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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鄉村設計定山宣言

（2020年10月18日 江蘇江陰朝陽山莊）

我們，出席第六届東方設計論壇“生活美學與鄉村振興設計”研討會的代表，經過熱烈討論和理性思考，

在位於江蘇江陰定山東麓的新鄉村主義策源地——朝陽山莊，就鄉村振興設計形成如下共識：

第一部分 問題與困境

第1條 鄉村振興實踐伴生衆問題。鄉村振興上昇爲國家戰略恰好三週年，鄉村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

偉大成就。也伴生諸如鄉村主體退化、鄉村建設缺少地域特色、以農業爲主的鄉村産業發展艱難等困境。我

們應當務實思考鄉村振興面臨的難題並尋求對策。

第2條 設計力量缺失導致新困境。設計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設計有助於明確鄉

村振興戰略實施路徑。然而，在土地規劃已經成熟的前提條件下，鄉村設計力量缺失導致戰略實踐重“建”而

輕“設”，千村一面等問題就此産生。

第3條 鄉村振興設計行業缺規章。如今設計學科尚未形成體系化的鄉村設計理論，鄉村設計行業缺乏

領域内行業協會，未能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鄉村設計教育體系也亟待建設，現有設計系統培養

的多是適用於城市環境的設計師，缺乏專注鄉村的設計師。

第二部分 責任與擔當

第4條 時代需要懂鄉村的設計師。鄉村振興大潮催生巨大無比的鄉建市場。設計是規範高效推進鄉村

振興建設的有力武器。面對幾近空白的鄉村設計師現狀，作爲面向鄉村振興服務的專業工作者，培養懂鄉村

的執業設計師，我們責無旁貸。

第5條 鄉村設計須尊重鄉村地格。鄉村設計應當基於當地的文脈與地格，而非簡單地復製城市設計。

其文脈來源於鮮活的鄉村生活，其地格扎根於傳統的鄉村環境。只有對鄉村充滿熱愛的設計師，才能以鄉村

發展的視角進行設計。

第6條 加速培養合格的鄉村設計師。城市設計與鄉村設計有着不同的方法論、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實

現路徑。在實踐中，設計師常把城市規劃設計的思維生硬地用於鄉村設計。要更好地發展鄉村設計，唯有建

立科學的鄉村設計教育體系，培養專注鄉村的設計師。

第三部分 行動與路徑

第7條 建議成立鄉村設計行業協會。成立行業協會有助於團結業内的從業人員，促進行業内的友好交

流。權威的行業協會可編寫制定相關行業標準體系，對行業有極强的規範作用。鄉村設計行業需要行業協會

的引領與監督。

第8條 構建鄉村設計教育體系。鄉村設計學科也亟待建設，在學科建設的初級階段，構建鄉村設計教

育體系成爲學科建設的重中之重。成熟的教育體系有助於穩定輸出高質量的鄉村設計人才，爲鄉村設計行

業源源不斷地輸入新鮮血液，保持行業活力。

第9條 建立註册鄉村設計師制度。鄉村設計是一個需要知識與經驗的行業，相關注册鄉村設計師制度

的建立有利於建設行業規則、規範業内行爲，扼止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産生，提高行業認可度，爲鄉村設計

行業更好的發展提供基礎。

熱切希望社會各界的朋友們聯合起來，携手設計承載着我們鄉愁的廣袤大地，真正將“緑水青山變爲金

山銀山”，共創幸福和諧富裕的美麗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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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社交媒體數據的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符號學解析

——以成都三聖鄉“藝家樂”爲例

陳晨俣，張麗君

四川農業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摘要：在社交媒體傳播影響下的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發生了嬗變，符號消費搆成了旅遊開發、消費的新範式。本

文利用質性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符號學方法，結合具體案例成都三聖鄉人工景觀“藝家樂”，通過社交媒體圖像

數據分析了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的現狀及其符號意義。最後根據現狀進行了全球化悖論、符號化危機的反思，

並提出多元價值創造、社群文化建立的優化建議，爲鄉村可持續發展提出思考。

關鍵詞：城市近郊鄉村；旅遊符號學；旅遊景觀；社交媒體；藝家樂

Semiotics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landscape in the suburbs of cities
based on social media dat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the rural tourism landscape in the suburbs of cities has changed, and

symbol consumption has constituted a new paradig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nsumption. In this paper, qualita-

tive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and semiotics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rural

tourism landscape in the suburbs of the city, combining with a specific case of“Yijiele”, an artificial landscape in San-

shengxiang.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paradox, the reflection of the crisis of symboliza-

tion, and put forward multiple value crea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culture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hinking.

Key Words: Suburbs’Villages；Tourism Semiotics；Tourism Landscape；Social Media；Yijiale

引言

在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正值居民消費

昇級和鄉村旅遊市場發展，爲了更好地利用旅遊發

展來激活鄉村經濟活力，各級政府均推出利好政策

促進鄉村旅遊發展。同時社交媒體使用率不斷攀

昇，基於社交媒體開放性、便捷性的特點，越來越多

的旅遊者通過社交媒體分享交流自己的旅遊經歷，

表達自己對於目的地的感知與體驗［1］，這種基於傳

播的符號消費搆成了旅遊開發、消費的新範式，旅

遊景觀符號是否值得旅遊者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分

享成爲重心。而處在城市近郊不具備特色鄉村自

然、文化資源的村落，只能利用交通便利性，迎合符

號消費新範式以及旅遊者對於符號體驗的期待，將

鄉村空間改造成爲城市居民的消費空間、“後花

園”，這已成爲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建設的新路

徑。但追求符號化的旅遊景觀建設將可能引發諸如

生態、功能、服務及文化偏差等問題。本文旨在發現

問題並優化現狀，探討在鄉村經濟振興的同時如何

鄉村設計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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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適用於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建設的可持續

路徑。

1 旅遊符號學理論引介

符號學是一門主要研究符號本質、符號發展變

化規律、符號意義及符號與人類活動之間關係的學

科。最初由語言學家索緒爾提出，他認爲符號由“能

指”和“所指”兩部分搆成，是二元對立的關係。前者

指的是物體所呈現的形式，即實物；後者指的是物

體所承載的意義，即理解。邏輯學家皮爾斯則着重

於考察符號的邏輯結構，把研究建立在思維和判斷

的關係邏輯上，他認爲符號由再現體、對象與解釋

項三項搆成。其中再現體是符號的載體，對象是符

號所代表的物，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解釋項是解釋

者所創造的相等或更廣的符號意義［2］。

從活動形式上來看，旅遊是一種傳遞和共享符

號信息的社會行爲，可以被視作爲信息傳播活動。

人是符號的動物，因此利用符號學方法有利於揭開

旅遊活動的深層結構。美國旅遊社會學家麥肯奈爾

借用索緒爾和皮爾斯的符號理論，提出景觀（能

指）、標誌（所指）和旅遊者（解釋項）間的三元結構，

如圖1。他認爲對“旅遊者”而言，“標誌”是關於景觀

的信息，可以呈現爲文字、圖片描述，並指向特定的

“景觀”。而旅遊者和景觀的第一次接觸並不是“景

觀”，而是“標誌”。旅遊者總會不自主地接受媒體叙

事，向往目的地並産生對景觀的預期和想象。在遊

玩的過程中，“標誌”的重要程度也遠大於“景觀”本

身，旅遊者並不期待看到什麽好的景色，而只需要

要看到“標誌”便可滿足［3］。利用索緒爾的“能指”和

“所指”概念對旅遊景觀進行解構，厦門大學彭兆榮

教授提出建構旅遊景觀的兩個因素：一是“能指”，

即材料、工藝和所佔據的空間等因素；二是“所指”，

即社會價值、社會時尚、民族價值觀等［4］。另一位對

旅遊景觀研究産生深遠影響的是鮑德裏亞，他認爲

符號價值代表了商品間的差异，一方面人們藉助消

費行爲來向社會表達和傳遞自己的身份、品味和認

同信息；另一方面，在消費的過程中不但消費商品

本身，也消費商品所代表的某種意義［5］。以此爲基

礎清華大學王寧教授認爲，景觀其實就是一種符

號、一種象徵。人們遊歷世界各地就是爲了收集各

種符號［6］。最終在符號的影響下，旅遊本身也成爲

了一種象徵，被賦予“再創造”的意義，使人類從枯

燥的世界中解放出來，獲得身心上的恢復［7］。

旅行者
（解釋項）

親身體驗

符號消費/生産/表演標誌
（能指）

景觀
（所指）

親身體驗

圖1 旅遊符號學三角關係

2 研究對象概况與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概况

三聖鄉位於成都市東南面，坐落於環城生態帶

的七大楔形緑地中，中部穿過成龍大道與市區直接

相連接，距離市中心僅六公里，區位優勢明顯。三聖

鄉作爲旅遊資源並不突出的近郊鄉村，只能以成都

市爲依託，實現市民日常生活短途出遊的要求。因

此三聖鄉不僅是鄉村，也是成都市民的消費空間。

作爲我國較早發展農家樂式鄉村旅遊的區域，三聖

鄉對全國農家樂建設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但三聖

鄉在新時代下也面臨着諸多問題，如基礎設施落

後、旅遊内容過時等。本文的研究對象爲三聖鄉範

圍内爲了符合時代特色而建造的藝家樂人工景觀。

藝家樂是指由投資人、藝術家、設計師爲主體對空

間進行創作、經營，以文化創意活動、餐飲、住宿等

爲服務手段，針對公衆共享和參與、回歸自然的休

閒旅行模式。

2.2 研究方法

本文以質性研究方法爲主，具體采用了基於

MAXQDA的質性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符號學方

法。基於MAXQDA的質性分析法以扎根理論爲基

礎，將扎根理論三級編碼歸爲自由節點以及樹狀節

點。運用内容分析法分析照片的内容單元，並對照

片的内容進行自由編碼。然後對自由節點進行分

類，完成樹狀節點編碼。形成節點類目表後，將照片

的内容要素轉爲定量數據，通過分析頻率信息來揭

示攝影照片對旅遊景觀的特徵［1］。

符號學方法則將圖像本身看在爲一個整體，從

隱喻角度對内容進行象徵意義的探析；其次對圖像

所呈現的符號要素進行分析，探討該符號的歷史由

來以及其對於旅遊者象徵意義。

3 成都三聖鄉旅遊景觀現狀分析

社交媒體的發展和影像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人

們的生活方式，社交媒體傳播在主體、内容中發生

的所産生的大衆化、視覺化、即時化、社群化趨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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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了儀式化及視覺範式的轉向。新的社交、生活

形態讓人們越來越依賴社交媒體，影像技術促使了

人們在社交媒體平臺以圖像分享經驗，這種分享的

習慣逐漸成爲一種儀式。這也讓社交媒體成爲繼電

視、報刊雜誌、家人朋友等信息搜索方式之後的一

種新興信息來源，信息的生産與傳播也進入了更

快、更廣、更深的多元層次。在本節中，我們將結合

具體案例，利用社交媒體圖像數據剖析解讀在社交

媒體影響過後的鄉村旅遊景觀的嬗變及其符號學

意義。

3.1 圖像數據獲取

據資料統計，截止2021年1月三聖鄉内的藝家

樂約有 40餘家，但不同藝家樂之間存在“質量差

异”。爲了能够更好的分析更具代表性，本文以社交

媒體中點評、打分的重要平臺——“大衆點評”和

“美團”中的評分爲主要標準，篩選大於500條點評

數的藝家樂，綜合評分總和排名在前十的藝家樂作

爲本文主要研究對象，如表1。
本文選擇新浪微博、小紅書作爲數據采集來

源。數據采集時間爲 2021年 1月，通過店鋪名稱作

爲關鍵詞進行采集。但由於軟件具有反數據采集機

制而無法采集全部數據，爲了讓數據更具有代表

性，故在采集時選擇搜索内容中的“最熱”内容進行

采集，最終采集到圖像28022張。剔除如企業帳號、

廣告、無效圖像（重復攝影内容），最終有效數據爲

10428張。

表1 旅遊者評價前十的三聖鄉藝家樂

排序

1
2
3
4
6
7
8
9
10

店名

停在La Bella
薛濤院子裏

B·House
悦哉

大叻Dalat Bistro
覓覓花園

青丘花園餐廳

大榆

雲裏小坐花園裏

評分統計

大衆點評評分

4.55
4.65
4.56
4.60
4.42
4.30
4.27
4.21
4.18

美團評分

5
4.5
4.5
4.2
4.0
4.0
4.0
4.0
3.6

總評分

9.6
9.15
9.06
8.8
8.42
8.30
8.27
8.21
7.78

3.2 圖像内容分析

3.2.1 圖像編碼及節點類目説明

在MAXQDA中針對圖像内容的節點要素以自

由編碼方式對進行編碼歸類，使圖像内容能够通過

編碼的形式展現出特點，並對每一編碼類屬加以命

名，如“建築體”“旅遊者”“地面鋪裝”等。需要注意

的是，在圖像分析的工作中，由於照片本身的復雜

性難以進行單一類别的編碼歸類工作，故需要將圖

像内容進行“符號解構”，即將圖像内容拆分成爲多

個節點進行編碼，但規定一張圖像内所包含的節點

不得超過4個［8］。所有内完成自由編碼工作之後，需

要對自由編碼節點進行審查，將可合併的自由節點

内容進行合併，隨後進行意義歸類的軸心式編碼，

將自由節點整合爲樹狀，最終得到 7個樹狀節點，

如表2。
表2 圖像内容節點類目説明

樹狀節點

人物

景觀小
品

餐飲

户外

建築

室内

設施

動植物

自由節點

旅遊者

1畫；2陶器；3雕塑；
4掛飾；5旋轉木馬；
6擺件/裝置；7游泳
圈；8氣球

1 餐食；2 飲品；3 菜
單；4餐具

1 露臺；2 院子；3 水
景；4草坪

1建築體；2帳篷；3地
面鋪裝；4房車；5木
屋；6温室棚；7墻面；
8樓梯；9窗户；10泳
池；11道路

1 門 ；2 走 廊 ；3 空
間；4吧臺

1 桌椅；2 招牌；3 舞
臺；4秋千；5燈；6浴
缸；7工作檯；8工作
檯；9滑梯；10床

1 動物；2 植物；3 植
物（花瓶種植）

概念/操作性定義

人物爲照片中的主要焦
點，包括旅遊者自拍照片

用於在空間起到裝飾作用
的物品，爲照片的焦點或
裝飾

與餐飲相關的内容爲照片
主要焦點

指全景拍攝整個户外内容
的照片，主要反映的藝家
樂户外部分的整體樣貌

建築爲照片主要焦點，其
中包括建築物體全貌、建
築外部、内部細節表現、户
外帳篷等

主要爲室硬裝爲照片主要
焦點；不應包含建築結構，
如屋頂肌理的照片（編碼
到建築體節點）

以藝家樂所使用的設施作
爲照片的重要呈現部分

以景觀植物、動物爲照片
主要焦點。其中景觀植物
包括自然風光植物和室内
裝扮植物；動物應該是特
寫式的，不包含大面積的
空間或植被（編碼到院子
節點）

3.2.2 圖像内容類目節點分析

在對圖像完成了樹狀節點編碼之後，將各類

樹狀節點編碼次數進行統計。爲準確描述樹狀節

點情况，除了編碼頻率外本文還增加圖均頻率統

計。最終統計結果如表 3所示。往下筆者將對每一

樹狀節點中的自由節點進行詳細分析（“人物”“餐

飲”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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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圖像内容節點差异統計

樹狀節點

建築

人物

設施

動植物

户外

餐飲

景觀小品

室内

共計

編碼次數

5728

5354

3790

3552

2840

1842

1834

724

25644

頻率

0.223

0.209

0.148

0.138

0.111

0.072

0.072

0.028

1.000

圖均頻率

0.549

0.513

0.363

0.339

0.272

0.177

0.176

0.069

-

（1）“建築”

表 4爲樹狀節點“建築”中自由節點的編碼統

計。在表中我們可以看到較爲靠前的有“建築體”

“墻面”“窗户”以及“樓梯”。首先建築體作爲空間的

主要載體及景觀的主要表現形式，較容易被旅遊者

所感知，因此建築通常都會作爲打造旅遊景觀的首

要對象，在本文研究的對象中建築體大量采用了玻

璃、鋼材等材料，并且在墻面的的色彩中選擇了比

如大紅、亮黄、鮮藍等色彩，使得建築體能够在周圍

的環境中脱穎而出，如圖 2。大量窗户的使用，也讓

室外的景色映入室内空間中，因而也成爲旅遊者進

行拍攝時的一個主要焦點，如圖3。樓梯作爲空間的

延伸，也受到旅遊者們青睞，如圖 4。另外其中一些

藝家樂采用帳篷、房車、木屋等作爲藝家樂的“建

築”，與周圍景色相融合亦成爲獨特的消費體驗，如

圖5。
表4 “建築”樹狀節點—自由節點頻率統計表

自由節點

道路

地面鋪裝

帳篷

房車

温室棚

墻面

樓梯

窗户

建築體

木屋

共計

編碼次數

274

170

246

30

24

1538

478

804

1838

326

5728

占比

4.78%

2.97%

4.29%

0.52%

0.42%

26.85%

8.34%

14.04%

32.09%

5.69%

100%

圖2 “建築林”節點樣片

圖3 “窗户”節點樣片

圖4 “樓梯”節點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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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帳篷”“房車”等節點樣片

（2）“設施”

表 5爲樹狀節點“設施”中自由節點的編碼統

計。可見旅遊者的感知主要爲“傢具”“店鋪招牌”

“門”，其中占比最大的傢具達到了65.80%，現階段

設計師逐漸意識到家具對於空間體驗作用，因此在

設計時注重桌、椅、櫃以及燈飾等傢具的美觀程度，

這些經過精心挑選的傢具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並不

常見，且與空間相得益彰，故也成爲了旅遊者所喜

好的拍攝對象，如圖 6。而招牌和門作爲“門面”，旅

遊者會拍下並分享它們作爲一種“確認”，此時爲了

增加被拍下的幾率往往可以在招牌和門的設計，如

材質、形態、色彩上置入符號意義，如圖7、圖8。
表5 “設施”樹狀節點—自由節點頻率統計表

自由節點

床

滑梯

工作檯

傢具

招牌

舞臺

秋千

門

共計

編碼次數

10
8
28

2494
386
18
288
588
3790

占比

0.26%
0.21%
0.74%
65.80%
10.18%
0.47%
7.60%
15.51%
100%

圖6 “傢具”節點樣片

圖7 “招牌”節點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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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門”節點樣片

（3）“動植物”

表6爲樹狀節點“動植物”中自由節點的編碼統

計，其中兩類植物的占居了絶大部分。鄉村旅遊是在

鄉村地區開展旅遊活動，因此在景觀中擁有大量的

植物栽種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筆者在研究過程中注

意到本文研究對象栽種的植物多爲帶有熱帶風情意

味的植物如仙人掌、劍麻、芭蕉葉、龜背竹以及玉竹

等，這些原本主要生長在熱帶或亞熱帶地區的植物

具有較高的觀賞性而受到了旅遊者的喜好，如圖9。
表6 “設施”樹狀節點—自由節點頻率統計表

自由節點

動物

植物

植物（花瓶）

共計

編碼次數

184
2486
882
3552

占比

5.18%
69.99%
24.83%
100%

圖9 “植物”節點樣片

（4）“户外”

表 7爲樹狀節點“户外”中自由節點的編碼統

計。其中占比較高的是“露臺”“院子”以及“泳池”。

由於帳篷、秋千、舞臺等設施都設立在院落，因此院

子和露臺也是旅遊者所喜好的拍攝地點。優秀的院

落能够引入周圍的自然風光，讓旅遊者能够親近自

然，如圖 10、圖 11。另外泳池這一節點的全都來自

於“檸檬花園餐廳”這一個藝家樂，該泳池的建造的

意義僅在於讓旅遊者拍照，而非傳統意義的上用於

游泳的泳池，如圖12。

表7 “户外”樹狀節點—自由節點頻率統計表

自由節點

泳池

草坪

院子

露臺

水景

共計

編碼次數

284
170
966
1302
118
2840

占比

10.00%
5.99%
34.01%
45.85%
4.15%

100.00%

圖10 “露臺”節點樣片

圖11 “院子”節點樣片

圖12 “泳池”節點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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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景觀小品”

表 8爲樹狀節點“景觀小品”中自由節點的編

碼統計。統計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排在前三位的裝飾

物爲擺件、旋轉木馬、雕塑，其中旋轉木馬和雕塑爲

單一藝家樂獨佔，而擺件佔據了藝家樂景觀的絶大

部分裝飾性物件。在擺件多爲如陶罐、破舊鋼琴、舊

自行車、復古收藏等物品，如圖13。旋轉木馬及雕塑

作爲新穎之物且帶有浪漫色彩，因而在分享圖像中

也出現頻繁，如圖14、圖15。
表8 “景觀小品”樹狀節點—自由節點頻率統計表

自由節點

雕塑

擺件/裝置

掛飾

畫作

游泳圈

氣球

旋轉木馬

共計

編碼次數

156
900
120
140
8
66
444
1834

占比

8.51%
49.07%
6.54%
7.63%
0.44%
3.60%
24.21%
100.00%

圖13 “擺件”節點樣片

圖14 “旋轉木馬”節點樣片

圖15 “雕塑”節點樣片

（6）“室内”

表 9爲樹狀節點“室内”中自由節點的編碼統

計。因爲室内與建築、設施、裝飾物以及植物之間具

有高度的重合度，因而在室内的自由節點中我們將

主要關注空間的表達，即旅遊者所拍攝下空間的整

體性。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旅遊者對空間的

感知是通過一些物件綜合來表現的，例如通過傢具

和裝飾物的組合、傢具與植物或者通過傢具與建築

之間的組合等。旅遊者通過這些組合來表現空間的

肌理，同時也是對自我情感的一種表達，如圖16。
表9 “室内”樹狀節點—自由節點頻率統計表

自由節點

吧臺

走廊

空間

共計

編碼次數

142
36
546
724

占比

19.61%
4.97%
75.41%
100.00%

圖16 “室内”節點樣片

3.3 圖像内容的符號學解析

消費是對物的據有和使用。物之所以能够被消

費，不僅是因爲其使用價值，也是精神和文化方面

的符號價值，進而搆成“物—符號”的關係。要想爲

被消費，物品必須成爲符號，此時物品被消費的不

是它的物質性，而是它的差异性［9］。作爲消費物的

旅遊吸引物也不例外，根據麥肯奈爾的旅遊符號學

的内容，“標誌”和“景觀”共同組成了旅遊文化符

號，而對旅遊文化符號展開消費和再生産是旅遊者

進行旅遊實踐的重要内容［10］。

3.3.1 文化符號的消費

旅遊活動以景觀爲核心，通過人爲的符號化的

操作，旅遊景觀最終以商品化的方式呈現在旅遊者

面前，旅遊者利用凝視、觸摸、品嚐等方式對旅遊景

觀背後所藴藏的符號意義展開消費。進入到攝影技

術發展的年代，社會學家厄裏認爲旅遊者在旅遊過

程中消費旅遊文化符號除了凝視、觸摸、品嚐等方

式外，還體現在旅遊者對於旅遊吸引物符號進行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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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録”，即通過文字記録或圖像拍攝的方式將吸引

物符號收歸自己所有［11］。再到如今的社交媒體時

代，在對符號進行收録之後最爲重要的是分享符號

以實現自身的價值。因此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的

文化符號最重要的是本身能够成爲旅行者利用攝

影方式有效地表達自身的觀點的工具或媒介。在下

文中將以三聖花鄉旅遊者攝影内容作爲例子，以

“標誌—景觀”的組合關係對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

觀中的主要文化符號進行分析。

3.3.1.1 地域符號

地域符號指的是通過對符號元素的消費能够

感知到該符號所屬的地域特色，一般來説地域符號

可以有造型、色彩、植物等。在本文所研究的旅遊景

觀中，設計師在墻體、樓梯、門等地方的色彩的選

擇，大量使用如亮藍、亮黄、亮紅、天藍、磚紅等色

彩；在窗户和門的造型上的拱形元素；在地面鋪裝

的花式瓷磚或馬賽克；在植物上栽種熱帶地區的仙

人掌、劍麻、芭蕉葉、龜背竹以及玉竹等。這些色彩、

拱形元素、花式瓷磚、手工編織物、植物等符號都來

自是地中海沿岸的希臘、意大利、北非等國家或是

東南亞泰國、越難、馬來西亞等國家。可以稱之爲地

中海風格或南洋風格，因爲富含地域特色經由社交

媒體傳播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愛。雖然這些地域符

號的構建並不完善以及出現不同符號之間的拼貼，

但符號背後的“標誌”搆成了旅遊者對於异域體驗

的向往。而這些元素共同搆成了三聖花鄉藝家樂的

旅遊空間體驗。因爲這些“景觀”，都包含了旅遊者

們對於個性化的、與衆不同的文化的“標誌”體驗的

追求。這種對外域元素展開挪用的地域符號，也是

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最具消費價值的文化符號，

因爲它最爲直接地表達了旅遊者在此消費過程中

所展現的品味。

3.3.1.2 藝術符號

藝術符號是指有明顯藝術流派或藝術表現力

的元素。在本文研究對象中景觀小品中的藝術符號

表現最爲明顯。主要體現在大衛雕塑、陶罐、畫作三

個項目。大衛雕塑具有兩方面的“標誌”，一方面它

是歐洲古典藝術的代表，與之相搭配的是陶罐（包

含燭臺），能够讓旅遊者沉浸在歐洲古典藝術“標

誌”的體驗中；另一方面它也是蒸汽波藝術的主要

元素，它表意了一種新潮的藝術文化，對旅遊者而

言是一種對前衛藝術文化的欣賞。而這裏所説的畫

作並非已經成品的畫作或是作爲裝飾品的畫作，而

是指開發者打造的一個虚擬的作畫空間，旅遊者可

以坐在畫架前利用拍照的方式進行符號消費，其所

承載的是“藝術細胞”的“標誌”。

3.3.1.3 歷史符號

歷史符號是指包含有歷史文化韵味的符號元

素。本文研究對象中“薛濤·院子裏”是唯一一家對

歷史符號進行開發的藝家樂，其主要是依託四川地

區歷史文化展開打造的，從名字上便可知曉其文化

主旨是唐代四川四大女詩人之一的薛濤。其主院落

的内部景觀也遵照四川傳統民居的特色展開打造，

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標誌”價值，對於旅遊者而言

則具有了對傳統文化關懷的表意性。

3.3.1.4 其他符號

其他符號在三聖鄉藝家樂旅遊景觀中體現較

爲明顯的是“泳池”以及“旋轉木馬”。其中的泳池並

非真的泳池，它是“泳池派對”的符號表征，“標誌”

着青年活力。而旋轉木馬本是一種游樂設施，但因

爲其最初發明的時候依託蒸汽機運轉，故在木馬行

徑的過程中仿佛在雲端穿行，因此也被賦予了浪漫

的意義。隨着上海迪士尼及上海網紅店Woof Woof
中的旋轉木馬照片在社交媒體平臺瘋傳，旋轉木馬

的符號也受到了追捧。

3.3.2 文化符號的再生産

文化符號的再生産也被稱作爲“機械性再生

産”，即是依託社交媒體進行符號的復刻和傳播，並

在傳播的過程中賦予符號新價值。在多元旅遊階段

中，旅遊者已經不像大衆旅遊階段中單純地凝視景

觀和模式化合影，他們會選擇在景觀面前展開“表

演”，以向他人展示自己對於景觀的獨特理解。在樣

片分析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旅遊者的攝影作品大多

嘗試從不同角度、不同方式和景觀一同講述自己的

“記憶”和“情懷”。經由社交媒體與别人分享這種個

性化符號，實現對自我的獨特展示。以上内容在社

交媒體進行的傳播，先鋒旅遊者就已經通過他們的

能動創造爲景觀、標誌賦予新的形式和内涵，實現

了再生産。後續的旅遊者會受到前鋒旅遊者的影

響，改變他們在進入藝家樂後的符號實踐活動。

4 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反思與優化建議

4.1 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現狀反思

在大衆視覺消費文化的介入之下，原本與人們

生活實踐以及精神世界緊密聯繫的土地，正逐漸與

人分離。鄉村旅遊景觀打造的流程及打造的目的也

出現了轉變，大量的開發人員更是選擇迎合社交媒

體趨勢來打造獨特的符號作爲目的地的旅遊景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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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鄉村空間打造成爲消費空間，利用社交媒體傳播

的方式來團結旅遊者對景觀符號進行“賦權”，讓其

能够擁有其他目的地景觀所不擁有的影響力，進而

佔據社交媒體平臺的“流量”，成爲“網紅打卡地”。

然而，如此刻意迎合經濟效益爲目標而打造的旅遊

景觀定然會出現全球化悖論及符號化危機等失序

情况。

4.1.1 全球化的悖論

“全球化”雖然是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但

却未必有益於人類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從旅遊開發

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旅遊是爲了體驗獨特的地域

特色；另一方面全球化爲旅遊市場帶來了一種標

準，這種標準化是社會生産和再生産的一種必然趨

勢，因此開發人員也不得不按照這種標準爲旅遊者

提供對應的旅遊體驗。因此，旅遊作爲文化體驗的

個性化和作爲消費商品的標準化之間就存在了矛

盾［12］。其實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的生態景觀建設

已經得到了充分重視，如建設緑道、濕地公園等生

態空間，但它們實質是“硬景觀”，包含的大量人爲

因素，而“軟景觀”的鄉村生態空間爲自然形成，因

此二者之間存在本質差异，導致了城市居民依然向

往鄉村。故鄉村旅遊開發的首要任務應爲保護鄉村

生態及文化。以三聖鄉爲例，其提檔昇級工作本是

圍遶成都建設“美麗宜居公園城市”的思路，打造田

園鄉愁新樣本、城鄉融合發展新典範。而通過上文

的研究可以發現提檔昇級後的藝家樂旅遊景觀更

多集中在爲旅遊者創造與衆不同的消費體驗，將鄉

村生態空間改造成“硬景觀”。人們受到媒體傳播的

影響，重復到各大“網紅”藝家樂“拍照打卡”，如此

异化的旅遊行爲也助長了新奇符號對鄉村生態空

間的侵蝕，鄉村空間而真正需要關懷的内容在媒體

傳播的影響下逐漸被另一個個符號所取代，導致鄉

村旅遊景觀全面表象化。在符號侵佔了人們的文

化、人們習慣於接受視覺刺激之後，真正需要關懷

的地域文化將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走向消亡。

4.1.2 符號化的危機

隨着經濟全球化以及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社

交媒體的傳播不僅僅拓寬了我們的視野，同時也改

變了我們的文化内容。爲了能够縮短打造旅遊景觀

的時間，不少開發者會選擇直接復製拼貼已有的流

行符號元素，即借用廣受歡迎、具有影響力和觀看

價值的旅遊景觀符號，在空間中進行“布展”。這種

景觀的借用不僅是對這些“景觀”的復製，更是對其

“標誌”進行挪用，即借用了“景觀”背後的文化意義

以及其在既有景觀的文化體系之中所具有的權力、

影響力。這樣將有可能導致“標誌”的錯亂，原本在

他處體現地域特色的符號被生搬硬套地挪用到了

不適合的地區，最終所呈現景觀背後的“標誌”盪然

無存，僅留下了作爲形象而存在的“景觀”。如此一

來景觀便陷入表皮化的危機中，即奇觀化、空洞化

和同質化的危機。最終結果就是該地區的旅遊景觀

成爲一種没有“標誌”的“景觀”，成爲了一個由簡單

外殻所包裹的空間，空間内没有了時間和地點的體

驗。三聖鄉中前十名的藝家樂中，直接進行异域景

觀復製和拼貼的有 8家，占比高達 80%，從這一點

上看打造的旅遊景觀出現了趨同危機，使得世界各

地的多樣性、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資源逐漸走向了

枯竭。另外，因爲同一時期内流行符號數量有限，進

而導致了開發者們在建造自己的藝家樂時都會迫

切希望利用“熱點”進行打造，最終導致同一類型的

符號在三聖鄉藝家樂重復的出現。最後，在這 8家

藝家樂中的不少景觀，如檸檬花園餐廳中游泳池、

青丘花園餐廳中的旋轉木馬等以及大量本不屬於

川西林盤的植物都僅僅是爲了打造而打造。這種挪

用能够帶來快速的經濟效益，但與此同時使他人也

能够快速的進行復製，久而久之就會出現越來越多

同質化的景觀。在一個個新奇景觀的“規訓”下，任

何异化的景觀出現在任何場合都將無法引起人們

的警覺。

4.2 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優化建議

通過符號化帶來的經濟效應並未從根本上解

决鄉村發展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其主要問題在於不

可持續性。符號消費讓旅遊者與地方的關係呈現淺

表化，熱潮一般的旅遊消費只是短暫的符號消費狂

歡，走紅期間的傳播效應讓鄉村“繁榮一時”，但當

媒體關注點轉移，旅遊者的新鮮感不再，便又回歸

到冷清的狀態，鄉村發展的困境依然没有得到解

决。當今中國鄉村旅遊開發不斷涌現的這一現象，

是當代鄉村發展的客觀約束、迫切訴求與信息時代

的技術條件、消費社會的文化環境共同的産物。符

號化驅動不是偶然，它更像是鄉村旅遊舞臺上映的

一場盛宴，以其新鮮的感官體驗，驅動社會力量藉

助信息媒介快速完成了景觀的生産，吸引都市消費

者到鄉村完成一次集體觀展。另外，還有更多的空

間爲了在媒體舞臺上佔據“C位”，引誘大衆消費，

將更加依賴淺符號化包裝。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依然

樂於看見鄉村通過符號化創造變得更加“漂亮”，進

而獲得經濟收益。從長遠來看，這種開發方式仍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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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問題，但筆者認爲不應矯枉過正。筆者根據現

有問題順應社會發展和旅遊者的需求，從多元價值、

“社群”文化兩方面提出鄉村旅遊景觀優化建議。

4.2.1 多元價值的創造

隨着鄉村空間商品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鄉村空

間商品化的對象也已經由鄉村空間中各類具體産

品逐漸擴展到了鄉村空間的整體資源乃至空間的

本身［13］。因此在鄉村旅遊開發時，應把鄉村空間看

做爲整體進行規劃利用。基於上述研究可知網絡媒

體的即時化必然會導致新的符號以取代原有的熱

度，單一符號來實現經濟變現並不是持續的動力來

源，並可能把景觀變成“奇觀”、將審美引向畸形。但

是與此同時如果鄉村旅遊景觀過度强調追求本土

化和農業性質，亦有可能走向另一種極端，導致景

觀過於保守並造成另一種同質化的出現且無法吸

引旅遊者前來遊玩。因此，在藝家樂鄉村旅遊景觀

的建構過程中，應學習麥克盧漢“地球村”概念，互

相接納文化並提倡多元價值。即避免對熱點符號進

行重復地使用，其次綜合考慮環境因素及個人創造

進行景觀的開發。只有讓鄉村空間呈現多元的文化

價值，彼此之間相互包容、相互襯托，才能够讓商品

化的鄉村空間成爲旅遊者們所喜好的目的地。這也

能够讓旅遊景觀由符號轉向具有固定服務和生産

職能的空間。如此一來，能够讓遊玩活動從一次性

消費變成具有深度的文化體驗，吸引旅遊者重復地

前往遊玩，滿足旅遊者對於美好生活的向往。

4.2.2 “社群”文化的建立

社交媒體的發展促成了社群化的出現，社群對

於成員是有强烈歸屬感及認同感的。同樣，景觀亦

能够影響人對某一類文化的情感、態度以及理念。

在消費文化的影響下，當代大衆對於旅遊符號的追

求已經成爲了一個客觀事實且無法避免。因此，相

比於只製造“網紅”美景來吸引潜在旅遊者的注意

力，更重要的是内容跟進。故在鄉村旅遊景觀的生

産與創造中，在利用符號化來方式打造吸引旅遊者

的景觀的同時需要更好的服務來營建美好鄉村環

境，改變人們對鄉村落後、衰敗局面的認識，利用新

的旅遊符號讓人們建立起對鄉村的“新認同”，共同

扺抗鄉村不斷邊緣化的危機，讓鄉村不僅是成爲一

個消費場所，更是居民向往的文化體驗場所，實現

旅遊者與地方之間的連接。例如在利用某一符號進

行旅遊景觀打造的同時，開發者需要嘗試對該主

題、元素的文化進行深入研究，探討該文化的歷史

背景、文化内涵等更深層次的内容，並利用這些文

化内涵對旅遊服務不斷進行深度優化，只有這樣才

能够積澱鄉村新文化。前來遊玩的旅遊者能够在鄉

村内找到他們内心所認同的文化價值，在遊玩的過

程中激發社群的自豪感，才能够促使鄉村的人氣不

斷的積累、傳播的範圍越來越廣泛，才能够讓鄉村

旅遊經濟得到更加充分的發展。

5 結論

在這個注意力高度集中、消極生動的單一環境

裏，人們的消費觀念被媒體鉗制，公衆過於信賴媒

體，并且因爲長時間沉浸在這種狀態中，復製他人

的思維模式要更輕鬆。在這種“快消式”的社會思維

環境影響下，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的開發模式也

迎來了巨大的轉變，開發者們爲了追求更快速的經

濟效益往往會放棄對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而選擇

使用更加便捷的方式來打造景觀，最簡單的就是復

製拼貼异域符號來達到景觀視覺感受的與衆不同。

但是以這種形式打造的景觀存在諸多問題，如全球

化的悖論、符號化的危機等，久而久之人們的視覺

和文化感知就被簡單復製拼凑而來的符號所“規

訓”，同時也不利於鄉村的可持續化發展。不過人們

依然喜好追求更時尚的文化體驗，這就是人們對於

視覺呈現美好度和美好生活的的一種向往。雖然在

現階段鄉村旅遊景觀仍存在不少的問題，但專業人

員應在指出問題的同時應避免矯枉過正。爲此筆者

提出了鄉村多元化價值的創造、“社群”文化的建立

兩方面鄉村旅遊景觀優化建議。希望通過本文的撰

寫和研究能够爲鄉村旅遊的開發提供良好的可持

續發展路徑。

參考文獻：

［1］ 黄燕，趙振斌，褚玉杰，張鋮 . 互聯網時代的旅遊地視

覺表征：多元建構與循環［J］. 旅遊學刊，2015，30
（06）：91-101.

