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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rural tourism lies in its rural nature. At the same time, rural tourism in the
modern sense is also experienti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n general, rural tourism presents trends such as industri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scale, standardization, and branding. Deep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ural tourism, five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seriously: realizing the ration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extending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and enriching the rural tourism product system, promoting rural tourism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king 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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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乡村旅游最本质的内涵特征在于其乡村性。同时，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还具备体验性、生态性与文化性。总
体来看，乡村旅游呈现产业化、多元化、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等趋势。深刻把握乡村旅游内涵特征与发展趋势，
应从实现资源合理保护与开发、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条、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等五个方面入手，推动乡村旅游实现
可持续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关键词：乡村旅游，产业化，品牌，乡村振兴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时期，乡村旅游业在
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旅游产品同质化
问题、盲目追求城市化的“去农”倾向、过度与不当开发给
环境带来恶劣影响等，都制约着中国乡村旅游业的提质增
效与转型升级[1]。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人们

对乡村旅游内涵特征的理解有偏差，对其发展趋势认知也
有待统一。因此，本文将在明晰乡村旅游最本质的特征内
涵、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初步探索提升乡村
旅游的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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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旅游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乡村旅游的确切定义，尽管国内外学术界没有形
成统一意见，但多数学者认可乡村旅游的核心本质，在于
其乡村性特征。因此，乡村旅游概念包含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二是以乡村性为最核心和本质的旅
游吸引物，且二者缺一不可[2]。因此本文认为，乡村旅游
是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乡村为背景，以乡村特有的田园
风光及其自然本底、人居环境、农耕文化、民俗风情等为
基础，以具有乡村特性的自然与人文等客体为旅游吸引物，
面向城镇居民这一主要消费群体，以满足其前来观光游览、
休闲度假、参与体验及学习考察等需求为目的，以农民通
过多种形式参与经营并提供服务为重要运营模式的旅游
活动。就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来看，“乡村观光+
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是乡村旅游的精髓所在。由此内涵所
决定，乡村旅游应具备至少四个方面的特性。
2.1．
．乡村性
与高楼林立、现代气息浓厚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乡
村旅游以广大的乡村地区为背景与活动空间，以农业生产经
营及乡村文化等活动为载体，为以城镇来客为主的消费群体，
提供农业与田园观光、农事与乡村休闲、农家文化娱乐及农
产品相关购物等一系列服务，从本质上决定了乡村旅游最核
心和关键的特征，在于其乡村性、乡土气息[3]。也就是说，
乡村旅游依赖和提供的旅游吸引物，是与城市旅游截然不同
的体验[4]。同样地，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旅游的灵魂所在，构
成了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是乡村生活的核心。因此，乡
土文化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5]。
2.2．
．体验性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
业人口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和城镇工作生活。
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渴望偶尔或经常性地回归田园乡
村，重新体验农村环境下的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带来的不
同感受。这也就决定了乡村旅游接待和依赖的消费主体，
必然是来自城镇的旅客。与乡村旅游的乡村性相呼应，城
镇游客最看重的，正是这种乡村性所带来的独特体验[6]。
因此乡村旅游品牌的创建，要在维护乡村旅游的“乡村性”
这一本质特征的前提和基础上，不断增强其参与度、提升
其体验性[7]，以保持对拥有强大消费潜能的大中城市消费
者的吸引力。
2.3．
．生态性
在可游览性与生态性之间，乡村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
往往很难把握合适的度，甚至误入歧途。乡村旅游面向城
镇消费群体，一方面，要避免将“土得掉渣”当作吸引物，
就需要对旅游产品所包含的农业生产、农村环境及农事活
动等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改造，以使其具备相当程度的可
游览性及安全便捷的参与性；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乡村旅
游最本质的乡村性与最吸引人的体验性，就不能进行太多
改动，尤其是不能破坏乡村旅游的生态性特征，以避免乡
村旅游产品被城市化的景观特色所消弭。如何在保持乡村

旅游的乡村性与生态性的同时，进行合理适度开发并规避
同质化问题，是乡村旅游的难题之一。
2.4．
．文化性
长期以来，乡村旅游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赏农
家景、做农家活”为主的农家乐广为盛行，旅游体验往往
停留在吃一顿饭、溜达一圈、摘些果子、打打麻将等就算
完成一次乡村旅游的层次。实际上，乡村旅游提供的，不
仅仅是让消费者体验优美的自然与田园风光、趣味的民风
民俗习惯等，还有更为丰富多彩的乡村历史与民族文化，
涵盖民居、饮食、服饰及生活器具等多个方面，使得消费
者可以通过亲身体验，从身体到灵魂，都能走进乡村历史
文化的更深处[8]。

