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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乡村建设
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机制研究

何成军1,李晓琴2,曾 诚1

(1.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成都610110;2.成都理工大学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成都610059)

  摘要: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动力系统是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互相有效改善的各种力量要素和相互关

系的总和,而整个耦合动力系统是由集散机制的集聚力和扩散力、市场机制的推动力和拉动力、调控机制的促进力

和抑制力构成。其中,六大力量在耦合的驱动、状态和响应三大阶段的主导作用也不尽相同,由于动力组合模式不

同,形成自然耦合型、市场主导耦合型、政策主导耦合型、产业主导耦合型和逆向耦合型五种主要的耦合类型。因

此,乡村旅游发展及美丽乡村建设要根据实际耦合状态类型选择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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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尤其是旅游业发展的规

律,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新的乡村

运动,中国也不例外,当前这样的规律正在得到验

证[1]。中国的城镇化使得城市版图不断扩张,以往

的城郊地区也逐渐开始城市化,在人们追求心灵家

园、情感寄托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变得越来越受欢

迎[2]。可以说,乡村旅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旅游发

展模式[3]。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新时期、新形势

下,乡村旅游发展进入2.0版[4],其最大的特点和诉

求就是要让乡村旅游从单一旅游方式(类型)向乡村

旅游目的地建设发展转变。而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

必须依托和依靠乡村空间,这就对乡村的基础设施、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氛围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人居环境改

善、生态文化传承、文明新风培育为目标的“美丽乡

村”建设,自然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新的着力点和平

台[5]。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特别是农业部正式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行动以后,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这对乡村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起到了统领和指

导作用。美丽乡村成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实

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延续和提升以及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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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重要标志,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产业的兴旺[6]。
在国家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要求下,
乡村旅游的发展无疑成为了优先路径。由此看来,
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着天然的耦合关

系[4]。
一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理论基础

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是以乡村旅游

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要素向乡村旅游依

托地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乡村建设不断发展的过

程以及与旅游产业发展和活动联系不断加强的现

象。乡村旅游的发展理念与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在一

定程度上追求一致,在此前提下,美丽乡村建设为乡

村旅游发展提供优良环境、发展空间、服务人员、管
理组织以及其他设施设备,乡村旅游的发展又为美

丽乡村建设解决乡村人口就业、乡村经济收入、乡村

风貌保存等问题,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耦合、交叉渗

透、协调发展。通过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不仅可以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环境质量、促进乡村文

化传承与保护、健全乡村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村现

代化,还能实现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吸收乡村剩

余劳动力、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进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助力乡村振兴。
由此,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至少应

包括发展理念和目标的融合、利用空间的耦合、资源

要素的融合和组织管理的耦合四个方面。首先,乡
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在发展理念和目标上具有耦

合性,二者最终目标都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

环境质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在地

理空间上具有耦合性,乡村旅游发展基本上选址在

城郊或者乡村地区,这些地区恰好是美丽乡村建设

阵地,二者耦合不仅能优化乡村用地空间,还能提升

土地利用价值,为乡村带来新的生命力;再者,二者

在资源要素利用上具有耦合性,乡村旅游发展所需

要的土地、水源、生态环境、文化、设施设备等,美丽

乡村建设同样也需要,二者对资源要素的共同合理

配置是促进地区节约化发展的前提;最后,二者在组

织管理上也具有耦合性。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规

划需要融合乡村建设的规划,乡村建设的规划设计

也要考虑到产业发展的规划,而产业选择上,乡村旅

游产业成为了优先产业,因此二者规划逐渐趋于一

体化;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能够吸纳乡村劳动

力,乡村居民在从事劳动生产的同时提供旅游服务,
二者在人员、管理组织上具有较高的耦合性。

可见,乡村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在目标追

求、地理空间、资源要素和组织管理上的融合是一个

协调转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乡村的生态优势转

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优势[1],而这样的转化过程

离不开动力机制的作用[7]。
(二)文献回顾

美丽乡村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

明协调发展,规划科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宜居宜业的可持续发展乡

村(包括建制村和自然村)[8]。乡村旅游起源于欧

洲,随着国际社会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其相关研究

也得到了学术界重视,并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近

几年,“美丽中国”的发展建设理念在国内外产生巨

大反响[9],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关系也成为

关注焦点。但从文献回顾来看,关于二者的研究更

多的是针对互动关系的讨论,真正对于相互之间耦

合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10]。例如,李创新认

为乡村旅游同美丽乡村建设相依相生,存在时空耦

合性[4];李文峰等认为二者具有紧密性、互动性、协
调性和共享性[5];刘赟认为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具