［2］ 趙星植 . 論皮爾斯符號學中的傳播學思想［J］. 國際新

聞界，2017，39（06）：87-104.
［3］ 董培海，李慶雷，李偉 . 旅遊景觀的符號化研究［J］. 廣

西民族研究，2016（06）：162-169.
［4］ 彭兆榮 . 現代旅遊中的符號經濟［J］. 江西社會科學，

2005（10）：28-34.
［5］ 孔明安 . 從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鮑德裏亞的消費

文化理論研究［J］. 哲學研究，2002（11）：68-74+80.
［6］ 王寧著 . 消費社會學［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 . 2011.

10



第2卷 第1期 基於社交媒體數據的城市近郊鄉村旅遊景觀符號學解析

［7］ 王寧 . 旅遊、現代性與“好惡交織”——旅遊社會學的

理論探索［J］. 社會學研究，1999（06）：93-102.
［8］ Tepchenkova S, Zhan F. Visual destination images of Pe⁃

ru: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DMO and user-gener⁃
ated photograph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36）：

590-601.
［9］ 孔明安 . 從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鮑德裏亞的消費

文化理論研究［J］. 哲學研究，2002（11）：68-74+80.
［10］ Hariman R, Lucaites J L. Public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U. S. iconic photography［A］// Visual rheto⁃

ric: A reader in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C］. Los Angeles：Sage Publications, 2008：175-198.

［11］ （英）約翰·厄裏，喬納斯·拉森著；黄宛瑜譯 . 旅客的

凝視第 3 版［M］.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6.

［12］ 彭兆榮 . 旅遊人類學視野下的“鄉村旅遊”［J］. 廣西

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4）：2-7.
［13］ 胡曉亮，李紅波，張小林，楊嘉惠 . 發達地區鄉村空間

商品化的過程與機制解析——以蘇州市西巷村爲例

［J］. 地理科學進展，2021，40（01）：171-182.

11



東方設計學報 2022年3月

雲南怒江丙中洛重丁村鄉村旅遊産品設計

唐彩玲，劉玉*
雲南農業大學，雲南 昆明 650201

摘要：文章深入分析了位於雲南怒江大峽谷旅遊核心區的丙中洛重丁村鄉村旅遊發展的資源條件和市場條件，提

出重丁村鄉村旅遊空間劃分爲生産空間區域、生活空間區域和自然保育空間區域。根據功能分區設計三項生態旅

遊産品，即以“深入民間”爲主題的生活空間系列旅遊産品，以“體味勞作”爲主題的生産空間系列旅遊産品和以

“游走自然”爲主題的自然保育空間系列産品，並提出鄉村旅遊産品開發的保障機制。

關鍵詞：丙中洛重丁村；鄉村旅遊；資源開發；産品設計

The design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 in Zhongding Village, Bingzhongluo,
Nujiang in Yunnan Provinc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ource and market condition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ongding Village,

Bingzhongluo,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Nujiang Grand Canyon in Yunnan, and proposes that the rural tour-

ism space of Chongding Village is divided into production space area, living space area and natural conservation space

area. It also designs three eco-tourism products based on functional zoning, namely, series of tourism products in the

living space with the theme of“deep folk”, tourism products in the production space with the theme of“Body work”,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space with the theme of“enjoying in the nature”.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a guarantee mecha-

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

Key Words: BingZhongluo Zhongding Village；rural tourism；resource development；product design

引言

在鄉村旅遊發展起步較早的西方，鄉村旅遊被

視爲是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是切實

提高鄉村居民收入和解决就業的高效工具，特别

是在傳統農業産業衰落的周邊農村地區，鄉村旅

遊的繁榮對鄉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尤爲重要。在英

格蘭，鄉村旅遊業價值估計超過 115億美元，創造

超過 380，000個就業機會［1］；在美國，農業旅遊收

入不斷增漲，從 2002 年的 200 多億美元增加到

2017年的 900多億美元。［2］在中國，2019年底中國

農村人口爲5.5億，約占全國總人口的39.3％［3］，鄉

村旅遊業發展時間不長，但是在增加農民收入，提

高農民生活水平，促進農村産業結構調整，增强農

村人口文化意識、環保意識等方面已取得了明顯

的效果。2019年，中國鄉村旅遊業共接待遊客 33
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8500億元，占當年旅遊總人

數的三分之一，收入的百分之十三，2019年我國鄉

村休閒旅遊業營業收入超 8500億元。［4］中外學者

也普遍將鄉村旅遊業視爲最可持續發展的産業，

它不僅給社會和環境造成最小負面影響、甚至在

無負面影響的情况下，能够保证當地經濟發展的

活力和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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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鄉村旅遊的由來

從發展來源看，鄉村旅遊的可以分爲傳統的鄉

村旅遊和現代鄉村旅遊兩種類型。傳統的鄉村旅遊

主要源於工業革命以後，以一些來自農村的城市居

民以回老家探親度假的形式出現，旅遊者的旅遊時

間也主要集中在節假日，這種旅遊活動對當地的經

濟發展、就業機會和金融環境的改善並無明顯拉動

作用。而現代鄉村旅遊則源於20世紀80年代，出現

在農村區域的新的一種旅遊模式。旅遊者的旅遊動

機明顯區别於回老家的傳統旅遊者，旅遊者的旅遊

時間不僅僅局限於假期，旅遊者更關注農村區域的

優美景觀、自然環境和人文等資源，旅遊目的是爲

了度假休閒。這種新型的現代鄉村旅遊對當地的農

村經濟有明顯的貢獻，增加財政收入，創造就業機

會，給當地衰弱的傳統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西方學者 Lane, B. & Bramwell, W.（1994）認

爲鄉村旅遊並不僅僅是指在鄉村地區進行的旅遊

活動,而是包括復雜地域地貌、人文活動、範圍較廣

的多側面的旅遊活動。［5］JavanJ.（2005）認爲正是

因爲鄉村擁有人文内涵才使得荒蕪山地成爲富有

魅力的旅遊資源,鄉村旅遊資源是社會空間、自然

空間的重叠，這些空間擁有各自不同的生活和生産

方式、社會制度，從而對遊客産生吸引力。鄉村旅遊

可以定義爲政府、居民和農民爲遊客提供娱樂、興

趣和放鬆休閒而進行的全部活動和服務。［6］

鄉村旅遊不僅僅是基於農場的旅遊，還包含了

多方面的活動，例如：度假游、生態旅遊、散步爬山、

騎馬度假、探險、體育健康、狩獵、垂釣、教育、文化

藝術、文化遺産等旅遊活動。［7］鄉村地區的旅遊潜

力主要取决於地理資源，自然景觀和歷史文化作品

及文物的質量。鄉村旅遊可以成爲政府在經濟，社

會和環境事務中多邊發展的戰略。［8］鄉村旅遊作爲

一種旅遊形式，展示了農村地區的生活、藝術、文

化、自然和遺産。

2 鄉村旅遊已成爲國内旅遊的重要組成部分

發展農業旅遊、鄉村旅遊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

距，切實解决農村發展的問題。農業地區的發展、農

村人口的就業、農村産業的優化是關乎國家發展的

重點問題，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中國農村、鄉村産

業發展始終保持高度重視,先後采取解决三農問

題、新農村建設、農村改革、農村扶貧等舉措，發展

農村，振興鄉村建設。從 1998年始，各級旅遊主管

部門先後出臺政策推動鄉村旅遊的發展，2006年

鄉村旅遊已經正式成爲拉動中國鄉村經濟和社會

發展的一種手段。［9］2019年中國政府對鄉村旅遊的

可持續發展、鄉村旅遊産品的昇級，産業的提昇提

出了更高、更具體的要求。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文化和旅遊部深化實施鄉村旅遊精品工程，並會同

國家發展改革委推出首批 320個全國鄉村旅遊重

點村，健全鄉村旅遊金融支撑體系，在未來 5年提

供 1000億元意向性信用額度，用於支持鄉村旅遊

産品建設與推廣。［10］

在鄉村旅遊快速發展、鄉村旅遊常態化的今

天，鄉村旅遊不僅影響到鄉村當地區域的經濟發展

和收入，而且以當地、周邊居民爲主要的消費對象。

爲持續吸引旅遊消費者的消費興趣和重復購買，避

免産品同質化已儼然成爲保持區域旅遊持續發展

的關鍵，這就迫使鄉村旅遊産品必須不斷昇級。鄉

村旅遊從觀光休閒爲主的市場導向轉向多元化的

市場導向，從純粹的休閒度假轉變爲體驗、學習、休

閒、娱樂等多元化、複合化的趨勢。在中國，大部分

風景名勝區、民族、民俗文化都位於鄉村地區，開發

區域自然、文化内涵，打造自身自然、文化特色的鄉

村旅遊産品已成爲開發鄉村旅遊産品的關鍵。

3 雲南發展鄉村旅遊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雲南是一個少數民族人口衆多、自然資源和文

化資源内涵豐富的旅遊目的地大省。擁有 25個少

數民族，大多數少數民族以農業爲主，少數民族地

區保留了大量良好的傳統村落和鄉村風貌，并且大

多具有山川地理龢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融合性［11］，

山川自然景觀秀麗壯觀，這就爲鄉村旅遊發展的依

託，鄉村旅遊産品的不斷昇級和優化提供了豐厚的

基礎條件。

雲南鄉村旅遊的發展不僅可以豐富雲南旅遊、

休閒和度假等活動内容，整合雲南少數民族傳統文

化、而且可以改變傳統的經濟格局和經濟社會形

態，更爲重要的是雲南鄉村旅遊的健康發展能够在

充分發揮自有的獨特資源的情况下，使落後地區實

現自我發展自我完善。

怒江大峽谷地處“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産保護

區”，是國家香格裏拉生態旅遊區連接滇西北、滇西

和藏東南三大旅遊熱點地區的關鍵區域。丙中洛位

於怒江州貢山縣的最北部，北面毗鄰西藏地區的察

隅縣，東連迪慶藏族自治縣德欽縣，西接獨龍江與

緬甸毗鄰，南連貢山縣城，是“怒江大峽谷”旅遊區

的核心區域。作爲丙中洛多元文化生態的體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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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重丁村鄉村旅遊産品設計，能够造福當地社區

居民、傳承民族文化、保護生態系統。

4. 丙中洛重丁村鄉村旅遊發展現狀

丙中洛重丁村是一個由怒族、藏族、獨龍族、傈

僳族、白族、漢族等多民族搆成的大家庭，多民族雜

居的情况决定了其多信仰的存在，有基督教、天主

教、藏傳佛教及原始宗教。重丁村物種豐富、景觀極

具特色，是去石門關、五裏村、四季桶等景點的必經

之地，良好的交通位置，獨特的民族氛圍，具有形成

一個旅遊集散地及目的地的良好基礎。

4.1 旅遊資源分類與評價

見表1。
重丁村鄉村旅遊資源評價主要從資源質量、資

源規模、資源開發潜力三方面入手。

資源質量 旅遊資源評價 資源規模

資源開發潜力

圖1 旅遊資源定性評價

4.1.1 資源質量

重丁村生物多樣性、民族文化多樣性、宗教信

仰多樣性豐富，地質地貌典型奇特。有雄奇的峽谷

風光、静穆的田園風光、祥和的雪山風光及純樸的

民族風情。這些搆成了重丁及外圍區域高品位的自

然和人文旅遊資源。

4.1.2 資源規模

區域内同類資源單體較爲集中，以綫或面的方

式聚集，並能形成一定的規模。同時人文景觀與自

然景觀和諧共生，資源類型豐富，各類資源相互依

託，彼此構景，使得資源整合性良好。重丁村雖然面

表1 重丁旅游资源分类情况表

类别

乡村
自然
旅游
资源

乡村
人文
旅游
资源

重丁
内部

重丁
外围

重丁
内部

重丁
外围

山体景观资源

水体景观资源

农业景观资源

生物景观资源

气候气象资源

山体景观资源

水体景观资源

农业景观资源

生物景观资源

气候气象资源

建筑景观资源

民族风情资源

宗教文化资源

劳作场景资源

商品旅游资源

建筑景观资源

遗址遗迹资源

民族风情资源

宗教文化资源

典型景观（资源）

垂直自然带景观、奇石景观

河流景观、瀑布景观

水田景观、旱地景观

森林景观、果林景观、独树景观、动物
景观

云雾景观、日月星辰景观

褶皱山系景观、雪峰景观、峭壁景观、
矿石景观

河流景观、瀑布景观

田园景观

森林景观、果林景观、动物资源

云雾景观、雪挂景观、日月星辰景观

民居建筑景观、宗教建筑景观、学校
建筑景观、娱乐建筑景观

民族歌舞、民族饮食、民族节庆、民族
服饰

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

播种景观、耕作景观、收获景观

民族手工艺品、食品、酒水、果品

民居建筑景观、宗教建筑景观

宗教遗址遗迹、古滇遗迹

民族节庆

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原始宗教

构景资源单体举例

重丁面山垂直自然带、“美人脸”象形石

怒江重丁段、念瓦洛河重丁段、“叠彩瀑布”

梯状稻田、围栏旱地及农作物

针叶林、板栗林、核桃树、桃树、松鼠等野生动物、耕牛

山间云雾、河谷云雾、夜间星空

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嘎瓦嘎布峰等十大神山、怒江第一
湾、石门关、贡当山石崖、金矿洞

怒江、格马洛河、山间跌水瀑布

雾里村、秋那桶、坎桶村、桃花园村

针叶林、棕榈林、桃树林、野生动物

山间云雾、山顶雪挂、冬至两次日出日落、佛光普照、温润
气候

土墙房、木楞房、半杆栏半土垒房、重丁天主教堂、丙中洛
中学、重丁文化演艺中心

弦子舞、祝酒歌、手抓饭、同心酒、夏啦、各族不同服饰

佛教朝拜、天主教做礼拜、基督教唱经

水稻插秧、作物生长期管理、农作物收获

二胡、弦子、弓弩、竹编、手工纺织品、石板粑粑、琵琶肉、包
谷酒、板栗、核桃、桃子

杆栏式建筑、土墙房、木楞房、半杆栏半土垒房、普化喇嘛
寺、秋那桶教堂、白塔、玛尼堆

“香巴拉宫”遗址、娄址寺遗址、巴玛拉宫遗址、福禄拉宫遗
址、茶马古道

独龙族“卡雀瓦”节、怒族“鲜花节”和“桃花节”、傈僳族“阔
时节”

佛教朝拜、天主教做礼拜、基督教唱经、原始宗教打鬼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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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不大，但依託於丙中洛良好的區域背景，資源規

模外延性非常突出。

4.1.3 資源開發潜力

從丙中洛鎮通往西藏察瓦洛的“滇藏新通道”，

重丁村是必經之地，這爲重丁村旅遊資源的開發提

供了便利的交通。重丁村農牧業發展平穩，村民安居

樂業，村民普遍受過初等教育，參與旅遊業的積極性

高，這些爲旅遊資源的開發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經濟

基礎。政府及大型旅遊公司對丙中洛旅遊小鎮的重

視，爲重丁村旅遊資源的開發提供了政策和經濟支

持。社會各界對“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産的關注，爲

重丁村旅遊資源的合理開發提供了廣泛的社會監督。

4.2 鄉村旅遊市場分析

怒江大峽谷作爲大滇西旅遊環綫的關鍵節點，

近年來從事生態、科考、探險等專項旅遊的國内外

旅遊者逐年增多，爲核心區域丙中洛重丁村鄉村旅

遊迎來新的發展機遇。2019年，丙中洛接待國内外

遊客77.19萬人，旅遊綜合收入12.74億元，同比增

長16.07%。2019年7月該區域入選第三批“國家生

態文明建設示範市縣”及“緑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實踐創新基地名單，同時丙中洛獲得“中國最美村

鎮”景觀奬。［12］

據調查，丙中洛重丁村遊客以21-40歲的中青

年爲主，該階段人群具有良好的體力，有挑戰大自

然、回歸大自然的探險精力，精力充沛，經濟條件較

好，出遊動機主要是觀光旅遊，其次爲休閒度假。從

重丁村遊客訪談情况來看，遊客出遊以朋友、單位

集體出遊居多、夫妻形式居多。遊客多爲自駕游，部

分背包客以長途班車進入丙中洛再步行至重丁村。

遊客自主性很强，消費水平較高，同時對旅遊的期

望和要求也相對較高。週末出遊的大部分遊客主要

是來重丁體驗濃厚的民俗，節假日遊客主要是觀光

和休閒。針對市場情况，重丁的旅遊産品應將其重

點放在民族文化的挖掘和策劃上，同時注重優良自

然資源的利用。

5 丙中洛重丁村鄉村旅遊功能分區

根據地貌特徵及土地類型，重丁村鄉村旅遊區

域可劃分爲三大片區，分别是生産空間區域、生活

空間區域和自然保育空間區域。又依據同類産品相

對集中、不同功能相對獨立的原則，把三大片區分

成六個功能分區，分别是民族文化參觀體驗區、鄉

村酒店度假區、水田觀光體驗區、旱地農事體驗區、

河谷觀光體驗區、面山觀光體驗區。

重丁村乡村旅游功能分区

生活空間區域 生産空間區域 自然保育空間區

民
族
文
化
參
觀
體
驗
區

鄉
村
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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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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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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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區

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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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事
體
驗
區

河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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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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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圖2 功能分區示意圖

5.1 生活空間區域

5.1.1 民族文化參觀體驗區

展示重丁藏族、怒族、傈僳族、獨龍族等多民族

文化、多宗教信仰各具特色又和睦共處的生活場

景，滿足遊客對少數民族民居建築、民族工藝、民族

歌舞、民族美食的興趣，提供遊客參觀、體驗、購物

的經歷，並爲中低端市場遊客提供住宿接待。

5.1.2 鄉村酒店度假區

怒江河谷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板栗園甜美的

果林風光，爲鄉村度假酒店提供了世外桃源般的外

部環境，可作爲高端餐飲住宿、休閒度假及商務會

議的理想之地。

5.2 生産空間區域

5.2.1 水田觀光體驗區

滿足遊客稻田觀光、體味農趣的需求；在念瓦

洛河一側的觀景臺上可以看到遠處高黎貢山山脈

的雄姿，在西側的觀景臺上可以瞻仰嘎瓦嘎布雪山

的神韵，在兩個觀景臺都能俯看到重丁村全貌。

5.2.2 旱地農事體驗區

滿足遊客欣賞田園風光、觀看農事勞作、體味

農趣的需求。

5.3 自然保育空間區域

5.3.1 河谷觀光體驗區

在怒江河谷區域，使遊客體驗怒江獨有的交通

工具溜索、猪槽舟，感受民族歌舞與怒江江水的共

鳴，體味秋那桶的寧静；在念瓦洛河河谷及格馬洛

河河谷區域，滿足遊客欣賞地質景觀、水體景觀的

需求，體驗徒步、探險等特種旅遊産品。

5.3.2 面山觀光體驗區

開發洞穴探險、高山攀越等特種旅遊産品；感

受垂直氣候帶生物的變化；欣賞重丁、高黎貢山及

嘎瓦嘎布雪山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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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丙中洛重丁村鄉村旅遊産品設計

根據重丁村生態旅遊社區的功能分區設計主

題各异的生態旅遊産品，即以“深入民間”爲主題的

生活空間系列旅遊産品，以“體味勞作”爲主題的生

産空間系列旅遊産品和以“游走自然”爲主題的自

然保育空間系列産品。

表2 重丁村鄉村旅遊産品一覽表

重
丁
生
态
旅
游
社
区
产
品
设
计

主题

“深入民间”

“体味劳作”

“游走自然”

产品系列

民俗风情
体验游

宗教文化
体验游

饮食文化
体验游

乡村休闲
度假游

田园风光
观赏游

农事劳作
体验游

高山峡谷
观光游

户外运动
体验游

峡谷景观
科考游

项目设计

民族服饰观赏、制作、购买

制作购买传统手艺：驽弓、
弩箭、怒毯、独龙毯、竹编、
弦子

建筑：传统木楞房居住体验

意境娱乐：削木棍、火塘凝思

参与歌舞表演：锅庄、弦子、
对歌、傈僳族无伴奏多声部
合唱
参与节庆活动：仙女节、哥
斗节、卡雀哇节、澡塘会、

“上刀山、下火海”
参与宗教（喇嘛教、基督教、
天主教及苯教）的信仰仪
式；宗教文化研修
品位：霞拉、石板粑粑、同心
酒、手抓饭、咕嘟饭、琵琶
肉、酥油茶

乡村生态酒店

田园漫步、欣赏劳作场面、
绘画、采风摄影、文学创作

采摘板栗、插秧、收割

观赏雪山、峭壁、森林、奇花
异草
飞越怒江、漂流、徒步、登
山、溯溪
摄影、观鸟、写生采风、生态
教育游

6.1 “深入民間”爲主題的生活空間系列旅遊産品

“深入民間”是一種旅行主題，它强調旅遊者在

旅途中和當地人的交流和融合，主張參與當地的平

常生活，旅遊者在不同的文化體系面前重新審視自

我、發現自我，從真正意義上做到用旅遊來豐富人

生體驗。鑒於重丁多民族文化交融與并存的景觀，

東西方宗教交融互生、互爲消長的格局，設計民俗

風情體驗游、宗教文化體驗游、飲食文化體驗游以

及鄉村休閒度假游産品。

6.1.1 民俗風情體驗游

① 民族服飾觀賞、考察

滿足對服飾文化饒有興趣的遊客群體需求。重

丁村居住着怒、藏、傈僳、獨龍、白、納西、漢等衆多

民族，各民族傳統服飾呈現融合的趨勢，但各民族

都還保留自己傳統的服飾，一些重要的活動如婚

禮、葬禮等穿傳統民族服飾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内

容。民族服飾作爲一個民族最直觀、最外在的標誌，

恰恰最能體現出其民族自尊心龢民族認同感，因

而，大力挖掘服飾文化，做各族服飾的展示、製作是

旅遊策劃中一項重要内容。同時可進行獨龍紋麵人

尋覓、考察活動，滿足遊客獵奇心裏。

② 傳統工藝欣賞、參與

鑒於重丁衆多的民間傳統工藝，可讓遊客欣賞

或參與弦子、竹編、怒毯、獨龍毯、駑弓、弩箭的製

作，購買工藝品。也可開展“農家淘寶”活動，即遊客

自主到居民家中淘自己喜歡的東西並出錢購買。

③ 傳統木楞房居住體驗

以青石片鋪頂的木楞房簡檏、大方，與自然融

爲一體，對城市遊客絶對有着極大的吸引力，“住一

天農家房”成爲其來此的目的之一。改造傳統民居

的衛生設施，接待有需求的遊客入住。

④ 意境娱樂――削木棍

削木棍即是將手腕粗的木棍削得越來越小，看

似毫無意義的工作在重丁火塘邊却是一項重要的娱

樂活動。重丁村的一切都是緩慢和純净的，遊客在熊

熊火塘邊削木棍，或凝神遠思、感悟生活，或毫無思

緒的感受静謐的氛圍，確是放鬆身心的好方法。

⑤ 日常歌舞演繹

重丁人純樸、熱情又好客，但凡農閒或是有朋

自遠方來都會響起悠悠弦子，鍋莊跳起來、歌曲唱

起來，自娱自樂，好不熱鬧。遊客融入其中，欣賞傈

僳族無伴奏四聲部合唱、藏族鍋莊及多種原創民族

歌曲。

⑥ 體驗節日慶典活動

怒族農曆3月15的“仙女節”（也稱“鮮花節”），

到仙人洞祭祀阿茸姑娘，進行一系列傳統祭祀禮儀

活動外，還要進行文化娱樂活動、商貿活動，弘揚民

族文化；藏族在農曆臘月25日至29日的“哥鬥節”，

普化寺喇嘛表演“巴强”，遊客參與其中進行“白謝”

挑戰，你問我達，妙趣横生；獨龍族“卡雀哇”節（時

間不固定，多在農曆冬臘月舉行），釀制新舊，剽牛

殺猪，穿戴一新，走親訪友、徹夜歌舞。建議在每個

重要節慶活動時做詳細的活動策劃，一方面弘揚民

族文化，另一方面使遊客有充分的參與體驗。

6.1.2 宗教文化體驗游

重丁多民族雜居、多宗教并存的形態成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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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進行宗教文化研修的好場所；重丁天主教堂唱詩

活動，普化寺教徒們虔誠的膜拜、喇嘛旁若無人的

誦經以及卡瓦格博雪山將使遊客置身濃郁、莊嚴的

宗教氛圍中，得到心靈的洗滌。

6.1.3 飲食文化體驗游

各家奉獻重丁傳統飲食：自家煮制的霞拉、釀

制的水酒、同心酒、石板粑粑、酥油茶、漆油鷄、咕嘟

飯、手抓飯、琵琶肉等等美食，每一種食物都滲透了

重丁人的智慧與純樸，給遊客上演一場饕餮盛宴。

重丁酒文化源遠流長，幾乎家家都能自釀美酒，以

酒會朋、以酒怡情，美酒不醉人人自陶醉。

6.1.4 鄉村休閒度假游

爲中高端旅遊者設計修建度假屋，其外觀無异

於傳統民居，内部却實現現代化，滿足高端消費人

群“開門大自然、閉門現代化”的需求。

6.2 “體味勞作”爲主題的生産空間系列旅遊産品

6.2.1 田園風光觀賞游

遠處白皚皚的雪山，從上而下的清澈流水，散

佈在田園中的傳統民居，點綴其間的棵棵桃花以及

草地上悠閒的牛羊搆成了三月高原上的詩畫田園，

無一不讓遊客陶醉、沉浸其中享受片刻；秋季收穫

季節欣賞稻田，風吹過帶起層層金色的麥浪，讓人

心曠神怡，感受收穫的喜悦；冬季的田園和遠山相

呼應，積滿冰霜的樹枝展現别具形態。春緑、夏花、秋

金、冬銀的重丁田園成爲旅遊駐足片刻的好地方。

6.2.2 農事勞作體驗游

此項目主要針對久居都市需要身體力行的遊

客，“做一天農民，干一天農活”滿足了城市人内心

深處的鄉土情結，親自參與插秧、收割、采摘板栗等

使青少年遊客體味到人生的艱辛與喜悦。

6.3 “游走自然”爲主題的保育空間系列旅遊産品

6.3.1 高山峽谷觀光游

怒江峽谷視覺景觀跌宕起伏、豐富多彩，從重

丁逆流而上有“石門關”天險景觀，順流而下則有

“怒江第一灣”；怒江峽谷沿綫分佈有各種珍稀花

卉，在石門關附近還分佈有一片棕櫚林，不得不驚

嘆於大自然的美妙；重丁村念瓦洛河河谷及格馬洛

河河谷觀光；丙中洛被周圍十座神山環抱，“雪山爲

城，江河爲池”的神奇自然景觀是旅遊者欣賞的好

對象。

6.3.2 户外運動體驗游

背包客以重丁村爲始逆江徒步旅行，重踏茶馬

古道，風景無限好；激流險灘是開展專業漂流的好

地段；登山探險“淘金洞”；做怒江上空“飛人”――

體驗溜索；體驗猪槽船。

6.3.3 峽谷景觀科考游

怒江峽谷完整的垂直帶譜景觀突出，生物多樣

性十分豐富，有多種多樣的珍稀瀕危動植物種群，

是生物科考的熱點地區，吸引世界各地的科學考察

團隊；觀鳥、攝影、寫生采風則能讓旅遊者在旅遊過

程中獲取知識；怒江峽谷脆弱的生態系統又是開展

以環保爲目的的生態教育游的基礎。

7 重丁村鄉村旅遊産品開發的保障機制

7.1 調整産業結構，發展鄉村旅遊，加快社區經濟

發展

通過鄉村旅遊産業的發展，帶動社區商業、服

務業、交通運輸、建築、加工業等相應産業的發展，

形成一個社區内部的産業鏈，同時帶來區域農業産

品的特色化。發展鄉村旅遊可以把農業的生態效

益、民俗文化等無形産品轉化成經濟收入，提高農

業的綜合效益。與旅遊有關的農副産品、土特産品

就地消費的特點還縮短了産銷過程，促進民營企業

的發展。

7.2 完善社區鄉村旅遊産品形式，豐富遊覽體驗

内容

鄉村旅遊的文化屬性，决定了鄉村旅遊産品開

發應趨向於更真實地體現社區居民日常生産、生活

活動。因此，鄉村旅遊産品開發應從社區生活空間、

生産空間以及依存空間入手進行開發，以形成完整

的産品體系和旅遊層次空間，如遊客着民族服裝，

通過一天或半天的生産、生活活動，學習、體驗社區

少數民族傳統生活方式、手工技藝，認知地方民族

文化習俗。在此過程中又體驗到當地社區居民依存

空間的秀麗自然之美，一定程度上，既增加了遊客

的旅遊體驗，豐富了旅遊産品文化内涵，又增强了

當地社區居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當地旅遊

業進入良性發展軌道。

7.3 啓動社區旅遊服務能力建設項目，提昇社區

農户參與能力

重丁村大部分社區農户，由於地處相對比較偏

僻的山區，受教育程度有限，雖然期望通過參與旅

遊服務盡快實現脱貧致富，但目前還不具備旅遊接

待服務的能力。因此，要由當地旅遊主管部門牽頭，

啓動社區旅遊服務能力建設項目，聘請旅遊教育培

訓機構對農户進行語言交流技能、導遊講解技能、

烹飪技能、中小企業管理技能等方面知識的培訓。通

過培訓，使社區農户順利參與重丁村鄉村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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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新村農旅引領鄉村振興的發展理路

1.1 優勢條件

華新村位於梅州興寧市新陂鎮東北部，毗鄰中

心城區，交通便利，區位優勢明顯，且環境優美，鄉

風淳檏，可供挖掘的旅遊資源極其豐富，産業基礎

初具雛形。總體來看，華新村走農旅興村之路具有

三點顯著優勢。首先，值此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之際，

國家、省市高度重視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事業，

省市精準幫扶的鄉村振興工作帶來相應的發展資

源，鎮委鎮政府、村“兩委”、村民對産業振興帶動村

人文藝術助力農旅興村的幫扶模式探索

——以“華新村”爲例

高雲庭

廣東白雲學院 藝術設計學院，廣東 廣州 510450

摘要：華新村具有發展農旅的良好資源，搆築近郊鄉村旅遊目的地、提昇農産品附加值、藝術展覽與文化活動是華

新村農旅興村的新幫扶模式，通過對文化老建築、生態農園、配套設施、售賣品、活動項目、村間環境六個方面的農

旅發展形態及舉措探析，初步理清方法路徑、發展向度、作用模塊等人文藝術助推農旅興村的模式。

關鍵詞：人文藝術；農旅興村；助力模式

The exploration of assistance model of the agricultural tourism prospering
villages assisted by humanities and art
——Taking“Huaxin Village”as an example

GAO Yun-t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Abstract: Huaxin Village has good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Constructing suburba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enhancing the adde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veloping art exhibitions and cultural activi-

ties are the new assistance models for Huaxin Village’s agricultural tourism prospering village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in the six aspects of old cultural buildings, ecological

farms, supporting facilities, sales items, activities, and the inter-villag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clarifies

the methods and path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function modules and other models of humanities and art help agri-

cultural tourism prosper villages.

