面取得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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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广泛借鉴价值的成果。此后，瑞典、日本和东欧等各国也逐渐开

展环境质量评价。我国环境质量评价起步较国外晚，开始于20世纪70

年代，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探索阶段（1972-1978）、发展阶段

（1979-1989）、完善阶段（1990-2001）、提高阶段（2002年至今）。 

纵观国内外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主要包括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

模型及技术等方面。例如，Neslihan等（2012）以土耳其布尔萨市的

三个不同的区市政领域中25个不同社区的466名居民为研究对象，运

用感知的居住环境质量指标（PREQIs）和地方依恋量表（NAS）以

及关于社会人口和住宅问题的涉及污染控制、交通设施、商业设施、

创业机会等多个维度涵盖四个主要领域的调查问卷，进行人居环境感

知与地方依恋关系的研究[2]。顾成林等（2012）以大连市为例，从自

然生态环境、生活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20项具体指

标构建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大连

市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将大连市各地区生态环境

质量分为优、良好和中等三个等级[3]。 

（二）环境满意度 

国外对于环境满意度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于建成环境的满意度

研究，关注领域是住房、邻里、社区等居住环境，它们曾经都是西方

社会科学家、环境心理学家研究的领域。历经四十余年的探索，西方

发达国家的满意度评价理论伴随建筑观、城市观、自然观逐步完善。

在建筑科学化发展的有力推动下，形成了汲取众多相关学科知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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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其研究对象从最初的小范围住区、老年或学

生公寓、医院等个案研究发展到后来的办公、商业、娱乐等公共建筑，

甚至放大到城市空间和区域环境的评价[4]。 

环境状况和政府政策的满意度被认为在产生保护环境行为方面

起着重要的作用。Pelletier 等（1996）在环境满意度研究中，运用了

个体对当地环境状况和政府政策的满意程度量表，构建了环境满意度

量表的原型，并对其心理特性进行了评价[5]。涉及农村环境满意度的

研究很少，且侧重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等方

面[6-8]。周鑫（2011）以北京市远郊山区房山区为研究对象，选取2个

典型村，从农村居民的角度出发设计了问卷调查并实地考察了农村居

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归纳出影响

村民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因子[9]。胡荣华等（2012）在提出农村居民生

活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江苏省21个县（市、区）

1121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与模糊综合评价相

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现状，发现对提高农村居民生

活满意度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主要因素为人际关系和政府公共政策，而

经济状况、工作和环境是阻碍其生活满意度提高的重要原因[10]。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人们对某个地方环境质量的认知程度越高，对这个地方的

环境的满意度也越高。 

 



 

 

 9  

（三）地方依恋 

国外对地方依恋的研究，是近十多年来环境心理学、游憩地理学

和休闲学的研究热点。Williams（1992）提出地方依恋的概念后，又

构建了地方依恋的二维结构，即地方依恋由“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PD）和“地方认同”（placeidentity，PI）组成[11]。Hammit

和 Stewart（1996）认为地方依恋由五个维度构成，这五个维度在强度

和特性上是由浅到深的。这五个要素分别是熟悉感（Place Familiarity）、

归属感（Place Belonging）、认同感（Place Identity）、依赖感（Place 

Dependence）、根深蒂固感（Place Rootedness）[12]。Chen（2012）等研

究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和中国的上海两个城市居民地方依恋不同维度

的口碑效应，从地方认同、地方依恋、情感依恋和社会联系四个维度

展开研究 [13]。 

明确地方依恋的概念后，有的学者尝试检验地方依恋与环境满意

度之间的关系。Kyle 等（2004）运用社会判别和认知发展的理论框架

探讨了活动热衷和场所依赖对游客价值感知的影响，发现场所依赖是

价值感知的显著解释因子，在地方认同维度上得分高的被访者，具有

更鲜明的正向价值感知；当一个场所的功能可以满足游客的特定活动

或需求时，游客会对场所产生情感上的依赖，进而提高环境满意度；

场所依赖的程度愈高，游客对场所的满意程度也愈高[14]。许欣（2007）

在景区依赖型“农家乐”的游客满意度研究中也验证了游客对旅游

资源的场所依赖正向影响了满意程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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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人们对某个地方依恋程度越高，对这个地方环境的满意度

