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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整体进程中 为深刻的层面。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来，我国大中城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

景观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相脱节的现象，使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性更为

突显。实际上，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相

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不断地促进社会空间格局从分散

布局到空间体系的构筑、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到空间开放的催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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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的形成；而这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深刻地

表明，农民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形态变

迁的空间过程。因此，将空间维度的研究引入城市社会学，不仅有助于促

进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相关研究，更有助于为当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注入

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城市空间形态；城乡一体化 

 

一般说来，城市化涵盖两个过程，一是空间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二

是地域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城市化。对于后者来说，农民已不仅仅表现为向

非农产业转移，更意味着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但两者并不是并

行的，后者是城市化发展中更为深刻的进程。目前，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

地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后者的更新明显滞后于前

者的现象，对此，有学者提出“假性城市化”（pscudo-urbaniztion）的概

念，强调社会政策的积极效应，以克服片面追求空间景观城市化的发展误

区
（1）

。但有的甚至进而认为地域空间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是分离

的，或者说两者并不相关。 

诚然，农民市民化与空间景观的城市化具有时序先后的差别，一味追

求空间景观的建设对于农民市民化转型的加快未必有利。但倘若将两者某

些相脱离的表象错当相分离的实质，误以为地域空间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

化不相关，恐怕极为不妥。且不说上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已经充分认识到城

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空间景观的密切关系，现今中国城市中所存在的为数众

多的“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地域空间

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独特景观。更重要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

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城市郊区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双重作

用，共同构成了当前城乡一体化的丰富内容，而地域空间城市化与农民市

民化的相关性正体现为一系列崭新的形式。实际上，两者相关性的研究恰

恰是当前亟待探讨的综合性课题，这不仅直接有助于将空间维度的研究引

入城市社会学，更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注入社会发展的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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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正是试图针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的

相关性展开必要的探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2BZZ031）“大中城市郊区城镇发

展与基层政区改革研究”和上海 2003 年度曙光计划项目“从农民到市民：

上海市郊区农民市民化研究”。 

 

一、社会空间格局从分散布局到空间体系的构筑 

在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背景下，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状态使

大中城市郊外的农村与城市，缺乏城乡一体化的有机的空间联系，致使集

镇与集镇之间未能形成与城市相衔接的资源合理配置的空间体系，乡村社

会的空间格局反而呈现出相当分散的空间布局状态；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建制乡、建制镇更使这种分散状态获得了行政区划的体制支撑。从 70 年代

末到 90 年代初，当时以乡镇企业为核心力量的农村非农经济的快步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地域背景下展开的。的确，乡镇企业在当时的积极贡献尽人

皆知，1978 至 1988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33.2﹪，年均就业总

量为 670 多万人，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但乡镇企业自身

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特征，以及乡、镇政府的深度介入，致使我国不自觉地

走上了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村发展道路。
（2）

进入 90 年代以后，这种分

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村村

像镇，镇镇像村”可谓是这种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空间形态的形象表述。

而与相关的正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不同程度地受阻：一是农民向非农产业进

一步转移发生了困难，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

在 90 年代初出现了吸纳就业能力下降的趋势，1992 年增长幅度明显下降，

平均每年仅 260 万人左右，此时，农民不仅兼业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原来

已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口甚至出现回潮的趋势。二是分散城市化又导致

了作为城镇重要作用的规模效应未能形成，1997 年的统计表明，从己形成

的小城镇来看，平均建成面积 0.39 平方公里，非农人口城关镇 2.6 万人，

建制镇 2700 人。加之资源配置的城乡落差，城镇的生活环境未能形成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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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性改变，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转变尚难以形成。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不少大中

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

区化趋势，并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构筑城镇体系，从而大力推进城市空

间形态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首先是一个

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形成，其次是各城市之间横向和纵向联系的加强，再次

是各城市群体在中心城市辐射的地域范围内与中心镇、小城镇乃至广大农

村构成一个经济综合体，从而逐步形成一个有层次、有职能分工的地域体

系，而城镇在整个地域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和补充功能。实际上，城

镇体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镇发展的高级地域组合

形式；也正是依托这一城镇体系的构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体系将逐

步得以形成。
（3）

 