有天然的契合性,乡村旅游发展所具有的环境优化

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文化交流和精神文明建设功能

等与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契合[11]。陈婷婷、熊莎莎以

浙江省安吉县为例,指出两个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和

耦合效应都较强,并且在美丽乡村建设的不同阶段,
系统间耦合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10]。路小静、时朋

飞以江西婺源为例,指出美丽乡村与乡村旅游两个

系统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耦合关系,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12]。
从上述研究看,目前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

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之间耦合

关系、耦合效应、耦合作用等领域,在理论上虽较为

广泛地探讨了相互之间的耦合关系,但在应用研究

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两张皮”现象,还有诸多问题需

要做进一步研究。例如,对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乡村旅游转型发展诉求与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的具体

耦合点在哪里? 内在的耦合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
其又如何影响二者耦合状态? 在不同阶段耦合是否

存在差异? 这些关于二者耦合发展机制的根本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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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耦合动力机制概念模型

题不解决,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相应对策性研究的表

面化和单一化。因此,理清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

设之间耦合的动力系统、机制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二

者耦合状态、动力强度和耦合类型,并提出相应路径

和对策建议,对于谋求二者耦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耦合动力机制分析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在PSR①

的概念模型基础上提出驱动—状态—响应(Driv-
ing—Status—Response,DSR)概念模型[13-14]。该

模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认为来自人类活动、经济发

展、竞争优劣势等的驱动力,改变系统原有的环境、
经济、文化等状态,影响人类社会采取措施对这些变

化做出响应,进而改变系统状态,影响最初的驱动

力[15]。这突出了系统要素受到驱动力作用而产生

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驱动力、状态、响应三个环节

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协调促进,这正是乡村旅游发

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在乡村区域系统下相互作用的因

果关系表现。因此,本文借鉴DSR概念模型作为构

建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机制概念模型的基

本框架(图1):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在乡村区域系

统内,来自乡村系统内部需求和外部的压力驱动

(D)开始耦合,在耦合过程中表现出由集聚力和扩

散力组成的集散机制、推动力和拉动力组成的市场

机制以及促进力和抑制力组成的调控机制,三大机

制共同作用于二者耦合的状态(S),在这样状态下

乡村旅游系统和美丽乡村系统做出一定积极的行动

反应(R),从而推动二者更加协调发展。
(一)耦合驱动力

驱动力(D)是指乡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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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内部需求构成乡村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耦合的内生“双轮”,共同驱动耦合。2012年以后,
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把生态文明纳入国家发展战

略,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随着乡村振兴十大

重点工程的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

农村创新精准扶贫成为了重点要求[16]。乡村旅游

作为后工业时代的重要发展方式,为乡村地区发展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一些问题也逐

步暴露。比如,古村落、古建筑、古遗址在新村修建

过程中遭到破坏甚至毁灭,整个美丽乡村建设在支

撑产业上缺乏整体规划,使得乡村在寻求“美丽”的
过程中忽略了未来产业的支撑,乡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丧失了产业基础,再加上招商引资不理想、资金