也越高。 

由于地方依恋涉及个人的环境感知、人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人在其

中的活动等，地方依恋的多个维度在个人与地方的联系中的作用也是

变化的。Bonaiuto （1996）认为与地方有较强情感连结的个体，所聚

焦的只是一些诸如愉快、健康、安全的正面意象；同时他们对于城市

污染的感知容忍度高于低度情感连结者[16]。Mesch and Manor （1998）

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对其所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评价越高的居民，

产生地方依恋的可能性越大[17]。Brown （2003）发现认为他们所处的

街道文明、环境退化较少的居民，地方依恋程度较高[18]。Kyle（2004）

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地方认同的受访者更满足于地方的社会和自然环

境，对于一些不文明的粗俗行为会提出尖锐批评[19]。Borrie（2001）

及Walker（2008）的研究发现个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会影响其对环境

的感情，与自然环境关系越密切，其依恋也越强；有较高依恋时，表

现出更强的环境保护意愿[20，21]。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人们对某个地方环境质量的认知程度越高，那么对这个地

方环境的依恋程度就越高，继而对这个地方环境的满意度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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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问卷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调查；第二部分为

环境满意度调查，其中包括对环境状况的满意度、对政府环境政策的

满意度两个维度；第三部分为环境质量评价，其中包括污染控制、交

通设施、商业设施、创业机会、卫生服务、教育资源、文体服务等七

个维度；第四部分是地方依恋程度，其中包括地方认同、地方依赖、

情感依恋、社会联系等四个维度。 

本次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样本，首先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在

34个省抽取2个省，每个省内随机抽取一个市，每个市随机抽取一个

县，每个县抽取2-3个村。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490份，其中有效问卷

430份，有效率为87.76%。 

（二）样本描述 

本次调查在黑龙江省双城县抽取了3个村，在山东省嘉祥县抽取

了2个村。在黑龙江多数家庭男性处于主导地位，知识文化水平也较

女性高些，因而入户调查时主要是男性填写。而在山东地区，空心村

状况明显，主要是女性留守，进行问卷访谈的主体女性偏多。在年龄

结构方面黑龙江和山东的人口结构没有显著性差别，均为36-60岁的

人超过一半的比例。文化程度方面，黑龙江调查样本的文化程度集中

于初中水平，而山东主要集中在小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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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口学特征对比表 

 黑龙江 山东 

 频率 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女性 58 23.5 118 64.5 

男性 189 76.5 65 35.5 

18岁以下 189 3.6 5 2.7 

18-35岁 61 24.7 31 16.9 

36-60岁 136 55.1 102 55.7 

60岁以上 41 16.6 45 24.6 

小学及以下 78 31.6 101 55.2 

初中 120 48.6 60 32.8 

高中 37 15 13 7.1 

中专 9 3.6 6 3.3 

大专 2 0.8 2 1.1 

大专 1 0.4 1 0.5 

合计 247 100.0 183 100.0 

（三）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环境质量认知、地方依恋、环境

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根据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以环境满意

度和地方依恋为因变量，构建了如下三个方程：（1）检验环境质量认

知对环境满意度的影响；（2）检验环境质量认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3）检验环境质量认知和地方依恋对环境满意度的共同影响。 

eY nnmm  Z...ZX...X 1111                     （1） 

eM nnmm  Z...ZX...X 1111                      （2） 

eMY nnmm  Z...ZX...X 1111                   （3） 

式（1）-（3）中，Y 为环境满意度，M 为地方依恋，X 表示控

制变量，Z 表示环境质量认知变量，m、n 分别为控制变量和环境质

量认知变量的个数，e 代表随机误差。 

 



 

 

