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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故乡，依托乡村
生态文化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具有恒
久的魅力

主持人：乡村游成为疫情防控背景下最早迎来生
机的文旅业态。请您谈谈乡村生态文化的突出特点，
依托这些特点发展乡村游的魅力体现在哪里？
孙若风：乡村是离自然最近的地方，乡村生态文
化也是从农耕文明中走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原点，
乡土气息是人们最熟悉、最亲切的气息。
生态文化是几乎所有国家旅游的滥觞，也是长
盛不衰的“保留剧目”。20 世纪旅行家、诗人、摄影师
尼古拉·布维耶说：
“ 世界就像股水流，从你身上穿
过，有一段时间会把你染成它的颜色，然后离开，把
你留在原地。”乡村生态就能给游客留下乡村的颜
色，让游客把心灵“留在原地”。
乡村山水是乡愁的载体，乡村生态是我们中国
人精神原乡的基点。乡村文化，就是一代代农人在
天地山水间劳作和生活中形成的令人亲切的价值取
向、行为规范、交往方式，还有魅力独具的风土人情
和民间艺术。依托乡村生态和文化发展起来的乡村
旅游，具有恒久的魅力。
主持人：中国人对乡土有着特殊的情结，其根由
何在？乡村游是否自古就是中国人的诗意生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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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若风：孔子是面向乡村的，所以他说“礼失而
求诸野”。老子、庄子的核心语汇，比如山、水、自然，
都在乡间。中国传统美学是开在乡村的花朵。中国
古典文学源自乡土，也强化了乡土情结。中国最早
的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置于首位
的“风”即“十五国风”，基本上是不同区域的乡土文
化。东晋陶渊明在长江边的乡村写下了《归园田居》
等一系列作品，是后来的田园诗、今天的周边游和乡
的“心远地自偏”，这样即使面对附近的乡村场景，也
村游等旅游文化的重要源头。
能实现“诗与远方”的追求。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
我注意到，当前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农民、新
先哲就提出世界的本质是气，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农人、设计师和艺术家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共同语
“气动谓之风”，所以才会有“一方水土养一
言最多，最容易形成共识，就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审美 “地之气”
“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认识，才会有不
追求。当然，这方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比如， 方人”
同的乡土文化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古人写的风景
要多了解一点传统文化中以自然为核心理念的哲学
诗、田园诗并不都是名山大川。敬亭山位于安徽省
观、艺术观、生活观，把它们与当代审美结合起来，融
宣城市，唐代诗人李白在《独坐敬亭山》中写道：
“众
入文旅产品、服务之中；可以直接借鉴、使用一些相
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关的传统术语，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也可以
他把敬亭山视为最亲近的知音。
化用一些已经融入当代审美生活的概念，比如意
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树叶，也没有一模一样的
境。这样会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接受心理和习惯，
乡村。乡村自有青山绿水、农事生活、风土人情、传
击中怀有乡土情结的游客心中柔软之处。
统技艺、故事传说，关键在于游客的观察和体验。唐
我们是农民的后代，乡土文化深植于我们的体
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
“ 山不在高，有仙则
内。回归这样的现场，就会感到回家般的温暖，于是
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乡
触景生情，心领神会，于心戚戚，然后有所发现、有所
村有山有水有德，
就有吸引游客的馨香。
创造。轻捋这里的草木，一草一木皆关情；与这里的
百姓交流，乡言乡音有共鸣。

乡村游是游客的返乡之旅，也是旅
游业自身的返乡之旅，更能唤起消费者
的归属感

主持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与自然隔离状
态下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难免孤独焦虑，乡愁何处纾
解与安放成为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契机。您认为目前
我国乡村游产业发展的态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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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电路板”上，最需要政策导线。但要注意的是，
乡村文旅产业属于产业，离不开市场驱动力。强化
政策支持的驱动力和有效性，最终要落在带动市场
驱动力上。
乡村文旅发展，要坚持改革方向，注意防止两种
倾向：一种是固守计划经济思维，政府部门用“计划”
代替规划，企业和创业者过度依赖政府。另一种是
缺乏产业思维，没有把情怀、艺术理想和热情转化为
可以落地的文旅产品和服务。