就农民市民化进程而言，城镇体系的构筑这一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至

少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农民职业构成模式的转变。城镇体系所

需要的产业支撑，是由城市工业向郊区扩散和原乡村积累转向对非农产业

的投入两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故而城镇的新型产业不仅已经超越了原有

乡镇非农产业的范畴，而且具有现代城市工业乃至服务业的内涵；这不仅

意味着农民就业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更意味着农民将

在大量的新型产业寻求就业空间，形成职业构成模式的多样化，从而融入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如此，新型产业不再是分散布局，而是向城镇工

业园区集聚，这又将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体系的形成提供必要的产业

空间基础。二是农民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缩小城乡差别并不是将城市与

农村生活条件低水平地“拉平”，而是通过多层次城镇体系的建立，带动

农村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而促进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城市

生活方式对农村的传播具有层次性的鲜明特征，与城市经济辐射的基本路

径相似，是通过有机组合的城镇体系，由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中

心镇—小城镇逐层地影响农村的。城乡融合的新型生活方式将率先出现在

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域社会实体——城镇之中，而这种城镇不是自然

形成的，是城镇体系日臻完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构筑城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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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相关政策中，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的衔接、城镇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

等等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内容。进一步地，小城市或中心镇将成为新型

城镇社会空间体系的“龙头”，而小城镇将构成其主体，至于那些工业化

或贸工农一体化的超级村庄则成为其重要组成部份。 

 

二、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到空间开放的催化 

如果说，职业分化使农民离土离农，是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前提，生活

方式的变革构成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基础，那么，社会空间流动则是促进农

民认同城市文明、共享城市文明、融入城市文明的关键环节。倘若缺乏这

一关键环节，即便是那些犹如镶嵌在都市汪洋大海中一座座孤岛的“城中

村”，村民们已经没有了耕地，也大多不在村落中就业，但周围的都市世

界却似乎依然是陌生的，他们在心理认同、生活情感上对自己的村落仍然

拥有相当强的依赖感，仍然“坚守”着村落共同体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
（4） 

尽管美国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提出的

“基层市场共同体”已关注到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或基层集镇（standard town）作为传统农村基本功能单位的空间

纽带作用，
（5）

但是，长期的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状态以及城镇的分散布局，

致使城郊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多局限于社区内部空间，即所谓“熟人社会”，

从而产生社会交往中特有的地域凝固，难以形成更为广阔流动空间。以乡

镇企业为核心力量的非农经济发展，曾极大地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

但它们难以使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的地域凝固状态得以根本改变。乡镇企业

在资金方面主要来自乡镇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也包括本地农民的部分集

资，初期很少有外来资金；在经营方面，厂地选择一般不考虑原材料产地、

消费者所在地等空间因素，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主要以本地域为

建厂地址，乡办企业建在乡，村办企业建在村；产品营销则以“就地取材、

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为主；而劳动力吸收则以本地为主，当本地劳动力

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时，才会适当吸收外来人员。至于乡镇个体企业

则具有独户和联户两种形式，在劳动力方面更是以家族成员为核心，有限

的雇工多是亲属、朋友，具有明显的家族亲缘特征，在企业的选址上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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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甚至将生产用房和家庭生活用房合为一体。
（6）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

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在“家庭—乡村”的地域单元中展开的。加之村落

管理制度、集体产权的作用以及当时对“农民工”的体制排斥，更强化农

民社会空间流动的凝固状态。 

然而，城乡一体化发展正逐步使农民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向空间

开放悄然转变，并集中体现在活动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变化上。对于活动空

间来说，城乡一体化发展已使农民社会活动空间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城区

的交往联系活动日趋频繁。据笔者关于上海的相关调查表明，上海郊区农

民活动的空间范围已突破所居住的乡村或县城的局限，向城区不断扩展。

在上海远郊抽样调查的 500 人中， 2003 年农民出访城区的频率较 1998 年

提高了 5倍；而上海近郊抽样调查的 500 人中，2003 年较 1998 年提高了 8

倍。
（7）

不仅如此，当前上海郊区农民出访城区正逐步由节庆型向日常型转

变，其中城乡交通系统的完善是促使上海郊区农民活动空间扩展加速的重

要因素，而农民活动空间的城乡一体化趋向无疑直接有助于农民市民化进

程的加快。 

对于居住空间来说，一方面，农村居民逐渐摆脱原有依附父系家庭、

村落集中居住的格局，呈现出从集中到分散，再向城镇集中的流动变化趋

势。城镇新型工业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过程，是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业生产