 13  

三、分析结果 

（一）因子分析 

问卷所涉及的三个维度：环境质量认知，环境满意度，地方依恋

参照 Neslihan 等（2012），Pelletier 等（1996），以及 Chen（2012）的

相关研究，皆为成熟量表，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因子列表 

维度 因子 问项 

环境质量认知 空气污染 （1）这里的空气质量很好 

（2）这里的路面很干净 

（3）这里的绿色植被很多 

其他污染 （1）这里没有太多噪声 

（2）这里的水质没有被污染 

（3）这里的清洁能源利用很普遍 

交通设施 （1）这里的公共交通可以到很多地方 

（2）这里有很多公共交通方式可以选择 

（3）这里的公共交通很方便 

（4）这里的公共交通班次比较多 

（5）这里的公共交通一般不拥挤 

商业设施 （1）这里有商店聚集的地方 

（2）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店 

（3）这里有非常便捷的当地市场 

（4）这里的商店也是大家常常碰面的地方 

（5）大多数商品都可以在这里的商店买到 

创业机会 （1）这里不仅仅是居住的地方 

（2）可以在这里做很多事情 

（3）年轻人也愿意留在这里 

（4）这里有很多机会 

卫生服务 （1）这里有充足的社会和健康服务 

（2）与其他地方比，这里的卫生机构提供更好的服务 

（3）这里的卫生机构设备充足 

（4）这里的卫生机构足够满足当地的需求 

教育资源 （1）这里有设施完备的学校 

（2）这里的学校总体上很好 

（3）这里的小孩和年轻人入学很方便 

文体活动 （1）这里的文化活动中心能够满足当地需求 

（2）这里有很多社会活动 

（3）这里有年轻人碰面的地方供他们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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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里有书店和图书馆 

（5）这里有体育运动设施 

环境满意度 环境（质量）满

意度 

（1）这里的环境状况非常好 

（2）这里的环境状况接近我的理想状态 

（3）迄今为止，我很满意这里的环境状况 

（4）假设我能改变这里的环境状况，我几乎不会改变任何方面 

环境（政策）满

意度 

（1）政府的环境项目的质量非常高 

（2）政府处理环境状况的政策非常好 

（3）政府实施的环境项目已解决了最重要的环境问题 

（4）政府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让我满意 

地方依恋 地方认同 （1）我认同这里 

（2）我愿意投身于这里 

（3）在这里我能做我自己 

（4）这里对我来说很特别 

地方依赖 （1）我离不开这里 

（2）这里比其他地方更有我所要的 

（3）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4）这里比其他地方都好 

（5）如果离开这里太久，我会想念这里 

情感依恋 （1）这里对我来说意味着许多 

（2）我有强烈的感觉我属于这里 

（3）我同这里有情感上的联系 

（4）我和这里以及一些在这里的人有联系 

社会联系 （1）如果我离开这里我的家人朋友会失望 

（2）离开这里，我会失去和很多家人朋友的联系 

（3）我的很多家人朋友会选择这里 

（4）在这里我有家人朋友 

注：“维度”即为本研究阐释的主要概念；“因子”是这些概念的子维度，也就是说每个概念包含了多层含

义；“问项”即问卷中展示给答题者的具体问题，用来测度每个因子的程度，通过对题项求平均值的方式，

可以获得每个因子的得分，也就是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赋值。 

（二）描述性统计 

1. 环境质量认知 

环境质量认知包括：空气污染控制、其他污染控制、交通设施、

商业设施、创业机会、卫生服务、教育资源、文体活动等8个因子。

每个因子设有3-5个不等的问项，最后通过求各个问项平均数来探究

村民对当地村庄环境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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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各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图1），可以看出村民对大气污染

控制程度评价最高，为4.38；其次是教育资源为4.03；其他污染控制、

交通设施、商业设施、创业机会、问题活动等均在4以下，其中最低

的是创业机会只有3.7。 

 

图 1 综合评价指数 

图2是黑龙江和山东两省关于环境质量认知评价指标对比状况。

可以看出从八个指标的总体情况看，黑龙江省的评价要显著高于山东

省的评价，黑龙江在大气污染控制、其他污染控制、交通设施、商业

设施、创业机会、卫生服务、文体活动等7个因子均高于4，尤其是污

染方面为4.5左右，教育资源方面稍低，但也达到了3.93，是唯一一个

低于山东省的指标。 

 

图 2 综合评价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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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四个维度平均值都很高，均在4以上，最低的也有4.29。

在乡村文化中家庭的认同程度是很高的，对于家乡的依恋程度从“落

叶归根”等一系列传统文化中都有很深刻的表达。其中社会联系4.39

最高，因为乡村的面积不大，邻里关系很亲近，亲朋好友多数都聚集

生活在一起，所以形成了很强的依赖感。 

 

图 3 地方依恋程度 

黑龙江省和山东省农村村民对于地方依恋程度都很高，均高于4。

而在情感依恋和社会联系方面山东省高于黑龙江省。在之前大部分评

价指标低于黑龙江的情况下，山东省农村村民对于家乡的依恋程度仍

高出黑龙江，也许与传统的教育和文化有关。 

 