3．
．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
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
纵观国际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乡村旅游
正从第一代的原生态乡村旅游、第二代的主题文化乡村旅
游，向第三代的度假甚至养老型乡村旅游转变。新时期第
三代度假型乡村旅游主要呈现出五个发展趋势。
3.1．
．产业化走向深度融合发展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休闲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面向城市消费群体的乡村旅游市场增长迅猛，日益成
为乡村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乡村旅游设计、开发、
运营与管理等环节日益成熟，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趋势增强，乡村旅游呈明显的产业化及融合发展的趋势
[9]。随着乡村旅游规模快速扩张，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与完
善，乡村旅游规范化与品牌化不断取得新进展，以分散的
个体农户自主经营为主的模式，逐渐被专业经营或被协会
组织所整合的农户等契约性经营模式所取代。应该说，产
业化集群发展模式有助于完善产业链条各环节的服务功
能，提高产业综合效益水平。同时，还有利于各类生产要
素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提高旅游产
品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效率[10]。
3.2．
．多元化中凸显个性化特征
随着经济转型发展、消费不断升级、休闲时代加快到
来，个性化旅游产品与服务日益受到市场追捧，乡村旅游
快速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首先，乡村旅游产品多元化。
为满足个性多元的市场需求，乡村旅游产品创新步伐加快，
从供给侧把握市场变化：不但要有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
还要有奇趣的农事体验、别具特色的文化参与等广受市场
青睐的服务[11]。其次，乡村旅游功能多元化。随着各类
涉农科技示范园、博物馆、节庆展会等旅游产品的涌现，
现代乡村旅游在休闲、观光、游憩等传统功能之外，又新
开发出集科普教育、环境保护、文化传播、康体保健等多
重经济与社会功能，日益成为群众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之
一[12]。再次，乡村旅游投资多元化。从农户自主经营，
到政府主导模式，再到政府引导、企业牵头、农户参与等
模式流行，多元化来源的投资涌向乡村旅游领域，推动乡
村旅游迅猛发展[13]。同时，随着共享经济兴起、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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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与快速应用，乡村旅游的个性化特
征日趋明显，智能化旅行服务、共享住宿、私人定制的个
性化旅游产品与服务等，极大地增强了乡村旅游的个性化
趋势[14]。

288

共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等。追根究底，这些问题的产生，皆
来源于对乡村旅游内涵特征及发展趋势的理解把握不到
位。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充分把握乡村旅游核心内涵特
征与发展趋势，破解乡村旅游面临的诸多难题，可以从以
下五个方面入手。

3.3．
．规模化向跨区域、
规模化向跨区域、国际化迈进
4.1．
．强化规划引导，
强化规划引导，实现资源合理保护与开发
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旅游规模上呈现小而散的局面，
是制约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经过多年发展，
从总体来看，我国乡村旅游呈现出总量不断扩张、单体不
断壮大、分散走向集聚等规模化发展趋势。一方面，随着
市场需求出现井喷、消费升级不断加压，一些乡村旅游产
品项目不断扩大规模，以迎合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有实
力的公司与投资者携带先进规范的经营管理理念加入市
场竞争，推动行业内经营者做大规模、增强特色并选择错
位竞争。从市场发育来看，分散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不断整
合、走向集约化经营，从简单的农家乐变旅游村、旅游镇，
进而联动推进旅游目的地与全域旅游建设，吸引了中远程
的国内游客，甚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入境参与体
验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旅游向跨区域、国际化方向迈进，
极大地提高了乡村旅游的竞争力[15-16]。

由于许多地区缺乏对乡村旅游的总体规划设计，对资源
条件也欠缺科学考察与论证，只在原有的农业、景观或自然
环境资源基础上，稍加包装就开始接待游客。这种小而散、
不上规模与档次的旅游景点，既没有成规模接待游客的实力
条件，也没有传统文化的乡土气息和乡村旅游所应有的氛围，
更不可能对民族文化进行提炼并形成品牌，极容易催生低水
平重复建设、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等问题。同时，旅游项目无
序盲目开发与运营，乡村生态环境遭破坏问题严重，阻碍了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说，按照不同地区资源环境与
乡土文化特色，从战略高度统一规划设计与开发，是确保乡
村旅游资源有效利用、合理保护、有序开发，是推动乡村旅
游走向产业化、规模化与规范化发展道路，打造乡村旅游精
品品牌并提升品牌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3.4．
．标准化助推走向规范化

