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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
——以南京桦墅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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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选取南京市桦墅村（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调研对象，通过网络、报纸、媒体等途径广泛收集整理

桦墅村的相关资料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图鉴、民俗民风、乡土文化、发展机遇、政府政策、改革理念等），对调研案例进
行长期的实地调研、访问，探讨了桦墅村走出“千村一面”怪圈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与对策。
关键词 ：乡村旅游 ；全域化发展 ；模式 ；对策 ；桦墅村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644（2018）01-0029-04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有望成为

年的旅游活动主题确定为“华夏城乡游”。21 世纪

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旅游业的新风向。在新型

初，国家旅游局推出了各主题年活动，乡村旅游得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实施进程中，大量旅游者

到了大力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鲜明乡土特色和

的涌入加剧了乡村旅游地的人地关系矛盾。乡村

时代特点的乡村旅游地与乡村旅游区，从而掀起了

旅游迫切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实现产业发

我国乡村旅游的高潮。目前，乡村旅游已成为现代

展的突破与转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本文

世界旅游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显示出良好的发展

通过对桦墅村乡村旅游全域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分

前景［2］。

析及对策研究，为我国其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

1.2

全新思路及经验借鉴。

1

乡村旅游全域化发展阐释

1.1

乡村旅游的发展
19 世纪中期，乡村旅游在欧洲普遍被认为是一

全域旅游理念的缘起
2015 年 8 月，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全国旅

游工作研讨会上，正式从国家旅游局层面首次明确
提出全面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战略部署。随之，国
家旅游局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的通知》（旅发（2015）182 号），
“全域旅

种阻止农业衰退和增加农村收入的有效手段。乡

游”成为旅游业界的新理念和新方向。2016 年，李

村旅游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由初期的自发阶段发

金早在《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指出 ：全域旅游

展到现在的自觉阶段。乡村旅游作为连接城市和

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

乡村的纽带，促进了社会资源和文明成果在城乡之

过对区域内的经济社会资源，例如旅游资源、生态

间的共享以及财富重新分配的实现，并为地区间经

环境、公共服务、文明素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

济发展差异和城乡差别的逐步缩小、产业结构优化

化的提升，实现区域内所有的资源有机整合、产业

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推动了欠发达、开发不足的

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形成以旅游业带动、促进

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对

经济社会共同协调发展的一种新型的区域协调发

加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98 年，首

展理念和模式［3］。

届国际乡村旅游研讨会在西班牙埃斯特城举行，讨

1.3

论了深入开发乡村旅游文化的问题，为我国乡村旅

推进乡村全域化发展的意义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游客需求的逐渐变

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国家旅游局并把 1998

化，我国的乡村旅游也正从初级的观光、游览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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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考察、学习、休息、康体、参与、娱乐、度假的综
［4］