方式代替以家庭或逐步乡村地域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它不仅促使大批农业

劳动力转移，而且社会的行业和职业趋于复杂。而与之相伴的是个人收入

独立，家庭控制逐步削弱，家庭成员就业提供大量机会，自主选择生活方

式以及居住空间；家庭结构模式逐步以空巢、核心和主干家庭结构为主，

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又有利于城市化。以上海郊区人口空间分布变迁为例，

80 年代上海农村劳动力的迅速非农化大转移，很大程度上是以乡镇集体为

单位，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渠道的单一性转移。1980 至 1986 年，上海郊

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仅上升不到 1个百分点，1986 年至 1990 年平

均每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仅 1990 年平均每户新建住房 0.31 间，但基本

上仍然是非城镇化集中的分散建房；而 1990 年至 1996 年平均每年上升

达 1.7 个百分点 ,1996 至 1998 年年均上升幅度则达 2.2 个百分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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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年快速提升。正是 1992 年以来上海郊区以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为重

点，全面推进乡镇企业的改制和转制；同时率先在郊区建立“私营经济区”，

促进非公经济加速发展。到 1997 年，全郊 1.9 万多家乡镇企业已有 73% 完

成改制，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已达 10.9 万和 6.2 万户，非公经济日益

成为郊区经济的重要支撑点。此外，三资企业迅猛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

郊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97 年郊区集体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

产值比例已由 1992 年的 86：12：2 转变为 60：25：15，基本形成了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更重要的是，不仅近郊地区如此，而且

远郊地区城镇集中的进程也在加快。城镇人口机械增长与乡村人口机械变

动减少的相对比值看，已由 1980-1986 年的 63.8%上升到 1986-1990 年的 

79.3%和 1990-1996 年的 85.7%,说明远郊地区乡村人口向远郊地区本身城

镇集中的进程正趋于加速。
（8）

 

另一方面，城区居民向郊区流动、扩散也正在逐步加强郊区居住空间

的开放性，从而改变郊区居民以本地农民为主的单一性格局。事实上，90

年代以来，在上海近郊地区的不少城镇，吸收来自市区的人口已经占到相

当高的比重。例如，根据 1990 年人口普查，在宝山区的月浦、盛桥和杨

行三个镇的人口中，1985 年时常住地为城市街道的人口所占比重达 45%,

奉贤西渡小区，1996 年已有 8300 多套住房被市区居民购买，占购房总数

的 70%；入住家庭 6500 多户，占总数的 50% 以上。宝山顾村、嘉定江桥、

闵行莘庄等地新建居住小区内，来自市区的普通居民也已占 4 成以上。
（9）

据统计，城郊已售出的别墅和公寓房中，有近三成买主来自城区。随着城

区人口的不断导入，原有城镇居民的构成发生变化，城市生活方式也被带

入城镇社会，社区风尚将相应产生一系列转变；而农民与市民在特定空间

的社会整合过程，也正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逐步融合的进程。近些年来

上海城乡居住出现明显的双向流动趋势，农村人口进城住商品房，城区人

下乡购小别墅。实际上，城乡居民这种双向流动的趋势，在全国不少大中

城市已经相当明显，而在它的催化下所形成的居住空间的开放性，其本身

不仅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资源配置、生活环境等逐步趋于均衡的必然结果，

是城乡居民双向认同的重要反映，更是农民市民化转型的关键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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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的形成 