4.2．
．推动农旅融合，
推动农旅融合，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条

经过多年努力，乡村旅游从最初的自发发展，到总量爆
发，再到进入质量提升并不断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整体上从
自发无序不断走向规范发展。而标准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标
准化程度不断加深，是乡村旅游规范化发展的关键。实践表
明，从乡村旅游的个体经营户到大企业、大公司，从政府监
督管理部门到行业协会组织等，通过不同层面环节的标准化，
通过以户带村，以村带镇，推动整个行业不断深入实施标准
化，扎实走向规范化发展，建设规范标准的现代乡村旅游产
业体系，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转型、农村发
展和农民增收是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重大关键。通过
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相互融合发展，将发挥旅游业的强关
联性、带动性、服务性等特征，推动城市人群向乡村流动，
促进农村全产业体系的构建，助力当地文化保护与传承，
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提升当地基础设施水平与文明水平。
通过农旅结合模式，开发农业农村生态资源、深度挖掘乡
村民俗文化，促进农村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增收链
拓宽，带动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升级，全面推动城
乡融合、产业融合、文化融合、环境融合与生活方式融合。
近年来，我国重视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
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以乡村旅游带动精准扶贫，实施“乡
村旅游后备箱工程”，农村电商得到快速发展，培育出一
批宜居宜业的特色村镇。同时，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快
速提高，智慧化技术手段也快速应用到乡村旅游产业，“互
联网+”“旅游+”等正快速改变乃至重塑乡村旅游产业各环
节，一大批休闲农庄、旅游电商、城镇旅游等蓬勃发展，
农旅结合正走向纵深，拓展了乡村旅游产业链与价值链。

3.5．
．旅游产品品牌化趋势增强
乡村旅游的品牌化构成要素，不仅包括旅游目的地可
见的旅游吸引物、相关产品、经营主体、服务设施、服务
人员、生态环境等直观上容易理解的“硬件”要素，还包括
所在地政府服务、民风气质、相关政策法规等“软件”要素。
而对这些要素形成全面认知，需要靠个人现场体验才能形
成判断。因此，对乡村旅游消费者而言，乡村旅游品牌认
可度的高低，是个体对旅游产品所提供的社会、情感及身
份识别等价值的综合主观判断。显然，品牌的塑造有规范
化、个性化、标准化等要素的支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
件下，为打造旅游目的地持久旺盛的吸引力，品牌化成为
乡村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4．
．提升乡村旅游的可行思路
在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我国乡村旅游正
朝着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方向不断前进，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但应当认识到，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壮大，还面临
着许多现实难题，如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同质化问题较为普
遍、部分地区存在追求城市化的“去农”倾向、乡村旅游公

4.3．
．突出乡村特性，
突出乡村特性，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在于其乡村性本质所展现的
“乡土化”特征，因此“乡土化”的理念与原则，应深刻融入
乡村旅游产品的吃、住、行、游、购、娱等的设计中。然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一些乡村旅
游产品的乡村性正在逐渐消失，表现在生态环境破坏式开
发、文化的“原生态”被城市文化同化、景观丧失乡间个性
特征等。这种缺失，使得农村传统的劳作方式逐渐消失、
浓郁的乡村节庆和传统工艺被逐渐遗忘和改变、朴素的农
民气息和清闲淡雅的乡间气息逐渐弱化，使得乡村对城镇
居民的吸引力逐渐减小，从而动摇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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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国乡村旅游产品类型较为贫乏单一，缺乏对特色
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发扬、缺少创新的产品设计，缺乏
精品项目、体验项目与休闲项目，缺乏文化内涵，地域性
与个性化不突出，很难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也
就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深层次需求。因此，在深入挖掘地方
资源潜力、塑造独特文化内涵、构建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
体系，要秉持乡村性的基本理念，从根基与源头上保证乡
村旅游产品的独特吸引力。
4.4．
．整合优化资源，
整合优化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知名品牌

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旅游业连年实现快
速增长，乡村旅游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数据显示，
2017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28亿人次，增长30%以
上，乡村旅游收入达74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6.2%。
与此盛况相伴生，乡村旅游从产品项目的科学合理规划设
计、有效投资开发、后续可持续发展运营维护到动态有效
监管等各个产业链环节，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谓“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追根究底，乡村旅游业最核心的问
题，在于对乡村旅游最本质的“乡村性”内涵特征理解和把
握不够，对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判断不到位。因此，本文分
析了村旅游的核心特征，初步判断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
对科学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思路。笔者认为，
全面提升乡村旅游，不但涉及到农民、企业、政府及相关
的中介组织等多个方面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更关系到生态
环境的保护、乡村文化与农业文明的传承与发扬等重大历
史与现实问题。而把握好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趋势，
是厘清乡村旅游领域内一系列难题的核心所在，是认识和
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的关键切入点。

乡村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充分结合当地特
色，丰富文化内涵，整合并优化各类资源要素，聚力品牌
建设[17]。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其核心在于文化传承和塑
造“灵魂”。发展乡村旅游，要深入挖掘乡土文化特色，如
乡村民俗、非遗传承保护等，尝试形式多样的乡土文化展
示，实现差异化竞争。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其重点在于提
升品质。乡村旅游不是简单的农家乐，而是一个复杂而系
统的大景区建设过程。消费者参与乡村旅游的目的，早就
不再是到某个景点走一走、照照相而已，而是更在乎旅游
的感受和心情。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农家乐”，其经营
的项目和生态功能，包括其中的文化休闲功能都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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