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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研究 

以富民县小水井村为例 

窦志萍 
(昆明大学 科研处，云南 昆明 650118) 

摘 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乡村旅游已成为当前旅游业的一个新亮 

点。本文以富民县小水井村为例，在分析研究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条件基础上，提出了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思路及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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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2006年中央 “一号 文件”提 出了建设 “社会 

主义新农村” 的具 体要求 和措施 ，为我 国农村建 

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各地在新农村建设 中充分发 

挥各 自的优势 ，通过新农村建设逐步实现农民生活 

新水准 ，完善公共服务新体系 ，建设 乡村新 面貌 。 

塑造文明新风 尚，健全 民主管理新体制的 目标 。各 

地在新农村建设 的过程 中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结 

合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探索出了新的 

路子 ，加快了新农村建设 的步伐 。 

云南 是一个 旅 游大 省 、 民族 文化 大 省 ，昆 明作 

为云南省省会城市 ，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全 

省居领先 地位 。 昆明在社 会 主 义新农 村建 设 中 ，应 

积极扶持鼓励在新农村建设 中挖掘农村旅游资源和 

特色文化资源 ，把新农村建设与特色乡村旅游 、民 

族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 ，发挥资源和民族文化的 

优势，在新农村 建设 中获得 物质与精 神文化双 丰 

收。本文 以昆明市富民县大营镇小水井村为例 ，探 

索和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特色乡村旅游协调 

发展 的思路 、途 径 。 

2006年 7月 ，富民县大营镇小水井 村被 昆明 

市列为昆明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试点村。为了 

合理有效利用小水井 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在充分分 

析小水井村 的总体资源禀赋及特色、分析昆明农村 

经济、旅游经济和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现状后 ，结合 

小水井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现状 ，具 

体负责小水井新农村试点建设 的中共昆明市纪律检 

查委员会领导会 同各部门及有关的专家学者在充分 

论证的基础上提 出了 “以特 色乡村旅游促 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思路 。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 

(一 )社 会主义 新农 村 

“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已经进入 了 “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 的新 阶段这一新 的大背 

景下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特定的 
一 个概念 ，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反映一定时期 

农村社会 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 

志 的社会 状态 。 主要 包括 以下 几个 方 面 ：一 是发展 

经济 、增加收入 。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 

住房改造 、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 、村屯 

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四是培育 

农民、提高素质 。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倡导健康 

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 ，丰富农民 

精神文化生活 ；要加强村级 自治组织建设 ，引导农 

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 。 

“新农村 ” 的 “新 ” 包括 5个 方面 ，即新房 

舍、新设施、新环境 、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 
一 不可 ，共 同构成社 会 主义 “新农 村 ” 的范畴。 

即要 因地 制 宜 地 建 设 各 具 民族 和地 域 风 情 的居 住 

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 “节约型社会 ”的要求 ； 

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 、水 电、广播、通讯、 

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 全 ，让现代农 村共享信息文 

明；生态环境 良好、生活环境优美 。尤其是在环境 

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 出新的时代特征 ；使农 民 

具备现代化素质 ，成为有理想 、有文化、有道德、 

有纪律 的 “四有农 民”；要移风易俗 ，提倡科学、 

文明、法治的生活观 ，加强农村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 。 

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党和政府的一项重 

要任务 ，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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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是农村文明 

建设的可靠保证 。新农村建设的 目标是在我国广大 

农村 实现 “生 产 发 展 、生 活 宽 裕 、 乡 风 文 明、 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具体就是实现 “四村”合 
一

， 即小康村 、文明村、生态村、和谐村。 

(二 )乡村 旅游 

乡村旅 游是 在农 业结 构变 迁 、城市 化 、居 民收 

入增加 、消费结构改变、休闲时间增加 、道路交通 

改善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具体概念是指在城市 

以外 的广 大乡 村地 域 内 ，利用 乡村 自然 景 观环 境 、 

田园景 观 特 色 、农 林 牧 渔 生 产 景 观 、 民俗 文 化 风 

情、古镇村落景观、农家生活场景 以及乡村景观意 

境等资源条件 ，立足景观价值的多重性特征 ，通过 

科学规划 、开发与设计 ，为消费者提供 观光 、休 

闲、度假 、体验 、娱乐、康体健身的一种新的旅游 

经营活动 。乡村旅游可依托 的资源极为丰富，活 

动内容及范围广泛 ，它不仅具有 自然性 、文化性、 

遗产性 、地方性 、乡土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乡村旅游在 国外出现得较早 ，远在 19世纪 30 