Key Words: humanities and arts；agricultural tourism prospers villages；assistan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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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致富，有較一致的共識。其次，華新村在迅猛發展

的工業化、城鎮化年代，一直守候着自己的緑水、田

園、圍屋、庭院和緑化，爲華新村生態旅遊引領鄉村

振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近來還興建了鄉道、村辦

公樓、衛生站，正在規劃建設村文化廣場、鄉村公

園、休閒緑道以及鄉村文化景點。第三，通過土地流

轉創建了360畝百香果種植園和20畝蓮塘，經過一

年多的努力，百香果種植園已經初具規模。目前正

在謀劃以村經濟合作社爲主體吸收村民土地流轉

入股，擴大百香果的種植規模，延伸百香果的産業

鏈。由於百香果屬於新興的優質營養果品，故深受

市場歡迎，前來品嚐采購的客户絡繹不絶，該農産

品在興寧市内外開始聲名遠播。

1.2 目標與路徑

在立足華新村鄉村振興優勢條件的基礎上，圍

遶國家精準幫扶的目標和任務，經過深入的實地調

研和細緻的比較分析，我們發現，以現代種養爲基

礎，以産業鏈延伸和旅遊體驗配套，藉助雙核心主

綫構建現代農旅生態村，是適合華新村的農旅興村

發展指向。一方面，進一步完善村落的農旅硬件配

套、公共服務配套和鄉風文明建設；另一方面按照

近郊型休閒田園目的地的要求，通過創意策劃和體

驗運營，不斷凸顯華新村節奏有度、治理有序、生活

舒適、生態主題鮮明、鄉村人居適宜、産業支撑有

力、村民創業就業便利特點。依循農旅興村的目標

指向，通過按照農業旅遊的規律重新定義華新村的

形象品牌、將旅遊和文化發展進行有機結合、精心

謀劃農旅興村的空間布局、不斷完善種養産業的旅

遊配套、着力提昇鄉村田園的旅遊體驗價值五條發

展路徑，探索和實踐一條具有梅州興寧客家特色的

農業旅遊引領鄉村振興之路，探尋和踐行具有當代

特色的精準幫扶與農旅興村模式，讓村民不需要擠

到大城市，也能擁有滿意的就業，也能過上高品質

的生活，同時，也爲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居民，保留一

個可以永久依戀和隨時回歸的“夢想家園”。

2 人文藝術介入華新村農旅興村的新幫扶
模式

2.1 搆築近郊鄉村旅遊目的地

隨着移動互聯網與智能手機的日益發達，名勝

古迹逐步告别高高在上的藝術殿堂，鄉村旅遊、體

驗旅遊、田園觀光等農旅體驗逐步成爲城鄉居民日

常生活的休閒體驗方式。在這種情况下，發揮華新

村毗鄰中心城市的交通區位優勢以及自身古村、田

園特色，大力發展農旅産業是極佳的選擇。從人文

生態、藝術審美的體驗角度來説，華新村的農旅綫

路可以規劃爲兩條：客家鄉村耕讀文化綫路、生態

緑色田園體驗綫路。開發華新村的旅遊體驗，要以

客家民係的歷史文化與人文底藴爲基礎，緊緊瞄準

城鄉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建立可持續發展

的配套藝術景觀，不斷增加鄉村旅遊的體驗價值，

搆築近郊型的鄉村體驗旅遊目的地，依此來帶動華

新村的農旅産業開發與鄉村建設。

2.2 提昇農産品附加值

對特色農産品的“包裝”是華新村農旅興村的

重要模式。習近平總書記的“緑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理論，爲我們提昇農産品附加值、夯實鄉村産業

基礎的産業扶貧策略提供了戰略方向。與此同時，

隨着中國逐步跨越中等收入水平，城鄉居民逐步告

别温飽，城鄉居民的審美性消費昇級搆成了全新的

消費需求，這種昇級呼唤着農業産品的躍昇，人文

藝術在這個領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因素。生態

農産品的藝術化與人文化，在消費品味需求引領市

場革命的今天，爲華新村重新搆築農産業基礎，豐

富鄉村農旅内容，提供了戰略契機。例如，在華新村

百香果種植基礎上，秉承精耕細作的原則，不斷延

伸百香果産品鏈，可衍生發育出多種與百香果相關

的高附加值的産業業態。

2.3 開發藝術展覽與文化活動

藝術作品展覽、文化節、藝術節文化與旅遊邂

逅相遇，作爲文化與消費者互動體驗背景下産生的

新藝術形式，能有效助推精準扶貧理念創新，聚集

更多的鄉村振興“雙創”達人。結合華新村的景觀背

景和文化環境，展示讓人刮目相看的新農村、新農

業、新農人，展示客家美食節、展示從農場到餐桌的

厨藝奇迹，展示引領健康新理念，展示人文生態型

的鄉村新農舍，展示鄉村特色的藝術形式，展示契

合活動主題的農副産品，展示各種鄉土的或時尚的

演藝節目……通過這些精心設計的文娱活動，人們

能够很好地體味鄉村美麗風景、品讀原生態的農耕

文明、體驗鄉村先進農業技術、消費鄉村品類紛呈

的新産品。各類文娱活動使華新村的鄉村旅遊更具

特色，將成爲農旅興村的重要途徑和驅動力量。

3. 人文藝術化的華新村農旅發展形態及具
體舉措

3.1 文化老建築

鄉村建築是功能和文化的載體，依託華新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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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耕讀文化、紅色文化，以及村間尚適於改

造的恒昇圍等老舊建築，（圖 1）可營建的文娱功能

型建築類型包括歷史文化展覽館、鄉村圖書館、民

宿和農家樂。鄉村展覽館是記録鄉村沿革、鄉村文

化、民俗風情的重要手段，對於傳承鄉村記憶、村民

德育教育也有着重要作用。將館址選在與典型人物

或事件相關的遺址上，采用通史式陳列和主題陳列

組合展示方式，將遺留文物與復原場景相結合，可

方便遊客瞭解與探索華新村的歷史文化，也有利於

當地文化特色的弘揚與發展。鄉村圖書館的建設在

農民精神提昇方面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置身山水、

取材自然、生態環保、環境静謐的小型圖書館，可以

提昇村民的精神，彰顯華新村的耕讀傳統，給鄉村

帶來更多的鄉土文化空間，也使遊客有更多的可選

擇性。還可圍遶鄉村旅遊精品路綫，打造農家書屋，

爲遊客提供適合未來趨勢的慢旅行體驗。

圖1 華新村的歷史文化建築恒昇圍

通過藝術化的設計改造，還能創作出賦有人文

氣息的生活化鄉土場所。民宿對於厭倦了城市空間

的人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選擇安静地段的老建

築，以尊順的態度與周邊的環境相輔相成，充分利

用原木材料、建築構件、碎石磚等老舊材料，减少投

入成本的同時，也能傳遞懷舊意味，這樣可以在遊

客的休息時段不間斷地有效展現客家建築特色。從

“幾把竹椅、幾個土碗，一道圍墻幾個圈”的家庭式

接待，到園林、花園式的小園囿及休閒場所，農家樂

的田園風格使人内心寧静而舒適，水塘、藤木植物、

小木屋、拱架、觸發人們對自然、檏實的向往，可以

使遊客們活潑潑的農家生活體驗更加豐富。

3.2 生態農園

植物科普園是符合華新村地域氣候的農園規

劃，當地可利用的植物種類較多。在選材和結構上，

植物科普園的搭建宜采用單棟鋼管大棚形式，棚體

高大，通風采光條件好，土地利用率高，并且造價較

低。以農作物爲主，可將科普園分爲若干不同的温

室區，利用植物本身的造型和色澤設置植物群分隔

節點，通過鄉村林間步道進行多個植物科普園的串

聯。當遊客們走過農園，可以看到模樣各异的各種

植物，感受到其他地域所没有的南方農園風光。（圖

2）植物選種上應以本土樹種爲主，搭配木、花、草、

藤等，配置科普標識牌和圖文欄，在形成景觀效果

的同時宣傳科普知識，讓成年人和小孩都能很好地

學習瞭解植物知識，同時提高人們親近自然、保護

生態的意識。園區還可利用種植科技示範的硬件設

施和豐富的品種資源，向遊客展示現代化的栽培管

理技術，普及果樹知識。科技探索使人們瞭解園藝

模式和運作動態，也培養了青少年對農業、生物、生

態等學科的濃厚興趣。

圖2 華新村的魚菜共生養殖園

在鄉村旅遊規劃中，水果采摘園日漸開始發揮

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華新村的百香果、甜玉米等

種植條件良好，根據環境氣候，結合地勢，華新村可

以走應季設計和季相設計兩條采摘園發展模式。順

應季節變化，培育當季瓜果，優勢是一年四季均可

對遊客形成吸引力，問題則在於場地管理和物種調

配的復雜度較高。把適宜華新村水土條件的瓜果分

區域進行統一的種植安排，建設一個内部分爲四種

氣候的大棚采摘園區，雖降低了農場的自然體驗，

但遊客提高了采摘的可選擇性。藝術化的處理調和

悠閒采摘與果園觀光的關係，可以讓人們的田園采

摘體驗更加豐富，在親手采摘水果的樂趣享受之

中，也可增進人與人、人與地的感情連係。

將生態農業觀光區、生態養殖觀光區、生態水

産觀光區合而爲一，是華新村擬定的另一條生態農

業建設方案。充分利用鄉村農業景觀資源和農業生

産條件，以當地客家文化爲特色和性格，發展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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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觀光旅遊，集觀光、文化體驗、養生、休閒、度假

於一體，將創造出一種新型的農業生産經營業態。

三種生態觀光園的整合建設應依循生態地質條件，

和諧環境生態，結合當地特有的農作物，用特色豐

富的感官體驗，使日常、休閒、娱樂、澄心融合起來。

例如，花田、花海可以用作婚紗攝影，婚禮慶祝場地

和婚禮服務。再如，人們可以在耕地、果園、魚塘之

間，感受四周的花果飄香，觀賞珍禽名魚，還可以組

織一些寵物放養的活動，滿足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

情感渴望。

3.3 配套設施

附屬於村路、建築、環境的配套設施是華新村農

旅發展的協同作用要素，宣傳欄、墻繪、標語具有文

化宣傳的功能，標識、路燈、坐凳、驛站具有輔助遊覽

的功能。宣傳欄應放置在村口、各個景點入口處，以

及其他較爲較爲顯眼的區域，一是吸引旅客視綫，二

是方便導遊講解，三是展現華新村的歷史傳統和特

色文化。形式上可借用客家建築物的整體或局部形

象，將華新村地區的傳統特色、自然景觀、建築圖案

容入宣傳欄樣式。精心設計的藝術墻繪和宣傳標語

能展現良好的鄉村精神風貌，提昇遊覽品味，還可以

帶給遊客知識與教化。在民居圍屋、傳統私塾小學、

民宿等歷史或文化景點旁可繪製墻面綵繪和標語，

讓遊客以更有代入感的方式瞭解文化内容，在風景

田園和水池區域則還可應利用標語引導遊客保護環

境，自覺帶走垃圾，不對鄉村造成環境破壞。

在鄉村旅遊規劃中，標識分爲路標、景區引導

標識、界綫標識牌、警示牌、安全提示牌等。挺立的

標識源於鄉土村民的原始信仰對象，後來演變爲爲

保村莊平安和聚集財富而立，竪向標識形象具有某

種特殊的鄉村文化象徵。圍遶這種歷史基因的各種

鄉村標識造型，其材料已不局限於鐵板、木板，天然

竹材、石塊、舊酒瓶等均可利用。用於華新村旅遊規

劃的路燈應將照明和營造氛圍兩種功能藝術化的

結合起來，依據完整性與合理性的照明需求，考慮

道路照明的連續性和場所照明的重點性，盡量采用

太陽能燈以節約能源，在燈飾、光影效果、主題照

明、燈光小品、建築亮化等手法中融合客家文化元

素符號。坐凳數量和驛站大小應能滿足高峰期時大

量遊客休息的需求，休息區域與周邊其他的功能區

應有緩衝或隔離設計，既要環境安静，也要盡量具

有開闊的視野，周邊配置盆栽花卉、裝飾品、垃圾桶

等。造型既可檏實野趣，也可簡約時尚，（圖 3）爲休

息時間增添幾份有趣的意味，吸引小孩，供人拍照，

用輕鬆娱樂的内容填充鄉村遊覽的休憩時間。

圖3 華新村的休憩驛站設計

3.4 售賣品

圍遶百香果種植、魚菜共生種養、肉鷄無臭吊

養、絲苗米種植等華新村的特色農産品，以深加工

技術爲助推，華新村擁有豐富的農副産品。對於增

加其附加值的包裝和再設計，應注意六個方面的屬

性特徵。一是文化性，圖案、造型、色彩應以當地名

勝及民族風情爲題材，突出産品的鄉土氣息。二是

紀念性，可運用明確標明華新村景點名稱等方法，

讓遊客帶走不一樣的鄉村文化回憶。三是獨特性，

應表現出華新村獨特的客家地方民族風貌。四是禮

品性，農産品要外形美觀，内在價值高，包裝簡約但

不失華貴之感。五是藝術性，運用多種題材、多種色

彩、多種樣式、多種檔次的設計賦予農産品藝術欣

賞的價值。六是時尚性，運用現代包裝技術和現代

抽象形式語彚，適應當代人的審美潮流。

沿着華新村的農副産業鏈，套用體驗型（參與

型）、購物型、綜合型三種鄉村旅遊模式，可發現紀

念品、鄉村美食、DIY産品等多種售賣産品發展渠

道。華新村有條件培育壯大鄉村特色産業，創響一

批“鄉字號”“土字號”品牌，開發特色旅遊産品。野

生玉米食品、特色風味小喫、潔净新鮮的蔬菜瓜果、

花卉食品、花粉食品、禽畜水産佳肴等土特産，既是

作爲在當地品嚐的特色美食，也可作爲贈送親友的

禮品。在衆多的農家作坊裏，深藏着美麗的花藝、别

致的盆景、風味獨特的土特産、工藝精湛的手工藝

品、古檏雅致的農民書畫，將這些場所打造成開放

式、參與式的遊覽景點，遊客可以動手製作客家風

味小喫、木機織布、手工刺綉、簡單農具、陶製品等，

更加深入地感受村域生活體驗。

3.5 活動項目

華新村正在運用穀物桔梗這種天然材料籌備

稻草藝術節，展出的藝術品分爲四類：大型稻草人、

場景型稻草人、主題型（卡通）稻草人、DIY稻草藝

術品。大型稻草人景觀，將用於大片草坪中央等空

22



第2卷 第1期 人文藝術助力農旅興村的幫扶模式探索

曠場景，形成特色主景或標誌性景觀。它可將導向

功能、景觀功能、創意設計融合一體，形成藝術化的

鄉村風味體驗。場景型稻草人，將運用於特定的文

化或主題類型。展現敲鑼、織布等鄉間傳統習俗，使

農村的十足鄉味更加細膩。主題型（卡通）稻草人，

將小朋友較爲喜愛的卡通人物用稻草進行藝術化

再現，打造極佳的郊外親子遊玩場所。稻草DIY是

既能看又能玩的稻草製作體驗活動項目，以此爲亮

點，能吸引不少小朋友，它既能提昇動手能力，又爲

親子活動提供有意義的載體，同時，親手製作的稻

草藝術品，既是紀念品，又是售賣品，這項活動創造

了文化和經濟的雙重價值。

聯合文化藝術節的美食節是華新村正在準備

的另一項農旅活動項目，依託特色客家美食，打造

探名食、訪古踪、尋覓舌尖風情的“鄉間尋味”活動，

目標是深度挖掘美食背後的人物故事和文化底藴，

全方位展示華新村土特産美食，提昇鄉村美食的影

響力、美譽度。活動將邀請國内餐飲界的客家美食

製作高手，利用華新村的食材創新菜品，召集行業

大咖級人物和網紅明星參與聚會，並公開徵集同餐

者相約“最美一餐”。圍遶美食節的文化藝術節活動

項目包括鄉村音樂節、鄉村篝火晚會、自由潑水狂

歡會、帳篷露營活動。這次農旅活動策劃將爲村民

和遊客送上一場視、聽、味之饕餮盛宴，吸引大量外

地遊客，形成良好的宣傳效應。

3.6 村間環境

村間環境作爲連接景點的重要輔助因素，貫穿

於遊客的整個鄉村旅遊綫路及瀏覽過程。從遊客的

喜好和心理需求角度出發，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和實

地具體情况，做到觀賞性、心理需要與華新村環境

可持續發展的統一。環境整體規劃適宜參照半圍合

式、行列式、散落式布局形式，展現出對自然、對鄉

村環境的熱愛和責任。建築族群的整體規劃應延續

華新村的建築特色，保留歷史古建築，新建築不宜

過高，必須與道路、田地、林園、水池形成多樣化組

織形式，防止其破壞村莊的格局，破壞鄉味氛圍。歷

史景觀、文化景觀、鄉村原始風貌、自然生態應相互

承接，促進合理有序的鄉村旅遊發展態勢。

散落在村間環境中的景觀小品具有親和感和

近人性，應注重其功能性、引導性和藝術性。（圖 4）
雕塑，小橋、亭子、植物、人工裝飾物等，除了創造其

使用功能和觀賞價值外，另一個重要功用是協調或

組織周邊景色，對身在其中的人産生積極引導。景

觀小品在環境空間應是一種無形的紐帶，對景觀視

界的空間畫面形成構圖作用，對人的行動路綫和舉

止行爲形成引導。精緻的鄉村環境會在遊客心中留

下美好的印象，遊客願意久久地停留，願意再次前

來遊玩，同時也更加願意將華新村的農旅美景分享

推薦給親朋好友。

圖4 華新村的村間環境景觀設計

4 人文藝術助力的農旅興村模式管窺

4.1 方法路徑

人文藝術賦能鄉村的特色旅遊産業必然需要

幾個載體，理清硬性和軟性條件，找準設計載體和

具體内容，是第一步要完成的工作。鄉村的空間環

境、特色農業産品、總體印象、文化品牌或産品品牌

等，是一般鄉村可以尋得的有效載體。鄉村老建築、

民間藝術、非遺文物、配套設施、紀念品、道路環境、

文娱活動等，是可資借用的設計元素。人文藝術走

進廣大鄉村，助力脱貧，激活旅遊，使鄉村重新焕發

魅力和生命力，主要靠的是設計創意、設計創新，用

藝術文化的理念發展鄉村旅遊，用旅遊的方式傳播

鄉村文化［1］。在我國政府提出的“鄉村振興”思想框

架下，生態旅遊、文化旅遊、農業旅遊是多數村落可

以踐行的設計創意融合鄉村農旅發展的基本思

路［2］P8。本着原創性、地域性、群衆性、休閒性、綜合

性的設計原則，借用 SWOT戰略分析法，對鄉村旅

遊發展的優勢、劣勢、機遇、挑戰做出梳理分析，揚

長避短，調用本村和片區的旅遊資源，充分運用人

文藝術元素優化農産業發展、加强推廣宣傳、提昇

文娱功能、提昇服務水平、創新管理運作機制、促進

遊客參與。以科學的方法塑造良好的鄉村旅遊地形

象，保证鄉村旅遊及整個鄉村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人文藝術助力農旅發展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增

加農民收入、提高人民幸福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4.2 發展向度

鄉村旅遊的發展方向主要有打造鄉土品牌、環

境活化與美化、提昇村民審美素質三個向度。首先，

鄉村地域品牌是高層次的重要内容，包括旅遊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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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農業産品、鄉村整體形象及美譽三個方面。例

如，華新村以衛星航拍圖的“肺葉形狀”爲基礎，按

照生態農旅村的總體要求，提煉和演繹出“緑肺華

新，生態田園”的品牌定位。寓意華新村的發展方向

聚焦於——中國華新生態農旅村。這一品牌定位，

呼應了華新村的總體目標定位：以産業鏈延伸爲主

綫的現代農旅生態村。而且，目前國内以生態農旅

爲核心概念冠名的農旅目的地還比較少，以生態農

旅爲定位進行品牌打造具有先入爲主的優勢。其

次，環境活化與美化是農旅發展的物質基礎，是營

造休閒放鬆氛圍的關鍵要素，鄉村的生態化、文化

化、産業化發展都是基於“美麗鄉村”這一良好的環

境本體，人文藝術性創意設計應注重環境功能性、

技術性、美觀性、文化性、經濟性、生態性的協調統

一。第三，村民審美素質的提昇是軟質保障，人文藝

術在此一方面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設計的倫理功

能在興村振興過程中主要起到環境教育和美育的

作用。通過社會性設計，爲村民提供旅遊項目及活

動的參與機會，鼓勵在日常生活中維護乾净整潔的

環境，挖掘他們的生活審美需求，培養美麗鄉村農

旅産業的群衆基礎。多内容融合，做活“人文藝術+”
文章，創新旅遊形態，增强鄉村旅遊新供給。

4.3 作用模塊

在依循建設路徑的三個發展向度上，其着力點

主要集中於開發農旅産品、培養農旅人才、拓展宣

傳方式三個作用模塊。首先，發展鄉村旅遊需要極

具當地特色的旅遊産品。鄉村應以傳統文化、歷史

故事和神話傳説等爲核心，以近現代農耕文化、生

態文化作爲主打，將其植入人文藝術設計手法中，

挖掘當地最突出的特點，打造景點、紀念品、美食、

文娱活動等農旅産品，爲遊客呈現豐富的休閒農旅

體驗。其次，提昇旅遊從業人員的服務理念、服務水

平和文化素質才能夯實景區發展旅遊的軟實力。對

外人才引進、吸引務工青年返鄉和培訓本村人員是

提昇整體人員素質的有效途徑，如讓本村比較拔尖

的專業人才對其他從業人員進行培訓，與高校合作

開展聯合培養、定向培養，有針對性地輸入人才。農

村勞動人口的素質和基礎良莠不齊，培養農旅人才

必須是分層、分類、分項進行的。新人員的加入爲景

區注入新的發展活力，新老員工之間也會有思想的

碰撞，這都有利於景區的長遠發展。第三，利用LO⁃
GO及宣傳語設計樹立形象標籤，在景區餐館、小酒

館、民宿、舊屋改造、從業人員服裝風格樣式、小交

通車裝飾等設計方面，確保與景區主打文化、整體

形象相一致。營銷設計可結合綫上綫下手段，綜合

運用多元化營銷方式，如在周邊城鎮的酒店、地鐵

站、公交站、高鐵站等投放廣告或視頻、旅遊宣傳手

册，與旅行社或户外團體合作，與網絡新媒體合作，

與去哪兒等旅遊網站合作，利用微信朋友圈做推

廣，利用正面事件的熱搜效應，依託良好的口碑

等［3］P31，瞄準目標客户群體，發展差异化旅遊市場生

態，以保障對各個消費層次的遊客均可形成一定的

吸引力。

結語

在華新村的農旅興村發展過程中，人文藝術起

到了較爲重要的作用。這種幫扶策略通常適用在總

體條件不充分，但是部分優勢條件較突出，又遇上

較好機遇和成熟時機的鄉村地區。依據黨中央、國

務院頒發的鄉村振興戰略五項任務：“産業興旺、生

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我國鄉村

藉助農旅興村深入開展幫扶工作時，在用足用活政

策的基礎上，可以嘗試運用創意、設計、策劃等手段

實現“無中生有”的思路策略，增加農旅産業和鄉村

環境的人文性和藝術性，打造超常規的發展模式，

實現預期的鄉村振興目標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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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倫貝爾地區鄂温克民族鄉馴鹿文化文創産品創新設計研究

羅瑩

呼倫貝爾學院

摘要：本文以呼倫貝爾地區鄂温克民族鄉的馴鹿文化進行研究，並闡述文化創意産品設計的概念以及來源，針對

現有市場上馴鹿文創産品設計進行調研，總結出符合現代人審美的鄂温克族馴鹿文化文創産品創新設計研究方

案，給後續民族文創産品設計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呼倫貝爾地區鄂温克族；馴鹿文化；文創産品設計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Reindeer Culture in Ewinke Ethnic Township, Hulunbir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 research on reindeer culture of Ewinke Township, Hulunbir and expounds the designs of

the concept and its origi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ocusing on the reinde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current market to make a survey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designs of these products to conform with modern aes-

thetics to give a reference to the following research on ethn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designs.

Key Words: Hulunbuir Ewing Ethnic Minority；reindeerculture；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designs

引言

呼倫貝爾地區是個資源豐富、人口民族多樣、

地理環境復雜的地級市，其中包括海拉爾市、根河

市、額爾古納市、牙克石市、滿洲裏市、陳巴爾虎

旗、新巴爾虎旗、莫力達瓦自治旗、鄂倫春自治旗、

鄂温克自治旗等十多個旗市地區，其中鄂温克族

所在地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是在根河市敖魯古

雅鄂温克民族族鄉的鄂温克人，一個是在海拉爾

市南邊的南屯鎮（巴彦托海鎮）的鄂温克自治旗的

鄂温克人。

在根河市敖魯古雅鄂温克民族鄉的鄂温克人

至今還保留着飼養馴鹿的習慣，他們以馴鹿爲自己

生命中的一部分，和馴鹿朝夕相處，可以説鄂温剋

的文化就是一部馴鹿的生活、生産的發展史。

1 鄂温克族民族鄉馴鹿文化研究

世界上最早開始飼養馴鹿的人是鄂温克人。使

鹿鄂温克部落因飼養馴鹿而得名，鄂温克人的主要

的生活方式是從事原生態的自然遊獵和飼養馴鹿，

並在其過程中管理、飼養、保護、發展、醫治等方面

形成一系列的習俗。

使鹿鄂温克部落在飼養馴鹿過程中，把馴鹿視

爲自己的朋友和伙伴。把馴鹿視爲自己的朋友和伙

伴。每一只馴鹿都有自己的名字，每年母鹿生小鹿

後，就給起名字且在小鹿的脖子上係上一條藍色布

條，以示天神，保佑小鹿健康成長。馴鹿最喜愛吃的

食物是春天生長在寒温帶濕地的苔蘚類植物。在春

天之前，馴鹿食用嫩樹枝和“節骨草”等植物的嫩

芽，秋天多食用菌類等,獵人們也經常以鹽來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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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鹿，每個獵人手中都有鹽口袋，口袋上係上皮條

且裝飾野獸蹄角,當獵人摇晃鹽口袋其裝飾物進行

摩擦發出的聲音來召唤馴鹿。［1］

2 文創産品設計研究

文創産品設計歐美及日本、韓國等國家起步較

早，研究的内容比較深刻、涉及面比較廣，從小到一

個打火機、火柴到飛機模型、標誌性建築模型等無

不體現其文化特徵。我國的文創産品設計起步較

晚，最早是在中國的臺灣發展起來，之後發展到内

地，一些高校和設計企業相續建立文創産品設計團

隊，在科研、課程和項目上都給予相當的支持，而且

有很大的進步和發展空間。

文創産品設計是從文化創意産業中衍生出來

的，其中包括創意設計内容和産品實物兩部分，是

通過設計師進行設計、草圖、三視圖、效果圖、最終

方案的定稿，再到實際的加工生産的實物産品，最

終呈現出一整套包括標誌、標籤、包裝、文創産品等

的一系列的有文化主題的創意産品。文創産品設計

要從文化性、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等角度對文創

産品有個整體的把握，做出的文創産品要符合當地

的文化、民族的審美要求，並挖掘其産品的文化内

涵，使其與時代接軌，應具有實用性、功能性、紀念

性、輕便性等特點。

在呼倫貝爾地區是由於地方的財政收入，大部

分來自於自然資源的開發龢利用，帶動整個經濟的

增長，加之習近平主席近年來提出的“金山銀山就是

緑水青山”的政策，使得整個呼倫貝爾乃至内蒙古都

呈現出一片緑洲，必然形成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帶動

其他第三産業的發展，其中包括呼倫貝爾的各民族

的文創産品設計，其中最具特色的要屬鄂温克族的

文創産品，以鄂温克馴鹿爲題材的文創産品，可以和

北歐一些以飼養馴鹿爲主的國家相媲美。

3 現有市場上的馴鹿文創産品調研

具有使鹿文化特色的産品最主要歸功於馴鹿

本身，它是鄂温克獵民所依賴的主要經濟生活來

源。其中鹿産品包括鹿茸片、鹿鞭片、鹿心血、鹿胎

膏、鹿肉、鹿蹄酒杯、鹿頭標本，鹿皮製品包括鹿皮

毯子、鹿皮包、鹿皮手套等。

3.1 以馴鹿造型爲原型，可作爲家居擺件。

材料工藝分爲兩種：一種是運用馴鹿的皮毛來

製作小比例的仿真馴鹿。一種是運用現代材料來製

作，包括樹根、玻璃鋼、硅膠、金屬、粘土、陶瓷等材料。

樹根

樹脂

金屬（銅）

陶瓷

3.2 以馴鹿身體的某一局部來製作食品、藥品、酒

或家居擺設等文創産品。

例如：鹿茸片、鹿鞭片、鹿心血、鹿胎膏、鹿肉。

鹿茸片

鹿心血

鹿肉

鹿鞭片

鹿胎膏

3.4 以馴鹿皮來製作文創産品。

例如：鹿皮毯子、鹿皮毛帽子、鹿皮包、鹿皮手

套、鹿皮擦車布等。

鹿頭標本 飾品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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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帽子、手套、鞋）

3.5 以馴鹿的文化含義入手的文化創意産品，包

括“一路（鹿）有你”“一路（鹿）平安”“福禄（鹿）平

安”“靈鹿獻瑞”等詞語在内的吉祥祝福語爲主的

文創産品。

例如：車掛、車飾、車載用品、香臺、香插等。

一路（鹿）平安

福禄（鹿）平安

靈鹿獻瑞

一路（鹿）有你

3.6 以馴鹿爲圖案結合當地的材料來設計和製作

文創産品。

例如：樺樹皮畫、首飾盒、收納盒、茶葉盒、樺樹

皮盒、馴鹿鞍、樺樹皮包等。

樺樹皮畫

首飾盒

收納盒

茶葉盒

樺樹皮包

4 鄂温克民族鄉馴鹿文化文創産品創新設
計研究

“使鹿文化”特徵的文創産品的設計要點:
4.1 把飼養馴鹿的常用工具提取出來，進行再加工

例如：獵人給馴鹿餵食鹽的口袋，傳統鹽口袋

是用馴鹿的皮毛進行製作的。（圖1）利用現代材料-
棉麻來製作鹽口袋，質地輕薄、易清洗，上面刺綉以

鄂温克民族圖案，在口袋的封口處用馴鹿皮條製作

的抽繩設計。（圖2）

圖1 鄂温克傳統鹽袋

圖2 改良設計後的鹽袋

4.2 從馴鹿的成長過程中，挖掘保護馴鹿的特殊

物件

例如：馴鹿佩戴的項圈。馴鹿長到周歲時，在脖

子上係上7厘米寬的用皮或布做的項圈，色彩采用

紅黄藍三色，造型用幾何植物紋裝飾項圈，寓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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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有足够的食物且起到美化和裝飾的作用。（圖 3）
利用馴鹿項圈做的改良設計，加入鄂温克太陽花元