孙若风，武汉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
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
员，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主任，
《蓝皮书：中国乡
村振兴发展报告》主编。曾
任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
司长，中共兰州市委常委、副
市长（挂职），中国文化报社
总编辑，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

—— 对 话 孙 若 风

眼下正值春季踏青旅游时节。五一将至，就近
就便亲近自然、体验民俗、愉悦身心的乡村游，成为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城乡群众出游的首选，也是
最早迎来生机的文旅业态。乡村游更成为促进城乡
交流互动、增强农民文化自豪感、拉动乡村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的重要引擎。乡村游魅力何在？乡村文化
旅游产业在乡村振兴中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如
何通过政策驱动和观念引领，支持乡村旅游产业进
一步复苏并繁荣发展？如何更好地为游客提供美好
体验？本期对话邀请孙若风研究员，就乡村游文化
产业的内涵、意义、策略等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

催生新型城乡文化关系
乡村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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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终将过去，应该抓住可能随之
而来的审美心态变化，使之成为有利于
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主持人：尽管乡村游具有人流相对分散、不扎堆
的特点，但也难免受到疫情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该
如何破局？如何树立信心走出低谷？

孙若风：在这样的需求下发展乡村游，实际上是
将人文精神召唤到旅游前沿。其中体现的人文关
怀，与当前旅游消费中已经出现的追求人的全面发
展、追求生活品质提升、追求中国式审美的潮流相互
促进，能从内在动力上有效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从本质上看，乡村游是游客的返乡之旅，也是旅
游业自身的返乡之旅。乡村是中国美学的故乡，可
以唤醒在城市中已经沉睡的审美感知。以人文关怀
为特征的乡村旅游，源自中国传统审美，又以与今天
相适应的方式进入旅游，更能唤起消费者的归属
感。数据显示，2021 年 1 至 5 月，乡村游客规模累计
达到 8.67 亿人次，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55.5%。

孙若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一种代偿效
应，有关生命哲学、生活美学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回
归，强化了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
审美活动的渴望，也由此给今天的文旅产业，特别是
乡村游带来了新的机遇。疫情发生之后的旅游业，
在乡村最早得到复苏。但是我们更应该把它看作是
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选择。疫情之下，千百年来
一直庇护中国人的乡村，让我们又一次在它的温暖
怀抱里体会到生命、生活、自然的美好。疫情终将过
去，应该抓住可能随之而来的审美心态变化，并在政
策上予以推动，从而进一步唤醒和强化这样的心态，
使之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人民幸福
的社会心理和大众潮流，也成为有利于文旅发展特
别是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主持人：目前，本地游、近郊游是国内游主力，乡
村成为游客主要流入地。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乡村旅
游业态有哪些独特优势？

主持人：您对乡村旅游业经营者包括民宿、农家
乐、旅游合作社、古村落、田园综合体、文旅小镇等，有
何建议？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孙若风：乡村游让我们贴近大地。疫情期间，周
边游、乡村游固然是因为无法去“远方”。但是，诗意
也未必只有远方才有，关键就是能做到陶渊明所说

孙若风：发展乡村文旅产业，要有细浪冲沙的定
力。我们当然期盼乡村文旅能大规模、快速地发展，
依托现代市场、科技的力量也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

主持人：乡村旅游不仅是一个产业发展议题，
同时也与农村居民就业增收、人居环境建设、生态
与文化保护、乡村治理、城乡融合发展等诸多国家
战略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息息相关，具有多种功能优
势。请您谈谈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
作用和意义。

从 长 远 看 ，疫 情 带 来 的 变 化 将 在 乡
村旅游产业中得到集中体现。消费者会
更加注重旅游的精神价值和人文品格。
为 此 ，要 以 创 造 审 美 生 活 作 为 促 进 旅 游
业高质量发展的定位。