年欧洲就出现 了农业旅游 ，意大利在 1865年就成 

立 了 “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 ”，介绍城市居民到农 

村去体验农业野趣 。我国乡村旅游起步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 ，发展于九十年代 中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近几年乡村旅游发展势头 日趋兴旺 ，2006年被 

国家旅游局定为 “乡村旅游年”，乡村旅游在全 国 

范围迅速发 展 。 

(三 )新农 村建设 与 乡村旅 游 的协调 

乡村旅游是农村经济新 的增长点，是增加农村 

劳 动力就业 新 的突破 点 ，是提 高农 村文 明程度 新 的 

切人 点 和加 快旅 游产 业调整 新 的着 力点 。旅游 开发 

对于实现生产发展 ，生活改善 ，文明乡风形成 ，整 

洁村容建设 ，都具有直接的作用，并达到非常良好 

的效 果 。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大部分还停 留在 “农家乐” 

模式上。游客到乡村 以吃一顿农家饭为 目的，娱乐 

活动单一 ，没有真正体现乡村游的内涵。从国外发 

展 经验来看 ，未 来我 国 乡村旅 游 的发展应 该趋 向三 

种模 式 ，既文化 观光 型模 式 ，这种模 式 是指 以旅游 

者从 事观 赏 田园景 观 、观 看 一 些 民俗 风 情 文 化 活 

动 、参观手工艺品展览、农产品展览、农具展览等 

观赏性活动为主；文化体验型模式 ，是指游客亲 自 

从事各种农事活动 ，或深入农村家庭体验家庭生活 

文化 ，或亲 自参加某种手工艺品制作 ，或参加各种 

民俗风情文化活动 ；文化综合型模式 ，这种模式集 

文化观光与文化体验于一体 ，是一种能够迎合不同 

层 次旅游需 求 的乡村 旅游 文化 资源 开发 模式 。社 会 

主义新农 村 建 设 的 “四村 ” 目标 为实 现 上 述 三 种 

乡村旅游新模式提供 了全方位的保障 ，可以说新农 

村建设 是我 国发 展具 有 中国特 色 乡村旅 游 的基础 。 

新农村建设与旅游可以共生发展 ，通过发展特 

色乡村旅游 ，可 以促 进新农 村 建设 ，缩 短实现 新农 

村 建设蓝 图的 时间 ，为新农 村 建设 提供 资源 、经 济 

与人力上的保 障。在有条件 的村寨 ，村民可以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富裕起来 奔小康 ；发展特色 乡村旅 