图 4 地方依恋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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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满意度 

村民对环境的满意度整体来说是很高的，对环境质量满意度为

4.45，对环境政策满意度为4.32。从访谈中也发现，村民对环境质量

仍有很高的期望和对政府环境政策有很强的期待。村庄整体环境的提

升需要依靠各个主体的努力。 

 

图 5 环境满意度 

就黑龙江和山东两省对比来看，黑龙江省农村居民的满意度都较

之山东省要高，山东省的环境政策满意度3.99也远低于平均水平，需

要政策及相关领域给予关注。 

 

图 6 环境满意度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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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归分析 

1. 环境质量认知与环境满意度 

表 3 展示了以环境（质量或政策）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的统计结果。

每组回归方程包含五个子模型，分别检验：控制变量的影响；生态宜

居方面的影响因素；生产高效方面的影响因素；生活美好方面的影响

因素；人文和谐方面的影响因素。H1 得到了的验证，具体如下： 

在环境质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中，男性比女性的满意度要高，可

能是由于男性对环境状况的心理预期较低；专业大户和外出打工者比

普通农户的满意度高，也许是在外部环境的接触和比较后得到的。主

效应中，生态宜居、生产高效、人文和谐方面的影响因素都显著，表

明污染状况控制的越好，交通越便利，当地商业设施越便利、创业机

会越多，环境越满意；文体活动越丰富，村民对当地环境（质量）满

意度越高。 

在环境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中，本地打工者的满意度要低，外

出打工者比普通农户的满意度要高。由于农村的整体交通状况还不是

非常便利，外出打工村民对于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设施、公路覆盖情况

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虽然同样是打工，但可以看出在当地打工和外出

打工的村民对政策的要求不同。主效应中，其他影响因素都与环境质

量满意度一致，但特别的是，生活美好方面的医疗条件、教育资源两

个影响因素均有显著作用，说明医疗、教育条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

村民对环境政策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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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环境质量认知与环境满意度回归结果 

DV 环境（质量）满意度 环境（政策）满意度 

IV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2-0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2-4 

性别 0.122* 0.036 0.031 0,081+ 0.091+ 0.066 -0.003 -0.007 0.005 0.031 

年龄 -0.007 -0.001 -0.004 -0,026 -0.008 0.063 0.069 0.053 0.043 0.061 

收入 0.68 0.102* 0.104* 0.078+ 0.036 0.011 0.037 0.033 0.019 0.025 

家庭成员 -0.33 -0.045 -0.022 -0.004 -0.009 0.012 0.006 0.019 0.047 0.039 

教育水平 -0.77 -0.106* -0.061 -0.025 -0.085+ 0.044 0.019 0.053 0.106* 0.035 

专业大户 0.13** 0.111** 0.135** 0.13** 0.117* 0.046 0.021 0.045 0.038 0.031 

工商业_自营 0.02 -0.001 0.036 0.004 0.018 -0.019 -0.021 0.006 -0.054 0.022 

工商业_打工 0.043 0.04 0.079+ 0.056 0.07 -0.089+ -0.082+ -0.049 -0.077+ 0.06 

外出打工 0.138** 0.039 0.098* 0.058*** 0.055 0.104* 0.023 0.074 0.011 0.013 

任村干部 -0.001 0.043 0.025 0.027** 0.013 -0.057 -0.016 -0.028 -0.02 0.04 

大气污染  0.286***     0.152**    

其他污染  0.178**     0.037    

交通设施  0.31***     0.381***    

商业设施   0.234***     0.301***   

创业机会   0.33***     0.204***   

卫生服务    0.38     0.486***  

教育资源    0.145     0.082+  

文体活动     0.346 ***     0.385*** 

R2 0.231 0.654 0.525 0.508 0.401 0.195 0.51 0.467 0.546 0.413 

∆R2 0.231*** 0.423*** 0.294*** 0.277*** 0.17*** 0.195*** 0.315*** 0.272*** 0.351*** 0.218*** 

F 2.366* 23.94*** 13.217*** 12.074*** 7.286*** 1.648+ 11.271*** 9.686*** 14,776*** 7.825*** 

+p<0.1,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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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质量认知与地方依恋 

