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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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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得到极大的提升，在旅游事业持续

发展的同时为了促进我国旅游事业更好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就是一种将第一产业

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结合的活动新形式，乡村旅游相比以往的旅游方式来说对保护生态环境和提升村民的

素质有着积极的影响。乡村旅游简单来说就是以乡村特色景点来进行开放的一种方式，通过乡村旅游的发

展不但能够有效的提升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能极大程度的提升我国的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

乡村旅游模式的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途径。本篇文章，主要就是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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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tourism industry has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While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some new forms of tourism have also appear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is a new form of activity that organically combines prim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tourism methods, rural tourism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villagers. Rural tourism is simply a way of opening up with 
rural characteristic scenic spot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Chinese farmers, but also greatly enhance the upgrading of my country's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mode is also a key way to build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is mainly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m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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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概述 
乡村旅游在最初阶段被称之为农业旅游，在社

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也进行了一些变革，

在当前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可以将乡村旅游定义为以

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以农业景观和农村风俗为资

源来进行的一种发展模式。乡村旅游也能够进行休

闲活动、科普、购物、娱乐和度假，所以在当前的

发展中经济发展较好[1]。在乡村旅游中对乡村进行

开发和规划是重点内容，只有丰富了乡村意象的内

涵，才能够为乡村旅游提供具有观赏价值的场所。 
2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是由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

因素推动的结果，从需求的角度看，乡村旅游是城

市化进程加快的结果，从供给的角度看乡村旅游发

展形势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乡村旅游发展

模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以农业形式的观光来进

行的，旅游者和农民的接触仅仅停留在表面，在发

达国家的乡村旅游中，正在对乡村度假旅游进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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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2-4]。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污染情况严重，

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为了对这种情况

进行改善，国家大力发展绿色可持续的产业，为了

适应国家节能环保的发展理念，多数的企业都进行

了转型，面对这一情况旅游行业为了得到持续的发

展也应该发展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旅游方式，而乡

村旅游就是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一种旅游方式，乡

村旅游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城

市发展速度快，在长期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想回归

宁静的田园时光，想对农村的生活进行体验。第二

是求知的需要，一些孩子出生就在城市中生活对于

农村生活不了解，也不了解相应的农事，所以家长

为了提升孩子对农村的了解就会选择进行乡村旅

游。第三是怀旧的需要，现代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

小康的生活，多数的家长从小是在农村进行生活学

习的，在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在为了怀念以往的

生活也会选择乡村旅游，怀旧是人类的共同特征，

也正是这一特征才能推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5-8]。

第四是复合型需要，由于一些土特产只有在当地农

村才能够买到所以有些群众为了购买土特产也会选

择乡村旅游。由此可见，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

人们生活质量在提升的同时对于农村的怀念情感越

多，视觉上的享受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因此他们会

选择进行乡村旅游以此来品尝农家风味和参与农作

生活[9]。 
3 我国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乡村旅游活动形式单一 
在我国目前的乡村旅游发展中，人们进行旅游

的方式多是进行观光旅游，观光旅游只能给游客提

供观赏，不能让游客参与，这种单一性的活动也会

降低人们对乡村旅游的旅游欲望。其次，在一些农

业地区的乡村旅游中，人们可以对农作物进行采摘，

这种方式虽然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体验感，当所

有的农业乡村旅游都采用这种方式时也会使得乡村

旅游大同小异，由此可见，这种单一性的旅游方式

也会阻碍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10]。 
3.2 乡村环境卫生和设施需要进行改善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有了极大的提升和

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

与城市相比其中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农村土地

多，交通道路复杂，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还没有沥青道路，这些情况都会严重影响农村的美

观性，在农村生活中人和畜一起生活，且没有严格

的垃圾堆放要求，因此会存在脏乱差的情况，面对

这种情况就会降低人们进行观赏的想法。其次，在

农村一些农家乐酒馆的营业中为了提升自身的经济

收益，会在门口摆放游戏机等现代化用品，这类用

品在城市中较为常见，使得游客不觉得新奇，也会

降低游客的好奇心，多数的游客进行乡村旅游是想

对农村的新奇事物进行参观和体验，当农村发展中

过多的对现代科技技术进行摆放也会影响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11]。 
4 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 加强引导、科学规划 
为了有效的改善乡村旅游脏乱差的情况相关部

门应该加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投资力度，并为乡村

旅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只有合理的对农

业生产容量、居民日常生活容量和生态环境容量进

行规划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为了个体经

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也应该在具体

的管理中加强服务指导和加强培训的展开，以此从

提升质量标准、服务标准中来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营造良好的环境[12-13]。 
4.2 规范经营，保持特色 
人们进行乡村旅游的最大原因是体验乡村的田

园风光和感受乡村的风俗，因此为了保障乡村旅游

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就必须保持农村的特色，并提

升农村发展特色。在乡村旅游的农家乐的经营中应

该将重点放在服务质量上，在该基础上还应该保持

自己的产品特色，避免盲目的进行模仿，以防丢失

自身的特色，这样才能实施差异化和细分化的市场

竞争策略[14-16]。 
4.3 产品创新，机制创新 
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硬道理，在乡村旅游也是

如此，为了促进我国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就必须适

当的进行创新。在进行创新时要把握好人们好奇心

的特点，使乡村旅游向着参观型、观光型、体验型

等方式转变。在经营机制的创新上，需要将制度合

理设计，并对乡村旅游进行合理的规划，以此来满

足乡村旅游实现透明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在组织机

制上，要合理的对市场资源配置优势进行利用，以

此来实现整个乡村旅游市场资本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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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社会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生活

水平在得到提升的同时对于生活方也有着极大的思

想改变，现代生活中人们的工作节奏快，在这种快

节奏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对于农村的慢节奏生活更加

的向往，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乡村旅游得以发展，乡

村旅游就是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结合和演化而来的

一种旅游模式，所以可以将乡村旅游表述为对大自

然和先祖生活的双重回归[17-18]。乡村旅游在我国发

展初期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发展的

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

着乡村旅游更好的发展，为了使得我国乡村旅游能

够得到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发现和解决乡村旅游中

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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