素，色彩運用紅黄藍三原色，增强視覺效果，造型用

幾何植物紋裝飾，製作出一套鄂温克民族的太陽花

系列的頭飾和頸飾，具有佩戴的實用功能，起到美

化和裝飾的作用。（圖4）

圖3 馴鹿項圈 圖4 太陽花系列頭飾、頸飾

4.3 以馴鹿的保護神做爲原型，進行動物形象的

再設計

例如：以“阿隆龍神”、“熊”、“狼”等。阿隆龍神

是爲了保護馴鹿的神，阿隆龍神一般是用木雕刻而

成，高約 15厘米，鹿頭 5厘米左右整個造型是以雌

雄同體的鹿形式，和漢字的倒“又”字很相近，底部

成圓弧型。上部爲雙鹿頭交錯相背。烏麥神是爲了

保護兒童的神，是兒童靈魂的象徵物，也是以木雕

材料制成，高約 10厘米，造型是以鳥造型，用軟皮

鑲包制成的雙鳥，鳥的翅膀和尾巴用皮子剪成縫合

的並把兩只鳥連接上。（圖 5）把阿龍神造型進行改

良設計，設計成具有實用功能的香臺設計，造型爲

鄂温剋的房子“撮羅子”進行簡化處理，在中心位置

安放阿龍神，阿龍神上面給安上鹿角和撮羅子相

連，進行同搆結合，阿龍神下面安放煮食的鍋，在最

下面放上香臺，復原了整個鄂温克人民的生活場

景，寓意鄂温克族人民以馴鹿爲自己生活的重心，

保護馴鹿就是保護自己的家園。

圖5 阿隆龍神和烏麥神

圖6 阿龍神香臺設計

4.4 以鄂温克馴鹿爲原型，進行擬人化、卡通化、

抽象化處理，製作成具有實用功能的文創産品，可

分爲文化類的、飾品類、文具類等類型的文創産品

設計

4.4.1 以鄂温克馴鹿生活場景爲原型，從鄂温克

馴鹿文化爲出發點，觀察馴鹿的生活習性、規律等

進行一組以《寧静》、《拼搏》、《守護》爲主題的馴鹿

香臺、香插的設計。

《拼搏》是以馴鹿争鬥的造型爲基礎所設計出

的，産品規格爲 31cm*5cm*9cm（長*寬*高）。産品

靈感由馴鹿争鬥而來，馴鹿們爲了争搶領地和配

偶，往往能打上數個小時，從它們拱起的身姿之中，

仿佛看到那些生活在大山深處的鄂温克人，與天地

鬥，只爲奮鬥出美好的未來。

《寧静》則是以馴鹿角爲基礎所設計的，規格爲

13cm*5cm*5cm（長*寬*高）。在馴鹿的生活之中，

它們以鹿角作爲武器，争奪拼搏着自己的美好，只

有勝利才能享受平静的美好。點一炷香，裊裊青煙，

拼搏奮鬥之後歸於安寧，享受美好，時刻提醒着我

們，生活終將歸於平淡。

《守護》是以馴鹿趴卧的姿勢爲基礎，加上馴鹿

的獨特地位所設計的香臺，産品規格爲 25cm*
13cm*19cm（長*寬*高）。温順平和的馴鹿在鄂温克

人生活中默默付出，它們用自身守護着鄂温克人對

未來美好的向往。像温柔的懷抱，在困苦時給與温

暖，在絶望時帶來希望。隨着香緩緩飄起，好像神的

使者，懷抱着美好與希望静静的守護着。設計以馴

鹿造型爲實，以煙爲虚，虚實結合，不僅可以體現鄂

温剋的馴鹿文化，更體現了哲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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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寧静》

圖8 《守護》

圖9 《拼搏》

4.4.2 以鄂温克馴鹿爲原型，把馴鹿造型進行擬

人化、卡通化處理，加以民族頭飾的裝飾，進行一

組以《狩獵鄂温克人》、《馴鹿懷抱》、《馴鹿守護》爲

主題的筆筒、手機支架、首飾架的設計。

《狩獵鄂温克人》：是以狩獵中的鄂温克人的形

象進行加工的筆筒設計，産品規格爲15cm*15cm*
20cm（長*寬*高）。鄂温克人從古至今傳統的狩獵

習慣就是圍獵，圍獵到的食物要放在一起平均分給

每一個人，塔坦達是獵人中年歲最高、最有威望的

一個，并且塔坦達帶領獵人們祭祀“白納查”山神

爺。《狩獵鄂温克人-塔坦達》筆筒設計仿佛讓人感

受到一個身經百戰的老者，所具有的一種民族自

信、篤定、堅毅。（圖10）
《馴鹿懷抱》：是以奥魯古雅鄂温克馴鹿爲原

型，設計的卡通化馴鹿手機支架，産品規格爲

15cm*5cm*15cm（長*寬*高）。馴鹿性格温順、棕灰

色的皮毛，長着一對大大的鹿角，給人以神秘又温

暖的感覺，仿佛是森林裏的保護神，又似一位長者

守護着這片土地。馴鹿手機支架的設計形態憨態可

掬、造型可愛，色彩采用灰棕色和金屬顔色，運用鄂

温克族的幾何紋飾作爲裝飾，并且具有手機支架的

實用功能。（圖12）
《馴鹿守護》：是以奥魯古雅鄂温克馴鹿爲原

型，設計的卡通化馴鹿首飾盤，産品規格爲 10cm*
10cm*15cm（長*寬*高）。馴鹿性格温順、棕灰色的

皮毛，長着一對大大的鹿角，給人以神秘又温暖的

感覺，仿佛是森林裏的保護神，又似一位長者守護

着這片土地。馴鹿手機支架的設計形態憨態可掬、

造型可愛，色彩采用灰棕色和金屬顔色，運用鄂温

克族的幾何紋飾作爲裝飾，并且具有首飾盤的實用

功能，並在底盤放有樺樹皮雕刻的馴鹿守護神的紋

飾。（圖11）

圖10 《狩獵鄂温克人-塔坦達》筆筒

圖11 《馴鹿守護》首飾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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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馴鹿懷抱》手機支架

4.4.3 以鄂温克馴鹿爲原型，在原有保存下來的

器物上的圖案和符號的基礎上，運用馴鹿造型的

一部分或者是全部進行再加工、設計，使它成爲文

創産品設計。

如圖13中在鹿角二方連續樺樹皮盒上提取的

鹿角圖案、符號經行二次加工再設計，使之形成鹿

角香插設計。如（圖 14）《鹿角精靈》是取（圖 13）二

方連續的鹿角圖案中的一部分經行再加工設計，鹿

角造型材料爲石塑黏土，底座爲樺樹皮材料。傳達

鄂温克馴鹿文化的悠遠意境。

圖13 鹿角二方連續樺樹皮盒

圖14 《鹿角精靈》

5 結語

文創産品設計的傳承、創新和發展是一個未來

社會發展重要的課題，它關乎整個國家、地區、民族

的興衰，鄉鎮的振興。一個國家要想强盛，就必須傳

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一步一個脚印地，踏實努力，

從文化入手帶動相關産業的發展，鄂温克族馴鹿文

化文創産品創新設計研究是在古老的鄂温克族賴

以生存的土地上，辛苦勞作、繁衍生息的基礎之上，

是勞動人民的智慧和結晶。希望通過本篇論文的研

究能够給呼倫貝爾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的知名

度、旅遊的鄉村振興等帶來一些可鑒的案例，呼倫

貝爾地區鄂温克民族鄉馴鹿文化文創産品創新設

計研究的還有些不足，研究資料的深度和廣度遠遠

不够，未來的呼倫貝爾地區鄂温克民族鄉馴鹿文化

文創産品創新設計應結合互聯網時代、新媒體時代

相融合，與鄉村旅遊研學産品、旅遊綫路、非遺文化

傳承、鄉村旅遊景點規劃等特色旅遊經濟相結合走

出自己獨特的文創産品設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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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旅一體化背景下鄉村建築景觀設計研究

——以百色市巴某村爲例

張波，陶雄軍

廣西藝術學院

摘要：農旅一體化是新時代助力鄉村振興與社會發展的新型發展模式，在因地制宜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當地自然

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等促進鄉村的建設與發展；廣西百色市巴某村爲全國鄉村治理示範村，其建築景觀設計

充分體現了農旅一體的規劃特色，實現了農業、旅遊、文化的全面融合，既以建築景觀打造美麗鄉村風貌，又以農

産旅遊帶動産業振興，文章立足巴某村的建築景觀設計，從生態宜居思想、花果農田景觀、山水鄉土建築、紅色資

源文化、美麗鄉村風貌六個方面展開研究，分析其規劃設計特色與農旅文化價值，以期對新農村規劃建設與文旅

發展有所啓示。

關鍵詞：農旅一體化；建築景觀；鄉村設計；巴某村；鄉村振興

Research on Rural Architecture Landscape Design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Taking Baomou Village in Baise C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s a new development mod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taking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make full use of local natu-

ral resources, cultural resources, social resources and so 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a village, ba ise, guang xi for the national rural governance demonstration village,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fully embodies the planning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tourism

and culture, both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to create beautiful rural landscape, and drive th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of Ba village design, from the ecological livable thought,

farmland landscape, landscape, red rural culture, beautiful planning and design value, in order to enlighten the new ru-

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Architectural landscape；Rural Design Baimou village；Rural revi-

talization

引言

黨的十六届五中全會提出過“五句話、二十字”

的新農村建設總要求，即“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

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1］。這就要求在新時

代背景之下，鄉村應當具有新的發展模式，新農村

的建設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建設與産業振興方面，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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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兼顧政治建設，鄉村風貌，文化旅遊等多方面

綜合發展，農旅一體化的發展概念便是典型代表；

關於農旅一體化的相關研究是進入21世紀之後伴

隨國家有關政策開始的，2011年劉亞先生以山西

運城爲例從鄉村産業消費對農旅一體進行分析；

2015年王慜先生《農旅一體化背景下的現代農業

發展研究——基於西部地區A區的實证分析》從農

業産業發展方面進行分析；2017年張緒清先生《農

旅一體化助推精準脱貧與緑色减貧——以盤縣娘

娘山景區“三變”改革爲例》從旅遊景區的精準脱貧

角度對此展開研究；2020年張莎《共建共享理念下

農旅一體化綜合體建設方向》以共建共享理念爲指

導，分析農旅一體化發展方向與目標。整體來看，

關於農旅一體化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成果較少，

且大多爲改革政策與發展戰略方面的研究，較少

關聯鄉村風貌改造與規劃設計，故以此爲切入點，

從鄉村建築景觀設計的角度對農旅一體化發展進

行研究。

1 農旅一體化概述

農旅一體化發展理念首次出現於 2015年 2月
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

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文件第二大部分第12條提

出：積極開發農業多種功能，挖掘鄉村生態休閒、旅

遊觀光、文化教育價值［2］。首次强調要將“農、旅、

文”三者結合發展。2015年 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

業部《全國休閒農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發展

休閒農業，對於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農民就業

增收，推進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滿足城鄉居

民日益增長的休閒消費需求具有重要的意義［3］。文

件强調了加快發展休閒農業的重要性；農旅一體化

當前大致分爲五類發展模式：一，以家庭農場爲主，

依託臨近城鄉資源，打造特色村莊、休閒農場等；

二，以現代農果場爲主，倚靠優勢地理位置，大力發

展生態農業與緑色農産品；三，以特色古鎮爲主，依

託原有古村民居，對其進行保護、修繕、改造，挖掘

地域文化，發展農村特色旅遊；四，美麗鄉村模式，

對村落原有民居建築重新規劃改造，將其建設爲特

色旅遊景區，以此重構環境，推廣文旅，打造品牌，

巴某村便是這一發展模式；五，以農業公園爲主，發

展現代農業，集合農場、民宿、農業公園等於一體。

在當前鄉村振興大的戰略背景之下，農旅一體化的

發展模式對於鄉村風貌提昇，農業産業昇級，生態

文化旅遊等都具有重大意義。

2 巴某村概述

巴某村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田陽區五村

鎮西部地區，先後曾獲得“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全

國鄉村治理示範村”“2020年中國美麗休閒鄉村”“第

六届全國文明村鎮”“廣西五星級鄉村旅遊區”“美麗

廣西鄉村建設示範村”“廣西十大最美鄉村”“鄉風文

明紅旗村”“生態宜居紅旗村”等榮譽稱號（圖1）。巴
某村距離田陽區城區45公里左右，其中包含8個屯

14個村民小組，414户家庭，共計1643人，村落總面

積約1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1478畝，海拔840
米，年均温度18℃，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巴某村受自

然地理條件的限制，曾是田陽區29個深度貧困村之

一，這裏曾流傳“八分六厘土石山，三厘水面一分一

厘田”的説法。近年來，巴某村委打造以桃樹、李樹爲

主的500畝水果産業基地，並加强鄉村風貌改造，村

子越來越美［4］。隨着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與精準扶貧

攻堅的推進，巴某村當前居民住户全部脱貧摘帽，實

現全面小康，全村現已全部完成道路硬化，義務教育

保障率、住房保障達標率與新農村合作醫療參保率

都已達到百分之百，村落大力發展鄉村旅遊、特色種

植、特色養殖等産業，村落目前産業多樣、經濟穩定、

環境優美，真正實現了農旅一體，生態宜居。

圖1 廣西百色市田陽縣巴某村俯瞰圖

（圖片來源：人民網）

3 農旅一體：巴某村建築景觀設計研究

3.1 生態宜居規劃理念

鄉村振興，生態宜居是關鍵［5］。良好的生態環

境是社會建設的基礎，對於人民的生存與發展極其

重要，巴某村的規劃立足保護生態環境、合理利用

自然資源、秉持“緑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建設理

念，對村落的建築與景觀進行了合理而有效的規

劃，屬於當前農旅一體化四大發展模式中的“美麗

鄉村模式”，具體表現在自然生態布局，康養緑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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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湖岸修復規劃三個方面。

3.1.1 自然生態布局

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 推動物質財富與生

態財富共同增長、農村生態質量與農民生活質量同

步提高, 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任務［6］。巴某村遵

循自然生態的的建設原則，居民建築與自然生態環

境完美契合，村落整體規劃布局主要表現爲三大特

點：山水結合，村田結合，農旅結合（圖2）。
建築與環境

關
聯

作
用山水結合

村田結合 農旅結合
村落與資源 産業與發展

影響

巴某村

圖2 巴某村布局規劃特色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首先，山水結合，在原村落基址之上未做大的

遷徙，仍舊依山傍水，力求打造詩情畫意的山水村

鎮，民居建築圍遶中心的巴某水湖進行布置，營造

近水樓臺的感覺，主要集中於湖水東側，臨近湖水

既可以作爲日常生活飲用，又可打造水景花園，還

可以發展魚類養殖，一舉三得，村落入口自南向北，

依次設置叠水公園、濱水花園、觀湖亭、九曲橋、垂

釣處等多個濱水景觀；村落基址較爲平坦，背山面

水，有效的利用自然地形條件，趨利避害，宛若山水

之間的自然園林。其次，村田結合，農業資源是保证

鄉村經濟發展的基礎資源，也是優勢資源，對建築

進行優化使村民有了優越的居住環境，對農田進行

合理規劃是村民有優越的工作環境，農田臨近民

居，便於勞作，於東側設桃園李園油菜田等，於西側

設瓜田，玉米田等；最後，農旅結合，巴某村作爲全

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已不僅僅是發展農業生産，提

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基礎建設，已成爲鄉村振興中的

標杆榜樣，因此可以積極發展旅遊業，既可以促進

經濟發展，又可以打造鄉村品牌效應，因此村落的

基礎設施建設至關重要，應當滿足大量遊客的需

求；在交通方面道路實現全面硬化，村落道路主次

分明，相互貫通，基礎建設方面，設大量導引牌、停

車場、風貌墻等，公共建築方面設置公共衛生間、觀

景亭、木棧橋等，將農村内部生産與外來旅遊體驗

完美銜接（圖3）。

圖3 巴某村整體布局規劃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3.1.2 康養緑色旅居

康養緑色旅居主要體現在“凉泉”主題品牌與

種植養殖體驗兩方面。2017年 10月 18日，習近平

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施“健康中國

戰略”，要“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爲人民群衆提供全

方位全週期的健康服務”［7］。良好的生態環境自然

促進康養産業的發展，隨着社會不斷發展，人們對

於生活水平的要求亦不斷提高，近年來康養産業、

康養旅遊等發展迅速。首先，主題品牌方面，巴某村

擁有天然的地理優勢，自然生態環境良好，年均氣

温18.6℃，避暑條件極佳，村落以“18℃巴謀凉泉度

假村”爲主題，打造康養緑色品牌，村落依託良好的

自然氣候條件，設置五處凉泉主題民宿（圖4），多就

地取材，采用原木石材，展現當地特色，背山面水，

在居住環境方面體驗生態康養；其次，種植方面，桃

園李園臨近村落，可與居民修剪果樹，采摘果實，暢

遊油菜花田，養殖方面，巴某水湖、塘龍湖可提供魚

蟹捕撈體驗（圖 5），在自然農田風光與緑色生態産

業中體驗康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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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巴某村旅居特色民宿

（圖片來源：微信公衆號智慧田陽巴某村）

圖5 巴某村塘龍湖水産養殖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1.3 湖岸修復規劃

人類保護生物的多樣性，保持生態環境不被

破壞，歸根到底，就是保護自己［8］。巴某村在建設

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進行整治，主要表現在水網修

復與路網規劃兩方面。首先，水網修復方面，重新

修建五座水域清淤工程，進行排澇防洪，提高水體

質量；開展水域駁岸修復，控制水陸比例，預防陸

地滑坡塌陷，保護水體，護坡護土；鋪設排污管道

網絡，污水廢水統一處理，避免水體污染；開展人

飲項目工程建設，高效節水灌溉工程等，合理利用

水資源。其次，路網規劃方面，所有道路統一硬化，

馱富支綫水泥路鋪設，天陽村到巴某村瀝青路改

造，修建村落沿湖步道與棧橋等（圖 6），滿足交通

上的各類需求。

圖6 沿湖步道，木橋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2 林果花木農田景觀

植物作爲鄉村的緑色基底,滲透到各個景觀要

素之中,與其他景觀要素緊密相關［9］。巴某村的景觀

類型以農田景觀最具特色，依託其青山緑水的地理

優勢，風光秀麗，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互結合，主

要分爲農田作物與康養觀賞兩大類（表1）。
表1 巴某村景觀類别

巴
某
村
景
觀

類型

林
果
類

花
木
類

性質

農田
作物
景觀

康養
觀賞
景觀

位置

村落
東側

遍佈
村落

種植
形態

群植
片植

群植
片植
單植

生長
方式

陸生

陸生

水生

品種

桃樹、李樹、油
菜花、玉米、南
瓜等

花 葉 蘆 竹 、斷
節 莎 、長 葉 腎
蕨、綉球藤、劍
麻、芭蕉、四季
桂等

荷花、美人蕉等

功效

經濟增收
農田景觀
空氣净化

康養生態
空氣净化
裝飾點綴

3.2.1 農田作物景觀

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産業興

旺，立足本地優勢，發展特色農副産品，巴某村以桃

園，李園，油菜花作爲主要農産作物，發展經濟。首

先，村落東側桃李園已成爲百色市田陽區供銷合作

社聯合社土地托管示範基地，現由八十五户種植桃

李五百畝；春季桃李盛開，姹紫嫣紅，桃李果樹區作

爲農田景觀，生機勃勃，代表“桃李滿天下”的吉祥

寓意，既可作爲美景觀賞，亦可隨果農進入果園修

剪果樹，栽培護理，集觀賞與農耕於一體（圖 7），其

次於果園内部間種油菜花（圖 8），即可作爲油料作

物，榨油食用與銷售，又可作爲裝飾觀賞，生機盎

然。此外於水湖西側處種植玉米田與南瓜田（圖9），
面積相對較小，主要作爲糧食作物；另外居民院落

附近一般開闢一片小的土地作爲菜園（圖10），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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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果蔬菜以滿足日常食用需求，遊客至此，可品嚐

到緑色環保的天然果蔬。農田林果既作爲經濟作

物，又作爲鄉村景觀，體驗别樣農家風情。

圖7 桃李果園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8 油菜花田

（圖片來源：微信公衆號智慧田陽巴某村）

圖9 玉米田，南瓜田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10 私家果蔬園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2.2 康養觀賞景觀

植物景觀主要指人們對於自然界植被、植物群

落、植物個體所表現的形象，通過長期以來的心理

和文化積澱而産生的一種共鳴，一種“實在的美的

聯想”［10］。觀賞類植物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是康養生

態，净化空氣，二是裝飾點綴，美化環境；康養觀賞

類植物景觀主要分爲濱水植物與陸生植物兩種。首

先，濱水植物叠水公園與入口濱水花園處居多，水

岸附近大量種植花葉蘆竹（圖11）與斷節莎，色彩上

以緑色背景作爲陪襯，少量分佈美人蕉（圖 12），形

如羽毛，又似飛鳥，以紅色作爲點綴，搭配池岸四季

桂與長葉腎蕨（圖 13），形態各异，在色彩與形態上

共同裝點池岸；入口濱水花園處與木橋處分佈處以

紫茉莉（圖14），紅楓樹裝飾較多，作爲遊憩區域，以

鮮亮色彩烘托氛圍。其次，陸生植物種類較多，入口

處多栽植較爲素雅的綉球藤（圖 15）、長葉腎蕨、樸

樹、鐵木、等素雅植物作爲鋪墊，體量較小，入村後

沿道路兩側種植芭蕉（圖 16）、劍麻（圖 17）、鵝掌

楸、珊瑚樹等中大型植物，草地間植高節沿階草與

水鬼蕉作爲過渡，最後於主要建築、花園附近種植

三角梅（圖18）、粉紙扇、泰竹等鮮艷類植物，將游賞

氣氛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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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水岸花葉蘆竹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12 水岸美人蕉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13 路畔長葉腎蕨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14 池岸紫茉莉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15 路畔綉球藤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16 路畔芭蕉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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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緑地劍麻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18 民宿區三角梅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3 山水旅居鄉土建築

中國傳統人居環境追求詩意和山水精神的理

想，對今天的宜居城市建設、美麗鄉村建設、新型城

鎮化建設，富有哲學和思想的啓發［11］。中國人追求

與世無争、安閒自在的生活，巴某村的民居建築立

足氣候條件，考慮居住習慣，結合當地鄉土文化，依

偎於青山緑水之間，配合桃園、油菜田等，吸引衆多

遊客紛至沓來，宛若世外桃源，山水畫卷。民居建築

特色主要表現在宜居、宜游、宜觀三個方面。

3.3.1 宜居：建築風貌優化

在鄉村旅遊建設中，鄉村整體規劃與建設尤爲

重要，特别是代表着村莊形象的墻體景觀設計，它

在提昇鄉村旅遊價值、傳播鄉村文化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12］。巴某村民居依山傍水，粉墻黛瓦，民

居建築經歷四代演變達到今天的面貌，在建築質量

與外觀風貌上面都有極大的提昇（表 2）。第一代建

築爲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建築類爲上人下畜的干

欄式建築，多就地取材，采用當地原木，多爲二層，

無任何建築裝飾，形制便於規避蟲害，通風防潮，飼

養家畜（圖 19）；第二代建築爲九十年代之後，出現

石質類房屋，仍爲雙坡面瓦房，多爲一到二層，建築

更爲堅固耐用（圖20）；第三代建築爲二十一世紀之

後，建築爲多層閣樓式房屋，材料爲紅磚與鋼筋混

凝土組合，較少建築裝飾，房屋質量顯著提高（圖

21）；第四代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之後，形制爲多層

閣樓（圖22），混凝土與木材結合，裝飾豐富、美觀，

建築質量與面貌協調一致。

圖19 第一代干欄式木屋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表2 巴某村民居建筑情况

巴某村
民居建築

類型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年代

20世紀80年代之前

20世紀80年代至
21世紀初

21世紀至2018年

2018年—至今

形式

干欄式建築

夯土房
石瓦房

磚房

混凝土加木房

材料

木材

石材
木材

紅磚
混凝土

混凝土
木材
石磚

規制

一層/二層

一層/二層

二層/三層

三層/四層

風格特色

木材搭建
無裝飾

堅固耐用
較爲實用
無裝飾

實用性强
裝飾較少

適用與審美兼顧

演變緣由

生産生活
通風防潮

堅固耐用
規避灾害

爲提高建築
使用壽命

鄉村振興
脱貧攻堅
政府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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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第二代石瓦房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21 第三代磚瓦房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22 第四代新式閣樓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3.2 宜游：功能類型齊備

村落作爲農旅一體的發展模式，在功能規劃上

應當滿足農業活動與旅遊活動（表 3）。首先農業需

求方面以村民居住爲主體，村落現在總共有建築房

屋 117座，均爲樓閣式建築（圖 23、24），其中 98座

爲原始民居進行提昇改造，設置村委和文化活動中

心一座，設商店兩所，滿足日常生活與遊客需求，設

居民服務中心一座；旅遊需求方面以凉泉主題民宿

和凉泉鄉村菜館爲主打，設民宿五座、菜館兩座，於

湖畔設觀景凉亭三座，設村史館一座，便於瞭解巴

某村發展歷史，設旅遊服務中心一座，公共衛生間

兩座，戲臺一座，另外爲滿足當地村民精神信仰，設

廟堂兩座；巴某村建築類型多樣且功能合理完善，

農業與旅遊同步發展。

表3 巴某村各建築類型分配情况

民居建築 民宿

服務中心 衛生間

觀景亭

村委

餐館

村史館

商店

廟堂

圖23 民居建築側立面圖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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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民居建築側正面圖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3.3.3 宜觀：實用審美統一

隨着社會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開始

更加注重環境的質量。海德格爾的哲學觀點：人，

詩意的栖居［13］。海德格爾强調人的生存環境應當

輕鬆愜意且富有情調詩意，首先，巴謀村民居在

實用方面，滿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且提高了居住質

量，背靠青山近水樓臺，真正做到了“詩意栖居”

（圖25），并且全面考慮商用功能、公共服務功能、

餐旅功能等；其次，巴某村民居建築，青山緑水搭

配粉墻黛瓦與油菜花田，宛若吴冠中的山水畫

作，詩情畫意，另外結合鄉村振興戰略，反映黨的

主題，不忘黨的幫扶，設法治主題園、紅色文化裝

飾、文明鄉村雕塑等，實用與審美兼容並蓄，相互

結合（表4）。
表4 巴某村建築提昇特色

巴某村
建築風
貌提昇

性質

實用性

審美性

功能

居住功能、商業功能
餐飲功能、公共服務功能、

休閒文旅功能

主題園區、裝飾設計
文明宣傳、品牌形象

特徵

兼容並蓄
相互結合
協調統一

圖25 民居建築依山傍水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4 紅色資源核心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紅色旅遊要把準

方向，核心是進行紅色教育、傳承紅色基因、接受

紅色洗禮。”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要充分

發揮紅色旅遊的教育功能與輻射效應［14］。習總書

記曾指出紅色文化資源對於文旅行業的重大意

義；巴某村緊扣鄉村振興主題，以紅色文化爲核

心，意在强調不忘初心，喫水不忘挖井人，對於黨

的幫扶以藝術化的形式進行展示，主要表現爲黨

建主體裝飾，景觀小品雕塑，村史村委宣傳三個

部分（表5）。
3.4.1 黨建主題裝飾

民居建築作爲村落的主體，是藝術裝飾的重

要部分，巴某村的建築立面提昇改造既是村落的

重點，亦是村落的亮點。首先，就重點而言，紅色

資源是村落的主題文化，貫穿於村落設計的始

終，建築基本爲三到四層，色彩上以白色爲主題

色調，一層與屋頂采用灰、磚裝飾作爲輔助色，采

用“不忘初心”“中國夢”“鄉村振興”等紅色標語、

圖案作爲裝飾（圖26）。其次，就亮點而言，村落色

彩搭配主次分明，緑水青山，粉瓦黛墻搆成和諧

畫面，選擇原木材質是對當地原始干欄式建築的

文脈呼應（圖 27），選擇壯錦、銅鼓等圖案是展現

民族文化特色（圖28）、點綴紅色文化標語是對黨

的領導的擁護，協調搭配，畫龍點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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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建築立面黨建裝飾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27 木構裝飾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28 銅鼓壯錦裝飾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4.2 法治小品雕塑

景觀雕塑作爲空間境藝術的主體存在，與空間

環境藝術互融爲一體，它與空間中的自然環境和術

人文環境必然存在互動的關係，與社會化生態，發生

着聯繫和傳承關係［15］。建築藝術裝飾是以二維的方

式進行展示，雕塑小品則是以三維的方式進行呈現，

更加具體想象。巴某村設置大量雕塑小品，以法治文

化園爲代表，照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個人層面的要求，於巴某水湖附近

設置“規矩”雕塑，由規與矩兩類用於經藝術處理完

成，意在告誡人們没有規矩不成方圓，應該遵紀守

法（圖 29）；於觀景亭附近設置憲法雕塑，由憲法文

件、銅鼓、數字“12.4”組成，既爲村民普及憲法知識，

又極具壯鄉民族特色（圖30）；於體育場附近設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雕塑，考慮到此處人流衆多，便於居

民觀看熏陶（圖31）；於村落各處散置“銅鼓”藝術小

品，數量衆多，起到耳濡目染的作用（圖32）。

表5 巴某村红色文化表现形式

巴某村紅色文化
表現形式

主題

黨建主題裝飾

法治小品雕塑

村史村委宣傳

形式

建築立面

小品雕塑

建築
文化宣傳欄

道標

表現手法

墻繪裝飾
壯錦/銅鼓民族圖案裝飾

色彩搭配
石凳石塑
石雕石刻

色彩裝飾
圖案表現
文字標語

性質

二維平面

三維立體

三維立體

寓意内涵

鄉村振興
擁護黨的領道

無規矩不成方圓
遵紀守法

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復習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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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規矩”雕塑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30 憲法主題雕塑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31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景觀小品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32 銅鼓小品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4.3 村史村委宣傳

村内設置村史館一座，並於村落各處設置大量

紅色文化宣傳標語；首先，村史館采用夯土材料建

造而成，内部則大量使用木材，形制爲干欄式，爲上

世紀原民居的形式，内部陳列特色農産品、發展歷

史宣傳欄、特産模型等，對歷史發展進行回應，極具

鄉土特色（圖 33），村史館設立的意義有兩方面，對

内能够提醒村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銘記感恩黨

的幫助，對外可以使遊客瞭解巴某村的發展歷史，

作爲發展特色點，打造鄉村旅遊品牌。其次，通過設

置各式各樣的文化標誌（圖 34）、發展宣傳欄（圖

35）、紅色標語等，以豐富的藝術形式裝點村落，錦

上添花。

圖33 村史館，夯土建築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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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文明標語石凳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35 文化宣傳欄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3.5 美麗鄉村建設目標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是一個不斷積累、不斷豐

富的過程［16］。鄉村振興在理論的實施中指導實踐，

在實踐的總結中豐富理論；巴某村的發展形成當前

農旅一體化四大發展模式中的“美麗鄉村”模式，既

促進農業增收，又推動文旅發展，立足美麗鄉村的

建設目的，主要表現在鄉村風貌提昇與戰略目標的

響應兩方面。

3.5.1 鄉村風貌提昇

鄉村建設程度的優劣，通過人的視覺感受是最

爲直接的，優美的環境，良好的風貌往往是最簡單的

評價標準。巴某村立足原有農村、農田、農業的基礎，

通過設計手段對民居建築進行改造，提高居住質量，

對景觀進行重新規劃，既爲農田增收，又能净化裝

飾，營造康養環境；通過設計提昇了鄉村色整體風

貌，由此可以吸引遊客，發展旅遊業，在原有資源的

基礎上重新變通與規劃，實現農旅一體，實現美麗鄉

村的建設目標，響應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圖36）。
目標：美麗鄉村

（原有）

農

（新增）

旅

手段：設計

表現

建築 景觀
（改造） （規劃）

實質：充分利用“農”業資源，以
設計手段提昇面積，吸引“旅”客

農旅一體

鄉村振興

圖36 以設計手段建設美麗鄉村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3.5.2 戰略目標響應

黨的十九大提出“産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

巴某村以農旅一體的發展模式對這一總要求均有

不同程度的體現（圖 37），生態宜居是最爲直接的，

通過建築與景觀的改造規劃，提昇環境質量，建立

宜居鄉村；産業興旺方面，以農旅一體的發展模式，

打造農田景觀、桃李産業、康養花園等；鄉風文明方

面村民遵紀守法，鄰里和睦，樂於奉獻，以法治主題

園，文明文化墻的形式弘揚宣傳；治理有效方面，疏

通河道，排污排澇，路網規劃，引進企業，政府扶持；

生活富裕方面，村落已實現全面脱貧摘帽，并且進

入小康水品，幸福和諧。

巴某村
（桃李農田）

（康養花園）

（法治主題園）

（文明宣傳）

（水網治理）（路網建設） （脱貧致富）（全面小康）

（建築提昇） （景觀規劃）

産業興旺 鄉風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生態宜居

圖37 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於巴某體現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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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文章以全國鄉村治理示範村廣西百色市巴某

村爲例，立足農旅一體化的背景，從生態宜居思想、

花果農田景觀、山水鄉土建築、紅色資源文化、美麗

鄉村風貌六個方面來對巴某村建築景觀規劃特色

進行研究，生態宜居規劃理念體現在自然生態布

局、康養緑色旅居、湖岸修復規劃三大方面；林果花

木農田景觀從農田作爲景觀、康養觀賞景觀兩個方

面進行分析，集農耕與康養一體；山水鄉土建築從

宜居，宜游，宜觀三方面分析其建築風貌提昇、功能

空間多樣、實用審美統一；紅色資源核心文化方面

通過黨建主題裝飾、法治小品雕塑、村史村委宣傳

三方面進行紅色文化的弘揚；美麗鄉村建設主題從

鄉村風貌的提昇與戰略目標的響應兩方面分析，通

過設計方式建設美麗鄉村，服務於國家戰略。

巴某村從極度貧困到全面小康，從貧困山村到

生態宜居，産業興旺，在規劃建設中以設計手段充

分利用資源，優化提昇鄉村風貌，形成農旅一體的

特色發展模式，以此爲例展開研究，希望對於當前

新農村建設有所啓示，對鄉村風貌改造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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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設計在鄉村休閒遊發展中的研究

——以“鄉村動漫”創新班教學改革爲例

張欣宇

三明學院，福建 三明 365004；克拉斯諾達爾州立文化大學，俄羅斯 克拉斯諾達爾 350072

摘要：發展好鄉村休閒遊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2020年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山”理論的十五週

年，踐行“緑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積極探索鄉村休閒遊的創新發展路徑至關重要。動漫作爲創意産業