匮乏、人才流失严重,乡村地区遭到水土污染、植被

破坏,乡村空心化、商业化、城市化问题较多,丧失了

“乡愁”吸引力。因此,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

也是乡村内部获取新的建设和发展的需求,外部压

力和内部需求共同驱动了乡村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

建设的耦合。但通常这只是耦合的“萌芽”,来自内

外的驱动力还未形成一定的影响。
(二)耦合状态

来自内部的需求和外部的压力经过一定时间的

催化,驱动多元耦合动力机制的形成,呈现乡村旅游

与美丽乡村耦合动力综合促进协调发展的状态(S)
(包括六大力量、三大机制)。

1.集聚力和扩散力构成耦合的集散机制

原汁原味的乡土风貌和生态美食对都市居民形

成巨大吸引力,乡土资源科学有效的开发,形成乡村

旅游产品,极大地满足了市民对生态旅游体验的需

求,使得大规模游客在周末和节假日往乡村集聚,构
成了集聚效应;而在政策引导下,发展乡村旅游和建

设美丽乡村的支持资金和优惠政策越来越多(包括

上级拨款、外来投资等),开发成熟的乡村旅游产品

和美丽乡村文化氛围逐步演变成对外宣传的品牌

(即口碑效应),这构成二者耦合的扩散力。对外扩

散与对内积聚之间的良性互动,结合形成乡村旅游

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的集散机制。

2.推动力和拉动力构成耦合的市场机制

在建设美丽乡村驱动力作用下,乡村的道路系

统得到完善,水利工程、电力电信工程逐步改进,基
础设施设备逐渐完善,包括餐饮、住宿、娱乐、购物等

在内的接待供应要素也在政府支持下不断完善,农
村劳动力往旅游接待服务转型以及综合素质的提

升,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和乡村旅游产业的

发展,增强乡村供应能力,构成耦合的内部推动力。
随着乡村旅游产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来自外

部市场的需求结构也逐步得到完善,包括乡村观光、
乡村度假、乡村美食体验等需求呈现多元化,乡村旅

游市场得到细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乡村旅游

发展的主体也逐渐由社区居民、旅游者增加为投资

者、管理者、服务者等,增强了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

的需求能力,这一系列要素共同拉动乡村旅游发展

和美丽乡村建设,构成耦合拉动力,与推动力一道共

同组成耦合的市场机制。

3.促进力和抑制力构成耦合的调控机制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

问题逐渐引起乡村基层组织、企业、协会、村民、外来

投资者的重视,开始制定包括村庄规划、产业规划、
旅游规划等相关规划,探索“多规合一”的方针路径,
从而促进乡村旅游更好支撑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

村建设更好服务于乡村旅游发展。此外,积极开展

对外宣传、营销促销等工作,制定相关政策计划对其

形成保障,构成耦合促进力。但随着产业发展和市

场扩大,市场混乱、不正当竞争、环境破坏等问题也

开始暴露,因此制定促进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

的组织规章制度,引导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提升水

平,抵制不良行为,保护环境等,构成耦合抑制力,主
要是抑制影响二者耦合的不利因素,形成乡村旅游

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调控机制。
(三)耦合响应

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状态的六大力量

构成的三大机制在谋求耦合发展的过程中,对乡村

旅游系统和美丽乡村系统传递信息。两大系统对耦

合协调信息采取积极的行动响应,即:乡村旅游在发

展的过程中紧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在关联带动、产
业支撑、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等方面带动美丽乡村建

设;美丽乡村在建设的过程中又考虑到美丽乡村发

展的需要,在空间利用、资金提供、设施改善、环境优

化、服务提升等方面与乡村旅游发展统一协调,对耦

合协调形成一种积极响应(R)。这种响应产生的变

化,最终又通过耦合状态得到具体表现,从而促进乡

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耦合协调,达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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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动力强度表现②

动—状态—响应的良性循环。
三 耦合作用强度机制

耦合动力主要在“状态”阶段集中呈现,但在驱

动—状态—响应三个阶段六大力量表现出大小差

异,这种力量的差异成为耦合类型形成的关键。六

大力量在不同阶段的主导作用如图2所示。在图2
中,横坐标表示耦合程度,其中0至D段表示耦合

动力驱动阶段,D至S段表示耦合动力状态阶段,S
至R段表示耦合动力响应阶段;纵坐标表示耦合动

力的相对强度。
(一)驱动阶段

在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耦合的驱动阶段,乡村

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还处于内部需求和外部压

力之下,耦合动力只处于催生萌芽阶段,其主导动力

为集聚力和拉动力,乡村地区稀缺的乡土资源、生态

环境、难忘的乡村体验、城市生活者对乡村生态环境

的需求等要素成为了主要的耦合动力,这些要素把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乡村服务紧密结合。状态阶段