第 18 卷第 1 期

文化素质目的。模式要点是通过书籍阅读、互联网

。大量旅游者的涌入加剧了乡村旅

手段、实物展示等形式，在乡村建设图书馆或博物

游地的人地关系矛盾，乡村旅游发展进入了加速重

馆向游客传播农业历史、农业技术以及乡村文化知

构的关键期。乡村旅游迫切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发

识等内容，使游客实现“游中学、学中游”。

合方向发展

展要求，运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桦墅村修建了一座嘤栖书院，通过捐赠书籍便

发展理念，实现产业发展的突破与转型。在新型城

获得一袋桦墅大米的经营方式，增加了游客旅游的

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实施进程中，全域旅游成为

趣味性。此外，村中的桦墅学堂是一个能为游客提

指引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思维，在空间优化、产品研

供书籍阅读、实物展示以及学术交流的场所，在达

发、服务升级以及民生幸福等方面都影响着乡村旅

到提高公众文化素质的目的的同时，也实现了乡村

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旅游与修学旅游的有效结合。

2 南京桦墅村旅游全域化发展典型模式研究
2.1

2.4

文化民宿模式
文化民宿模式核心理念是通过民宿讲述一个

工业遗产旅游模式
工业遗产旅游的模式核心理念是将乡村中遗

乡村历史故事，以特色文化提升吸引力。该模式要

存下来的工业遗产资源创意再利用。该模式要点

观、体验活动、建筑风貌结合，设计个性化的文化民

是将乡村地区工业遗产资源变“废”为“宝”，把保

宿，营造村落浓厚的文化氛围 ；部分历史价值较高

护工业遗产的计划与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规划相

的院落，可由外来艺术家、文艺青年等时尚群体精

结合，体现其最大利用值。
桦墅村在这一模式上做的有声有色，通过引

英经营，打造具有带动和示范效应的民宿标杆，凸
显文化特色［5］。

进艺术工作者，将桦墅村废弃的石膏厂旧址改造成

桦墅村借南京青奥会召开的契机，对 11 个自

点是筛选村落的主题文化元素，并与村落的公共景

“三鸟仓艺术园”，使其成为艺术工作者的工作室、

然村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村民把村中建筑

展厅乃至家居场所，从而体现桦墅村的文化内涵和

外墙刷白出新，还做了徽派马头墙，放眼望去，所有

艺术气息。

的建筑都整齐划一。以此为硬件条件，桦墅村的文

2.2

化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开设，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的

乡村休闲社区模式
乡村休闲社区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以积极有趣、

丰富多彩且极具创意的休闲活动吸引游客前往乡

游客朋友。
2.5

村旅游地，将乡村改造开发成为一个产业化的休闲

农业科普生态园模式
农业科普生态园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将一个乡

社区。该模式要点是以现代农业产业为基础，发展

村的农业活动、自然风光、科技示范、休闲娱乐、环

农庄休闲经济，形成“产业+休闲”双驱动 ；对乡村

境保护等融为一体，通过建造农业生态园，体现乡

休闲资源进行系统化整理，包装打造趣味性的休闲
项目，构建乡村休闲产品体系 ；通过成立乡村旅游

村农业科普价值［6］。该模式要点是建设农业生态
园并利用“互联网+”科技，对游客开展乡村科普教

合作社，组织村民开展旅游接待，为到访游客提供

育，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使他们对农业生活有所了

食宿服务。

解并自觉参与到农业生产的活动体验中。

桦墅着力打造“主题式的乡村休闲社区”，重视

桦墅村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科普教育提供场

“入乡、返乡”的情感交流，形成具有鲜活气息的生

所，也成为各种展览和大型农业技术交流、学术会

态圈和生活方式。此外，桦墅村引进并生产被誉为

议和农技培训的基地。此外，桦墅村建立了农业生

“江苏最好吃的大米”——“南粳 46”型大米，从

态园，使游客参与其中，切实体会乡村生活的乐趣。

2012 年开始在桦墅村种植，真正实现了乡村旅游
的产业化与休闲化。
2.3

2.6

体育休闲与竞技模式
体育休闲与竞技模式核心理念是充分利用乡

图书馆、博物馆模式
图书馆、博物馆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借助农业观

村旅游地的环境、人文等资源，吸引体育竞技赛事

光园、科技生态园、产品展览馆、农业博览园或博物

求，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该模式要点是体育竞技

馆藏书等形式，向游客传播知识，以达到提高公众

赛事落户乡村，以乡村环境为依托开展大众体育节

在乡村旅游地的开展举办，满足旅游者的体育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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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动，丰富乡村旅游休闲娱乐项目，提升乡村旅

走精品化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品质更高、服务更优、

游吸引力及知名度。

质量更好、游客更满意的乡村旅游地，向着产业经

桦墅村凭借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深厚的文化
底蕴，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踏青、放风筝等 ；同时，
经常会有短程马拉松比赛等体育赛事在此举办。
还有一些学校或企业团队在此举办棋类、书法、读

济和度假目的地完成转型［9］。

4 桦墅村进一步发展全域化乡村旅游的对策
4.1

书等比赛。目前，桦墅村正在筹划建设康乐中心，
为游客和村民提供疗养和健身娱乐的场所。

3

桦墅村乡村旅游全域化发展SWOT分析

3.1

优势分析（Strength）
地域广阔的桦墅村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山

引入文化创意产业，统筹全域旅游空间
在全域旅游理念指引下，将乡村旅游目的地整

个区域进行规划开发，全面统筹推进，突出地域特
色，才能实现其产业发展的突破与转型。一方面，
采用“伴城伴乡”的模式，为城市反哺乡村提供渠
道，引入文化创意产业，陆续开放市集区、民俗展
览馆等功能建筑空间，供旅游者参观 ；另一方面，