中最爲活躍的組成部分之一，在融合旅遊資源、助力鄉村旅遊文化内涵和附加值提昇方面表現出突出的作用。鄉

村休閒遊絶不僅僅是種植、采摘和品嚐，這些1.0版本的農業旅遊場景亟待進化。動漫設計可以賦予鄉村休閒遊

更多妙趣和甜美的氛圍，也可以賦予鄉村休閒遊更多文化内涵。而地方高校作爲動漫設計人才培養的主要機構，

應當結合本地區的區域特色、産業特點和學校優勢,以地區需求爲紐帶，特别是推動本地區的“鄉村振興”做發展

方向組建的項目驅動創新班，能够有效促進高校與地方合作，切實提高學生實踐能力。由福建三明學院藝術與設

計學院動畫係組建的“鄉村動漫”驅動創新班，是以“鄉村振興”的生態文明和社會全面建設提供人才服務，用動漫

爲設計手段實現鄉村休閒遊提供模式創新。

關鍵詞：動漫設計；鄉村休閒遊；鄉村可持續發展

Research on Animation Desig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Take the teaching reform of“Country Animation”innovation class as an example

ZHANG Xinyu

Krasnodar State Institute of Culture, Krasnodar Krai, 350072, Russia；Art and Design Academy of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4,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village revi-

talization”strategy. 2020 is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two mountains”theory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green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is

practiced and actively explor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is very important. 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component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animation has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integrating tourism re-

sources, boost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dded value of rural tourism. Rural leisure travel is more than just plant-

ing, picking and tasting. These 1.0 version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scenes are in urgent need of evolution. Animation de-

sign can give rural leisure travel more fun and sweet atmosphere, and can also give rural leisure travel more cultural

connotation. As the main institu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animation design talents,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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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漫設計助力鄉村休閒遊實現創新發展

鄉村休閒遊成了目前很多村莊發展經濟的方

式。鄉村休閒遊的開發，應該結合本地“青山緑水”

的自然風貌的同時，加入文化創意元素，成爲當下

更加適合傳播的新形勢，以滿足遊客日益提昇的文

化體驗需求。《中國鄉村旅遊發展報告（2017）》總結

了制約我國鄉村休閒遊發展的 5大瓶頸，並將“旅

遊科學規劃欠缺，産品同質化嚴重，時效性現象明

顯”列於首位用。基礎薄弱、“千村一面”，乃是我國

鄉村旅遊發展面臨普遍挑戰；特色建設、文化内涵

挖掘和業態模式創新，乃是推進我國鄉村旅遊轉型

昇級的首要任務。動漫作爲文化創意産業的活躍因

子，在國内外鄉村旅遊發展中表現出積極作用。通

過動漫 IP的打造和引入一些平凡甚至閉塞的村鎮

重塑了核心吸引力，在實現内涵式發展的同時提昇

了自身的造血功能。例如：由盛大網游《傳奇世界》

爲原型打造的杭州宋城景區，僅在2004年國慶“黄

金周”期間就吸引了35萬訪客、斬獲1800萬元門票

收入；深圳龍崗區甘坑“客家小鎮”，通過動漫P“小

凉帽”的打造和經營實現了對客家文旅資源的集中

化和典型化，預計將在未來三年達到百億産值。“全

景新疆”微信公衆號連載漫畫《阿樂的故事》，通過

互聯網渠道傳遞阿樂的人格特徵，增進其與潜在遊

客之間的情感共鳴。以“跟着雪怪阿樂冬游新疆”爲

主題的H5頁面，通過朋友圈廣告形式推廣上綫，從

旅遊六大要素中的“吃、住、游、娱”四方面出發，介

紹如何冬游喀納斯及禾木，並附上“夢幻禾木，遇見

冰雪精靈小鎮——雪怪阿樂帶你冬游新疆”優惠專

題、遨遊網阿樂主題綫路産品及諾干的阿樂定制款

食品的鏈接，促進銷售轉化。聯合網易獨家打造“冬

游新疆：阿樂帶你走進中國雪都阿勒泰”專題頁面，

同時覆蓋PC端及APP端。頁面設置阿樂新聞、阿樂

圖集、阿樂視頻三大板塊，借勢互聯網話題“神秘物

種”引發大衆對阿樂的關注。#雪怪阿樂帶您游新疆

#話題單日最高閲讀量突破 100萬，成功昇至旅遊

新浪微博熱門話題榜第二位。截至 2019年 1月 16
日，該話題閲讀量達3340.1萬，討論量達14.8萬。

通過綫上網絡傳播及推廣我們可以看到動漫

設計與鄉村休閒遊融合發展的優勢，動漫設計在鄉

村休閒遊轉型昇級中發揚本地文化，將傳統文化好

的傳遞給年輕人。動漫設計在發展和繼承中國傳統

文化過程中由不斷創新思想，從原來的動畫、漫畫

到動漫 IP表情設計在如今最爲火爆的手機端遊戲，

都可以在激活鄉村特色、融合旅遊資源、助力旅遊

文化内涵和綜合效益提昇方面有着不可比擬的優

勢。三明學院“鄉村動漫”驅動創新班以“鄉村振興”

的鄉村休閒遊，爲動漫設計創新的出發點，以驅動

創新班的課程體系、教學組織與教學方式、教學資

源以及管理機制改革爲抓手，將高校與本地方互

動、開放共享、多元評價、管理協同的實踐教學新體

系。有效促進高校在本地方堅守做出應有的貢獻，

切實提高學生實踐能力。

2 以項目驅動創新班推進高校與地方協同
育人的培養方式

“鄉村動漫”項目驅動創新班主要依託中國美術

學院互動藝術與技術研究所與省動漫創意及研發公

共服務平臺、省産品創新設計實驗示範中心等平臺

開展工作。“鄉村動漫”項目驅動聯合工作坊以“助力

鄉村振興，拓展三農服務”爲主題，爲期4周的項目

驅動聯合工作坊（圖1）。作爲又一次校際協同聯合育

人活動，這是繼2018年和19年9月在杭州成功舉辦

“鄉村動漫”項目驅動聯合工作坊第一站之後的再一

次項目化、專門性、小班型教學創新嘗試。圍遶“鄉村

動漫”這一主題，以小組的形式從鄉村休閒旅遊文

化、鄉村動漫設計目的及開發、動漫 IP形象設計、綫

上運營及推廣等幾個角度進行研究討論研究，以項

目人物角色、項目動畫模型製作等爲實踐課題操作，

combine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advantages of the region, and take the region-

al demand as the link, especiall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rural revitalization”in the region to drive innova-

tion. Class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practical ability. The“Village Animation”-driven innovation class organized by the Animation Department of

the Art and Design College of Fujian Sanming University is to provide talent services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the“village revitalization”, and use animation as a design method to realize the innova-

tion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provision mode.

Key Words: Animation design；rural leisure travel；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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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動漫人物 IP繪畫創意策劃、動漫角色泥塑製

作、模型數字化掃描拓撲工作、動漫人物骨骼綁定、

模型優化、皮膚製作、動作表情設計、成果渲染等相

關課程實踐。以項目代入課程，通過考察學生對於項

目的參與及對於項目的完成度及根據項目對於鄉村

的完成度，重點評價學生在項目中的技能考察。

圖1 鄉村動畫項目驅動創新班教學實踐過程

2.1 因地制宜得出論证，爲創新培養提供評價機制

以“鄉村動漫”項目驅動創新班模式激活鄉村

休閒遊，要經過嚴密的可行性論证，通過教師和當

地居民溝通，及先對應的專家共同制定適應創新班

的“工作坊”培養方案。對特定區域而言，須對地理

區位、資源基礎、人居環境狀况、文化底藴等做出綜

合分析和有效評估，如確有可行性，則須在廣泛。調

研的基礎上，明確發展思路、目標、重點、規模以及

所需保障措施，堅持高質量規劃先行的原則，爲後

期的設計執行奠定基礎。前期調研應采取科學規範

的方法，做到真實、詳盡，内容應涵蓋當地旅遊發展

現狀、文化資源狀况、基礎建設狀况、地方産業發展

現狀及其空間分佈、農村居民意願、生態承載力評

估等。同時，注重綜合的培養方案及評價標準，注重

形成性評價、診斷性評價和過程性評價,根據學生

參與的積極性、設想的創新性以及最終項目的完成

度等給予綜合評價網。

2.2 依據鄉村緑色發展，爲保障創新動漫設計培

養形式

在建設鄉村休閒遊項目時，要處理好“建設與

留白”“保護與利用”的關係。首先應堅持緑色發展

理念，適度合理地開發，盡量减少對自然生態環境

的破壞，注重對荒山、荒坡、荒灘等土地的利用，注

重對農村閒置資源的利用，留住“緑水青山”。其次，

應落實對鄉村個性與特徵的深入挖掘，保護鄉村的

傳統空間肌理、原始生活場景、原生地方文化和獨

特手工藝，用動漫的方式演繹“鄉愁記憶”，才能達

到好的發展效果。很多動漫内容的設計靈感都來源

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將紙上的文字變成直觀的畫

面，加深人們對内容的印象，而偏遠鄉村正是我們

傳統文化保護最後的净土。我國歷史題材範圍廣，

民間藝術元素也是數不勝數,對於動漫創作來説有

着極大的選擇範圍。通過發掘傳統文化的表現形

式，也對動漫設計創作表現形式提供了可借鑒的依

據，同時創新性的表現方式打破了原有動漫設計培

養的固有手法，對於在課程培養中真正依據實踐案

例進行教學，將理論與實踐完美的結合，是新時期

動漫設計培養創新的發展歷程。

2.3 搭建融合發展的可持續平臺，推進優質項目呈現

相關職能部門及其直屬企業應有所作爲，發揮

“政策、資源、平臺、經驗”等優勢，搭建動漫與鄉村

休閒遊融合發展平臺，倡導科學發展理念、建設專

家智庫、提供項目創意策劃與諮詢、引領融合發展

建設。另外，通過“鄉村動漫”項目驅動創新班合作

平臺搭建，可高效導入優質高校教育資源，及專業

的人才資源，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是要依靠專業人

才與當地的人才資源結合的可持續發展一個良性

互動機制。鄉村休閒遊創新發展必須擁有專業人才

梯隊的支撑，特别是熱愛農村發展事業龢熟知農村

經濟發展規律、瞭解鄉土文化特點的人才。而“鄉村

動漫”項目驅動創新班培養模式同時可以依據地方

特點，在培養高校學生的同時，結合當地人才特性

開展校合作展開訂單式培養，讓旅遊項目更好地服

務於地方建設。通過依據本地的創新發展的動畫設

計表現和新媒體技術等新興力量，拓寬鄉村旅遊産

品的宣傳推廣渠道，爲社會打造更多優質項目。

3 “鄉村動漫”以項目驅動與實踐創新相
結合提昇服務區域經濟發展

“鄉村動漫”項目驅動創新班强化以學生發展

爲中心、以鄉村休閒遊爲中心、以村鎮發展爲中心。

一是對傳統動漫專業課程進行再加工、再創造，構

建以“助力鄉村振興，拓展三農服務”爲需求，開展

核心課程及非核心課程實踐體系；二是進一步强化

教學内容和鄉村休閒遊之間的貼近度和相關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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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産業能高效整合地方産業、人力、資金、自然文化

資源進行村鎮改造、産業集聚,進而推動村鎮經濟

實現集聚效應。三是對接動漫産業要在村鎮土壤落

地生根，就必須集中當地所有資源：地理位置、旅遊

資源、交通條件、地方産業、人力資源等，按照統一

思路突出特色、整合優勢、拓展業務，最終形成集影

視傳媒、遊戲軟件、等爲一體的穩固産業鏈條，從而

有利於村鎮面貌的保護性改造、有利於拉動地方就

業和産業集聚,使地方經濟得到跨越式發展。從而

實現“鄉村動漫”項目驅動創新班與項目結合落到

實處進一步促進當地經濟跨越式發展。

探索實踐教學新範式，打造特色教學組織形

式。動漫設計的生命週期較長，對受衆的黏着性也

較强，能够持續性地爲鄉村旅遊培育消費人群。以

“鄉村動漫”項目驅動創新班爲載體，打通教與學，

貫通“理”與“技”，打破傳統動漫設計課程慣性思維

和創作思路路徑依賴。基於鄉村休閒遊發展戰略，

强化多學科交叉的整合創新能力，以“鄉村動漫”項

目驅動教學任務的開展，形成學生融入項目，并且

以“學生爲中心”的教學氛圍，綜合利用傳統媒體和

新媒體渠道大力宣傳、推廣鄉村休閒遊項目和“鄉

村動漫”項目驅動創新班建設工作成果；利用原創

或引人的動漫 IP講好鄉村故事，講好“緑水青山就

是金山銀山”的理論，豐富融媒體文化營銷内容。同

時，將外引和内培結合起來，并且重在内部人才培

養，爲外出務工人回鄉創業提供資源和平臺，以滿

足未來鄉村休閒遊的可持續發展需求。

推動産教融合與校企合作，搭建資源整合平臺。

項目驅動創新班尋求校際聯合、教産融合、校企合作

的有效途徑。如三明學院“鄉村動漫”項目驅動創新

班在校校融合方面是以中國美術學院互動藝術與技

術研究所、臺灣義首大學數位多媒體系及國内很多

高校教育及研究所各方面的資源進行合作與廣泛的

交流，打破層面窄、效益低的校校融合舊模式，成立

以實踐教學爲主的“工作坊”多維合作範式；并且在

校企合作辦學模式中，積極引進北京觸控科技及鳳

凰衛視等業界知名的科研推廣平臺，營造開放式的

辦學模式；在整合和拓展教學資源方面，探索將“大

衆創業，萬衆創新”的理念融入到鄉村休閒遊與“鄉

村動漫”的項目合作中，實現專業與地區發展的優勢

互補、强化學科建設與“鄉村振興”的合作共贏，以激

發師生參與項目内生動力和活力的同時帶動本地區

的人員融入到項目之中，從而教學活動更好的融入到

項目驅動創新班中，帶動鄉村休閒遊的可持續發展。

4 總結

隨着新觀念和新技術的發展，動漫設計已經不

再是傳統僅僅用動畫表現或者漫畫來訴説當下的

故事，動漫教學也應該在適應發展的潮流同時，關

注到我們身邊的“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和如何利

用動漫設計助理鄉村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創新的嘗

試。動漫設計和鄉村休閒遊均屬於低污染産業，且

前期需要大量的分析和研究，而中期需要將計劃和

結合實際情况完成，後期都需要將成果延續及在其

基礎上進行創新。動漫設計教育者也應該重視人才

創新培養模式與鄉村可持續發展融合，尋求到適合

發展鄉村可持續發展之路，承擔起傳承傳統文化的

責任，積極推動鄉村休閒遊的發展，是動漫設計實

踐教學未來發展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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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鄉村設計振興的方向

“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當

前我國發展建設的重中之重［1］。鄉村振興離不開鄉

村生態與人文生活的設計與建設，設計從何種角度

介入鄉村振興，全國各地已有諸多嘗試，其中有特

色鮮明的閃光案例，典型爲鄉村旅遊開發，但更多

的是粗糙復製，造成“千村一面”的結果。部分鄉村

對城市設計建設的模式進行模仿照搬，但由於城市

與鄉村在人口結構和生態環境方面差异較大，生搬

硬套造成一些不倫不類的設計，即丢失了鄉村文化

的特殊性，也未得到城市模式的便捷性。對此，設計

振興鄉村的路徑可從鄉村地區“十裏不同音”、“靠

山吃山，靠水喫水”的地域和文化特點方面介入，以

精雕細琢的方式進行“精準設計”，依照“一村一俗”

發展爲“一村一景”。本文以雅安市滎經縣崍麓村爲

可持續的設計理想之鄉土朴素觀佐鄉村文化振興

周光杰

四川開放大學

摘要：以鄉村文化振興爲目的，從可持續發展的設計理想出發，適宜鄉村可持續發展的設計策略需要結合在地鄉

土檏素觀，即村民所依賴的鄉村環境生態和長期以往的文化觀念、行爲特徵，進而以此引導的針對性的設計方式，

而非對城市設計模式的生搬硬套。研究以川西一村莊爲案例，通過對其鄉土檏素觀做剖析，分析人口結構問題，結

合現代鄉村生活和發展環境，發現當前鄉村設計發展中的欠缺點。從根植於鄉村的檏素觀對設計介入鄉村發展提

供思考，從設計的角度推動鄉村設計可持續發展，協助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

關鍵詞：鄉土檏素觀；設計理想；鄉村文化振興；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sign Ideal：Rustic Simplicity PushRural Culture Revital-
ization

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rejuvenating rural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ide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sign strategy suitable for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local simplicity, that is, the rural

environment ecology that villagers rely on and the long-term past cultural concepts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guide the targeted design method, rather than mechanically copying the urban design mode. Taking a village in West-

ern Sichuan as a c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native simplici-

ty, and finds out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rural design development by combining with the modern rural life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simple view rooted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thoughts on the in-

tervention of design in rur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assist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usticSimplicity；Ideal Design；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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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案例，分析其從晚清時期至今的歷史變遷，剖

析該地人口、自然、生態、人文等特徵，以之進行對

點設計建設，助力鄉村特色文化振興。

1.2 檏素觀綜述

檏素觀是我國傳統美學思想之一，從先秦時期

道家的“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少則多，多則惑”，

儒家的“繪事後素”［2］，以及墨家法家的“去飾致用”

到之後禪宗的“空”、“無”的思想，匯融爲中國傳統

檏素審美觀。日本的“侘寂”思想是其檏素觀的綜合

體現，“侘寂”思想同源於禪宗“空寂之美”的影響，

在日本的生産生活中均體現此美學觀念。歐美設計

思想中對檏素觀的表現主要以現代主義設計爲開

端，其中以米斯·凡·德羅提出的“lessismore”爲主

導思想，倡導以功能爲主的簡潔設計。鄉村地區因其

自然生態特色與人文生態特點，在設計發展中，以檏

素觀爲主的設計思想爲主導，可最大程度保留鄉村

文化韵味，發展緑色經濟、舒適宜居的鄉村生態。

2 鄉村變遷分析

2.1 地理環境分析

崍麓村隸屬滎經縣，位於雅安西南部，大相嶺

山脈北端，海拔1200米以上，東接京昆高速/雅西高

速入口，距滎經縣城 20公里（見圖 1）。全村沿坡居

住，村内主道曾經爲茶馬古道主幹道，至今保留完

整茶馬古道遺址。域内自然資源豐富，有當今世界

面積最大的野生珙桐林，界内也監測發現到野生大

熊猫，規劃爲大熊猫走廊帶。在2019年認定爲第二

批國家森林鄉村。

圖1 崍麓村地理圖

（編輯於高德地圖）

2.2 村内産業歷史變遷

當前該村爲典型的人口輸出村落，勞動力流失

嚴重。清末至民國時期，崍麓村爲茶馬古道上重要

驛站，當時名叫黄泥堡，是成都、雅安等地區前往瀘

定進入藏區的主要道路，村内有供背夫、商旅休息

的脚店、飯館等，村内形成小型市集，周邊村莊村民

常到此“趕場”，該時期爲崍麓村近現代較爲繁華的

時期，以大家族、鄉紳等權威爲主（見圖 2）。新中國

成立後，川藏公路的修建與通車使茶馬古道退出歷

史舞臺，崍麓村也逐步失去了交通干道的作用，此

時崍麓村還隸屬凰儀鄉，其名字來源於早期的黄泥

堡。上世紀70年代至2000年左右，受工業發展的影

響，縣城内建立多家鋼鐵廠、煤廠、礦廠等，村内豐

富的煤礦、硫鐵礦、花崗岩等礦産資源被挖掘，這些

工廠大量吸收本地男性青壯勞動力，婦女老人多從

事村内農務耕作，村内多山地，平田較少，種植以小

面積水稻、玉米、大荳、應季蔬菜爲主，每家每户所

種糧食蔬菜僅僅足够供自家消耗，山地以種植竹

子、杉樹爲主，成材後砍伐售賣，爲家庭重要經濟來

源。該時期村内年輕勞動力流失較少，並有周邊鄉

鎮村民到此務工，村民基本没有遠赴外地務工的思

想，家族共生發展和村内大家族權威思想還有存

續。2000年後，村内所能開採的礦産資源幾乎已

盡，村内男性青年開始外出務工。因山地落差大，水

能資源豐富，沿村修建小型水電站十餘座，水電站

員工主要爲當地中青年村民，其中女性員工占比

70%以上。在退耕還林的影響下，進行糧食蔬菜種

植的家庭越來越少，到2008年左右，幾乎再無耕田

圖2 晚清民國時期文書

（筆者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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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農作物。後鄉鎮開始大量合併，撤銷凰儀鄉，下

屬崍麓村並入安靖鄉，中心小學搬遷，導致村内人口

進一步流失，流失因素如圖3所示，各階段人口與産

業特徵如表1所示。目前，村内常住人口僅60餘人，

平均年齡65歲以上，村莊的生命力衰退愈加嚴重。

3 鄉村設計發展中的問題與改善方法

3.1 鄉村發展中的問題

根據調查發現崍麓村在近 50年的發展中，主

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自然資源破壞性開採與挖

掘，開採規劃不合理，造成大量資源損耗與環境破

壞。二是没有可持續化産業發展，造成大量人口流

失，逐步形成衰亡型村落。三是現代化基礎建設落

後，加深生活中的不便。四是鄉土檏素觀的凋散，加

劇鄉村文化的湮滅。

2013年左右，滎經縣開始發展生態旅遊産業，

以龍蒼溝、牛背山、鴿子花（珙桐）爲主打進行宣傳

開發。崍麓村依託鴿子花進行旅遊産業發展，但缺

乏系統性規劃設計與基礎設施建設，村内幾乎没有

可以提供餐飲、居住的商户，所能吸引的遊客極其

稀疏，到目前該産業效能無明顯效果。如何讓外出

的人想回，外地的人想去，是讓鄉村振興的核心問

題。針對引回和引進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引

回針對當地外出人群，在經濟産業支撑的基礎上，生

於斯長於斯的鄉土情愫是該人群的重要牽引。對於

外地人群，以商旅爲主，在舒適的環境配置基礎上，

鄉村文化與獨特的自然生態是該人群的重要吸引。

3.2 實况分析與方案策略

崍麓村是一個無典型文化遺址、無特殊傳統工

藝、無特色經濟産業的“三無”鄉村，在中國這樣的

鄉村成千上萬，這類鄉村的開發首先要避免無合理

設計與規劃的開發和建造。一是盲目的透支大量資

金進行所謂的現代化工程建設，破壞原有環境格

局，建設成爲一片工業廢墟。二是盲目模仿外地旅

遊鄉鎮，攬入千篇一律的商業模式和鄉村設計，摒

棄了自有的鄉土氣息，成爲乏味無趣的没有思想的

復製品。鄉村建設的核心問題還是人的問題，外部

輸血式的介入，不能從根本上解决問題［3］。

在研究中顯示，影響鄉村建設面臨的最大困難

是農村發展資金缺乏［4］，鄉村振興建設要分步走，

以人口“旅性回流——弱性回流——强性回流”的

發展形式進行規劃，其各階段的特徵特點如表2所
示。目前崍麓村發展建設的目標應爲强化旅性回流

的基礎建設，推進弱性回流的發展建設。

表1 崃麓村各时期人口与产业统计表

時期

晚清民國時期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

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

2000年至2010年

2010年至今

主要從事産業

商貿，農耕

農耕

礦産，農耕

外出務工，水電站，竹木

外出務工

人口流量

大

\
較大

較小

極小

人口結構類型

增長型

\
增長型

衰减型

衰亡型

常住人口特點

中青年人群爲主體，老齡、兒童分佈均衡

\
中青年人群爲主體，老齡、兒童分佈均衡

老齡人群爲主，兒童、中青年人群較少

老齡人群爲主，中青年、兒童人群極少

無經濟産業支撑 無現代基礎設施

希望留居本地

不願與後輩一起居住

後輩不願一起居住

老人留守

中青年外出務工/定居

兒童、青少年在外就學

村内無相關教學機構

老人隨遷

幫助子女照顧小孩

被子女照顧

图3 人口流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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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鄉土檏素觀的可持續設計

可持續意識形態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物種

的個體以及集體責任的核心價值，是相互聯繫且共

享解决方案的［5］。在以旅性回流的基礎建設和弱性

回流的發展建設目標下，鄉村建設與設計從可持續

發展的角度出發，回歸鄉土檏素觀，將設計的重心

落在當地人身上，回歸生産與生活，回到理想中的

鄉土，成爲回得去的故鄉，將鄉村打造成在外人員

的後花園，康養宜居的港灣，而非現代人最陌生的

故鄉。

以鄉土檏素觀的可持續設計，一是以合理宜居

的目的進行設計建設，即配備滿足現代生活的日常

設施。當前年輕人及兒童即使在休假期間也不願意

回鄉村居住的原因之一便是鄉村基礎設施與城市

差距較大，比如道路破損，交通出行不方便等，産生

諸多不適應。二是以保護與恢復爲目的的修繕，避

免大改大修。鄉村振興與現代化鄉村建設並非要將

鄉村改建爲高樓大厦，高樓林立是城市化的特色，

但它並不屬於鄉村文化。鄉村有自身的獨特的審美

韵味，且鄉村並不代表低等於城市，這兩者並非二

元對立。鄉村的建設要展現出它的美學意涵。三是

確定現代鄉村的功能性，在設計過程中以此爲中

心，統籌規劃，合理開發，摒棄無效的多功能設計，

去繁存簡。

5 結論

我國是一個有七億多農村人口的農業大國，三

農問題和鄉村發展是我國長久以來一直放在首要

位置的問題。在針對鄉村問題的實踐研究中，瞭解

到鄉村的發展不能簡單的照搬城市化建設，對於數

量廣泛的“三無”鄉村，也無法參照相關名流村落的

發展經驗。而“三無”鄉村的發展却是亟待解决的問

題。通過分析鄉村衰亡的前後因果關係，溯源其核

心問題，通過鄉土檏素觀的設計方式介入鄉村振

興，爲可持續化發展的理想爲現代化鄉村的建設和

發展從設計思維上提供一個思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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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人口回流阶段表

階段

旅性回流

弱性回流

强性回流

主要人群

在外定居、務工、
學習人群

當地老人、婦女、
兒童

當地居民，外地
遊客

主要特點

長期在外人群通過休息日、
節假日等回鄉短暫居住

老人、婦女以及其他不便外
出務工人群可就地獲取一定
收入，學前兒童可就地就讀
幼兒園

村民就地可獲得豐富的經濟
收入，家庭人員長期定居，可
吸引周邊遊客短期旅居

配套設施

1.合理適宜的現代家居生活設施；2.完善
的四級公路和公共客運；3.完善的水、電
設施；4.滿足簡單日常的小型生活超市；
5.至少一名常駐醫生的衛生所

1.家庭居住環境與設施與城市居民差距
進一步縮小；2. 連接鄉村與縣城的公共
交通；3.滿足日常的生活超市和餐飲業；
4. 可提供經濟收入小型産業；5. 可對小
病、慢性病進行短期治療

1.滿足康養宜居的生態環境；2.便捷的公
共建設和生活配置；3. 以鄉村爲主體的
經濟産業

該階段所存在問題

1.不能提供就地就業；2.不
能解决兒童就地就學問題

1. 就地就業的收入不能完
全支撑家庭開銷；2.主要勞
動力外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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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域文化是我國千百年來傳承至今且發揮重

要作用的傳統文化，具有獨特的生態、民俗、傳統、

習俗等文明表現。隨着文化全球化的快速、多元發

展，我國的地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衝擊，而在傳統

民居更新設計的實踐過程中，由於對地域文化的瞭

解與利用不够，導致新民居風貌千篇一律，失去各

地的地域特色。紅安傳統民居作爲湖北傳統民居的

重要組成部分，在建築風格上受到當地特有自然氣

候、地理環境及傳統人文的影響，凸顯出强烈的地

地域文化視野下傳統民居的解析與更新設計實踐

——以紅安陡山村爲例

張念偉

青島理工大學琴島學院

摘要：陡山村位於紅安縣八裏灣鎮東北方向5公里處，被列入爲中國傳統村落名録。村落内目前仍保存了大量的

富有歷史價值與地域文化的傳統民居，成爲鄂東南地區重要的傳統民居之一。本文通過對陡山村傳統民居的實地

調研，分析村落現狀及原因，探析其地域特色的建築風格。以陡山村内的一處廢棄老傳統民居爲實踐對象，對其進

行更新設計實踐，嘗試提出適應當地傳統民居更新設計的策略。

關鍵詞：地域文化；傳統民居；傳承；更新設計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Residence and Practice of Renewal Design un-
der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Take Doushan Village in Hongan as an Example

ZHANG Nianwei

Abstract: Doushan Village is located 5 kilometers to the northeast of Baliwan Town, Hongan County, which is listed in

the li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At present,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with historical value and re-

gional culture are still preserved in the villages, an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the

southeast of Hubei.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Doushan Vill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the villages, and probes into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i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aking an abandoned old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Doushan village as the practice object, the renewal design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and the strategy to adapt to the local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renewal design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Traditional Residence；Heritage；Renew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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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特色。本文選取了傳統民居資源豐富的陡山村

作爲研究對象，分析村落的現狀及原因，並從影響

建築風格地域化的自然、人文和技術因素爲切入

點，對其傳統民居的選址與布局、空間與造型、技藝

與材料加以探究，探尋其地域建築文化及設計思

想，爲傳統民居的更新設計實踐提供有效策略。

1 陡山村概况

陡山村位於湖北省黄岡市紅安縣八裏灣的東

北部區域，該地區的地形以山地丘陵爲主，位於長

江中下游地區，在氣候區的劃分上屬於亞熱帶濕潤

季風氣候，夏熱冬冷，四季分明。作爲鄂東地區目前

保存較完整的明清古建築群之一，整個陡山村多面

臨水，背靠山體，村中有内部河流多處。村落中保留

許多合院式傳統民居，大多保留原有風貌：木結構、

藍色瓦、青磚墻、高石臺階，頗具當地特色，目前陡

山村已被列入第五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録。

陡山村最具特色的建築群當屬吴氏祠，作爲村

落的核心景點，其位於陡山村的中部位置。吴氏祠

始建於清干隆二十八年，由吴姓族人合資興建，同

治十年維修，光緒二十八年新修。該祠的基本布局

坐南朝北，深三進、廣五間、四合院式的磚、石、木結

構建築群。祠堂的建造是古代宗法制度的延續表

現，也是族人們聚會、交流，維持本族秩序、集體力

量的重要場所。作爲國家AAA級旅遊景區、第三批

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吴氏祠對陡山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起

到關鍵的作用，也成爲傳承文化和美好村風家風的

良好場所。

2 陡山村傳統民居的現狀及原因

目前陡山村的現存傳統民居數量遠遠少於建

造之初，尤其是在近百年的時間裏减少的數量尤爲

嚴重。隨着經濟發展，老民居數量在快速减少，新民

居數量在逐漸增加，使得新民居的立面及形態與固

有的傳統民居之間缺乏統一協調性，原有的村落建

築風貌也被打破。通過對陡山村的實地調研與走

訪，發現造成其傳統民居數量减少的原因主要在以

下幾點：

2.1 社會發展快，重視程度低

從新中國成立至今的 70多年裏，由於國家社

會制度的變化，很多傳統民居的産權歸屬問題也發

生了改變，部分傳統民居不再是一家獨有，内部居

住者增加，傳統民居的家族群居性被分離，導致其

專屬性不再完整。隨着社會的穩定發展，人口數量

的逐漸增加，又有很多傳統民居被子孫後代分割繼

承居住，導致傳統民居出現數量不足，需求量過大。

時代的快速發展，使用居住者因心態的不同對傳統

民居的珍惜程度不同，因需求的不同對傳統民居的

改造程度不同，導致出現了不修繕、不使用、推倒重

建等問題的大量涌現，使得傳統民居在短短幾十年

内消失數量巨大。

2.2 破壞程度高，保護力度弱

陡山村傳統民居的破壞主要在於自然方面和

人爲方面兩個原因。自然方面主要是傳統民居建築

材料和技術工藝造成的。由於陡山村的傳統民居大

部分屬於磚石土木的混合結構，這些傳統民居在經

過了幾百年的時間推移，木材中微生物降解，社會

動盪没及時修補等，很多傳統民居都自然消失。人

爲方面主要是傳統民居使用者價值觀念和社會文

化衝擊造成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物質文明建設也有很大成效。但在精神

文明建設方面，人們的價值觀念顯得尤爲不足，許

多傳統民居在西方建築文化的强烈衝擊影響下，摒

棄了最特色的傳統民居風格而選擇西方建築風格，

也没將傳統民居的相關建築思想和技術工藝融入

其中，使得傳統民居的遭受到嚴重的破壞。

2.3 威脅因素低，凝聚力缺乏

由於社會文明的不斷發展和進步，陡山村傳

統民居最原始的群聚生活與防禦體系已經不再重

要。村落中的人們不再擔心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受

到威脅，放棄了以前以宗族血緣關係爲紐帶的群

居生活。由於人口數量的增加，家庭結構的轉變，

傳統民居的天井院落與層層設防體系不能適應現

代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漸從緊凑式的傳統民居轉

變到現代獨居式的新民居中。封建社會時期，傳統

民居的設計主要由本族中有威望、有知識、有水平

的族長或者長老擔任設計師的角色，所有的傳統

民居設計都能够統籌安排，在建築風格上能做到

整體把控。而進入現代社會，隨着宗法制逐漸淡地

化，每户的家長或者包工頭擔當了設計師的角色，

導致在新民居的設計上作出了有别於傳統民居的

建築。

2.4 時代需求變，房屋利用少

隨着時代的進步，社會結構的改變，陡山村歷

經百年的傳統民居已經不能滿足現代人們對居住

的需求，再加上近些年國家要求在原地址建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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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造舊房相關政策的出臺與實施，也導致了部