游，广大村 民参与到旅游服务 中，在人际交往中 自 

觉学习提高素质与能力 ，通过信息交流开 阔眼见。 

主动学技术 ，讲文明讲礼貌 ；发展旅游需要有优美 

的 乡村环境 ，通 过发 展 乡村旅 游 ，村 民们 会 自觉意 

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 ，自觉保护村寨 中原生态 

的物 质与非 物质 的 “民风 ”、 “民俗 ” 文 化 ，造 就 

良好 的 自然 与人 文环 境与 氛 围 ；旅游 是一 种文 化交 

往 、是一种综合的审美体验 ，发展旅游需要和谐 的 

人 文 环 境 ，通 过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可 以缩 小 城 乡 差 

别 ，构建城乡和谐环境。可以确定 ，发展乡村旅游 

是改变乡村落后面貌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 
一 条便捷途径。 

三、小水井新农村建设中发展特色乡村 

旅游的基础与条件 

乡村旅游的诞生有其特定的基础条件 。一般来 

说 ，乡村旅游发展必须至少具备几个条件 ：较好的 

可进人 性 ；当地 的 自然 景观 和 乡村 民俗具 有可 观赏 

性 ；原生或人工 营造 的 良好 的生态环境 和休 闲氛 

围；文化或生态承载力高等 。 

(一 )可 进入 性 

小水井村是昆明市大营镇束刻村委会的一个 自 

然村 ，位于大营镇东部，昆明市西北郊 ，距大营镇 

府 13公里 ，距县城 15公里 ，距 昆明市 32公 里。 

东与普 (吉) 东 (村)公路相距 7公里 。西距 108 

国道 12公里 ，束刻至小水井村 口 3公里弹石路完 

工 。随着新农村建设试点进程的加快 ，公路等级将 

提高 ，小水井将具备较好的可进人性。 

(二 ) 自然 景观 

小水井村坐落在 山顶 ，海拔 2 350米 。四周绿 

树成荫 。据传说 ，一百多年前苗族先辈在打猎的过 

程中，发现这里森林茂盛 ，气候宜人 ，常年有潺潺 

清流 ，是个优美的生活环境 ，苗族同胞张老二 、王 

成当等六户人家相继迁来此地居住 ，因其地形四面 

环山，好似一 口天然形成的水井 ，加之饮水主要靠 

此井的泉水 ，故而得名小水井村。村辖区域内有农 

耕 山地 764亩 ，主要 种植 作物有 玉米 、小 麦、养 

子、土豆、萝 卜等 ；林地 2 825亩 ，其 中包括 380 

亩果林 ，主要种植苹果等亚热带水 ；牧草地 1 500 

亩，村内主要饲养有猪、牛、羊、马等牲畜 ；种植 

烤烟 40亩 。 

(三 ) 乡村 民俗 

1． 苗族风 情 

小水井村共居住人家 150户 ，人 口447人 ，全 

部是苗族 ，是全昆明最大的苗寨 。村民居住的房舍 

依次排列在 山坡上 ，大多是土墙灰瓦搭建而成 ，门 

前屋后 的小道彼此相连。这里的苗族妇女 ，平时都 

是穿 自己缝 制 的衣 服 ，上 衣 袖 口处 绣 着 精 美 的 图 

案 ，外罩一件 白布短袖杉 ，下身穿百褶花裙 ，长长 

的发辫盘在头顶 。“汉族 占街头 ，傣族 占水头 ，苗 

族 占山头 ”，苗族所处 的地理位 置使其在 生活上、 

心理上和其它民族产生了一条隐隐约约的分界线 ， 

也就使其经济水平与其它民族的形成巨大差距 ，使 

苗寨处于半封 闭状态 ， 自然也 就很 少受外界 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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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本民族 的特点 ，民族风情淳 