既然社会空间格局的变化引发农民的职业分化及其生活方式的变革，

社会空间流动又促进城乡文明的融合，那么，对于农民市民化的整体进程

来说，上述诸多方面的变化势必要求社会空间治理模式产生相应的转变，

而现代社会空间治理的基本特征正是突破行政区域的狭隘局限，形成跨区

域的协调与互动，其转变的基本前提之一则在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更新，

以及各种新型社会公共或私人部门的产生。 

在这里，我们应先考察现代行政体制在我国乡村社会的确立状况。确

切地说，现代意义上的现代行政体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专业化

为基本标志，以现代财政制度为保障，是适应社会专业化事务的不断涌现

而形成的。我国虽然很早就建立了庞大的集权制官僚国家体系，但在乡村

基层却是“皇权不下县”，
（10）

其县令既是行政首长，又是法庭判官，往往

一身多任，权力相当集中。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可能迟至新中

国成立以后才逐步确立起来。建国以后，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量以专业化分

工为基础的各种机构，不仅有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分设，而

且行政机关内部还设立了大量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委办局，这些专业分工

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在县以下的乡镇相应设立各种代理机构，即后来发展

为乡镇一级“七站八所”的那些机构。但值得充分关注的是，在传统农业

型地区现代行政体制努力的成果并不明显。
（11）

究其原因，一是在行政体制

形成的基础上，以农户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乡村社会事务相对简单，现

代行政体制所需要的专业化分工尚未真正形成；二是在行政体制运行的成

本上，承包经营的小农经济收入有限，而以之为来源的相应有限的基层政

府财政，难以支撑昂贵的现代体制运行所需要的行政成本。改革开放以来，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的地区，社会事务不断趋向复杂与细化，财税收入也

相应扩大，现代行政体制确立的迫切性和实效性日益突出。但乡镇企业的

地缘性特征使之与乡、村两级组织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而乡、村两级组

织的经济来源又多依赖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时排斥可能来自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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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内乡镇企业的竞争
（12）

；加之前文所分析的社会空间流动的地域凝结，

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管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自身的发展视野投向其他行

政区域，故而长期以来乡村基层社会管理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以行政区划

为空间分割的鲜明特征。至于村级组织作为行政村区域内部的群众性自治

组织，更具有类似的空间分割特征。不过，城乡一体化发展正不断地促使

乡村社会治理突破政区分割，进而向区域联动转变。 

近年来，农村乡村治理的研究日渐引起重视，并已取得众多重要成果。

大致地讲，目前的相关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这样的认识前提，即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促使农村经济社会秩序解构—重组的主要力量，一是以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

推进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13）

诚然，上述两种力量的决定作

用是无可厚非的。但乡村治理进程的加快更在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正是

城乡一体化发展及相关的制度创新，导致了产业多元化、居民多样化、建

设集约化等一系列重大转变，进一步催化农村社会关系与网络发生新的调

整，进而全面催生乡村社会资本的更新，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家族关系及家庭功能的变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随着城镇新

型产业的发展，农民逐步融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个人选择职业、配偶及

生活方式的自主空间将不断扩大。目前农村的家族婚姻正向城市的个人婚

姻转变，亲属关系交往的比例已经呈现出城镇小于农村的状况。很明显，

家庭亲属的作用正在减弱，许多家庭功能逐步被新型社会组织所代替，这

将为各种社会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其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村级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的变化，并集中体

现在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的变化上。原有村级组织网络关系大多仅涉及行政

村内部成员的这一闭合性特征是众所周知的
（14）

，但随着企业改制及现代产

权制度的逐步确立，当前村级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大致说

来，己经形成三种新的基本关系类型：一是附生型关系，即由村级自治组

织直接行使管理决策权与生产经营权的，包括村办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股份

合作企业、村办合作基金会等等，在现有体制背景下，村党支部、村民委

员会和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等三个正规组织的活动是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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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的，该合作经济组织兼具经济发展、增加收入和社区稳定等多重职

能，它基本上由行政村内部成员所构成。二是衍生型关系，即管理决策权

与生产经营权归属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非自然人，这类组织在乡镇政府及

其有关职能部门成立的农村基金会以及依托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所建立的

专业协会中普遍存在。其突出特点是管理决策的行政控制性，往往根据政

府意志而非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的利益进行管理决策。它具有两个双重性，

第一个是在管理决策与成员利益上既有统一又有冲突，第二个是在组织构

建与参与广度上既开放又相对封闭，表面上对组织成员没有明确的地域限

定，具有一定的乡村社会公共部门的色彩，但实际上仍未脱开原有村庄关

系及行政区域的限制。三是新生型关系，即管理决策权和生产经营权集中

于大股东或专业大户。在这类村级合作经济组织中原有的村庄关系已产生

相当大程度的改变，大股东或专业大户的角色作用已不在于村庄内部关系

网络中的辈份与资历，而在于新生经济组织网络中的实际地位，还在于个

人的才干、声望及与之相关的个人权威等无形资产；至于这类组织中成员

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有的村庄关系而处于动态的伸缩变化之中。对于社

会公共部门的催生来说，这类组织的作用将 为直接。尽管上述关系类型

的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已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