分傳統民居的瞬間消失。從交通方面來看，由於各

類交通工具的出現，現代人們常常把交通便捷作爲

新民居建設的首要因素，建造的房屋一般選擇在沿

着交通干道和場地開闊附近，使得更多的人們遺棄

了老傳統民居，選擇新的地塊去重新建造新民居。

從思想觀念方面來看，現代的年輕人的思想已經發

生變化，傳統的居住狀態已經淡化，要尋求更高的

生活居住水平，即使老傳統民居質量很好、基礎設

施完整。繼續留在傳統民居裏面的主要是老年人，

使得傳統民居缺乏活力和生機。

3 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築風格解析

3.1 村落的選址與布局

陡山村的選址依據主要采用依山傍水，農耕相

依的關係。村落地處在大山深處，在山脚下建立村

落，周圍有平坦土地用來耕種。村落北面的山體可

以扺禦冬季北來的寒風，南面的河流可以迎來東南

季風的温潤。整個村落順着山勢呈緩坡狀向下，整

體朝向爲東南方，從而獲得了充足的日照。同時，緩

坡狀走勢避免村落洪澇灾難的發生以及保持整個

村落的水土環境，使得人工建成環境與自然環境互

相協調。

村落的平面布局依據主要是以地形、地貌依

山就勢，并且與環境、氣候等自然因素相適應的原

則。村落的傳統民居在朝向上是向水，即民居不依

據地形、風、光等因素的影響，而根據水的走勢來

確定，傳統民居的主立面朝向水體。每家每户都面

朝村前的河流，居民家的大門在設置的時候基本

都朝向河流或者池塘方向，這就會導致出現部分

大門和墻體方向之間發生偏移的情况出現，這也

是爲了滿足整體村落布局和單體朝向所作的調整

與安排。

3.2 民居的空間與造型

陡山村的傳統民居主要以合院天井式民居爲

主，以一明兩暗的典型平面最多，也有一字排典型

平面。一明兩暗典型平面，即三間一字形排開，中間

爲明間，兩邊爲次間，明間位置最優，作爲家庭的核

心區，兩邊則是輔助間。一字排典型平面，這種平面

布局通常用作三間以上間數並以一字型進行排列，

能够在没有地形限制或限制較少的開闊區域排開，

其地址一般分佈放置在村落的邊緣區域。

傳統民居中的天井實際上是整個宅院中房子

與房子、房子與圍墻之間所圍合而成的露天空地區

域，同時又是一個屬於家庭内部空間環境的小院

落，對於整個傳統民居起到關鍵的作用。陡山村傳

統民居的天井地面面積一般大於頂部井口面積，並

設有一定的内池部分，四周留有暗溝，中間鋪設道

路，比較講究的天井還會放置盆載、樹池或者其他

展示構件等。從空間組織的方面來看，天井是一個

連接整個傳統民居前後主房的交通節點，是一個有

利於人們交流便捷的過渡性空間。

3.3 民居的技藝與材料

受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陡山村擁有大量泥

土、石材、木材資源，而這些特有的資源成爲本地傳

統民居建設的主要材料來源。木材的隔熱性能好，

竪向穩定性强，抗震抗壓效果顯著，是陡山村傳統

民居主要的建設材料；石材的抗衝擊性强，多用來

作爲墻體基礎、鋪築勒脚和街道，盡可能减少雨水

侵蝕；采用當地燒制的青磚做面，中間再夾入土坯

磚的做法，又添加了麻繩、稻草的泥土，這種青磚

既保温又相對穩定，成爲當地傳統民居常用的圍

合材料。

傳統民居室内的梁架與墻體部分都采用木質

結構，用來連接的木構件主要以本地出産的柞木、

杉木、香樟爲主，用來房間隔斷與頂部樓板的主要

是本地木材加工成而成的板材。在降水豐富的鄂東

地區，即使空氣的濕度較大，民居的木結構也没有

腐爛，主要因爲民居内部通風乾燥的原因。天井爲

傳統民居通風起到很大的作用，内部的每個房間打

開窗户，凉風能在夏季的晚上吹進房間，這種自然

循環通風給木結構提供了乾燥的環境，從而提高了

木結構的耐候性。

4 地域文化下的傳統民居更新設計實踐

4.1 傳統民居更新設計搆思

陡山村傳統民居更新設計搆思主要圍遶三個

原則。首先是傳統民居文化的提取。在基於地域文

化的傳統民居更新設計中，要繼承傳統民居的布局

選址、氣候通風、建造材料等自然因素，也要重視傳

統民居所反映出的建造方式、文化價值、哲學理念

等人文因素。其次是因地制宜、推陳出新。將傳統民

居的營造技術與現代設計手法相融合，防止新民居

變成固定的、狹隘的傳統文化載體。最後是對符號

的傳承。傳統民居應反映出對地域文化的傳承，不

能與地域環境相背離。所以在更新設計上，外部形

態要把握運用細節符號，讓新民居與傳統民居協

調，延續居民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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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傳統民居更新設計策略

4.2.1 總體布局

陡山村目前分爲謝家灣和陡山灣兩個行政範

圍，陡山村村委會位於陡山村謝家灣的最西處，雖

然位於交通便利處，但對於整個村落的服務輻射度

較小，與東邊吴家灣行政區域居民距離較遠，村委

會與居民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性。而陡山村最具特

色的吴氏祠建築群主要位於吴家灣行政區域，也是

整個村落的核心區域。爲了更好的利用好吴氏祠文

化和更好服務居民，將此次傳統民居更新設計的場

地選擇在位於謝家灣和陡山灣的中間區域主幹道、

吴氏祠的西側，目前已經處於荒廢狀態，大部分屋

頂已經脱落，只有墻體部分保存較完整的廢棄老傳

統民居。此處作爲該村的核心位置，對整個村落起

着重要的聯繫作用，將其進行更新設計，突出其鄂

東南民居風格，設計成爲當地獨具特色的村民委員

會。（圖1-4）

4.2.2 功能布局

更新設計場地占地面積約爲30m*37.7m，在功

能布局上延續傳統的合院天井式平面布局，在原有

宅基地和保留夯土外墻的基礎上植入新的功能性

體塊，根據原有的空間劃分，植入樞紐接待體塊，並

利用墻體和天井組織場地流綫。原有外墻、大門、窗

户關係以及尺度的保留使民居與整個村落建築風

貌相統一。在功能分區上主要分爲三個分區，以中

間禮堂爲核心區域的公共區，主要爲了便於居民交

流、討論、議事的用途；以前門處便民大廳和辦公室

爲服務區域的行政區，主要爲了方便居民辦事、諮

詢、服務的用途；以禮堂後方處陳列室和圖書室爲

學習區域的文化區，主要爲了給居民提供學習、參

觀、娱樂的用途。三大功能區在布局上各自獨立，通

過廊道進行串聯各個區域，各自區域又設置有天

井。此外在禮堂後方的後天井兩側還設有公共厠

所。（圖5）

圖1-4 基地現狀

55



東方設計學報 2022年3月

圖5 平面布局圖

4.2.3 建築形態

在廢棄老傳統民居的基礎上以老宅做建築、老

墻做裝飾、老瓦再利用的原則進行更新設計。在建

築形態上，參照當地傳統搆築手法實現傳統民居風

格的再現，保留當地特色石基、磚木結構、石基木

柱、青磚的形式，將坡屋頂、飛檐角、馬頭墻的做法

及技術運用到民居更新設計中。處於生態環保、以

人爲本方面的考慮，針對傳統民居中存在的自然通

風采光不足的問題，采用玻璃窗結合瓦片裝飾的形

式，使更新的村委會整體形態質檏淡雅，和諧舒緩，

與當地傳統民居融爲一體。在材料的運用上，選用

當地的石材、木材、青磚、涂料等本土材料，用於整

個更新民居當中，而現代的材料混凝土、水泥、砂礫

等主要用於老宅的地基加固，不直接參與改造的民

居外觀。（圖6、圖7、圖8）

圖6 鳥瞰圖

圖7 次入口圖

圖8 整體效果圖

5 結論

本文基於地域文化的角度對陡山村傳統民居

的現狀及原因進行分析，並從選址與布局、空間與

造型、技藝與材料三個主要方面解析了其傳統民居

營造現象的文化内涵。通過結合實踐更新設計案

例，探討了新民居設計中的總體布局、功能布局、建

築形態的問題，並在廢棄老傳統民居的基礎上進行

更新設計村民委員會，試圖爲當下鄉村振興背景下

傳統民居的更新提供新的策略，從而希望能在延續

傳統民居地域特色文化的同時，達到保護與更新協

調發展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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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與鄉村經濟發展問題研究

張羽清 1，周武忠 2

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上海 200240

摘要：江南地區的鄉村由於其發達的經濟水平、豐富的文化特性和深厚産業基礎，成爲學術研究的熱點和重點。近

年來，江南鄉村面臨景觀失憶、文化與産業不兼容和不匹配、鄉村生態的失衡等問題。在新時期發展背景下，江南

鄉村也面臨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新發展理念和緑色新政等一系列戰略背景下的發展良機。在新鄉村主義思想指導

下，江南鄉村應該以農業爲基礎，樹立鄉村“原真性”、以文化爲營養，創建鄉村“地格性”、以市場爲導向，打造鄉村

“内循環”、以緑色爲基礎，打造鄉村“可持續性”，構建精緻的江南美麗鄉村，讓鄉村成爲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和文化

提昇的重要基地。

關鍵詞：江南文化；鄉村景觀；鄉村經濟；鄉村振興

On 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i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ZHOU Wuzhong, ZHANG Yuqing, ZHOU Zhicheng, XU Yuanyuan

Abstract: Due to its developed economic level, rich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ep industrial base, the rural land-

scape in Jiangnan reg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and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rural areas i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landscape amnesia, incompatibility and mismatch between land-

scape and industry, and imbalance of rural ec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rural area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also facing a series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

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new national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green New Deal.

In the new countryside social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ought, jiangnan landscape should be based on agriculture, es-

tablishing rural“true”, in culture, for nutrition, create rural“lattice”, take the market as the guidance, to build rural“in-

ner loop”, based on the green, make rural“sustainability”, build the exquisite beauty jiangnan village, for the country

to become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motion, and als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ur country to other country.

Key Words: Jiangnan culture；Rural landscape；Rural economy；Rural revitalization

引言

江南文化是近年來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江南

文化”是我國在 1986年籌建江南文化書院的時候

提出的一個區域文化概念，1989年在《新華日報》

的“一家之言”專欄，以《江南文化初探》爲主題做了

概括論述（李書有，1990）。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江南

文化的研究更是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景遐東認爲蘇

南地區、浙江地區，上海地區、皖南地區都有着相同

57



東方設計學報 2022年3月

的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性、審美觀念等，文化特

質和吴越文化基本一致，所以都應該歸入吴越文化

體系，都屬於江南文化的一部分（景遐東，2005）；章
劍華認爲江南文化有兩個源流：江南的自然之源是

長江；劉士林教授純粹的從江南文化的内涵提出了

江南詩性文化理論，提出了江南文化是一種審美自

由爲基本理念的“江南詩性文化（劉士林，2005）”，

並闡述了江南詩性文化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高代

表；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分析了太湖東南岸村民

的消費方式、生産方式、分配和交换等生活狀態來

描述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變遷過程，並成爲當

時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費孝通，2001）。
鄉村景觀是鄉村文化、生態、産業的綜合體現，

是改善鄉村環境和獲得有效生態環境效益的重要

前提内容。鄉村景觀不但在提昇農民自身整體舒適

宜居、幸福和諧生活空間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更是

我國所有鄉村在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下，如何强

化由鄉村生態景觀改變後，從農業向旅遊業和加工

業轉化，從而形成提高農村實體經濟收益的完整鄉

村産業鏈，是我國鄉村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因

素之一。目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江南地區，存在着

諸多景觀失憶、産業不匹配、生態失衡等問題，嚴重

制約了鄉村振興的健康發展。以江南文化爲載體的

景觀建設成爲鄉村振興的核心，也是本文研究的重

要出發點和基礎。

1 現有的江南文化與鄉村發展存在哪些問題

1.1 鄉村景觀失憶

“景觀失憶”（Landscape Amnesia）是由賈裏

德·戴德蒙（Jared Diamond）提出，處在環境變化中

的人們會逐漸忘記原來的環境，這是一種潜移默化

的常態（Jared D. Collapse，2005），緩慢的變化在短

時間内不易被察覺，直至幾代人後，最初的環境被

全面覆蓋，後人已經完全失去對原先環境的記憶。

而在文化景觀中，文化是主體，環境是介質，景觀是

結果（Satter C O,2007），鄉村文化的核心價值是農

民在經年累月的過程中的價值認同，隨着歷史的變

遷和地域的不同發生改變（趙旭東、孫笑非，2017），
當人們意識到周邊環境發生變化而開始追根溯源，

已經爲時已晚。在當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文

化多樣性受到嚴重威脅，鄉村景觀面臨着地域民族

文化消逝、歷史文脈斷層的景觀價值取向問題。

部分江南鄉村爲了弘揚所謂的“傳統文脈”，在

破壞鄉村文化遺産的同時又開發大量的“假遺産”，

構建大量的鄉村博物館，却没有注重人們對文化的

體驗。鄉村景觀首先是由當地人創造，其次才被外

來者認知（劉邵遠，2019）。江南悠久傳統歷史形成

的的豐富人文底藴和文化内涵，其多數鄉村景觀開

發的旅遊産品都將重點放在“認知”部分，而不是展

示當地人如何創造特有地域文化的艱辛歷程上，所

以引發了鄉村直白性“博物館化”傾向十分嚴重，同

時爲快速獲得特色文化價值而進行充斥大量濃郁

商業化的改造。以此引發了鄉村“文化在鄉村振興

進程中暴露出與産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昇級極

不協調的系列問題。許多鄉村盲目將博物館作爲展

示鄉村的唯一途徑，没有注重整體“鄉村景觀”的打

造。在江南鄉村文化開發的旅遊項目中，多數知名

景點都有鄉村博物館、文史館等“認知”性産品，這

些已建博物館雖給當地旅遊發展帶來了新機遇和

對遊客的巨大吸引力，但當新鮮感消退後，轉而很

快發生地域特色文化資源閒置、旅遊産能經濟停滯

現象。例如：江南的浙江西塘、烏鎮等地根據當地鄉

村産業特色，都建有反映其代表性産業文化的紐扣

博物館、酒文化博物館、醬鴨博物館等，其展示的歷

史藏品、文物遺迹等鄉村文化内容，大多只能隔着

玻璃櫃觀看。這種展示方式讓遊客在走馬觀花式遊

覽過程中，很難體驗和感悟到古老鄉村習俗和遠古

曆史文化帶給他們震撼的深刻印象。久而久之，遊

客常在一次遊覽後便不再産生重游欲望，加之收費

性博物館經營現象更削弱了前往觀摩欲望。因此，

對古鎮旅遊回憶也僅是“某地有個鄉村博物館和對

其中部分藏品”等的淺薄印象。由於更多古鎮和鄉

村相繼傚仿鄉村博物館的産業經營模式，以致“千

村一面”現象成爲展示和弘揚鄉村文化的唯一手

段，同時也給地域特色性鄉村遺産、遺産景觀和歷

史文化得以永久傳承和延續形成了無形障礙。

同時由於江南地區國際化程度較高，受到外來

文化價值觀的衝擊與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造成了

文化景觀的失憶。由於我國百年前遭受了一段痛苦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使得國人對外來的西方文

化既有切膚之痛又有崇尚之情；而在五四時期中的

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華傳統

文化被冲淡，經濟落後帶來的民族自卑心理和對現

代化社會的渴望導致大規模的拆遷與除舊（豐興

軍，2009）。“崇洋媚外”等對自身文化不自信的心理

導致了特色文化的流失，歷史文脈被切斷。例如上

海市爲構建特大型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城鎮體系

而提出的“一城九鎮”發展思路，在上海周邊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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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奉城鎮建成西班牙風格小城，松江鎮建成英國

小鎮，浦江鎮融合了美國與意大利式建築，安亭鎮

被確立爲德式風格。這種西方鄉村的盲目移植，打

破了鄉村景觀的秩序與根源，是一種後殖民主義情

勢下的後現代主義（戴曉玲、侯宇紅，2008）。區别於

西方城鎮的“宗教空間”影響，我國城鎮更多受到

語言性空間影響，不同地域産生的方言文化區，形

成了豐富的景觀。舍棄江南文化特徵，從而追求西

方建築風格無疑是一種舍近求遠、丢失“鄉愁”的做

法，這樣對鄉村景觀建設的“拿來主義”是鄉村歷史

文脈的斷層。

1.2 鄉村文化與産業不兼容，不匹配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美麗鄉村的建設使得鄉村

景觀成爲吸引資金的工具。鄉村商業街、民宿、農家

樂拔地而起，大部分鄉村爲了追逐短期的經濟效益

和品牌宣傳，大量外來資本的引入導致鄉村失去了

原有的味道，從而引發了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的一

系列問題。

過度追求經濟發展導致鄉村景觀的商業化氣息

加重。江南鄉村地區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快速發展，許

多新興社區、現代化農場拔地而起，部分地區由於過

分追求經濟發展速度而缺少對地域文化的思考，導

致鄉村建設雷同，對的城市風貌盲目模仿，導致鄉村

缺乏文化辨識度；没有深入挖掘對城市遊客吸引力

極强的當地民俗、民風及具有傳承歷史的老建築等

人文景觀，大量同質化與現代化城市景觀設計涌入

鄉村，讓遊客遊覽過程中體會不到鄉村歷史文化中

特有的韵味。鄉村景觀在旅遊開發中爲了短期經濟

繁榮和光鮮外表進行了過度改造，讓歷史時期鄉野

習俗喪失了原有的生活、商業、社會模式，使許多“非

遺”成了“仿遺”替代品。而越來越多村民積極投入追

名逐利的資本運作之時，雖在短期可獲有利益，但長

此以往會使該“遺産文化”逐漸失去傳承意義最終走

向消亡，十分不利鄉村振興長久發展的夙願。

以鄉村旅遊爲主的鄉村經濟中，鄉村産業後勁

不足。鄉村發展的産業模式單一，直接導致許多以

提供農家樂和農産品出口爲主要經濟來源的鄉村

旅遊吸引力下降。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一是

供給模式單一化。造成不少靠第一産業經濟支撑的

鄉村發展規模不大和一産與二、三産業融合程度

低、層次淺、産業鏈條短；同時，文創、互聯網（物聯

網）、多媒體等新型智能産業主體成長慢、創新能力

差，和現有農村條件不具備開發新産品、新業態，新

模式和新産業的能力，導致農業産品培育力度不

够，産品類型、供給模式單一化。仍有不少鄉村旅遊

地僅以出售一産農産品爲主要收入來源，未對原始

農産品進行二産深加工，其産品附加值較低，造成

一産與二産相脱離的産業運作模式；二是鄉村産品

特色化不足。决策者往往未對鄉村自然、人文景觀

進行深入調研，過於重視一産産業經濟效益的快速

提高，導致開發産品特色不明顯。當前鄉村田園景

區以滿足遊客物質需求爲主，對精神需求少有涉

及；許多民俗文化村的特色並未得到有效開發與發

掘，而是形式上套用其他成功的鄉村案例進行仿造

打造，最後建成没特色的“四不像”村莊，遊客量門

可羅雀；三是旅遊産業經營模式同質化嚴重。由於

大多數傳統鄉村産業，未能將鄉村旅遊拓展到具有

不同地域特色鄉村層面上的自然、人文景觀資源開

發上，僅以“農家樂和民宿”單一的食與住爲主要消

費經營模式，和失去鄉土本真性的高大上生態園及

千篇一律的人造“古街”作爲鄉村游主要形式；致使

大部分鄉村游變成了“村頭喫飯、棚裏吃果”的“喫

飯游”，旅遊産業經營模式同質化十分嚴重，鄉村旅

遊快速發展因此受限。

1.3 鄉村生態的失衡

快速現代化的農業對鄉村景觀産生了破壞。部

分經濟發展和地理位置較好的村落，一味地追求城

市化進程，將現代化農業生産放在重要位置，從而

造成了對鄉村資源不合理的開發利用。目前我國農

村人均佔有農村資源一直處於偏低水平，在耕地、

水資源、森林等重要領域呈現出下降勢態。以江蘇

省爲例，2000 年全省農村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爲

7944.87千公頃，到2018年降到了7520.23千公頃，

同比减少了 5.3%。土地開發强度由 2000 年的

14.9%上昇到 2014年的 20.9%，從人均耕地來看，

省人均耕地面積僅爲 0.86畝（江蘇省家統計局，

2019），已經接近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人均0.8畝
的警戒綫。隨着先進的機械化生産取代了傳統的農

耕手法，化肥、農藥、農用薄膜、大棚、除草劑等使

用，破壞了傳統農業原有的生態系統，嚴重污染了

鄉村環境。

隨意建設和開墾帶來了鄉村呈現臟、亂、雜等

問題，使得鄉村生態景觀中的生物栖息地和多樣性

遭到破壞。村間隨處可見的雜物和垃圾無人清掃，

動物糞便隨處可見，渠、河、溝遍佈緑藻和垃圾，使

鄉土氣息流失，甚至對一些歷史遺迹、名木植物、珍

貴動物等資源造成了不可恢復的破壞，形成了較差

的村容村貌。隨着鄉村旅遊者的大量涌入，旅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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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設施無度的擴張，大量的廢水、烟塵、廢氣排入景

區，給鄉村旅遊景區帶來不同程度的生態破壞。例

如武陵源擁有“三千奇峰，八百秀水”而聞名，在

1992年入選世界遺産名録。但是在短短的 5年内，

景區建成400家餐飲酒店，僅銅鑼塔一帶就容納了

一座大規模的“賓館城”，每年排入“世界最美的大

峽谷”——金鞭溪的污水達到 1.5×104噸（鄧謀優，

2017）。這些污水同地表逕流一起滲入地下，造成水

質污染，生態環境受損，爲當地居民健康帶來威脅。

爲此，世界遺産委員會要求武陵源限期整改，僅大

規模拆遷費用就高達 3.45億元，教訓深刻。這樣的

生態環境問題在江南地區也廣泛存在，尤其是環境

容量超載、生態成本透支，改善效果並不明顯，稍有

放鬆，很快就會反彈。

對鄉村生態的錯誤理解造成了鄉村生態建設

理念的錯位。近年來“生態城市”、“可持續發展”、

“緑色設計”等一系列生態理念促使人們開始站在

科學的角度重新審視環境藝術，生態主義成爲景觀

設計的基本前提之一（周武忠、翁有志）。“玉不琢不

成器”的江南傳統造園思想在從業人員中根深蒂

固，過於追求美化必然會造成原生態景觀的削弱。

一些鄉村景觀設計片面追求遊客高端體驗項目，打

造與當地鄉村産業發展融合不匹配的生態景觀，許

多鄉村設計引入洋品種，挖真山建假山，將鄉村的

自然水系填去，建設硬質鋪裝和花艸。一些鄉村民

宿和農家樂開發商引入與當地風格不搭的植物種

類和造景手法，引入生命週期短的樹種，形象突兀，

造成了資源和金錢的浪費。一些摒棄了具有鄉土農

村氣息的種菜緑化、種樹緑化造景手法，采用草皮、

灌木修剪等“高大上”的城市園藝手法，造成後期鄉

村景觀維護成本高，脱離鄉村實際發展的形式主義

桎梏，這些行爲完全違背了真正意義上的生態理念。

2 新時期發展背景下江南鄉村發展的機遇
與挑戰

2.1 長三角一體化帶來的發展契機

長三角一體化一直是我國踐行的重要區域發

展戰略。2016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長

三角尺城市群發展規劃》，2018年 1月長三角區域

合作辦公室成立，2018年 6月《長三角地區一體化

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編制完成，2018
年1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宣佈長江三角洲區域一

體化發展戰略，並上昇爲國家戰略，同“一帶一路”

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粤港澳大

灣區建設相互配合，完善中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

在 2019年 12月 1日國務院印發了《長江三角洲區

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是指導

長三角地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一體化發展的綱

領性文件，是制定相關規劃和政策的依據。規劃期

至2025年，展望到2035年。

江南文脈是長三角地區發展的靈魂與根基。

2019年 10月的第二届江南文脈論壇中，作爲中華

文化的重要染色體，江南文脈爲全球化提供智慧資

源。著名哲學家、維也納大學特聘教授格奥爾格·斯

坦格（Georg Stenger）認爲江南文化是探究中國文

化中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等問題，是中國文化中的

精華；張俊森認爲，原因在於江南文化與中國傳統

文化同根同源又相异相别，重視競争、創新、風險、

契約等基本商業發展要素；鄉村景觀的建設是長三

角一體化的第一步，也是始終貫徹一體化發展的重

要一步。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的建設是强調鄉村産

業、文化、生態綜合發展，尤其是提昇鄉村發展品

質，建設美麗鄉村。改造鄉村，保障農民“安居”的基

本訴求，讓景觀與産業産生良性互動，讓農民真正

的“樂業”。

由此可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新局面正在形

成，並成爲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在新時期中，長

三角一體化扣緊了全國發展强勁活躍增長極、高質

量發展樣板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引領區、區域

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戰略定位。

並提出長三角一體化需要創新的方式方法，要圍遶

重點領域和重點區域進行突破，以點帶面加快一體

化進程。繼續發掘江南文脈的變遷和延伸，令其在

當代長三角地區發展獨樹一幟的重要基礎，更是中

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延續。江蘇省蘇州市吴中

區、上海市青浦區和浙江省嘉善縣是長三角一體化

的相鄰區域，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2.2 國家新發展理念的實施

創新、協調、緑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我

國“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的發展思路、發展方

向和發展着力點。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决發展動力

問題，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决發展不平衡問題，尤

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緑色發展注

重的是解决人與自然和諧問題，在鄉村是最好的建

設實驗點；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决發展内外聯動問

題；鄉村社會産業的内外循環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

基礎；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决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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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

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况還

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

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鄉村建設應該從以下幾

個入手，與國家發展戰略産生良性互動。打造鄉村

景觀建設，構建三生和諧的鄉村空間。以新鄉村主

義和地域振興爲指導思想，打造新鄉村主義實踐示

範區，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無論是鄉村文化還是

鄉村産業的發展，都離不開“鄉村性”的原則，鄉村

只有打造的像鄉村，才有區别於城市發展的與衆不

同，並具有吸引人們前往遊覽體驗的基礎。新鄉村

主義所强調的“鄉村性”是鄉村文化和産業得以發

展的基礎，保持鄉村性的關鍵在於小規模經營、社

區參與、本地人所有、文化與環境可持續，也就是農

業、農村、農民的“原真性”。鄉村産業的核心吸引物

就是農村、農業和鄉村文化，傳統節慶活動、民俗活

動、文藝活動、民間手工藝品等是鄉村寶貴的財富，

是鄉愁、鄉風、鄉韵重要的體現形式。在此基礎上開

展的鄉村創意農業、鄉村旅遊業才能吸引城市人

群，成爲産能經濟有效轉化的載體。

2.3 緑色新政與緑色經濟計劃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於 2008年 10月推

出了全球“緑色新政”概念,旨在促進世界各地向緑

色經濟模式轉變，於 2009年 3月發表了《全球緑色

新政政策綱要》，旨在開創具備可持續發展前景的

新經濟發展模式，其建議將全世界國内生産總值的

1%投入至建築、可再生能源、生態基礎設施、可持

續運輸和可持續農業等五個主要領域，推動世界經

濟向緑色經濟發展。2018年7月6日，“森林城市緑

色共享”專題會發佈了《全國森林城市發展規劃

（2018—2025 年）》，提出至 2025 年，我國將建成

300個國家森林城市，提出 6項森林城市建設重點

内容，包括擴展緑色空間、完善生態網絡、提昇森林

質量、强化生態服務、傳播生態文化、保護資源安

全，聚焦生態建設和緑色發展，倡導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

由此可見，“創新、緑色”是目前我國發展的主

旋律，推動緑色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向緑色發

展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共生的現代化發展是大勢所

趨。鄉村景觀作爲體現人與自然的基本載體，在緑

色設計、生態設計、創新設計中發揮空間較大，是我

國實行緑色新政的重要基礎，是我國大國崛起重要

的軟實力。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緑色發展已經進入

攻堅期，歐盟緑色新政推動緑色低碳轉型的系統方

案和典型做法，爲我國加快推進經濟社會緑色低碳

轉型，提供了有益借鑒。在如此良機下，應該因地制

宜的推行全球緑色新政，倡導江南地區的緑色經濟

發展，確立生態倫理概念，探索江南鄉村緑色發展

的新路徑。

3 新鄉村主義指導下的江南鄉村景觀發展
戰略與建議

江南鄉村文化與産業面臨問題的核心就是失

去了“鄉村性”。無論是農業的提檔昇級，工業的資

本介入，還是鄉村旅遊業的蓬勃發展，都應該秉持

新鄉村主義的原則（周武忠，2008），適度開發鄉村，

將土地還給農民，將鄉愁還原於農村、將發展和創

新根植於農業，讓農民重新成爲鄉村振興的發起

者、扮演者和執行者。

3.1 鄉村發展要以農業爲基礎，樹立鄉村“原真性”

鄉村産業的發展前提要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

既是從休閒農業、鄉村景觀、鄉村旅遊等全方位秉

持“鄉村性”的原則。休閒農業的前提是生態農業，

鄉村是目前唯一能够提供安全食品來源的産地，這

點是城市生産無法替代的。首先管理者應該要在保

護原有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國土資源開

發利用，堅守農業耕地紅綫；加强與城市信息交互，

加大對農民素質、知識、技術的輸入，將我國對農業

研究生産的高效技術在農村轉化爲成果，提高鄉村

安全食品高效率的輸出。

江南鄉村景觀應該在當地農業的基礎上適當

進行藝術性設計。鄉村景觀建設需要保持鄉村原真

性，而不是一味引入城市設計的手法，做到景觀形

態有差异，景觀功能無差距。鄉村景觀的打造要結

合當地的文化習俗、地理現狀、經濟條件等實際因

素打造，避免大拆大建和盲目引入高端植物。大部

分吴江的鄉村中的農作物以水稻、油菜花、果樹、緑

色蔬菜爲主，可以圍遶此類農業景觀進行村中果樹

點染、路旁裝飾點綴、農田藝術點亮的“三點”設計：

選用果樹也可以根據果樹的開花結果週期，花果的

顔色進行搭配，并且與鄉村的灌木，蔬菜的顔色相

互結合，構建出屬於鄉村獨有的色彩；在道路邊可

以設置一些農業爲題材的裝置藝術，並與稻田、菜

園結合在一起，形成可以體現鄉村農民勞作的景觀

形式；將農田景觀、花田景觀、果園景觀設置成鄉村

公園，引入適合當地種植的作物、花卉等，讓田園風

光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和圖案。

鄉村旅遊的前提是體驗農村，發展鄉村旅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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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宜旅則旅，不可生搬硬套其他旅遊型鄉

村的打造模式。首先考慮的是鄉村宜農、宜居、宜

業，最後考慮的是宜游。一方面，鄉村是給農民居住

的場所，而不是旅遊景區，地方政府首先考慮的是

如何改善農民的居住體驗，而不是翻修外墻，打造

景觀，做表面文章。另一方面，保護好鄉村的風土、

風物、風俗、風景。“酒香不怕巷子深”，原汁原味的

鄉村面貌自然會有城市遊客光顧，切不可爲打造鄉

村旅遊而脱離農民，盲目改造農村，淡化農業。

3.2 鄉村發展要以文化爲營養，創建鄉村“地格性”

我國的文化起源於鄉村，根植於鄉村，也要在

鄉村繼承和發揚。要從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做起。

從物質層面，要鼓勵農民開展農業和鄉村建設活

動，增强村民對文化的自信，認識到鄉村的美好，提

高村民的富足感。例如讓村民參與到鄉村史建設，

將鄉村的大事記、鄉村的鄉賢名人、好人好事等進

行編輯整理，對一些歷史底藴深厚的遺址、景點、民

居建築和文化産業等歷史文化財富，融入到景觀設

計中，對具有一定歷史的建築進行修復，體現農村

特點，保留鄉村風貌，發展有歷史記憶的美麗鄉村。

從鄉村物質景觀方面，要從鄉村建築入手，讓

江南鄉村建築勿忘初心，魂歸故里。打造江南風情

的民居肌理設計，鄉村布局應該繼承傳統江南中的

天人合一思想和風水學理念，遵循藏風得水的原

則。由於江南鄉村建築多以矮房居多，並没有城市

中居住區高層住宅的日照要求，所以在鄉村建築

中，應該適度追求坐北朝南，門前有水流，背後有靠

山的布局形式，並不一定要追求絶對意義上的齊

整。對於形成一定聚落形式的鄉村來説，景觀設計

應該滿足居民開門見緑、開窗見田、開墾見趣的需

求：開門見緑是傳統風水學中的造景手法，可在建

築與建築間隔之間種植竹類、常緑喬木等植物。法

國鄉村中有許多在建築間布置花艸的案例，其中科

馬爾小鎮是典型案例。每家每户在窗臺、道路中自

發的種植鮮花，讓整個小鎮散發出迷人的魅力，極

大的提昇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和人文氣息。可以借鑒

法國鄉村的經驗，在建築與建築之間放置本土景觀

植物、公共藝術小品等，搭配道路硬質鋪地，可以滿

足村民間相互串門的需求；開窗見田追求的是農作

景觀與農民生活習慣的和諧關係。農田不宜距離住

宅過遠，這是自河姆渡時期先民們畜牧、種植所流

傳下來的習慣。隨着目前農業高度現代化，但是大

部分江南鄉村保留了門前種菜、瓜果等習慣，這也

是鄉村景觀區别於城市景觀的重要因素。景觀設計

在布局上可以在民居内外設置小部分種植用地，滿

足年長村民種植的習慣和需求；開墾見趣是鄉村農

業景觀的藝術性設計。可以結合當地文化名人、歷

史故事、民間傳説打造有趣的農耕景觀。可以利用

水網、鄉間小路、農田輪廓等肌理形成農田畫。

從鄉村人文景觀方面，要在追根尋源中來弘揚

傳統美德與鄉村景色。鼓勵城市人來學習鄉村文

化，體驗鄉村生活。讓農村充滿有趣的鄉風民俗、村

規民約、傳統禮儀和鄰里和睦的氛圍。可以利用網

絡直播、綫上帶貨等網絡營銷手段，從瞭解鄉村産

品和企業爲出發點，讓城市人深刻瞭解鄉村，融入

鄉村，體驗鄉村。在鄉村建立起良好的作風，從而形

成鄉村振興的文化生産力。

3.3 鄉村發展要以市場爲導向，打造鄉村“内循環”