朴、浓郁 ，原汁原昧 。 

2． 宗教 文化 

小水井村村民全部信仰基督教 ，村 中有典型的 

基督教堂 ，享誉国内外 ，每年都有美国 ，英 国，澳 

大利亚 ，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 ，宗教人士 

到寨中基督教堂参观考察。寨 中独具特色的民族文 

化和宗教 文化有 机结合成 为一 道独具特色 的风景 

线 。 

3． 小 水 井 合 唱 团 

源于教会唱诗班 的 “小水 井合 唱团” 全 国闻 

名 ，其前身是美声 唱诗班 ，成员全是虔诚的苗族基 

督徒。在远离尘世 的偏僻小 山村里 ，村 民们在物质 

上是极度贫困的，而在精神上却是无比富足的。唱 

诗是村 民的传统 ，从 几岁 的孩 童到花 甲老人都会 

唱，歌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伴随着 

他们每个人 的生命历程 。合 唱团最早 成立于 1986 

年 ，合唱团现在有 63人 ，会唱 400多首歌 ，一首 

新歌他们 3天 内就学会并和声 。合唱团团员 中年龄 

最大的 36岁 ，最小的 15岁 。合唱团的成员都没有 

经过专业的训练 ，只是在每 日劳作之余 ，每 日夜 晚 

自发组织一起练歌练唱。苗族 民歌 的独特韵昧加上 

美声和声 ，歌声犹如天籁之音 ，来 自中国合唱协会 

的专家称 ，“小水井合唱团” 的歌声为 “完美融合 

民族唱法与美声 的四声部合 唱”、 “来 自于 田间地 

头最纯净 的歌 声”，是 “原生 态唱法 的活 化石”； 

中国合唱协会会长听了他们 的演唱以后评价 ：小水 

井合唱团的合唱有美声 ，而且 还有苗族歌 曲 的特 

色 ，亲切 自然 ，没有 一点矫揉 造作 ，演唱 十分投 
入 、感人 ⋯。 

2003年 10月 3日，小水井苗族合唱团参加首 

届 “中国西 部合 唱艺术节 ”美丽彩 云南族 群杯大 

赛 ，以一 曲混声合唱 《哈利路 亚》 获得 了中青组 
一 等奖 。 

2004年 10月 ，小水井合 唱团参加首届西部合 

唱艺术 节 ，获得金 奖 。 

2004年 4月 10 日，小水井 合 唱 团应邀参 加 

《同一首歌 ·走进云南》 大型演唱会 ，声名远扬。 

2005年 9月 ，参加 中国昆明首届聂耳杯 国际 

合唱节获得第一名。 

2005年 11月 ，应 邀 到澳 门演 出。 

2005年 12月 ，应邀参加云南省委宣传部 ，云 

南红塔集团联合举办的新年音乐会 。 

2006年 1月初 ，应邀 到北京大学参加 《聆 听 

云南》音乐演唱会 。 

(四 ) 客源 市场 

昆明市是我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国际旅 

游十大热点旅游城市之一。小水井位于昆明西部环 

城游憩度假带 内，可以借助昆明的客源市场辐射作 

用 ，分流昆明的国内外旅游者 ，促进本村特色文化 

旅游开展 ，提高知名度 。同时，昆明本身也是一个 

巨大的旅游市场 ，拥有一百多万高密度城市人 口， 

昆明市私家车饱有量居全国第四 ，城镇居民出游率 

高 ，富民县其它乡镇乡村旅游现已初具规模 ，小水 

井村可 以搭车上路开拓本地 区周边旅游市场 ，开展 

城郊特色文化乡村旅游。 

f五 )综合评价 

从上述分析内容中我们得知 ，小水井具有了发 

展乡村旅游的区位交通条件 ，具有 了良好的可进入 

性 。良好 的生态环境为游客提供 了回归 自然的环境 

条件 ，为开展多样性、多层次的观光旅游活动提供 

了资源条件 ；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与宗教文化紧密 

结合 ，为开发特色文化旅游项 目提供 了优越的、具 

有垄断特性的资源条件 ，为开展参与 、体验及观赏 

性旅游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苗族同胞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形成 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生态环境 

和休闲氛围；百年传承下来 的歌唱艺术 ，证明这里 

有极高的文化或生态承载力 ，为开展特色文化旅游 

提供了传统 、环境 、氛围和人才资源 。 

独特的资源加上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带来的客 

观的潜在客源市场 ，使得小水井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三大要素 中的客体 (旅游 资源 )和主体 (游客 ) 

都已具 备 ，第 三 个 要 素——媒 介 (交通 、设 施、 

服务、管理等)将随新农村建设而 日趋完备。 

四、小水井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协调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小水井在昆明已有 了一定 

的知名度 ，在介绍昆明周边旅游活动及项 目的资料 

及书籍 中，基本能查到小水井。合唱团的演出，使 

特色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小水井”借 

助合唱的演出扬名海 内外。 目前制约小水井发展特 

色乡村旅游 的 “瓶 颈” 主要是道路 的改造 、村庄 

的 民居建 筑规 划 、村 内的文 明状 况及 村 民的卫生 习 

惯 、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及服务的意识与能力及接待 

服务设施 的建设等因素。而这些也正是小水井新农 

村建设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 中，在市 、县 、乡各级各部 

门的通 力支持下 ，穿村而过 的东 (元 )散 (旦 ) 