孙若风：乡村文旅产业对于乡风文明建设有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文化振兴任务相互配合。不仅
如此，乡村文旅产业还能整体促进乡村振兴。乡村
振兴的五大振兴之间本是声气相通、彼此呼应的。
而文化更因其特殊功能，在其中可以全面发力：在产
业振兴方面，乡村文旅产业自身就是现代产业组成
部分，而且对相关产业有带动作用，能催生新业态；
在人才振兴方面，本土人才是建设乡村文化的主体
力量，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优化了乡村人文环境，吸引
更多新农人、设计师、艺术家、建筑师等纷纷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在生态振兴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是通过乡村文旅实现了这样
的转换；在组织振兴方面，乡村文旅工程也是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乡村组织能通过这样的工程给农民带
来实惠，就能赢得村民支持，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

构建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实现乡土
文化与现代文化、时尚文化、流行文化
对接

主持人：产业融合以及互联网信息平台在乡村
旅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您认为，乡村游产业如何
创新、拓展新业态，比如康养、文体健身等文体康旅
融合模式是否可行？

乡村稻田一景。

的发展。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产业的规律一
是渐进，不能都求快。要防止一蹴而就、急于求成的
想法，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二是分散，不能都求
大。文旅产业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需求的分散性
导致了产业的分散性，又决定了文化企业的体量不
大，大多数文化企业和旅游企业是小而美。三是内
容产业，不能都求易。创意得失决定了项目的价值，
而且存在政治、市场风险。这些短处如果处理得好，
又未尝不是长处。尊重乡村文旅产业的规律，才能
够形成长效、长尾、长链效应。
从长远看，疫情带来的变化将在乡村旅游产业
中得到集中体现。消费者会更加注重旅游的精神
价值和人文品格，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会更注
重个人喜好，而不一定选择贵的，也不会总是从众
选择；面对审美客体，会更注重精神交流，而不是走
马观花。
为此，乡村旅游管理者要以创造审美生活作为
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定位，以抚慰心灵、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为旅游目标，以此支持和引导各类创
新。经营者也需要更加主动地创新，往广处走，与相
关行业相向而行，带动乡村整体发展；往深处走，丰
富文化内涵，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精神附加值；往细处
走，在细分游客上深耕细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摄

文化的层层叠加。
城乡游客可从“肌理”的角度去了解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依照自身内在规律组织、排列、构造，也接
受外在力量的镌刻、浸润、冲蚀、锻打。这种文化构
造运动，看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在平常日子里感
觉不到它的发生，但只要从“肌理”角度去寻绎，便会
有鲜活的视觉传达扑面而来，还有生机勃勃的触觉、
听觉、嗅觉等综合性审美感受。乡村肌理的这种整
体性、生态性，会给游客带来立体式、沉浸式的审美
创造与体验。
主持人：在您看来，乡村游能够满足讲究个性、品
位的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吗？

孙若风：目前围绕“文化+”形成了由内而外、由
近及远三个圈层的融合，这种融合在乡村表现最突
出。一是文旅融合。文化和旅游二者都用知、情、意
感知和体验对象，都具有爱自然、爱生命、爱生活、爱
艺术的特征。文旅融合又增强了共同向外融合的能
力。二是文体康旅融合。近年来，文化、旅游、体育、
康养（卫生）等部门联手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这是顺
应了全社会对延伸生命长度、加大生命宽度和提高
生命质量的要求。中国哲学历来认为心身合一、形
神合一，主张养形必先养心，养形必先养神。因此，
今天的男女老少参加文体康旅活动，目的往往是综
合式的。三是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推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的若干意见》，就是要在国家经济转型中，实现科
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双轮驱动的格局。
乡村文旅中可以看到文化与旅游相互赋能，还
有文旅行业与农业以及乡村其他产业的融合。比如
乡村民宿，本是旅游载体，但是游客吃住的是文化，
体验的是文化，而且在一些民宿发展较好的地方，出
现了“三光”
（住光、吃光、买光）的旅游消费带动乡村
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现象。创造在基层，希望在民
间，乡村从来就是创新创造的沃土，只要气候适合，
这里还会不断生长出新的模式、业态和产业。
主持人：
《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要建立新型城乡
关系，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中又同样贯穿着文化旋
律，您认为应怎样建立新型城乡文化关系？