鄉村發展要以鄉村社會的市場爲導向，主要在

幫扶本地企業和按需按能融資。生態農業的構建離

不開鄉村企業的合理組織與運作（劉剛、羅千峰、張

利庠，2008），鄉村旅遊所營造的創業環境有助於提

高原住民和外來移民識别商業的機會，從而增加鄉

村創業率，提高鄉村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吴冰、賈

榕榕、盧歡、馬瑛，2020）。由此可見，精準定位市場，

努力培育鄉村中小企業是鄉村發展的未來趨勢。

一方面，要全面發揮本地中小企業的市場導向

作用，並對其進行保護培育。鞏固更多的鄉村本土

品牌，樹立本土企業的價值主張、價值創造和價值

共享：1價值主張，在目前城市食品安全問題令人擔

憂的背景下，農村食品的“緑色”屬性成爲了關注的

焦點，可以强調屬於農村食品零污染、高營養、無公

害、無轉基因等食品的鄉村屬性。在生態農業的基

礎上，面向城市市場，實現“農田到餐桌”的價值主

張；2價值創造，在鄉村企業價值主張的前提下，推

進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圍遶鄉村農業的特産、

特色、特品，樹立鄉村企業産業鏈，讓農業有延展、

農民有活干、農村有氛圍；3價值共享，鄉村猶如樹

根，城市猶如樹干。鄉村産業應該互通有無，而不是

閉門造車，鄉村企業應該從横向和縱向角度拓展業

務，聯合周邊鄉村進行一體化發展。由於市場用户

爲當地村民和遊客，企業應聯合擴大産業鏈範圍，

增加企業的創造能力和規模效應。適度引入部分核

心企業，利用核心企業在技術、資源、管理方面的優

勢調動鄉村其他企業的參與積極性，實現資源的集

約利用和統一調配，打破資源禀賦的約束。

另一方面，鄉村建設不要成爲資本的奴隸，合

理看待鄉村旅遊市場，按需按能融資發展，進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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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微更新”和“慢更新”。可以根據鄉村旅遊市場

的需求度，適度發展民宿和農家樂，借鑒鄉村集體

承包制度，發展屬於鄉村自身的管理、運營團隊，按

照需求分期開發鄉村。外來資本投資應該“授人魚

不如授人以漁”，發揮地方管理者的主觀引領作用，

以入股、諮詢等形式幫扶鄉村管理團隊，讓外來資

本爲鄉村服務，而不是榨取鄉村的剩餘價值。

3.4 鄉村發展要以緑色爲基礎，打造鄉村“可持續性”

鄉城統籌，要把鄉村發展爲主要目標，並不一

定以城市爲模板。在生態景觀方面要堅持保護鄉村

的生態環境，主要從以下方面開展：

保護地域性獨有特色的“生態自然景觀”。鄉村

景觀最重要是體現該地區獨有地域特色，讓遊客感

受其强烈的辨識度，避免看到似曾相識的旅遊内容

和景觀。而鄉村地域特性本質就是對鄉村自然屬性

的認同，也是當地村民對自身居住環境的歸屬感的

依據（楊麗君，2014）。所以對本鄉村的自然地貌、水

體、海岸（海洋）、氣候、生物等方面特有的自然旅遊

資源，要進行優化整合和合理開發與規劃，尤其在

規劃設計中應尊重當地生態環境的自然性和適度

改造及地域性强的自然資源給予全面保護。如英國

政府爲保護具有悠久歷史的名勝古迹龢民俗傳統

資源，要求所有古建築一律按復原標準盡量維持原

貌進行建造修復，甚至對鄉村噪音、氣味、色彩都保

持原樣，並及時開放供遊客緬懷歷史，追憶文化。

所以江南鄉村景觀塑造應盡量以代表當地地域

性、地帶性的農業生産作物爲主，選擇適宜當地生長

花期的農産品，將農村房屋、道路、小巷與自然植物、

水體、動物連接在一起。例如：絲瓜，黄瓜，百合等藤

蔓類植物，結合花架形成特有的農業生産景觀。

傳承農業文化的“人文生産景觀”。農業文化是

描繪鄉村空間與城市類型的重要概念，對於識别、

優化城鄉空間具有重要的作用（宋培娟，2018）。鄉

村人文生産景觀更能够體現該地鄉村日常風俗習

慣、生産活動、生活形態、變遷史、民俗及歷史文化

等的沉積過程，所以通過認識、分析和理解鄉村，給

出科學性與指導性强的具體改造與設計方案。英國

鄉村對古城堡的人文元素挖掘做到了極致，例如利

兹城堡是英國皇室的鄉間别墅，由於歷届國王都將

此堡送給皇后，所以卧室旁的浴室至今保留着中世

紀末期傳統木盆，白色紗簾隔斷了空氣中氤氲的水

汽。中央露天庭院有着汩汩涌動的池水給這裏增添

生機。而豪華的宴客廳、華麗的書房也處處彰顯着

皇室的高貴。

挖掘自然與人文多元化的“創新生活景觀”。創

新性是新時代鄉村景觀建設中最需要關注的重點。

在規劃設計中要將鄉村特有的要素作爲突破口，進

行農業元素、農民生活習俗、農村空間環境三部分

的全面創新（李永昌，2017）。首先在農業元素中，除

村落、道路、河流、農田等實體自然景觀要素之外，

許多非物質形態的内容也不容忽視，不同表現形態

的農業元素可細分爲：物質化農業元素和藝術化農

業元素。在物質化農業元素中，許多廢棄農作物器

具可重新加工成農村特有的景觀小品，而藝術化的

農業元素例如丘陵梯田、河灘月色、麥田怪圈等大

地藝術表現，加入精良設計修復後，在鄉村景觀中

更會放大這些原有自然元素的特色，使其成爲鄉村

旅遊發展的新地標。其次農民生活習俗的創新主要

指當地民風民俗、民間典故等融入到景觀設計的元

素中，增加極具感染力與表現力的當地農民生活寫

照（張羽清、周武忠，2019）。其表形式可爲雕塑作

品、景觀建築、剪影作品、壁畫、建築構件、景觀小品

等不同形式。最後對鄉村空間環境創新是最貼切鄉

村景觀模式的。對農村公共環境的景觀設計應該因

地制宜地反應村民生活環境。例如籬笆、矮墻、稻

田、鄉間小路等。在農業田中搭建觀景臺，林蔭小道

的花架設計，農家院子中的矮墻等。

結語

江南文化與鄉村景觀作爲人文學科、設計學科

的重要研究領域，在我國進入新時期發展階段中有

着部分問題和面臨極佳的發展機遇。在長三角一體

化、國家新發展理念的實施和聯合國緑色新政等政

策引導下，打造具有江南特色的鄉村景觀，應該從

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鄉村發展以農業爲基礎，樹立鄉村“原真

性”，在當地農業的基礎上適當進行藝術性設計，開

展以體驗鄉村農業、生活、生態爲主的鄉村旅遊；第

二，鄉村景觀要以文化爲營養，創建鄉村“地格性”，

從鄉村物質景觀和文化景觀兩個方面入手，形成鄉

村振興的文化生産力；第三，鄉村發展要以市場爲導

向，重點發展鄉村中小企業，打造鄉村産業的“内循

環”；第四，鄉村發展要以緑色爲基礎，打造鄉村“可

持續發展”，保護地域性獨有特色的“生態自然景觀”

和挖掘自然與人文多元化的“創新生活景觀”。

我國鄉村振興起步不久，各地鄉村建設正在從

排浪式建設轉向精細化設計的提檔昇級過程中。尤

其在江南區域，研究和挖掘江南特色文化，構建精

63



東方設計學報 2022年3月

緻的江南美麗鄉村，讓鄉村成爲促進鄉村經濟發展

和文化提昇的重要手段，是未來鄉村發展的大勢所

趨，也爲我國其他鄉村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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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特色田園鄉村不是簡單地復製過去的鄉村建

設模式，也不是簡單的鄉村美化行動，它既是展現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效的直觀窗口，又是傳承鄉

愁記憶和農耕文明的當代表達，也是農村發展“一

村一品”和生態保護修復的空間載體。2017年，江

蘇省委省政府出臺特色田園鄉村建設行動計劃，要

求通過試點引領，全面部署實施江蘇特色田園鄉村

建設。2020年，《關於深入推進美麗江蘇建設的意

見》正式出臺，意見詳細闡述了“全面推進美麗田園

鄉村建設”、“着力塑造水韵江蘇人文品牌”兩大點，

爲深入推進美麗江蘇建設，打造“强富美高”江蘇形

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年來，江蘇特色田園鄉村建設以“特色”、“田

園”、“鄉村”三個關鍵詞爲營銷大 IP，積極打造集聚

“特色産業、特色生態、特色文化”，“田園風光、田園

淺談江蘇省特色田園鄉村中鄉村旅遊産品設計策略

——以揚泰地區特色田園鄉村創建爲例

陳濟洲

南京工業大學

摘要：爲響應國家特色田園鄉村建設行動計劃，結合鄉村發展現狀及鄉村旅遊發展現狀，本文主要從文化創意及

鄉村旅遊産品的融合角度出發，通過實地調研，規劃設計，開發出更具特色、更受遊客歡迎的創意鄉村旅遊産品；

並根據當下樸席鎮塔影村以及沙溝鎮斜溝村鄉村旅遊産品設計，探討其鄉村旅遊産品的設計方法及營銷策略，以

期更好地推進特色田園鄉村建設。

關鍵詞：特色田園鄉村；鄉村旅遊産品；設計策略

On the design strategy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 in the characteristic rural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Taking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untryside in Yangtai area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action plan for building villages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 light of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

gr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rural tourism products, conducts field research,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develops

more distinctive and creative rural tourism products that are popular with tourists. Based on the current rural tourism

product design in Taying Village of Puxi Town and Xiegou Village of Shagou Tow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method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villages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villages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ural tourism products；desig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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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田園生活”，“美麗鄉村、宜居鄉村、活力鄉村”

爲一體的“生態優、村莊美、産業特、農民富、集體

强、鄉風好”的典範江蘇特色田園鄉村。江蘇特色田

園鄉村建設不僅僅是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工作、傳統

村落保護工作、美麗宜居村莊建設工作，更重要的

是村莊、山水、田園的整體塑造以及在建設發展中

聯動産業、文化、生態的發展，是内外兼修的綜合發

展。本文立足於江蘇特色田園鄉村的綜合發展，將

設計因子融入於鄉村旅遊産品的開發中，必將使新

開發的旅遊産品對遊客更具有吸引力。

1 我國鄉村旅遊産品設計存在的問題

由於我國鄉村旅遊發展處於初級階段，産品粗

糙、類型單一，讓許多的旅遊者乘興而來，敗興而

歸。根據調研，各地鄉村旅遊發展的制約因素大多

爲産品昇級的問題，現下見多識廣的遊客不再滿足

於鄉村的農家樂和田園風光以及其他簡單的娱樂

項目，鄉村旅遊産品開發中也存在諸多問題。

1.1 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挖掘不充分，導致鄉村

缺少鄉愁味道

鄉村旅遊區缺乏總體規劃，地方在發展鄉村旅

遊時，没有將鄉村旅遊資源的開發納入區域經濟開

發的大系統，進行統籌安排，全面規劃，任由經營者

進行盲目的投資與開發，甚至出現了遍地開花和重

復建設的現象，是導致資源開發的形式單一、水平

不高、檔次低下、特色不强，從而缺乏對客源市場的

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農家樂”的發展盲目性

很大，一哄而上、修路造房、重復建設、低層次開發、

環境破壞現象嚴重。不僅造成資源、財力、人力、物

力的巨大浪費，而且由於没有進行統一規劃，鄉村

旅遊景區地域上分布較廣，組織綫路的難度較大，

鄉村旅遊與傳統旅遊景點之間也缺乏有機聯繫，共

生性差，從而降低了對遊客的吸引力。

1.2 同一片區的不同村莊開發模式雷同，低級産

品飽和度較高，缺少創新發展思路

目前很多鄉村旅遊地的活動項目都存在一個

共性的困境,即旅遊活動數量較少、功能較爲單一,
無法滿足遊客的多樣化需求,這間接影響到旅遊地

的長久吸引力和可持續發展。

1.3 部分村莊商業氛圍過多，喧賓奪主，且商業開

發思路較爲低級，導致環境臟而亂

鄉村旅遊大同小异，主題不突出，没有特色，以

至於鄉村旅遊只能吸引周邊城市居民參觀遊覽，而

不能對更高層次的旅遊者形成吸引力。

1.4 鄉村旅遊産品消費水平較低，遊客興致不高

盡管政府旅遊管理部門針對農家樂的硬件和軟

件評定了“星”級，然而在遊客的心目中有品牌、有吸

引力的農家樂却是缺乏的。雖然全國著名的農家樂

成都三聖鄉“五朵金花”已做成品牌並已形成一定的

品牌效應，然而，這只是整體包裝意義上的品牌，也

就是説這裏成片的農家樂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影

響力，但是其内部的各個農家樂之間却同質化嚴重，

遊客選擇的隨意性很大，這就使各個單個的農家樂

難以具備核心競争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本文以問題爲導向，通過調研梳理産品設計對

特色田園鄉村旅遊的發展路徑産生的影響進行經

驗總結，爲地區特色田園鄉村的發展及如何融入全

域旅遊新態勢提供借鑒。

2 提昇我省鄉村旅遊産品的設計方法

本次特色田園鄉村中的設計方法一方面是根

據江蘇省特色田園鄉村驗收標準，另一方面是在項

目中吸取經驗，即樸席鎮塔影村和沙溝鎮斜溝村，

總結得出“五定法”。

2.1 定特色

可根據不同類型鄉村凝練不同特色，一般情况

下可根據資源禀賦、文化底藴、産業結構、發展趨

勢、發展方向等將鄉村分爲自然資源型、文化資源

型、産業風貌型、經濟産業型等，因多數村莊爲複合

型，所以類型劃分則以凝練的某一種或者兩種特色

爲主導特色，且作爲主要思考綫路引導後續規劃。

例如樸席鎮塔影村，其特色在於文化淵源以及

“富硒”，文化淵源一方面是村名由來：塔影村名稱

起源於解放後，當時名爲塔影，只因儀揚河南面的

樸席村境内有一座石骨塔，陽光照射下將塔的影子

投射在村内，故唤塔影。另一方面，是塔影村的沐浴

文化，樸席鎮是全國聞名的“擦背之鄉”，從事擦背

行業最多的要數塔影村，而塔影村中有近80%村民

充當“擦背大軍”，繼承了“揚州傳統搓背術”，重要

的是，“揚州傳統搓背術”還是民俗“揚州三把刀”。

又例如沙溝鎮斜溝村，其特色主要有兩個方面，其

一是垛田農旅資源，其二是歐式建築加古街巷肌理

的現狀村莊環境。

2.2 定産業

《江蘇省特色田園鄉村評價命名標準》中提出

了四大方面要求，其中就要求提昇産業發展水平，

一是積極推動産業結構調整，圍遶“産業調特、産品

調高、業態調新”，指導試點村莊根據區域要素禀賦

66



第2卷 第1期 淺談江蘇省特色田園鄉村中鄉村旅遊産品設計策略

和比較優勢，着力培育植根於本村、比較效益好、可

持續發展的農業特色産業。二是推動融合發展，産

業鏈條不斷延伸。指導支持試點村莊依託特色産

業，積極發展發展農産品加工業、休閒觀光農業、農

業電子商務等新産業新業態，做强做精特色産業，

積極培育發展新動能。三是推動主體培育，增强自

身發展活力。所以，部分以特色産業爲主導發展方

向的村莊，應以其特色産業定基調，包括一産、二産

和三産。

樸席鎮塔影村和沙溝鎮斜溝村都屬産業興村，

塔影村依靠富硒水稻生態種植註册了商標“柴鮮

稻”，塔影富硒大米初具規模，且“柴鮮稻”富硒大米

已入駐京東商城“中國特産揚州館”。斜溝村以包子

爲代表的熟食是富民産業，全村依靠包子生産經營

走上了富裕之路，斜溝村 80%農户生産經營包子，

户均年經營收入達到了30多萬元。

2.3 定形象

一般鄉村旅遊形象的定位過程可概括爲：地方

特色研究——核心提煉和理念分析——形象識别

符號三部分。地方特色分析主要是對鄉村的資源特

色和傳統的民俗民間文化或後期形成的鄉村社區

文化、特色産業等進行分析，試圖尋找區别於其他

地區的鄉村環境氛圍特性並具有代表性的旅遊本

質。其次，提煉其核心，尋找形象識别符號。

例如沙溝鎮的斜溝村，村内大多數人口都外出

做包子，屬産業興村，所以在形象塑造方面，應突出

“包子”這一概念，設計形象 IP，一是在宣傳時，可以

應用斜溝包子兄妹 IP形象，使人産生濃厚興趣；二

是在景觀節點、人流較多區域設置斜溝包子兄妹形

象雕塑小品，或用於引導，或用於説明，營造氛圍；

三是開發斜溝包子兄妹形象文創商品。

斜溝包子 表情包

斜溝表情包

豆包妹妹 肉包哥哥

斜溝村正是將當下火爆的表情包融入斜溝包

子中，設計出豆包妹妹和肉包哥哥的斜溝表情包形

象 IP，其亦可作爲村内對外宣傳的吉祥物。

塔影村則是根據塔影村名字由來，結合村内富

硒大米，設計出具有古檏色彩的形象 IP，亦可作爲

村内富硒大米的形象LOGO。

塔影村形象 IP方案有二：第一個是根據“塔影”

二字的象形文字演變而來，並將水元素融入其中，

設計出水中有塔影的富有含義的圖案。

第二個是將富硒大米的米粒以及塔的倒影相

結合，即産業結合文化。

2.4 定創意

習總書記提出的“文化自信”，與時下興起的鄉

村旅遊創意産業不謀而合。文創與鄉村旅遊的結合

是旅遊産業轉型昇級的重要途徑。通過對創意鄉村

模式的調研，鄉村旅遊在設計理念上需達到以下目

標：（1）形成多樣化的旅遊産業布局，通過消費多

樣化推動當地經濟發展。（2）立足在舊鄉村旅遊模

式上，通過漁樵耕讀概念和當地文化結合，形成并

發展新的旅遊模式。（3）推進村鎮旅遊模式發展，

並推動當地農業、農村、農民的全面發展，形成城鄉

發展一體化。（4）當地文化與新設計概念的集合需

要達到和諧統一的高度。

此外，隨着時代的發展，在“互聯網+”背景下，

將互聯網與文化創意鄉村旅遊相結合，使用互聯網

這一重要的媒體中介，可以拓寬文化創意的展現模

式，提昇文化的創新能力和對遊客的吸引能力，將

單一的現場展示拓展至網絡，以文字、圖片、視頻、

音頻相結合的展現模式，使客户在遊覽之初對當地

文化有了一個先期的認識，提昇了遊覽的深度，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導遊的工作量。通過遊客對文

化的深層次認識，體會文化的内涵，也在很大程度

上促進了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與傳承。

結合實際案例，可將鄉村旅遊産品的創意劃分

爲：觀光類、休閒類、度假類、體驗類（參與類）、求知

類、購物類等，每個創意類型包含多種策劃類型，需

將其融合變通，才能做到立意最佳。

2.5 定産品

值得一提的是，産品特色定位關注的策劃項目

的具體内容，而形象定位關注的是策劃項目在遊客

心目中的形象；産品特色定位講究實際，而形象定

位要求具有藝術感染力；産品特色定位指導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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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項目的提供方的開發内容和開發方式，形象定位

講求如何通過打動人心來打動市場。二者相輔相

成，分别從旅遊活動和市場營銷兩個方面對策劃進

行了界定。故而可言，産品特色是形象定位的基石，

形象定位是産品特色的藝術表現。

鄉村旅遊産品整體要滿足以下内容：滿足美學

體驗需求，突出鄉村旅遊産品主題，强化功能性設

計，塑造鄉村旅遊品牌形象，實現文化與環境的協調

發展。所以在項目實踐中，筆者根據“吃住行游購娱”

總結出風味小喫、特色民宿、觀光遊覽、休閒度假、文

化體驗、科普教育、鄉村購物等幾類鄉村旅遊産品。

類型

風味
小喫

特色
民宿

觀光
遊覽

休閒
度假

文化
體驗

科普
教育

鄉村
購物

内容

利用自家庭院、農産品以及周邊資源，打造以“吃農
家飯、住農家院、干農家活、享農家樂”爲特色的農
家結合小喫模式。

依託鄉村優美的風景、良好的生態環境等資源，打
造特色民宿、鄉村客棧、酒店等服務設施，供遊客在
此開展度假、休閒、養生等活動。

依託當地優美的田園風光、特色民居、傳統民俗等
資源開發鄉村旅遊産品。具體項目有花海、稻田、
垛田、特色民居觀光、農業生産觀光等。

以鄉村悠閒、寧静的氛圍，藍色的天空、清新的空氣
爲基礎，開展特色民宿、健康飲食、養生養老、健身、
度假莊園、户外露營、娱樂活動等。

遊客到鄉村，參與到鄉村的農事體驗、民風民俗等
活動中，深度體驗鄉村生活。具體項目有鄉土膳
食、鄉間文藝、手工業體驗、競技賽事、特色交通等。

一方面，主要針對青少年兒童群體，向其普及農業
農科知識、教導鄉村的民風民俗。具體項目有自然
教室、生物認知、科技農場、農業科技館等；另一方
面，以特殊興趣的人爲對象，考察研究先進農業、特
色農業或農業文化、農業技藝等。

以鄉村潔净新鮮的特色蔬菜瓜果、風味獨特的土特
産、工藝精湛的手工藝品、古檏雅致的農民書畫、旅
遊紀念品等。

3 結論

鄉村旅遊産品存在的意義就是爲遊客帶來更

多、更優質的鄉村體驗，讓人們感受到當地鄉村的

生態環境，體驗鄉村的風俗習慣，學習地域文化，從

而更好的獲得旅遊體驗。根據以上的“五定法”，將

我國仍停留在吃、住、行階段的鄉村旅遊産品變化

爲參與體驗型的旅遊産品。鄉村旅遊場所在開發旅

遊産品服務的過程中，要挖掘旅遊資源的豐富内

涵，加大開發鄉村旅遊體驗産品的力度，充實遊客

的産品體驗，滿足他們自我實現、審美求知、娱樂消

遣等更高層次的體驗需求。如此一來，他可以爲遊

客提供更有效的旅遊産品供給，提昇旅遊服務的品

質，凸顯鄉村旅遊的豐富内涵，盡可能地滿足遊客

多元性、個性化、深刻化的旅遊體驗需求。

同時，在進行産品設計時，還需考慮幾大要素：

（1）本土要素——旅遊産品應該再本土化基礎上

進行研發加工，保留鄉村“土味”，延續鄉愁。（2）文

化要素——只有融入不通地方特色的鄉村文化内

涵，才能打造出差异化、特色化、個性化而不雷同化

的産品。（3）科技要素——藉助科技力量，使農業

和農産品實現現代化科技化和智慧化，産品才能得

到充分宣傳和使用。（4）時尚要素——將當下“網

紅”元素適當融入到旅遊産品開發中，爲鄉村帶去

新意，增加鄉村旅遊産品的吸引力。（5）藝術要素

——將鄉村文化與不同地區藝術表達形式相結合，

從視覺、聽覺、嗅覺等方面打造鄉村藝術，成爲旅遊

品牌，産生獨具特色的耦合效應。

隨着更進一步的的旅遊行業創意産品研發與

設計，更深層次打造的鄉村旅遊産品體驗，便能更

好的滿足人們的旅遊需求，推動鄉村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 《江蘇省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規劃》（2018-2022）.
［2］ 《江蘇省政府關於提昇鄉村産業振興推動一二三産業

融合發展走在前列的規劃》.
［3］ 《江蘇省辦公廳頒發省農業農村關於引導社會資本更

多更快地參與鄉村振興的通知》.
［4］ 《揚州市樸席鎮塔影村，沙向村相關旅遊規劃》.
［5］ 《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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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8月1日在江陰朝陽山莊舉行“五星

聖蓮”命名儀式以來，“五星聖蓮”作爲一個全新的

荷花品牌，受到各地推崇。“五星聖蓮”的培育是將

中國優秀的傳統花卉文化服務於花卉産業發展的

一個典型案例。爲了進一步推廣及擴大“五星聖蓮”

的影響，更好地爲文旅服務，我們研究了蓮荷的古

典意象、“五星聖蓮”的文化内涵，並進行了相關文

創設計研究。

“五星聖蓮”及其文創産品設計應用研究

吴茜茜 1，周武忠 2*

1.江陰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設計係，江蘇 江陰 214400；2.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 200240

摘要：蓮荷古典意象豐盈，比德於蓮，以蓮抒情、喻德、明志，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蓮荷文化。“五星聖蓮”的命名與培

育圍遶周敦頤先生的理學思想、廉政理念及卓越成就，是對傳統蓮荷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通過觀察、采集“五星聖

蓮”的生長數據與特性，提取、整合文化内涵，采用擬人化的設計手法進行文創轉换，將“聖蓮五君子”的形象運用

到文創産品的設計與推廣中，文旅融合，助推蓮荷文化的發展。

關鍵詞：“五星聖蓮”；東方設計學；古典意象；文化内涵；文創轉化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and Innovative Design for“Five Star Holy Lotus”

WU Qianqian1, ZHOU Wuzhong 2*

1. Department of Art Design, Jiangyin Polytechnic College, Jiangyin 214400, China；2. School of

Desig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al image of lotus and lotus is abundant. Always, they represent virtues, authors express their feel-

ings, metaphorize morality and declare high ambition by means of lotus, forming a lotus culture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aming and cultivation of the“Five-Star Sacred Lotus”is supported by Mr. Zhou Dunyi’s Neo

Confucianism, his concept of clean government, and othe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t becomes the inheritance and in-

novation of traditional lotus culture. By observing and collecting the growth data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Five-Star

Sacred Lotus”, extracting and integrating cultural connotations, using anthropomorphic design techniques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ying the image of the“Sacred Lotus-Five Gentlemen”to the design and promo-

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tus culture.

Key Words:“Five star holy Lotus”；Oriental Design；Ancient Chinese figures；Cultural connotation；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creativity.

69



東方設計學報 2022年3月

1 從“比德説”看“蓮荷”的古典意象

從《詩經》到《愛蓮説》，蓮荷一直受到文人墨客

的推崇，意象充盈，結合中國特有的“比德説”傳統，

可以明晰蓮荷的文化内涵與審美情趣。“比德説”的

基本涵義是指自然美之所以爲美，在於作爲審美客

體的物象可以與作爲審美主體的人比德，即人能够

從其中意會到審美主體的品德美。物體的外在形式

象徵人的品德，其象徵意義甚至超過了自然屬性，

比德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審美。［1］在“比德説”的視域

下，素有“與梅同疏、與蘭同芳、與竹同謙、與菊同

野、與蓮同潔”的比喻，賦予了梅蘭竹菊蓮不同的德

行情性。

1.1 以蓮抒情

早在《詩經》中，蓮荷意象便已嶄露頭角。《詩

經》中蓮荷意象的出現多用來表達女性、及男女愛

情相關的情感描述。《詩經·鄭風·山有扶蘇》中描述

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

風·澤陂》中也有“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

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雖然是以詩經中

常見的起興手法而出現的蓮荷意象，但言語中都是

借由美艷的荷花比擬女子的形象，描繪女子對心上

之人的想念之情以及對愛情的憧憬。

漢魏六朝時期，蓮荷常以鮮艷的色彩、妖嬈的

姿態、芬芳的香氣出現在詩詞間。江洪的《咏荷詩》

中道“澤陂有薇草，能花復能實。碧葉喜翻風，紅英

宜照日。”碧緑的荷葉在微風中翻卷，紅花在陽光下

摇曳，花色動人、婷婷玉立，具有清秀天然之美。杜

公瞻在《咏同心芙蓉》中也表達了對蓮荷的欣賞與

愛憐之情：“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緑，

雙影共分紅。色奪歌人臉，香亂舞衣風。”蓮荷意象

逐漸成爲文人審美抒情的主體。

唐代李群玉在《新荷》中寫道“田田八九葉，散

點緑池初。嫩碧才平水，圓陰已蔽魚。浮萍遮不合，

弱荇繞猶疏。半在春波底，芳心卷未舒。”［2-6］借由荷

花意象，抒發喜悦之情。崔櫓在《殘蓮花》中通過描

述殘荷的情境，“倚風無力减香時，涵露如啼卧翠

池。金谷樓前馬嵬下，世間殊色一般悲。”［2-6］寄託了

自己傷感的心境。

1.2 以蓮喻德

蓮荷在歌詞詩賦中經常被喻以高潔清白、潔身

自好的品德。唐代元稹在《高荷》中描寫“種藕百餘

根，高荷才四葉。飐閃碧雲扇，團圓青玉叠。亭亭自

抬舉，鼎鼎難藏擫。不學著水荃，一生長怗怗”。［2-6］

將蓮荷與荃相比，寄予了詩人對蓮荷超凡脱俗品德

的贊喻。賈謨在詩詞《賦得芙蓉出水》中，通過描述

不與百花争艷的荷蓮意象，“的皪舒芳艷，紅姿映緑

萍。摇風開細浪，出沼媚清晨。翻影初迎日，流香暗

襲人。獨披千葉淺，不競百花春。魚戲參差動，龜游

次第新。涉江如可採，從此免迷津。”［2-6］贊美荷蓮謙

遜自持的品德。北宋理學家周敦頤由蓮荷的形象描

述，到品德贊賞，表達了從物境到心境的交流：“予

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净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玩焉。”借由清潔蓮花的意象，贊賞蓮荷潔身自好

的品格。

1.3 以蓮明志

《楚辭》中《離騷》寫道“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

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餘情其信芳。”字裏

行間透露着詩人失落的情緒與忠誠剛直的意志。唐

代詩人陸龜蒙《白蓮》中有“素蘤多蒙别艷欺，此花

端合在瑶池。無情有恨何人覺，月曉風清欲墮

時。”［2- 6］將凌波獨立、孤芳自賞的白蓮描繪的栩栩

如生，表明瞭自己身處動亂年代，脱離情世的隱者

情懷。

比德於蓮，以蓮抒情、喻德、明志，一方面賦予

了蓮荷喜怒哀樂的情感，另一方面使抽象的品格、

志向等通過具象的荷蓮意象傳達，使得荷蓮成爲

“似有德者”，蓮荷也逐漸成爲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

個審美意象，滿賦贊譽，借由“比德説”梳理而得的

蓮荷意象，對現代蓮荷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

意義。

2 “五星聖蓮”的文化内涵

“五星聖蓮”是蓮荷培育的傳承、發展與創新，

是爲致敬宋代理學家、哲學家周敦頤先生培育的新

品種荷花。周敦頤作爲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北宋

五子之一，留傳有《太極圖説》、《通書》等著作，對後

世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新品種荷花的命名圍遶周敦

頤的廉政思想及理學體系，以“二極五行，聖潔純

净”爲總基調，具體命名爲金潔蓮、木紅荷、清水蓉、

聖火華、土心緣，命名都延續着中國的“比德説”傳

統，將情感、品格、志向賦予不同的荷花，使其形象

立體化，具有豐富的文化内涵。新品種荷花的培育

是周敦頤一生强調的廉政思想與理念的傳遞，對蓮

荷文化的繼承與推廣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現結合

五種蓮花的生長特性及意象，對“五星聖蓮”背後的

文化内涵進行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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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潔蓮