表 4 显示的是以地方依恋作为因变量的统计结果。控制变量中，

年龄越大的村民，对故土越依恋，也是因为长期生活于此产生的感情

积累；接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村民反而依恋程度越低，也许是因为他们

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开放的信息，也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专业大户和

外出打工者比普通农户对当地的依恋度高，可能背井离乡的艰辛生活

经历激发出他们的思乡愁绪。主效应中，污染状况控制的越好，交通

越便利；当地商业设施越便利、创业机会越多；医疗、教育越完善；

文体活动越丰富，村民对故乡的依恋之情越深厚。 

表 4 环境质量认知与地方依恋回归结果 

DV 地方依恋 

IV 模型3-0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模型3-4 

性别 0.032 -0.001 -0.059 0.026 0.014 

年龄 0.106* 0.113** 0.106** 0.077* 0.105* 

收入 -0.059 -0.032 -0.026 -0.038 -0.078 

家庭成员 0.038 0.027 0.048 0.065+ 0.052 

教育水平 -0.258*** -0.238*** -0.244*** -0.208*** -0.263*** 

专业大户 -0.128** -0.124** -0.125** -0.102** -0.136*** 

工商业_自营 0.051 0.038 0.070+ 0.086* 0.050 

工商业_打工 0.054 0.029 0.093* 0.079* 0.069 

外出打工 0.044 -0.018 0.005 -0.043 -0.004 

任村干部 0.022 0.044 0.051 -0.044 0.031 

大气污染  0.472***    

其他污染  0.038    

交通设施  0.035    

商业设施   0.268***   

创业机会   0.314***   

卫生服务    0.272***  

教育资源    0.445***  

文体活动     0.124*** 

R2 0.36 0.618 0.604 0.707 0.408 

∆R2 0.130*** 0.252*** 0.235*** 0.485*** 0.144*** 

F 6.247*** 19.778*** 19.920*** 34.705*** 7.570*** 

+p<0.1, *p<0.05, **p<0.01, ***p<0.001 



 

 

 21  

3. 环境质量认知、地方依恋与环境满意度 

表 5 以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环境满意度为因变量的统计结果。

模型中地方依恋的影响显著，即地方依恋越高，环境满意度越高，

H2 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同时，检验地方依恋在环境质量认知和环境

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H3，结果如下： 

生态宜居方面，在对环境质量满意度的方程中加入中介变量地方

依恋后，大气污染依旧显著。而在对环境政策满意度的方程中加入地

方依恋后，大气污染不显著，Sobel 检验显著。因此，前者是部分中

介，后者是完全中介，说明大气污染控制越好，村民越依恋家乡，继

而对环境质量还是环境政策都会越来越满意。 

生产高效方面，当对环境满意度的方程中加入地方依恋后，商业

设施、创业机会都依然显著，部分中介效应成立，即当地商业设施越

便利、创业机会越多，村民越依恋这里，对环境满意度也越高。 

生活美好方面，卫生服务和教育资源对环境质量满意度的影响均

不显著，故无法讨论中介效应。但是，对政策满意度的回归中均显著，

加入地方依恋后，教育资源依然显著，卫生服务不显著，Sobel 检验

结果显著。因此，前者部分中介，后者完全中介，说明当地的医疗、

教育越完善，村民越愿意在此居住，也就越满意政府的环境政策。 

人文和谐方面，当加入地方依恋后，文体活动仍然显著。因此，

地方依恋在文体活动和环境满意度的关系中表现出了部分中介效应，

即文体活动越丰富，村民越愿意在当地生活，继而对环境的满意度也

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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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环境质量认知、地方依恋与环境满意度回归结果 

DV 环境（质量）满意度 环境（政策）满意度 

IV 模型4-0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模型4-4 模型5-0 模型5-1 模型5-2 模型5-3 模型5-4 

性别 0.108* 0.035 0.047 0.073+ 0.086* 0.052 -0.003 0.008 0.029 0.026 

年龄 -0.055 -0.024 -0.031 -0.047 -0.05 0.018 0.035 0.027 0.005 0.024 

收入 0.095* 0.108** 0.11* 0.083+ 0.067 0.035 0.046 0.039 0.003 0.002 

家庭成员 -0.05 -0.051 -0.135 -0.022 -0.029 -0.003 -0.002 0.007 0.022 0.021 

教育水平 0.04 -0.057 0.002 0.033 0.02 0.152** 0.092+ 0.114* 0.125* 0.128** 

专业大户 0.188*** 0.136*** 0.168*** 0.159*** 0.171*** 0.099* 0.058 0.076+ 0.079+ 0.079+ 