公路基本建成 ；在村村通工程下 ，各家各户安装了 

闭路电视 ，村 民获得的信息量增大 ，更新快 ，在一 

定程度上对提高村 民文化素质奠定基础； “一池三 

改”和小水窖 的建设 ，牲畜入 圈措施 的实施 ，小 

水井的村容村貌有 了较 大的改变 ，村寨 更整洁干 

净 ；希望小学的建成 ，使得送教下乡、科技下乡有 

了更好的场所 ，通过办培训 ，可以全方位提高村民 

的受教育程度 ，掌握 了新技术的苗家人将会发使作 

物种的更好 、牲畜养的更壮 、房子盖得既舒适又具 

民族特色、果树也将栽培的更好 ；市有关部门资助 

建设的接待中心 、民族文化广场及旅游厕所也开始 

规划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 的推动下 ，小水井 

发展旅游的三要素备齐了。 

五、新农村建设中小水井特色乡村旅游 

发展的思路与建议措施 

(一 )基 本 思路 、 

1． 新农村 建 设与旅 游 协调发 展 

小水井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借助旅游，而特色乡 

村旅游的发展也必须倚重新农村建设。发展乡村旅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lO 昆明大学学报 第 l8卷 

游，要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环境提 

升为 目标 ，既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旅游新村建 

设，把新农村规划简单搞成旅游新村规划 ；也不能 

因为发展乡村旅游而把农村建成没有农业 、村庄、 

农 民、特色的所谓新农村。二者的协调发展首先是 

发展 目标的整合 ；其次是在规划层面上整合 ，把新 

农村建设 的总体规划 (包括村镇建设、道路规划、 

农林牧规划等)与特色 乡村旅游发展规 划有机结 

合。第三是建设资金与建设时序的整合 ；第四是基 

础设施功能整合 ；第五是政策层面的整合 ；第六人 

员整合 ；第七效益分享 。 

2． 突破 窠臼创 新 发展 

中外学者们在研究乡村旅游过程 中，希望能找 

到比较理想的发展模式 ，前面笔者也介绍几种相关 

模式。但是通过调查 比较研究 ，笔者认为 ，由于各 

地 自然、人文条4LI=~差异 ，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可能 

有统一模式 ，前人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必须因 

地制宜。小水井 的乡村旅游应该是乡村文化旅游 ， 

在发展中不应再重蹈 “农家饭 4-扑克或麻将” 的 

覆辙 ，也不是仅限于观赏村寨 ，因为小水井村 的民 

居建设地域民族性不强 ，没有代表性。如何借助宗 

教文化与民族文化 ，做大参与体验式乡村文化旅游 

是小水井旅游发展的核心任务 。 

3．建设 与保 护并 重 

小水井新农村建设既要注重村落建设同时要有 

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 。小水井是一个地处山区的苗 

族村寨 ，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村民基本保留民 

族服饰 ，但建筑个性化不强 ，苗族建筑文化显性展 

示不明显，特别表现在 民居的式样上 ，因此在新农 

村与乡村旅游 发展规划 中要注意强 化建筑的 民族 

性 ，同时注意保留民族服饰传统 。对 当地宗教文化 

同样要保护与开发并重，在旅游项 目开发运作 中尊 

重苗族 同胞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在特色农业发 

展上要遵循客观规律 ，做到农业 发展与旅游两 不 

误 。 

4． 主体 突 出与 多样 化发展 

根据小水井村的资源特点 ，小水井的特色资源 

在文化景观上 ，主体明确 ，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时 

要抓住重点突 出特色 ，围绕 “完美融合 民族 唱法 

与美声的四声部合唱” 的天籁之音开展旅游活动。 

同时由于游客需求的多样性 ，为了延长游客在小水 

井的逗 留时间，还需要增 加一些观 光、休 闲、度 

假、体验、学 习、康体健身等不 同类型产品 ，发挥 