“金”源自中國古代社會中的陰陽五行思想，五

行中“金”代表白色，取“金”字描述蓮花的温潤色

澤，“潔”字傳達純净高潔之意。“金潔蓮”的命名正

如周敦頤的借花咏懷，將潔身自好的品質賦予蓮

花，如此一般，也體現了當代的人文理想追求。

2.2 木紅荷

震出東方，東方爲木，“木”具生長、昇發之意。

“木紅荷”描繪了東方朝日之意象，宛如新生力量，

表達生生不息，萬物循環往復、新生不斷的自然生

態主義的不懈追求。

2.3 清水蓉

蓮花居惡處而不怨，不爲淤泥之濁所玷污，也

不因清漣之澄而妖媚。“清水蓉”傳達了芙蓉出水，

冰清如玉的意象。周敦頤在千古名篇《愛蓮説》中，

以“蓮”喻“廉”，提出了廉政文化的核心及實踐方

式。將荷花命名爲冰清玉潔的清水芙蓉，更深層次

的旨意是在致敬周敦頤踐行的“荷廉文化”，從而推

動當今社會崇廉敬潔風尚的發展。

2.4 聖火華

周敦頤作爲北宋五子之首，中國理學的開篇人

物。“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

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

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北宋黄庭堅如此贊許

周敦頤的一生，他的品德修養及作爲如聖火之華，

影響千秋萬代。

2.5 土心緣

土爲中央，萬物歸一，是周敦頤心學的核心思

想，也是明代王陽明心學發展的重要基礎。一切皆

由“心”結緣，以“誠”論道德修養。在周敦頤的《通

書》著作中，着重論述了“立誠”的思想，以“誠”爲一

切道德原則和行爲規範的根源。［7］他提出“是聖賢

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表達了“養心”的重要性，

要减少欲望，心才能通達。

“五星聖蓮”喻“聖”之品質於荷花，將對高尚品

質的追求寄予新品種的荷花，一方面是對周敦頤先

生一生修養與成就的致敬，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現

世廉潔謙遜風尚的向往。

3 “五星聖蓮”文化内涵的旅遊文創轉化

“五星聖蓮”造型優美，圍遶周敦頤的理學思

想，擁有豐富的意象及深厚的文化底藴，爲文創産

品的發展創造了良好契機。文化産品與文化内涵的

融合應當成爲“五星聖蓮”文創産品研發的指導思

想。文旅融合强調文化是靈魂，旅遊是載體，産業是

方向。［8］借由産品將文化傳播，有助於深入挖掘蓮

荷文化内涵，豐富文化元素，通過造型、寓意及意象

的分析，探尋文化内涵，進行文創轉化。

3.1 “五星聖蓮”造型的融合

金潔蓮、木紅荷、清水蓉、聖火華、土心緣五個

新品種荷花，在色彩和造型上各有特徵，在不同的

時間與空間也傳達着不同的美感。五者單獨出現

時，各自精彩，組合呈現時，和諧共存。在文創轉化

時，可以考慮單品與組合的不同形式，以共性爲基

礎，比如淡雅的色彩、温婉的造型等作爲紐帶，將五

者的造型進行提煉和融合，充分挖掘“五星聖蓮”造

型、色彩的藝術之美。

3.2 “五星聖蓮”寓意的融入

自古至今，蓮荷常常與不同的紋樣圖式組合，

以表達吉祥、高潔的寓意。比如“一路連科”，由鷺與

蓮荷組合，表達着對科舉時代考生的遂順祝願；“連

年有餘”，由金魚與蓮荷組合，表達着物質充盈、生

活富足的祈求；“連生貴子”，由童子與蓮荷組合，表

達着人丁興旺的吉祥寓意；“和和美美”，有荷花與

梅花組合，表達着生活和合如意的祈福；“一品清

廉”，則由一株蓮花的形象出現，比擬位高權重却廉

潔自律的形象。［9］“五星聖蓮”的文創設計也可以融

入蓮紋的吉祥寓意，進行組合創意。

3.3 “五星聖蓮”意象的映射

“五星聖蓮”圍遶周敦頤的哲學思想與廉政文

化，産生的不同意象，可以成爲文創産品轉化的契

機。如金潔蓮傳遞的高潔純净之意象，木紅荷透露

的朝氣蓬勃之意象，清水蓉表現“出淤泥而不染”聖

潔品質，聖火華映射着衍生萬代的氣息，土心緣呈

現出以“誠”爲心、温潤謙遜的意象。在蓮荷文化悠

久的背景下，“五星聖蓮”的意象符合當今的社會精

神與思想追求，可以將其消融并且通過文字、繪畫

等形式進行文創産品的轉化，迎合人們當下簡約自

然、返璞歸真的審美追求。

4 “五星聖蓮”文創産品的設計實踐

據周森樹先生的著作《江陰周氏通覽》分析論

证，江陰周氏從譜牒上看皆爲周敦頤的後裔，因此

“五星聖蓮”命名及培育對宣揚江陰區域特色文化，

孕育嶄新的歷史價值，助推江陰經濟多樣化發展都

具有積極作用。

在細緻觀察“五星聖蓮”的生長特性、充分研究

其文化内涵的基礎上，通過提取、整合造型特徵，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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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吉祥的寓意，遴選契合的文化意象，融合多種創

新思想、新興技藝，經由前期分析，確定設計主題、

形象表達、産品類型，使“五星聖蓮”的文創産品兼

具文化性、趣味性與多樣性，讓它們有造型、有色

彩、有故事、有神韵，契合社會大衆的審美標準與精

神情趣，爲文旅融合有效服務，提昇旅遊品位，豐富

旅遊商機。

4.1 前期分析

通過分析“五星聖蓮”的生長特性與參數（見表

1），總結出五個品種之間的共性與個性。從大小上

看，五者均屬於大中株型；從造型上看，“聖火華”的

花態呈飛舞狀，活潑向上、飄逸瀟灑，其餘四者的花

態均爲碗狀，形態規整、温婉穩重；從色彩上看，“木

紅荷”的玉紅色朝氣顯著，熱情洋溢，其餘四者皆爲

淡雅之色；從花瓣形態上看，“聖火華”與“清水蓉”

屬於少瓣型，均爲 16枚花瓣，“土心緣”花瓣最多，

達136枚；“木紅荷”的花瓣形態飽滿，基本呈圓形，

其餘四者皆爲大小不一的水滴形。

4.2 設計主題

根據前文對“五星聖蓮”的文化内涵及意象分

析，温婉謙遜、兩袖清風的君子形象非常適合用來

映射其精神内涵，因此將文創産品的設計主題確定

爲“聖蓮五君子”。

4.3 形象設計

考慮到文創産品的多樣性與市場性，將“五星

聖蓮”的主題形象通過擬人化的表現形式展開設

計，稱爲“聖蓮五君子”（見圖 1）。以花瓣的共性特

徵，作爲“君子”的主體形象，身着淡雅簡潔的服飾，

結合前文對五種荷花文化内涵的挖掘，分别賦予它

們不同的“性格”。周敦頤作爲中國理學的開山鼻

祖，北宋“五子之首”，他的理學思想在理學史上開

啓了新篇章，如聖火之華，福澤萬代。因此“君子聖

火華”的形象如火炬，設定了招手的動作設計，代表

開明與未來。“君子清水蓉”，顔色淡雅，生性寡淡，

高潔温婉，設定了雙手後置的動作，表現氣定神閑

的翩翩君子之風。“君子土心緣”，花型的突出特點

是花瓣數量衆多，因此形象表現上與之呼應，繪製

最多數量的花瓣。此花强調源於心、心本誠，故設定

了雙手合十的動作，表達萬物歸心的心態。“君子木

紅荷”的形象繪製源於重瓣型的花型、濃重的色彩，

自帶識别度。日出東方、紅色新生、朝氣蓬勃，性格

開朗、大方沉穩。“君子金潔蓮”，花型普通，色彩素

雅，平凡聖潔，端莊大氣。

聖火華 清水蓉 土心緣 木紅荷 金潔蓮

圖1 “聖蓮五君子”具體形象設計圖

4.4 應用産品類型

以“聖蓮五君子”的形象爲載體，將“五星聖蓮”

背後的文化内核轉化成創造性的産品，分别以“貼

牌型”及“趣味型”兩類展開設計應用的研究。

貼牌型：傳統的文創産品多爲“貼牌型”，將主

題圖案或紋樣“貼”於實物上，即將“聖蓮五君子”的

圖案形象直接用於常見的日用品及紀念品上，如服

飾配件、鞋帽箱包、首飾配件、文具、餐具等，此類文

創産品通常會受到以“實用性”爲宗旨的消費者的

喜愛，選擇衆多，設計簡單。目標是將主題文化元素

進行簡單移植，却難以進行内涵文化的傳遞。

趣味型：此類文創産品多以“趣味性”爲導向，

通過增强消費者的體驗感與代入感，在互動中引發

消費者對文創産品内涵的自覺關注，真正做到使文

創産品成爲文化傳播的載體。新興的形式有盲盒、

數字化産品等。

盲盒。盲盒因其自帶的趣味性和神秘性深受市

場青睞。區别於傳統“貼牌型”的文創産品，盲盒與

文創的聯合更致力於年輕人喜歡的方式，賦予文創

産品更多的趣味性，同時爲旅遊帶來更多的商機。

前有故宫博物院推出“猫祥瑞”與明清人物“宫廷寶

貝”兩個系列盲盒，後有河南博物院出品的“失傳的

寶物”系列考古盲盒，引領博物館文創盲盒熱潮。

表1 “五星聖蓮”的生長特性及參數統計表

品種名稱

金潔蓮

木紅荷

清水蓉

聖火華

土心緣

株型

中

大

大

中

大

顔色

茶白色

玉紅色

雅黄色

白中透粉

淡黄微粉

葉徑cm
21-25cm
27-34cm
27-34cm
20-30cm
36-40cm

立葉高

67cm
105cm
88cm
68cm
88cm

花梗高

90cm
135cm
95cm
107cm
96cm

花態

碗狀

碗狀

碗狀

飛舞狀

碗狀

花瓣

82枚

82枚

16枚

16枚

136枚

花徑

12cm
12cm
16cm
20cm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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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聖蓮”的“聖蓮五君子”文創主題，爲盲盒的設

計提供了諸多可能性，設計初稿分爲單個盲盒效果

（圖 2）及系列盲盒效果圖（圖 3）。首先有五個不同

的“君子”基本款，提供了盲選的可能性，後期可以

通過改變基本造型的顔色、動作等衍生出更多不同

的“聖蓮君子”，增加盲盒購買的黏性，吸引年輕人

去購買和收集。而當人們已經不再滿足於把玩盲盒

本身，而是想要去瞭解盲盒中“寶物”的信息，則達

成了文創産品設計的初衷，即通過文創實物吸引更

多感興趣的人去瞭解“五星聖蓮”的蓮花特性、文化

故事，以及悠久的蓮荷文化，借由國風潮玩創新傳

統文化，培養大衆的文化認同及文化自信。

圖2 單個盲盒效果圖

圖3 系列盲盒效果圖

AR遊戲。在數字化、移動端時代，文創産品不

僅是滿足消費者物質需求的實物商品，更是一種文

化體驗。比如通過掃描二維碼即可進入一個沉浸式

的文化體驗空間，與“聖蓮君子”進入同一個全新的

世界。具體來説，由“聖蓮五君子”爲主要人設，根據

各自的外在特徵及内在性格，設定成不同的故事人

物，通過AR定位跟踪功能，在移動攝像頭、切换角

度時，蓮花形象的人物即可“出現”在用户身邊，叠

加到真實空間。借由這樣的技術可以將蓮花的文化

意象、想要傳達的精神理想，通過故事的形式編排

串聯，在遊戲中植入，以嶄新的視角爲大衆所熟悉。

5 結語

在“比德説”的傳統視域下，自古蓮荷被賦予瞭

高潔純净的品格、温潤清净的意象。“五星聖蓮”的

培育圍遶周敦頤的思想與理念，應用東方設計學的

理論和方法，對傳統的蓮荷文化進行了傳承與創

新。文創産品的設計並非單純體現功能價值，更應

包含特定的情感價值及審美價值。［10］因此，在進行

“五星聖蓮”的文創産品搆思與設計時，將國風審美

與文化内涵的傳播作爲設計的核心目標，以“君子”

喻“荷花”，將“聖蓮五君子”的形象爲載體，提倡發

展“趣味型”的文創産品，使“五星聖蓮”的文化内涵

通過消費者的互動體驗，自覺地進行傳播，進而推

動中國傳統蓮荷文化的發展與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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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國際設計之都建設新契機

——訪上海交通大學創新設計中心周武忠教授

徐媛媛 1，王曉雯 2

1.上海交通大學創新設計中心，上海 200240；2.國際設計科學學會元宇宙研究會，上海 200240

上海近期多部門聯合印發《上海建設世界一流

“設計之都”的若干意見》，《意見》提出上海到2025
年將基本建成設計産業繁榮、品牌卓越、生態活躍、

氛圍濃郁的“設計之都”，到 2030年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設計之都”。那麽設計行業是如何看待這次

《意見》的呢？該如何又好又快地創建“設計創新型

城市”典範，並彰顯上海特色、體現上海擔當呢？如

今大火的元宇宙産業，對城市建設和人類美好生活

的應用是什麽？又是否會成爲國際設計之都建設的

新契機？

有這樣一位教授，他用富於啓發性和開創性的

設計哲學指引設計業的創新發展，並在諸多項目上

得到了廣泛而實踐性的應用。他兼具開放的國際胸

懷、前瞻視野和社會責任感，可以説是設計行業的

資深學者。他在當下新時代設計浪潮中，毫不遲疑

地創新成立了國際設計科學學會元宇宙研究會 IS⁃
DS-Meta，以發展全新的設計思想和創新研究思

路，搭建國際元宇宙研究和設計人才交流平臺。今

天我們有幸邀請到國際設計科學學會主席、上海交

通大學創新設計中心主任周武忠教授，請他談一談

國際設計之都的建設意見。

記者：您作爲國際設計科學學會主席，也是設

計行業的翹楚，您如何看待上海近期多部門聯合印

發《上海建設世界一流“設計之都”的若干意見》這

件事？這對設計行業有什麽意義嗎？

周：這是一個值得中國上海廣大設計界關注和

思考的事，對城市和行業都非常具有時代意義。實

際上早在 12年前，上海就獲得了由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授予的“設計之都”的稱號，要知道，截止目前，

全球能稱爲“設計之都”的城市只有 10個，例如德

國柏林、加拿大蒙特利爾、韓國首爾、日本名古屋

等。在國際上看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稱號，這是“創

意”城市的標誌，代表了一個城市在設計領域所展

現出的活力、動力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創新力得到了

聯合國的認可。這不僅標誌着有着輝煌歷史的上海

開始躋身世界設計都市的行列，更昭示了上海開始

真正有能力以這座城市所展現出的創新設計和文

化魅力走向世界，影響世界，推動世界的設計發展。

經過了這十幾年的建設發展，這次上海多部門

聯合印發的《上海建設世界一流“設計之都”的若干

意見》，指明瞭設計要賦能城市建設發展，要引領産

業革新，要真正在搆築人民高質量生活中發揮作

用。我們不僅要感知到這是上海政府寄予全設計界

的希望，更要敏鋭地抓住新時代賦予的方向和機

會，設計行業和設計人才在未來 10到 20年要不遺

餘力去實踐奮鬥和創新，完成建設世界一流“設計

之都”賦予的使命。

記者：您在設計行業從事了30多年，又作爲上

海交通大學創新設計中心主任，發展創新設計學

科，在城市建設方面也領導實踐了很多創新設計項

目，可謂見证了包括上海這座城市在内的創新設計

和城鄉建設發展。您認爲該如何更好更快地創建

“設計創新型城市”典範，彰顯上海特色、體現上海

擔當呢？

周：這是一個很有高度的問題。我自1991年在

揚州創辦東方園林規劃設計研究所，也就是現在的

東方設計集團的前身，迄今正好30年。2001年我在

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學院博士畢業，隨後到東南大學

名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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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並跟隨建築與城市設計著名學者王建國院士

從事5年博士後研究，2011年在東南大學負責設計

學科，2013年起負責交大設計學科直至 2017年創

設交大創新設計中心，隨後作爲總牽頭人參與《雄

安新區城市傢具導則》的研製，親歷了創新設計領

域的不少人和事。創建“設計創新型城市”典範本就

是一個復雜工程，這就是要設計不僅融入到各行各

業中去注重整體發展、打造標杆，還要發掘和發揚

地方優勢。我認爲可以總結爲三個方面的堅持，一

是堅持以文化價值爲根基，二是堅持以創新設計爲

引領，三是堅持以科學技術爲發展力。

創新型城市的建設設計一定要與文化結合。國

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

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國，提昇國家文化軟實力。上

海作爲中國的上海，作爲一座國際大都市，要在建

設國際設計之都中彰顯特色，就是要弘揚東方文化

並能促進國際設計進步。文化是長期積澱的結果，

同時也是持續不斷傳承和創新的結果，文化是國家

龢民族的根本凝聚力，也築就了上海這座城市獨特

的魅力和人民心中共同的價值理念。就像人們提到

上海會想到東方明珠一樣，上海國際設計之都的建

設發展不光要汲取國際上其他城市的優點，更重要

的是要走自己的路，只有以東方文化爲根基，才算

有靈魂。我曾經把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理念相

結合，創立了“東方設計學”，就是希望讓東方設計

在不斷汲取東方文化營養龢民族設計元素的前提

下推陳出新，與世界多元文化相交融，使東方設計

成爲一種世界性的設計觀念。這與國際設計之都的

建設發展目標是不謀而合的。

二是以創新設計爲引領，爲什麽這麽説呢，這

對創建“設計創新型城市”典範，打造標杆十分重

要。我們一直在講“創新”，但很多人没有真正意識

到發展創新設計的重要作用。就我所在的交大設計

學科發展來説，創新設計是一門以設計學爲主幹學

科，建築學、風景園林學爲支撑學科，依託機械工

程、管理科學與工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生態學等

優勢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横跨藝術學、工學、農

學、管理學、理學 5個學科門類“遠緣雜交”，集藝

術、科學、技術、人文、社會、商業等多重屬性於一

體，最具創新價值的學科群。2017年上海交通大學

創新設計中心成立後，作爲創新設計中心主任，我

主持編制了《創新設計一流學科建設方案》，希望的

是形成以設計學爲中心，糅合“設計與産業”、“設計

與環境”雙輪驅動的“創新設計”學科。創新設計需

要全球視野，融會國際先進設計理念、知識、技術與

文化，將創新設計内涵與外延進一步拓展到人文、

社會等領域。國際設計之都的建設内容包含了從産

業發展、城市空間、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到城市品牌

形象的方方面面，而這正是需要一門符合國際先進

理念的交叉學科作爲引領，才能創建“設計創新型

城市”的典範。

更不容忽視的是以創新設計爲引領而發展的

創新創意産業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實際上創新和創

意已經成爲了上海綜合競争力的重要資源。2020
年上海創意産業總産出達到了2萬多億元，已經成

爲了重要的支柱性産業，而到2030年，上海市的文

化創意産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産總值的比重將達到

18%左右。創新設計的發展將對上海經濟社會的進

步和標杆影響做出不可忽視的貢獻。

三是以科學技術爲發展力。這是體現上海領先

作爲和擔當的重要因素，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新

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革命正在蓬勃發展，市場多樣

化、消費個性化的物質文化需求日益增長，人類應對

資源環境壓力、生産生活壓力、可持續發展等重大挑

戰不斷增多。元宇宙、萬物互聯、實時傳感、VR/AR、
AI、3D打印等技術創新日新月异。在新時代的背景

下創建“設計創新型城市”典範，不僅應該善於與時

俱進，將設計與科技結合，以科學技術爲發展力，驅

動産業在各個領域的創新發展，包括醫療、交通、信

息技術、時尚文化、健康等，打造産業核心競争力，更

要圍遶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合科學技術，

打造好的産品和場景，推動生産力和消費力，以發展

的眼光構建美好的世界設計新格局。

記者：瞭解到最近您發起成立了國際設計科學

學會元宇宙研究會 ISDS-Meta，這真的是一件很有

創新意義的事。您是出於什麽樣的初衷去設立國際

元宇宙研究會的？

周：對設計行業來説，我們需要時刻保持前瞻

性和對市場的敏感性。ISDS-Meta的誕生可謂是順

應時代發展趨勢的，未來政策也有望推動元宇宙探

索和布局。元宇宙被首次寫入了中國地方“十四五”

産業規劃。去年12月上海發佈了《上海市電子信息

産業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加强元宇宙底層核

心技術基礎能力的前瞻研發，推進深化感知交互的

新型終端研製和系統化的虚擬内容建設，探索行業

應用”。我認爲邁向新時代的創新設計，是一個基於

新思維、新理念、新思路的偉大戰略。元宇宙如今是

全球創新競争的高地，爲國際設計科學吹來了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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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風。設計人要緊抓元宇宙發展機遇，在元宇宙的

新環境下迎接挑戰，創建全新的設計邏輯、設計體

系、設計方式。設立 ISDS-Meta符合國際設計科學

學會的宗旨和《設計科學上海宣言》要義，國際設計

科學學會作爲一個國際性的開放學會，其發展也需

要新的設計思想和不斷創新的研究思路。

記者：您認爲元宇宙的發展對國際設計之都的

建設會帶來什麽樣的變化呢？會有哪些城市建設方

面或者點亮人類美好生活上的應用和價值嗎？

周：我認爲發展元宇宙是建設國際設計之都的

新契機，這是很讓人興奮的。國際設計之都的建設

《意見》中提到要“搆築設計創新生態體系”，裏面有

一點是“加强科技支撑和數字化轉型”。我們現在看

到全球新一輪數字浪潮已經蓬勃興起，新一代信息

技術與經濟社會各領域將深度融合。上海又是作爲

國際化信息大都市，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國際影響

力也非常突出。面向未來，上海將牢牢抓住這一重

大機遇實現數字經濟突破。元宇宙會是下一代互聯

網形態，發展元宇宙可以加速 5G、數據中心、通信

基站等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人工智能、虚擬現

實、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

展。反過來，這些科學技術又會進一步推動設計過

程數字化、智能化、協同化，提昇設計效率，優化設

計方案，最終實現設計創新、生産銷售、建造運營全

週期數據閉環。

就像我們設立 ISDS-Meta這個平臺也是希望

我們來自各個國家的科研院校能够和龍頭企業加

强合作，在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上尋求前沿技術的

創新探索和突破，超前布局，加快“元宇宙”相關場

景的創新和應用實踐。

元宇宙雖然現在還是一個新鮮事物，但是我們

可以想象它在多領域的應用和價值，甚至有可能改

變人類的生活生産方式，這對國際設計之都的建設

會帶來新的突破和無界。我曾經在國際設計科學學

會首届年會的“地域振興與整體設計國際學術研討

會”提出過“整體設計”（holistic design）概念，即以

人類爲中心的整體設計思維和生産、生活、生態‘三

生和諧’的設計理念。這在如何建設國際設計之都

的問題上同樣適用。元宇宙的到來，可以説爲加速

‘設計’與‘産業+生活+環境’的融合創新創造了更

多可能。

“以設計點亮民衆美好生活”是建設國際設計

之都的重要内容之一，元宇宙相關場景的創新和應

用一定會發揮重要價值。對設計人而言，通過對元

宇宙虚擬世界的整體發展進行場景和内容的設計

創造，提昇數字内容的原創能力和設計美學水準，

將元宇宙産業與旅遊、商業、傳媒、文化藝術等内容

結合起來，應用到城市空間和人類美好生活中去，

通過創造數字化、沉浸式的體驗形式，可以提昇産

品和服務品質，創造愉悦的精神享受，進一步促進

文化消費和信息消費。例如利用元宇宙打造特色商

業街區，可以打通綫上綫下，加强購物空間美學設

計和消費者服務互動，提昇街區綫上品牌和綫下市

民消費和休閒體驗。再例如，疫情期間也讓人思考，

將文旅景點從綫下轉移到綫上，元宇宙也帶來了綫

上旅遊的可能性。對設計人來説，可以聚焦文旅項

目的内容和體驗設計，打造新時代的虚擬數字化文

旅打卡點，發展城市全域旅遊，加强城市品牌形象。

我認爲無論在展現上海原有的歷史底藴基礎

方面，還是爲民衆創造更美好生活上，以及推動産

業轉型，探索更多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方面，元宇宙

産業與創新産業資源對接定將打造一批行業標杆

設計和應用，爲建設國際設計之都創造新的支點和

引擎。

記者：非常感謝，聽您這麽一説，真的讓我們對

元宇宙發展和對國際設計之都的建設産生了更大

的創想和期待。國際設計之都建設一定離不開人才

梯隊建設和衆多設計力量的集聚。您每年都會舉辦

東方設計論壇，能否請您談一談感想。今年的主題

會和元宇宙相關嗎？

周：東方設計論壇迄今已經連續舉辦了 7届，

可以説已經成爲了設計界的品牌活動。自 2016年

第二届東方設計論壇開始，每年由國際設計科學學

會、上海交通大學聯合主辦，上海交通大學設計係

（設計學院）和創新設計中心承辦，每届確立一個主

題，並以該主題爲名申請國際會議，報教育部國際

司批準。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主題從2016年的“東

方文化與設計哲學”，到 2017年“一帶一路與東方

設計”，到 2018年的“地域振興與整體設計”，再到

2019年的“東西方設計比較”，無一不獲得了較好

的國際反響和學術贊賞。去年第七届東方設計論壇

是以“東方設計與鄉村振興”爲主題進行舉辦的，這

也爲“文化創新助力鄉村振興”提供了廣闊的創作

空間。2022年將是我們的第八届，論壇會以“元宇

宙與創新設計”爲主題進行舉辦。説來也是機緣，三

十年前，上海交大老學長錢學森先生以“靈境”命名

了今天的“元宇宙”，被尊爲“元宇宙之父”。今天，我

們有這樣的機會，就以“元宇宙”爲題，以表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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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設計之都建設”是需要開放合作聚力創

新的。我們希望順應設計大時代的發展，依託東方

設計論壇推動“世界設計走進來，上海設計走出

去”，通過國際設計交流平臺，推動設計學科的認

知、發展，探索“設計+”的新業態新模式，爲人類社

會共同進步和發展貢獻設計的力量，成就設計學人

的共同使命。我們相信這届以“元宇宙與創新設計”

爲主題的東方設計論壇，也必將爲“國際設計之都

建設”提供廣闊的百花齊放的思想創新交流平臺和

實踐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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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特立獨行，其事持久彌香

——《花木深圳系列》出版

於志斌

海天出版社，深圳 518000

今年讀書不多。就讀過的書來看，被觸動的

寥寥可數。至於被觸動又想説一説的書，都已經

説過了。在 2022年到來之前，我想到了《花木深圳

系列》。

在編輯出版《中國花文化史》過程中，拓展花文

化方面的選題成爲我的精神需求。深圳的緑植環境

長期給我美好的觸動，2005年底我寫了一篇《深圳

的緑》，記録了所見所思，便形成了做深圳園林文化

圖書選題的念頭。要把這個念頭變成可行的方案靠

得是人。恰好《中國花文化史》作者周武忠教授在深

圳審稿期間，於飯桌上把他的同門學弟王定躍介紹

予我認識，當時我腦子裏就有靈光一現，覺得與此

人能做點什麽事情。

王定躍先生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博士後，

二級研究員，曾任深圳市公園管理中心副主任，現

任深圳市梧桐山風景區管理處主任，出版和發表了

《中國蘇鐵》《梧桐山風景區風景林調查與規劃》專

著以及四十多篇學術論文。王博士在中國植物學

會、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的分會擔任副理事長、副主

任委員，深圳市植物學會副理事長。他作爲我國園

林與林業的資深專家，被聘任深圳市决策諮詢委員

會先行示範區生態組、規劃委員會發展與策略委員

會、前海合作區規劃和建設諮詢委員會的專家和委

員，爲深圳市生態文明建設建言獻策、擘畫布局，發

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毫無疑問，要做深圳園林文化圖書選題，王博

士是非常合適的人，我便向他發出試探性的邀請。

王博士表示有興趣，但因爲自己工作太忙，只願意

幫助促成這一著事。在王博士幫助下，2016年 5月

17日我在荔枝公園與張信思、王定躍等幾位專家座

談了一下午，正式拉動了選題策劃工作；至 10月，

形成《深圳園林與文化叢書》方案。

《深圳園林與文化叢書》分四個系列，總規模約

三十册。叢書要寫出深圳對中國傳統園林的傳承與

發展，與國際風景園林的接軌，以及園林緑化建設、

管理和園林文化方面的創新。我主導召開了社内外

的有關工作會議，還將方案壓縮爲《關於籌組〈深圳

園林與文化叢書〉編撰委員會的聯繫函》和相關内

容，傳遞給深圳市有關部門和某位市領導，希望搭

建一個叢書編委會，給予工作上的領導和支持。

我想在建設宜居的生態環境方面，深圳這座

城市做了許多努力，形成了可持續發展的格局，吸

引了四面八方的人才，爲深圳的創新發展注入强

大的動力。深圳園林人和緑化人是深圳生態文明

主要建設者，他們理論聯繫實際的探索和創新應

當得到系統的學科的全面的梳理和總結、深化和

提高，成爲助力於打造“山海之城”“四季花城”“公

園之城”的智力資源。因而我判斷這個叢書立項後

可在未來四年内完成結項以及編輯出版，作爲慶

祝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週年的重點圖書，切合

“主題出版”的價值取向。衆所周知，“主題出版”類

讀物在各類出版選題中所佔據的位置，用“重中之

重”來形容絶不爲過。

可是呈送《關於籌組〈深圳園林與文化叢書〉編

撰委員會的聯繫函》和相關内容後如泥牛入海，再

無消息。我依然堅信叢書選題對路，出版後對深圳

有重要價值和教化意義，在深圳市文化創意産業發

展專項基金的評審中是能拿到出版資助的。我邀請

書評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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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士以主編身份開展工作，贊成他分步走、先把

其中的花木系列做起來的意見。我特地把“深圳園

林與文化”微信工作群改名爲“花木深圳書係”……

没有想到的是，深圳市文化創意産業發展專項基金

停止了審批，我也提前兩年進入了“退養”狀態，誰

還會對尚未訂立出版合同的花木深圳系列上心呢？

不過王博士和一衆作者對《深圳花木系列》仍

然上心，還有一些知曉此事的深圳園林人與緑化人

以及社會人士關注系列的進展。恰好王博士主持的

一個科研項目獲得了深圳市科技進步奬社會公益

類一等奬，奬金五十萬元。王博士對我説，要用這筆

奬金出版花木系列。李尚志先生在《荷美深圳·後

記》中交待此事甚爲詳盡，説奬金“全部用來支持該

叢書的出版”。

這筆奬金原可以這樣用那樣用，甚至不用，乾

脆把它們存放到銀行去……但是王博士把它用在

了出版《花木深圳系列》上，順利地訂立了該系列的

出版合同。假設没有這筆出版經費，這個系列將會

擱淺，很有可能不會出版了，撰寫人員辛勤勞作的

成果就泡湯了。在海天出版社來説，出版這個系列

如同做錦上添花之事。

《花木深圳系列》是具有科普特質的圖書，把它

們歸類於文化教育或者科普都是合適的。系列在今

年先後出了四本，即《鵑映鵬城》《荷美深圳》《鳳凰

於飛》《菊花依然》，分别寫了杜鵑、荷、菊、鳳凰木四

種植物的科學與人文知識，突出地展述了它們與深

圳的歷史淵源。譬如杜鵑花史和品種，杜鵑花景觀

和應用，杜鵑花的繁殖技術和栽培技術以及病蟲害

防治等；荷之起源地理分佈、栽培和流傳史，荷的食

用和應用，荷的科屬和品種，荷的科學管理（掌握習

性、栽培得法、水肥控制、反季生産、病蟲害消長防

治），荷花造景和觀荷賞荷等；鳳凰木引栽史考，形

態、品種及分佈，鳳凰木家族，相近種比較，栽培與

應用，生長習性，苗木培育和復壯，種植與養護，蟲

害防治，園林應用等；菊花起源與發展史，菊花之産

業，菊花品種與分類、特徵與習性、常見品種，菊花

栽培技術和病蟲害防治。

《花木深圳系列》是具有巡禮元素的圖書，把它

們當做參觀遊覽深圳的旅遊觀光書可也。不過在一

次次神遊意到中，感動我們的是雲蒸霞蔚美若紫煙

的梧桐山毛棉杜鵑，是洪湖公園池水裏的甜甜荷葉

和數不清的荷花，是秋之花魁的菊在深圳大地的炫

舞，是鳳凰木用移民般的熱情噴薄出火紅的花山花

海。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記唐宋時洛陽牡丹：“花開

時，士庶競爲游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

井”。如今在深圳，上述四種花木以及簕杜鵑、月季

等，同樣在花開時節引起人民“競爲游遨”的情景，

那種花臺花山花潮花海的美景，合一城民衆無不爲

之傾倒，外地友人依依不舍盤桓不歸。那些日子，花

訊和花勝成爲街談巷議的對象和茶餘飯後的談資，

我想人們歡度佳節的熱情也不過如此吧。

《花木深圳系列》是具有致敬意義的圖書，把它

們看做譜牒作品或者傳記也没什麽不妥，甚至更加

符合我國乃至深圳的實際情况。深圳一年四季草木

欣榮，鮮花不斷。杜鵑、荷、菊、鳳凰木、蘭、簕杜鵑、

月季、紅樹、荔枝諸多植物，代表了深圳緑植環境的

美好格局，吾土吾民怎能不心存感激呢？在我國最

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許多植物得到了張揚，甚

至被賦予了神格、人格，具有象徵意義等。在浩如瀚

海的古籍中，有一類以花艸樹木竹藤以及中草藥爲

主要内容的譜系牒録作品，藴含了前人對大自然的

敬畏之情，同時也充滿了前人對植物的致敬之情。

在沉積和流傳的漢籍中，對大自然及其植物的敬畏

和致敬是水乳交融的，對於今人來説，須知這便是

人文精神。《花木深圳系列》之作爲是接續和發揚了

這樣的敬畏和致敬。

尤其值得一説的是，深圳的青山緑水和花艸樹

木及其緑植環境，具有十分美好的格局，能讓人産

生致敬之情是很正常的。不過在美好的格局離不開

人的因素，以杜鵑、荷、鳳凰木、菊花而言，這四種植

物都不是深圳經濟特區所獨有的，甚至説起來它們

反而是具有廣域性的，在我國很多地方都有栽培和

應用。它們在深圳形成了特色、品牌、個性，有了切

合本地特質的象徵意義，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形成

了文化藝術的品牌效應等，是與深圳園林人和緑化

人的辛勤勞作密不可分的。致敬，深圳園林人和緑

化人！

該系列杜鵑等四種均出自身爲園林人和緑化

人的諸位作者之手筆，是以專業素養和科學精神結

合的文字，謙虚謹慎，檏素無華，没有浮夸和矯情之

筆，也不自吹自擂。我在書中看到了他們反思的問

題，看到了他們自警自策的方向。這在由王定躍擔

任執行主編的《鳳凰於飛》一書中最爲突出。

王定躍、李尚志、林杏莉等主編在書中分别提

到了我是叢書策劃人，回憶我們一道開會和我在會

議中的表情達意，向我表示謝意。我予系列助力甚

微，讀來非常愧疚。花木深圳系列之出版實是王定

躍博士和一衆作者嘔心瀝血的結晶。尤其是作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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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總主編的定躍博士，謀篇布局，審編改訂，居功厥

偉。在我近四十年出版生涯中，其人特立獨行，善始

善終，其事僅此一例，持久彌香。我因而對定躍博士

深表敬意，並聊作此文，略述因緣，期待後續之作早

日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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