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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业，支援新农村建设 

朱家威 

(黑龙江省林业设计研究院) 

[摘 要】 近 20-q-~．，我国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以及在改变乡村贫困落后面貌中的巨大作用引起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在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将发展乡村旅游确定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通过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问题的筒析，提 

出发展 乡村旅游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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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untry to1M'ism of our country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20 years．Government has attach great importano~ 

on its function of changing the country visage．Developing country tourism is determined as the iIl1p()nant means to 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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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已经在贫困的偏远地区脱 

贫减困、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乡村 

旅游产品也由此备受世人注目，正从旅游市场的边缘走向国 

内旅游市场这个大舞台的中心。由此，国家旅游局将今年的 

旅游主题确定为“2006中国乡村游”，这是开拓旅游发展新领 

搭配体现构图的艺术性，使人们从中获得色彩、比例、协调、 

变化的基本的视觉美学感受；行为体验则需要通过有意识的 

将诸如竹子象征气节高尚、松柏象征坚强和长寿、莲花象征 

出污泥而不染等植物寓意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池畔宜柳、屋前 

宜桃等栽植习惯融合进设计，通过不同的栽植组合空间，产 

生心理诱导作用，使具有较高审美素质的使用对象产生共 

鸣；社会功能也是需要从规划入手，结合当代大学自由、民 

主、思想活跃等特点，多考虑提供无拘束的亲切的绿化空间， 

如一棵精心设计的孤植树下、一片适合踩踏和席地而坐的草 

坪等等都可以作为大学生们演讲、自由辩论、聊天交往的场 

所，也正是从这里会产生很多新思想火花和灵感，进而演化 

为巨大的社会效益，这应是校园绿化的最终目的了。 

2．2．2 体现动态变化的特点。由于植物材料的生命特性使 

得绿化规划特别要注意动态的变化过程，二层含义：一是绿 

化规划的目标制定都是阶段性的，绿化建设永远只是一个不 

断变化的过程，避免一步到位的错误思想；二是在设计中要 

充分考虑植物的生长空间，将设计的意图贯穿在植物材料的 

不断生长过程中，不断的为使用者提供新的景观，避免无谓 

的调整。 

2．2．3 体现分期实施、延续性的特点。受到资金和学校其 

他建设的影响，绿化规划一定要考虑分期实施，与建筑、道路 

等项目协调发展。特别的要考虑规划 目标由于分期和阶段 

实施造成时间、空间的脱节，注意植物调整、绿化风格等建设 

的延续性。 

2．2．4 重点关注植物材料的选择和种植方式。植物材料的 

选择和种植方式是设计层面的重点，极大程度的影响绿化水 

平的高低。在选择基调树种时要从地方特色和植物的适应 

性出发，尽量考虑乡土树种，慎重选用新、奇、特等引进外来 

树种；设计的植物的品种数量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体现多样 

性的特点，提高群落的抗病能力，保证群落的稳定性；从经济 

性和成活率出发，重点考虑生长旺盛期的中青年树木，慎重 

选用大规格树木；小规格的树木可以考虑密植以达到设计效 

果，但同时要考虑好后期的植物调整；栽植方式上除考虑构 

图的因素外，更要注意自然植物群落的结构，乔、灌、草坪、地 

被搭配要合理，大面积的草坪种植更要慎重。 

3 结 语 

校园绿化建设应作为高校建设的长远持续的目标，和其 

他建设同步，不仅改善师生生存环境、积淀文化、传承历史， 

更是校园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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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服务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举措，也是开发农村旅游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 

大劳动就业，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对旅游部门来 

说，为发展新型旅游业指出了新方向；对广大农村来说，是发 

展乡村旅游和农业旅游的新机遇。 

2 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 

境、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 

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 

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客体为吸 

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 

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 

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民族)文化旅游。在 

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 ，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 

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乡村旅游的兴起、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发 

展历史来看，乡村旅游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条件 

下 ，由于城市居民经济收入增加，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变化， 

已经不满足于城市里的生活环境和旅游景区(点)，而希望走 

出城市，走进乡村，回归自然，亲近自然。再加上休闲假 日增 

多，交通条件改善，也为人们到乡村旅游提供了可能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乡村旅游业就应运而生。 

乡村旅游起源于 19世纪初期的欧洲 ，如英国、法国、意 

大利是乡村旅游发展最早的国家。早期的乡村旅游具有贵 

族化的特点，多是少数富人到乡村旅游。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 ，一些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人 