旅游经b3：综合效益。 

5． 强4J6~11t．务 打造 品牌 

挖掘特色 、打造品牌。深度挖掘本地人文 、民 

俗、历史 内涵 ，突出特色和差异 性 ，突出农 村天 

然、质朴、绿色 、清新 的环境氛 围，强调天趣 、闲 

趣、野趣 ，尽力展现乡村旅游的魅力 ，为乡村旅游 

注入旺盛的生命力 。苗家特有的刺绣 、编织等民间 

手工艺都是乡村旅游特色的载体 ，怎样深入发掘、 

策划和包装 ，塑造个性鲜 明苗家 的乡村旅 游形象 ， 

打造地域品牌 ，增强竞争力 ，是 当小水井乡村旅游 

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必须 解放思 想，转变 口口相 

传、人际关 系宣传等原始 、被动、陈旧 的宣传方 

式 ，主动 出击 ，参与昆明市整体宣传促销，以提高 

乡村旅游点的知名度。在提高对乡村旅游发展重要 

性认识的同时，注重加快道路、停车场、厕所等乡 

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加大对食品卫生、公 

共卫生等直接关 系到游 客身心健康 的设施 建设 力 

度，引导和教育乡村旅 游从业人员 自觉养 成讲卫 

生 、爱卫 生 的 良好 生 活习惯 ，购 置一 些必要 的卫 生 

消毒设施 ，抓好各项卫t-4=防范措施 ，为游客营造洁 

净、健康 、卫生的旅游环境 ，让游客吃住放心 ，娱 

乐舒心 。 

(二 ) 建议 

1． 以科 学发 展观 指 导建设 与发 展 

遵循 “因地制宜 ，突 出特色 ，合 理布局 ”的 

原则 ，固树 立 “先规划 ，后开 发 ，不规划 ，不开 

发 ” 观念 。 
．  

2．规 范村 镇设施 建设 ， 实现村 容村 貌景观 化 

小井村建设要全面实行 “三改三清”，彻底改 

变农村环境 “脏、乱 、差”现象 。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 ，让广大游客和农民群众喝上洁净水 ，走 

上干净路 ，用上清洁能源 ，呼吸新鲜空气 ，既能体 

验旅游新农村 的自然风貌 ，又能享受现代生活的舒 

适便利。要对乡村旅游开发实行市场准人制和定期 

考核制 ，制定专门的行业标准 ，符合标准者方可参 

与乡村旅游经营，同时，要定期组织检查评比，对 

那些品位较低 、功能不全、环境不优的村镇和民居 

实行限期 整改 和末位 淘 汰，促使 “家家 达标 准 ， 

村村有特色”，推动村镇建设与乡村旅游开发有机 

结合 ，把散布在景区周边的众多村镇打造成特色鲜 

明、环境优雅 、生态 良好 、宜居宜游 的若 干个景 

区 。 

3．新 农村 建设 与旅 游项 目开 发保 持 一 致 ，达 

到 经 济 社 会 效 益 的 双 赢 

小水井特色乡村旅游 的发展要 以游客的旅游消 

费过程为核心 ，形成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通过 

发展旅游让村 民得到实惠。根据小水井现状及农业 

生产现状 ，注重协调发展农村建设项 目和传统农业 

与游客消费、村民收入关系。有游客消费 ，带动形 

成了景观农业 、经济作物、农副产品加工 、改善农 

民住宿并形成农家接待能力 ，激发村民民族文化保 

护意识及 民族 自豪感 ，并由此形成文明的乡风、整 

洁的村容 ，民主的管理 ，达到建设新农村的经典结 

构 。 

随着旅游业的深度发展 ，旅游者们将不再满足 

于一些成熟的乡村旅游点和较固定的旅游项 目，他 

们将会 自主地寻找和发现新 的旅游点 ，提出新的旅 

游需求 。小水井乡村旅游要产生效益 ，就应考虑旅 

游者 出游冬季和消费需求 。成熟的旅游者会选择更 

加 自助的形式开展乡村旅游。所以，小水井乡村旅 

游要强调特色与个性 。 

在项 目类型上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开展宗教文 

化体验游、唱诗 培训游 、民俗参与 游、农 园观光 

游、养殖观赏游、果品采摘游 、劳动体验游等多种 

类型 。游览方式的选择要考虑游客的现实 ，以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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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为主。充分利用新农村建设 的成果 ，开展旅 