工商业_自营 -0.003 -0.009 0.017 -0.02 -0.002 -0.041 -0.032 -0.012 -0.036 -0.04 

工商业_打工 0.019 0.034 0.055 0.034 0.042 -0.111* -0.091* -0.072 -0.082+ -0.084 

外出打工 0.008* 0.043 0.097* 0.07 0.057 0.086+ 0.028 0.037 0.014 0.014 

任村干部 -0.011 0.034 0.012 0.015 0.001 -0.066 -0.03 -0.04 -0.051 -0.051 

大气污染  0.189***     0.008    

其他污染  0.17**     0.025    

交通设施  0.302***     0.371    

商业设施   0.164***     0.234***   

创业机会   0.249***     0.125**   

卫生服务    0.304***     0.023  

教育资源    0.021     0.309*  

文体活动     0.266***     0.314*** 

地方依恋 0.452*** 0.205*** 0.26*** 0.277*** 0.397*** 0.418*** 0.306*** 0.253*** 0.339*** 0.353*** 

R2 0.231 0.454 0.319 0.296 0.292 0.19 0.318 0.259 0.275 0.275 

∆R2 0.231*** 0.233*** 0.088*** 0.065*** 0.061*** 0.19*** 0.128*** 0.069*** 0.085*** 0.085*** 

F 11.425*** 26.647*** 14.958 14.476*** 14.333*** 8.912*** 13.841*** 11.168*** 12.133*** 13.157*** 

+p<0.1,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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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城市和农村，两个被区别对待了多少年的概念，地理学家描绘的

是星罗棋布的坐标，经济学家对比的是密密匝匝的指数，社会学家的

笔下则是鲜活的风土人情。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之后，城镇化的浪潮

再一次将这个主题推上了各方专家的舌尖，风格各异的味蕾迫不及待

品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味道。如是，我们看到了对城镇化不一般的解读， 

“走在农村发展前列的一批村庄已经就地实现的城市梦，浓缩了中国

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演变的全景”，“数亿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

镇转移是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才稳定下来”等论断

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付诸实践的是不断扩张的城市规模，分分钟消失的村

庄，以及高耸入云的烟囱向城市的边际扩散开来。当城市规划者苦于

权衡GDP增长和雾霾天数的时候，脑海中是否也略过那些“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的美丽乡村，思考过未来它们也可能无法逃脱相同宿命？

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需要更多的是主观能动性，而“记得住的乡愁”

是一次从心理层面重新解读城镇化的尝试。尽管争论声不止，但“乡

愁”二字在当今城市化浪潮中砸出如此大的响动，依然值得我们给予

充分的关注，特别是“乡愁”背后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寻根之路，任

重而道远。 

本研究借助环境心理学的概念，用地方依恋来解读村民眷恋故乡

和怀乡思归的“乡愁”。通过调查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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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满意度，验证了“乡愁”在“美丽乡村”建设战略中发挥的桥梁

作用，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政策依据。 

首先，本研究构建了“环境质量认知——地方依恋——环境满意

度”之间的关系模型，说明地方依恋所代表的“乡愁”在村民对“美

丽乡村”建设战略的认知和环境满意度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记得住的乡愁”成为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战略实施绩效的主要途

径。这也支持了在大多数农民的心目中，乡村真情、健康、清洁的福

利是城市用货币无法兑换的，对于祖祖辈辈生息于此的乡亲们来说，

家乡记载着他们的乡思、乡情和乡愁，是他们终要归根的地方。因此，

建设“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美丽乡村”，

吸引人才的回归，让更多的人们在自己的家乡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是“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为乡村文明发展留下的发展空间。 

第二，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当地环境可以提高当地村民

的地方依恋度，从而更加加大对当地环境的改善，从而形成经济、生

态发展的良性循环。从环境质量的测度指标上具体来看，要提高环境

满意度，环境质量改善的政策重点应该放在大气污染、商业设施、创

业机会、文体活动方面，而提高政策满意度还需要增加两个政策重点，

分别是卫生服务和教育资源。总之，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不能搞面

子工程，只注重生产高效的发展，而忽视生态文明、精神文化方面的

建设。在资金、人力、物力、信息等投入中要合理的分配到各领域的

建设中去，同时也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全面统筹，

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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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所调研的地区中，由于黑龙江双城地处平原，毗邻哈尔