风景区东南，毗邻西岗街道周冲水库和汤山温泉，

要生产出高附加值创意性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的

先后获得“江苏省水美乡村”、
“南京市水美乡村”

文化诉求和创意诉求。

等称号。近年来，桦墅村徽派建筑外墙刷白出新，

4.2

治理、基础建设方面为切入点打造“生态乡村”，以

加强纵横联动，提升旅游体验消费
乡村旅游全域化发展更重要的是产业的联动，
加强“旅游+”横纵向的融合，从而促进乡村旅游地

产业多元化，开发特色物产打造“美丽乡村”，以融

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从横向角度看，通

入文化创意、多业态整合、三产叠加打造“休闲乡

过旅游业六大基本要素（食、住、行、游、购、娱）实
现“旅游+”，促使桦墅村农业朝着专业化、产业化

有着“白砖青瓦马头墙”的复古风韵，同时以环境

［7］

村” 。
3.2

劣势分析（Weakness）
桦墅村忙于响应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号召，改

和多样化发展 ；从纵向角度，以乡村优势为基础，
通过农业发展“+旅游”，刺激桦墅村上游产业的结

建措施尚不完全，基础设施不能完全满足游客的需

构性改革，打造出真正的“乡村”旅游。

求 ：厕所革命的推进不够深入，外观给人印象较好，

4.3

内部仅对冲水系统做了更换，地面卫生不能让人满

优化全域环境，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注重保护乡村旅游

意，也没有厕纸提供 ；观光点过于集中，旅游地局

地的原真性，也只有如此才能够凸显乡村旅游地的

限于周冲一村，游乐方式缺乏多样性 ；周边土地资

特色和价值，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同时，乡村部

源的利用效率不高，工厂遗址没有得到有效或更好

门和相关旅游部门要加强旅游项目开发建设的审

的利用和改造 ；客源市场有限，大多数游客来自周
边城市地区，对相对较远的地区吸引力不够。

批制度，比如规定住宿条件标准、农产品价格等，避
免乱收费、高收费现象发生［10］。在全域旅游理念

3.3

指引下，桦墅村乡村旅游一方面要强化红线意识，

机遇分析（Opportunity）
2015 年，国家旅游局将南京桦墅村列为国家

明确政策红线，制定规划红线，守住生态红线，确保

级乡村旅游示范点，桦墅村更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桦墅村乡村全域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另一方面，通

加强规范管理，强化示范带动，促进休闲农业与乡

过培训与宣传教育，鼓励社区居民全员参与，提升

村旅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农业强起来、农村美

全员文明素养，共同打造优越的桦墅村乡村旅游人

起来、农民富起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

文环境与氛围。

贡献。

4.4

3.4

挑战分析（Threat）
面对国家“全域旅游大有可为”的号召，桦墅

打造特色旅游，强化品牌包装营销
随着全域旅游的不断发展与推进，旅游吸引物

的载体及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元。因此，桦墅村

村成为全域化发展下乡村旅游典型示范地，突破景

旅游开发应该大力发掘自身文化底蕴和产业特色，

点旅游，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势必会对村庄原本的
风貌产生一定影响［8］。如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或

围绕有特色的、有潜力的旅游吸引物打造旅游体验

过度的商业化，桦墅村所需要做的就是积极应对，

物的特色性和地域性，以此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以

和消费项目。同时，应特别强调注重乡村旅游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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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思维包装和营销旅游产品。

游产业体系的健康发展格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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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Model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Hua Shu Village in Nanjing
LU Lei，ZHU Zhao-yi，YU Guo-qing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Hua Shu Village (one of the national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sites) in Nanj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network, newspapers, media and other means,
widely collected the related data information about Hua Shu village (including geography, history, folk customs, local
cultu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government policy, the idea of the reform, etc), conducted long-term field surveys
and visits to the Village, and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to lift the Village out of the vicious
circle of“monotonous village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global development ；model ；strategies ；Hua Shu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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