口集聚 ，生态环境恶化 ，生活在城里的人们要求到城市郊外 

乡村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和体验农家生活。其中最为突出的 

是旅游大国西班牙，把一些贵族城堡改造成比较简单的饭店 

或旅馆，把农场和庄园规划建设成乡村度假农庄，接待乐意 

到乡村观光旅游的游客，并为之提供骑马、划船、登山、漂流、 

滑翔、参加农事和节庆活动，从而开创了世界乡村旅游的先 

河。此后，美国、日本、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等国家 

也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并推动乡村旅游从观光型向观光、休 

闲、度假型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内容。 

中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兴起于2o世纪8O年代改革开 

放之后，发展于 2o世纪 9o年代中后期。进入 2o世纪 9o年 

代，我国城市化和社会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人们经济收入增 

加，生活观念和消费结构转变，生活质量有了新要求。1995 

年国家执行了“双休日”和“黄金周”假日制度，加上私人汽车 

的增加，都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我国乡 

村旅游发展很快 ，主要类型有农家乐、观光农园、采摘园、垂 

钓园、休闲农庄(场)、休闲鱼场、生态农园、体验农场、民俗文 

化村、古村镇与古建筑等。乡村旅游的功能仍以观光旅游为 

主，部分已具有休闲度假功能，而且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 

城市郊区和旅游景点(区)附近，呈现出农业与旅游业相结 

合、旅游业与民俗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特点。“吃农家饭、住农 

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成为乡村旅游的新内容，受到城 

里人们的欢迎。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还存在如下问题 ： 

2．1 普遍缺乏规划和策划，往往造成盲目开发，重复雷同， 

特色不突出； 

2．2 对发展乡村旅游还缺乏足够认识，观念和理念还比较 

落后，因而指导和引导不力； 

2．3 经营管理水平低，人才缺乏，旅游服务水平不高； 

2．4 缺乏市场调查和分析，旅游产品缺少品牌，吸引力不 

强，效益不高； 

2．5 资金缺乏 ，基础设施不配套，环境卫生状况不好； 

2．6 管理体制不健全 ，缺乏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 

3 发展乡村旅游的主要对策 

我国十分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2OO4年胡锦涛总书记视 

察上海时指出：“要发展农业 旅游、生态旅游 ，促进农 民增 

收”。2OO5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 

指出：“旅游业发展要有新思路，要把旅游业与解决三农问题 

结合起采，积极 开发农村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 

2001年国家旅游局还制定了“全国农业旅游发展指导规范”， 

2OO4年国家批准了203个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央 

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对发展我国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根据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条件、现状及问题，今后进一步 

发展乡村旅游 ，应采取以下四点对策 ： 

3．1 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发展 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首先 

要认识农业和农村功能的多样化 ，在发展农村生产的同时， 

要开发农业和农村旅游功能，要认识到随着城市发展，城市 

居民希望到乡村旅游，形成了巨大的客源市场。要认识到农 

村具有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文化内涵很深的旅游资源，开发 

潜力很大。观念转变了，认识提高了，就可以构建农业、农村 

和旅游相结合的新型产业，形成了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3．2 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制定促进 

发展的优惠政策。建议各级旅游部门和农业、文化等部门密 

切配合，分工协作，规范指导。支持成立乡村旅游协会和农 

业旅游、民俗旅游协会，制定行业评价标准。加强经营管理 

水平，培训相关人员，加强基础设施业建设，进行规范化管 

理，提高服务质量。 

3．3 搞好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发展乡村 

旅游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 

效益为目标，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 

优先做好规划设计，分析客源市场，构建主导产业，树立旅游 

品牌，提高文化品味，用规划指导和规范乡村旅游业发展。 

当前要在制定旅游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开展制定乡村旅游规 

划 、农业旅游和民俗旅游规划，以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3．4 宣传促销促游，开拓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要利用各 

种宣传媒体进行宣传促销，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节庆假日，组 

织观光旅游、举办展览会、科普培训等活动，大力宣传乡村旅 

游产品。加强与周边旅游景区(点)的结合，加强与旅行社的 

合作，提高乡村旅游景点的知名度，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扩大 

乡村旅游的市场。 

4 结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乡村大国，发展乡村旅 

游具有四大优势： 

4．1 中国乡村自然景观多样、优美，生态环境好； 

4．2 农业历史悠久，农业景观类型多样 ，地区差异显著； 

4．3 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丰富，开发潜力大； 

4．4 随着城市化发展，城里人到乡村旅游的会越来越多，有 

巨大客源市场。 

展望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将会在中国大地上 

蓬蓬勃勃发展、壮大，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乡村新型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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