游 活动 ，带动 乡村 旅 游 经 济 发 展 ，增 加村 民 收人 ， 

提高村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 

“新”小水井建设——农村 景观——吸引游客 

观光一 观光 收人 ； 

种植绿色蔬菜——新鲜农产品——吸引游客餐 

饮——餐饮收人——村 民转变为生产资料 ； 

环境改造与建设—— 田园环境及特色民居—— 

吸引游客住宿——住宿收人——村民转变为生产资 

料 ； 

发展多种农业——经济作物、土特产品——吸 

引游客购买——购物 收人——高 附加值销 售农 产 

品 ； 

文化 发展— — 民俗 活动 及 宗教 仪式— — 吸 引游 

客观光、参与、体验——综合旅游收人——村民转 

变为生产生活资料 

促进传统 民族文化 的发展——苗家3-艺品—— 

吸引游客购 买——居民收人——村 民转 变为生产 、 

生活资 料 。 

4．围绕提 高农民素质 ，实现学习培训经常化 

建设 新农 村 ，发 展乡村 旅 游业 ，最 大 的受益 者 

是农民，最需要依靠和发动的也是农民。要建设好 

旅游新农村 ，必须把加 强学 习培训 ，提高农 民素 

质，作为一项长期性的3-作切实抓出成效。要充分 

利用网络、电视 台等媒介 ，以旅游接 待、实 用技 

术、务工技能等为主要内容 ，定期开展各种学习活 

动，促使农民在技能 、科技 、市场 、法律、礼仪接 

待、旅游服务等方面的知识不断升级 ，努力提高农 

民的科技致富能力、市 场竞争 能力和 自主发 展能 

力，使更多的农民能更新观念 ，开阔视野 ，脱离传 

统农业 ，大胆探索创业 ，在旅游新农村建设 中大显 

身手。 

5．政 府扶持 、村 民参 与 

小水井新农村建设 与特色乡村旅游 的互动发展 

需要各级政府 的支持 ，发展乡村旅游要 由政府来推 

动 ，要 以农 民为主体 ，充分尊重农 民意愿。政府推 

动不是包揽一切 ，而是发挥政府在规划 引导、统筹 

协调 、分类指导等方面的优势和积极作用 ，因地制 

宜 ，推动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政府通过提供公共 

服务 ：如小额贷款、基础设施建设 、直接补贴 、培 

训、扶持 民间旅游协会建设等保证乡村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并保证小水井 乡村旅游发展 的利益最 大程 

度留在当地。农 民有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以 

及如何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权利 ，要在政府的指导 

推动下 ，尊重村民意愿 ，依靠村民智 慧，发挥村民 

的积极性 ，促进小水井特色乡村旅游的持续健康发 

展 。 

6．健 全 产业链 本 土化机 制 

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环节的供给本地化 ，最大程 

度地利用 当地农民，采用当地原料 ，保证当地居民 

最大程度收益 。在管理上可采用公共管理的大众参 

与机制。健全农民旅游协会机能 ，倡导大众参与决 

策 ，保障利益公平分配 。 

7． 正确 处理 发 展 乡村 旅 游 与 传 承 乡村 传 统 文 

化 的 关 系 

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 ，小水井乡村 

旅游发展的特色优势资源就是特色文化。要深人研 

究 、挖掘小水井村 的苗族 宗教文化 和传统 民俗文 

化 ，不断提升乡村传 统文化 的魅力和旅游 吸引力 ， 

推进苗族传统文化的产品化 ，变文化优势和资源优 

势为经济优势。同时 ，注重对苗族传统文化，特别 

是 “合唱团” 的保护 ，在 实践 中摸索继 承和发扬 

小水井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子 ，使特色乡村旅游成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小水井的重要渠道。要 

防止将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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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l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of our party and government． 

Ruml tourism has become a new highlight of tourism．This article takes the Xiaoshuiji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national areas an 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tourism， 

the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train of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an 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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