促进力成为了辅助的耦合动力,部分乡村治理者已

经意识到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建设具有不可分割的

关系,进而在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采取措施,
引导二者协调推进。

(二)状态阶段

经过驱动阶段的动力作用,乡村旅游发展和美

丽乡村建设开始在一些方面追求协调状态:交通设

施改善,村庄的接待设施得到完善,旅游投资不断加

大,乡村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耦合动力进一步

加强。这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是推动力和促进力。主

要是设施设备的改进,土地、水、能源等要素的配备,
以及乡村旅游规划与美丽乡村的规划合一。辅助动

力是扩散力、集聚力、拉动力和抑制力。主要包括投

资资金逐步到位,旅游市场口碑效应开始显现,企业

和个人的参与把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区域美丽乡村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相关的规划、管理制度等政策措

施相应出台,这一系列因素形成强有力的耦合效应。
(三)响应阶段

经过状态阶段的改进和发展,乡村旅游与美丽

乡村建设之间已达到一定的耦合。但是,由于片面

追求经济效益,部分地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美丽

乡村建设会出现一系列负面效应,比如对资源的掠

夺性开发、乡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周边产业发展雷

同、美丽乡村建设模仿痕迹过重、地方文化挖掘不

够、地方组织或者个人片面追求接待服务业而忽略

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等产业发展及与环境的协

调匹配,造成乡村支柱产业缺失,产业环境破坏,乡
村吸引力下降,旅游市场萎缩。在这样的情况下,抑
制力和扩散力就成为了主要的耦合动力。地方政府

和行业协会制定规范化制度,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加
大投资,鼓励创新性开发,二者耦合动力得到加强,
其他动力随着耦合动力的增强而相对较弱,成为辅

助力量。
(四)耦合动力组合模式

驱动—状态—响应模式的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

耦合机制反映的是一般的耦合动力影响规律。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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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过程中,集散机制、市场机制和调控机制包括的六