对其 终走向尚难作出明确判断，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乡村社会关

系网络变化的实质正是社会资本的更新，众多社会公共部门将孕育其中，

它必然使基层社会空间治理逐步突破行政村的政区分割，进而向区域性联

动迈进。
（15）

当然，在村级自洽组织中，部分农民转为居民户口以后，原有

村民自治由于选民性质的变化，使选举的合法性基础发生相应的变更。
（16）

不仅如此，目前在不少大中城市的近郊，许多村民委员会已转为居民委员

会，并逐步融入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 

再次是乡镇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的变化。政社分设以后，乡镇作为一

级政权组织，设有镇党委、镇人大、镇政府，自成体系；作为一级财政，

长期以来是镇属经济为财政收入来源，除了上缴部分利税之外，均用于本

镇范围相关的行政支出，圆融自足；因此，作为一级管理主体，加之原有

村级组织网络关系的闭合性特征，乡镇管理的空间是相对封闭的
（17）

。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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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城乡一体化发展已使乡镇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

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从镇属经济到镇域经济的转变，笔者在上海、苏州、宁

波等市抽样调查的 30 个镇级工业园区中外来企业户数均占 30﹪以上，有

的高达 80﹪，而原镇属企业外迁者也屡见不鲜
（18）

；目前乡镇财政收入也

已不再是通过政府深度介入来获得镇属企业产值利润的上缴，而是依靠镇

域经济的利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19）

；与此同时，在镇域范围内也已

相继出现相当数量的行业协会、专业基金会等各种民间组织，而这些民间

组织中有不少是跨镇域、跨县域甚至是跨市域的区域性组织，仅仅拘泥于

镇级政区内部的管理明显难以适应新的需要。不仅如此，目前镇域发展的

实际绩效也已不再仅仅取决于镇域内部的社会经济状况，而是与周边地区

的发展紧密相联。今后在我国不少地区即将试行的，乡镇一级由政权型组

织向代理型机构的转变，正是为了适应乡镇治理新要求而作出的努力。 

简言之，从家族关系网络到村级组织的关系网络，再到乡镇组织的关

系网络，这一层层递进的乡村社会的关系链正处于重大的变化调整之中；

而乡村社会资本更新的同时，己使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这

一模式转换的主线日渐明朗。 

应该说，城市空间形态与农民市民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社

会空间格局、社会空间流动和社会空间治理这几个方面，但他们却是具有

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方面。实际上，农民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

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形态变迁的空间过程；而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倘若

没有社会进步，相关的空间形态无从谈起；倘若缺乏必要的空间基础，社

会进步也将相应变得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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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ition of  Urban social space form  and  the peasant’s citizenship 

Lin tuo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the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peasant’s citizenship is the most profound stag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Since the middle 1990s in last century, with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of our country,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view 

urbanization is divorced from the peasant's citizenship has appeared in some developed 

areas, which make the significance of  peasant's citizen question more conspic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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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ly, there exists clos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the transforming of 

urban space form and the peasant's citizenship. It is exactl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ace configuration changing 

from scattering pattern to space system, catalyzes the social space flow altering from 

regional solidification to space opening, urges the governing of social space from regional 

segmentation to regional linkage. The above series of great changes manifest profoundly 

that the peasant's citizenship is not only the social process of advanc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but also the space process of urban form changes.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of space dimension to urban sociology,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a urban society, but also injects the abundant 

h u m a n  i n t e n s i o n  t o  t h e  p r e s e n t  u r b a n  p l a n n i n g  a n d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Key words: the peasant's citizenship; urban space form;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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