滨市区，已多次入选全国百强县，而山东嘉祥位于鲁西南的丘陵地带，

是国家级贫困县。因此，“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的制定应该在统一的

框架下，认识到各地情况存在差异，因地制宜，尊重差异，保持地方

特色。对规划编制、资金项目规范管理、建设标准等可以有统一要求，

防止美丽乡村的建设各行其是。但美丽乡村建设除了做好标准化、均

等化的基本性公共服务以外，还要注意保留乡村特色上做文章，把当

地特有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予以保护并发扬光大。 

最后，长久以来，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当中都占据主导地位，一

项政策的实施过程和效果往往是从政策的制定方出发来进行评价和

完善的，而真正受到政策影响的公众主体往往被忽略了。随着现代民

主制度的改善，公众的观点和看法也日渐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是，

实际测度的工具却非常的简单，缺乏系统的分析基础。本研究开发的

“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的村民认知与满意度调查问卷，也可以作为评

价“美丽乡村”建设战略实施效果的测量工具。 

 

 

 

 

 

 

 



 

 

 26  

参考文献： 

 

[1] 张孝德. 为什么要强调“记得住乡愁”[J]. 中国经济报告, 2014, 2. 

[2] Neslihan, S., Nuran, B., Nazan, B.BILGEL. The percep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in a metropolitan city: A study on Bursa, Turkey[J]. 

eCanad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2, 1(1):22-39. 

[3] 顾成林,李雪铭.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一一以大连市为例

[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2, 37(3): 172-179. 

[4] 朱小雷. 建成环境主观评价方法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D],2003. 

[5] Pelletier, L.G., Legault, L.R. and Tuson, K.M. The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scale: a 

measure of satisfaction with lo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ies[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6,28(1):5-26. 

[6] Bukenya, J.O. An analysis of quality of lif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west Virginia [D].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2001. 

[7] Fu, S.Y.K., Anderson, D., and Courtney,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y of life in 

Australian and Taiwanese midlife resident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5,79(1):25-49. 

[8] Kasser, T., Sheldon, K.M. Time affluences as a path towards personal happiness and 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our stud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84(2):243-255. 

[9] 周鑫.基于问卷调查的新农村居住环境满意度评价:以房山区试点村为例[J].首都师范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74-77. 

[10] 胡荣华 ,陈琰 .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统计分析——以江苏为例 [J].中国农村经

济,2012(1):20-91. 

[11] Williams, D.R., Patterson, M.E., Roggenbuck, J.W.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J].Leisure Sciences,1992,(14):28-40. 

[12] Hammitt, W.E., Stewart, W.P. Sense of place:A call for construct clarity and management: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Z]. 1996.21-33. 

[13] Chen, N., Dwyer, L., Firth, T. Effect of dimensions of place attachment on residents’ 

word-of-mouth behavior. Working paper, 2012.  

[14] Kyle, G., Graefe, A., Manning, R. Effect of activity involve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recreationists. perceptions of setting density[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4,36(2):209-231. 

[15] 许欣.景区依赖型“农家乐”游客满意度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16] Bonaiuto, M.. Breakwel, L.G. M., and Cano. I. Identity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al threat: 

the effects of nationalism and local identity upon perception of beach pollution[J].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6(6). 157-175. 

[17] Mesch, G. S., and Manor, O.. Social tie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local 

attachment[J].Environment andBehavior,1998,(30),504-519. 

[18] Brown. B., Perkins. D.. and Brown. G.. Place attachment in a revitalizing neighborhood: 

individual and block levels of analysi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23), 

259-271. 

[19] Kyle, G., Bricker, K., Graefe, A.,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recreationists' relationships with 



 

 

 27  

activities and settings[J].Leisure Sciences,2004, 26(2): 123-142. 

[20] Borrie, W.T., Roggenbuck, J.W. The dynamic, emergent, and multiphasic nature of on-site 

wilderness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1,33(2):202-228. 

[21] Walker, A.J., Ryan, R.L. Place attachment and landscape preservation in rural New England: 

aMaine case study[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8,86(2): 141-152.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

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

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02。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