孙若风：当今中国的乡创美学满足的就是这种
需求。乡创美学是将乡土文化资源与生产生活相
孙若风：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上，城市对于
结合形成的审美创造与审美体验活动。从城市来
乡村经历了四个阶段。开始是送戏下乡等“送文
到乡村的创业者、游客及其他消费者，是带着情怀
化 ”活 动 ；之 后 又 提 出 既 要“ 送 文 化 ”也 要“ 种 文
和乡愁来的，而且还带来了现代文化、时尚文化，乡
化”，让送来的文化在当地扎下根；随着非物质文
创人员是把这些文化融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之
化遗产受到重视，社会大众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乡
中，游客则是通过消费需求的方式引导进行这样的
村，寻找文化，接续文化根脉，可称为“求文化”。
融合。
在当前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乡土文化在历史上就是变动不居的，一方面坚
部分，可称为“兴文化”。所以我认为，目前准确的
守着自己的特质，一方面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在社
说法应该是，不仅要“送文化”
“ 种文化”，更要“求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融合是赢得市场、赢得
文化”
“ 兴文化”。
乡土文化一方面坚守自己的特质， 消费者的规律，也是乡土文化在原汁原味保护、博物
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是城乡文化综合体，乡村是
馆式保护之外开辟的另一种保护、传承渠道。当今
一方面不断融入新的文化，这种融合是
经度，城市是纬度，构成了当地的文化版图和精神磁
中国乡创美学实践体现在依托乡土文化开展的所有
场。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应该有三层意思。一是“前
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的规律
活动，与乡村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直
店后厂”，城市是“店”，乡村是“厂”。二是“前沿后
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且它着力凸显主动性、选择性、 方”，城市是“前沿”，乡村是“后方”，城市引领潮流与
差异性三方面特征。一次次乡村游，就是游客与村
风尚，乡村则是本土文化的源泉和蓄水池。三是“前
民共创共享的一场场“乡间小戏”。这种既“旧”又
主持人：近年来，各地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打
呼后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文化关系是城市
造了一批有特色、有内涵、有品位的乡村旅游精品线 “潮”的审美产品和服务，当然能满足游客多样化的 “呼”、乡村“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则
路，吸引更多游客选择乡村旅游、体验乡村旅游、爱上
需求。
已经演变成了城乡相互呼应。
乡村旅游。您认为，如何帮助城乡游客提升对乡村文
在城乡关系中融入文旅内容，可用“三针”。第
化旅游的内涵及意义的理解？
一针
“插针”
，即所谓见缝插针，善于利用小的空间。
当前，乡村文旅产业的“电路板”上
第二针“扎针”，找准位置，拿捏方法，激活文化资
最需要政策导线。强化政策支持，最终
孙若风：乡村是保存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文化肌
源。第三针“绣针”，针要细，不能粗针大线，毁了传
要落在带动市场驱动力上
理则是指引的路标。近年来，
“ 肌理”一词越来越频
统城乡风貌；针要巧，遵循文旅规律，巧用科技、金
繁地出现在专业领域。这个概念能够反映文化积
融、市场等各种手段；针要活，要有好的创意和表现
累、传承的基本特征，表达中国人自古以来关于“文
方法，实现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时尚文化、流行文
统”、文脉的认识，应该进一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并为
主持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休闲
化对接。
社会大众所熟知。所谓城市肌理，是城市在长期演
旅游提升计划。支持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
进中，由地域环境与人文历史交互作用形成的积淀， 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您认为，如何通过
主持人：乡村之美，更在安放心灵。进入新发展
主要体现在功能布局、道路交通、建筑样式、街区风
政策驱动，支持疫情下和疫情后的乡村游产业复苏？
阶段，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
格等方面，储存着不同时期人们生产生活的信息，以
战略背景下拓展现代乡村服务业和关联产业的重要
及他们的理念、理想，是后人寻找故乡的路径，也是
孙若风：政策驱动与市场驱动，是任何一个新兴
议题。乡村旅游不仅能给农村居民带来就业机会、增
破解这块土地“密码”的线索。其实，乡村也有肌
行业发展都需要的力量。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同样需
加收入，还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全
理。无论是城市肌理还是乡村肌理，都具有文化的
要这两种驱动力，尤其在初期阶段、在欠发达地区、 面推进乡村振兴。感谢孙老师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
特征，是城乡生活在物质空间的重重累积，也是城乡
在特殊时期更需要政策支持。而当前，乡村文旅产
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