大力量相互组合,耦合形成8种动力组合模式:强集

散、强市场、强调控动力模式;强集散、强市场、弱调

控动力模式;强集散、弱市场、强调控模式;强集散、
弱市场、弱调控模式;弱集散、强市场、强调控动力模

式;弱集散、强市场、弱调控;弱集散、弱市场、强调控

动力模式;弱集散、弱市场、弱调控动力模式。这8
种耦合动力组合模式根据实际条件、发展路径等要

素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路径推进乡村旅游和美

丽乡村建设耦合。
四 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耦合发展类型及协调

路径

根据对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的动力系

统、动力机制的分析,结合二者耦合的阶段特征和耦

合动力的转变与组合,把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

耦合形态分成自然耦合型、市场主导耦合型、政策主

导耦合型、产业主导耦合型和逆向耦合型,乡村旅游

与美丽乡村耦合可以根据其所处区域资源现状、产
业水平、市场需求、组织管理等要素选择不同的协调

发展路径(见表1)。
(一)自然耦合型

自然耦合型的乡村一般表现为集散机制、市场

机制和调控机制均比较强。乡村及周边区域旅游资

源丰富,基础设施好,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较高,乡村

旅游产业带动性很强。乡村建设在旅游业的引导下

与旅游发展耦合,在乡村环境的打造、乡土资源的开

发、乡村文化的挖掘、基层组织的构架、基本政策的

制定等方面都紧密与乡村旅游的发展相结合。因

此,自然耦合型主要存在于旅游村落、旅游古镇以及

知名旅游景区的周边。这类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

设自然耦合的地区,一般吸引力强,投资价值大,旅
游市场较好,外来企业发现以后投资可能性也增大。
但管理者要在吸引投资的基础上,注重本地环境与

文化的保护,保持可持续发展,延伸整个乡村旅游发

展的产业链,加强对美丽乡村的反哺,提升服务水

平,营造良好的乡村氛围,带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产业发展和村庄改造中

去,严防“旅游飞地”现象的出现。
浙江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就是乡村旅游与美

丽乡村自然耦合的典型代表。该村是浙江省第一批

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全村依托安吉县旅游产业发

展基础好、周边旅游市场基础雄厚、基层管理规范等

优势,打造生态无水公厕和生态景观水库、农民小公

园,重点建设美丽乡村,重点扶持“夕阳红”乡村旅游

生态经济,整个村落已经发展成为生态一流、经济发

达、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的代表。
(二)市场主导耦合型

市场主导耦合型的乡村表现为强市场机制,弱
集散机制和调控机制。这种类型的乡村主要出现在

大城市周边的一些村庄。一方面,乡村由于其原始

的乡村风貌、乡土人情、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距离较

近等因素吸引了大批外来的游客;另一方面,当地乡

村旅游业还未发展,走旅游发展道路的意识还很薄

弱,乡村建设比较落后,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服务还跟

不上旅游接待的需求。乡村旅游者的到来,开始催

生社区居民有意识地进行乡村旅游产业打造和乡村

建设,旅游者的需求引导社区居民的投入方向和投

入体量,乡村的整体打造逐步走向市场化。对于这

类耦合类型的地区,首先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和乡

村旅游服务建设,同时要注重保留乡村原来的乡土

氛围和气息,保持独特的乡村面貌,严格保护生态环

境。
甘肃天水武山盘古村就是这类耦合的典型代

表。该村位于天水市西端,全村以渔业为主,村庄

400亩河滩渗水地采用“台田养鱼”模式(池中养鱼、
台田种草种树)。近年来,由于其良好的乡村环境受

到周边市民的欢迎,但是村庄的乡村旅游接待服务

水平较低。由于外来旅游者的涌入,村庄开始进行

乡村旅游产业推动和美丽乡村建设,整个村成为全

县乡村旅游示范基地。
(三)政策主导耦合型

政策主导耦合型表现为强调控机制,弱市场机

制和集散机制,主要存在于欠发达地区的偏远乡村

或者贫困村落。为了改变贫困面貌、实现农民脱贫,
当地政府以地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原真的乡土

文化为主要优势,以发展生态友好型的乡村旅游为

出路,大力扶持乡村居民进行乡村旅游产业开发,并
在乡村基础设施、乡村危房改建、乡村旅游服务培训

等方面给以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希望通过乡村的

打造,改变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通过乡村旅游产业

的发展,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并探索可持续发展路

径,防止牺牲环境为代价脱贫。对于以政策为主导

的乡村地区,在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过

程中,要注重乡村文化的挖掘和社区居民积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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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发展类型及协调路径选择

耦合类型 动力特征 路径选择 典型代表 案例

自然耦合型
集散 机 制、市 场 机 制
和调控机制都较强

注重环境保护;创新项目;延伸产业链;
提升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乡村氛围

集 散 型 旅 游 村 庄,
旅游古村落

浙江安吉高家
堂村

市场主导耦合型
强市 场 机 制,集 散 机
制和调控机制较弱

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服务水平,注重乡
土文化挖掘和村庄文化氛围的打造

城市周边旅游村落
甘肃武山盘古
村

政策主导耦合型
强调 控 机 制,市 场 机
制和集散机制较弱

注重乡村文化的挖掘,加强市场营销拓
展和招商引资,提升社区居民服务水平

旅游 扶 贫 村,欠 发
达地区旅游村庄

四川苍溪县三
会村

产业主导耦合型
强集 散 机 制,市 场 机
制和调控机制较弱

加强组织管理,美丽乡村打造要依托地
方文化和乡村旅游产业,避免雷同

城郊 地 区,生 态 农
业或者休闲农业园
区周边

四川彭州市宝
山村

逆向耦合型
集散 机 制、市 场 机 制
和调控机制都较弱

创新开发乡村旅游产业项目,走差异化
道路

普通 田 园,山 村 村
落,大拆大建乡村

陕西安康市平
利县龙头村

调动,进一步加强市场营销拓展和招商引资,创新乡

村旅游项目和产品,提升社区居民服务水平,让更多

的个人参与到发展和建设中去。
四川苍溪县三会村就是政策主导扶贫、发展现

代农业、推进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的典型

案例。该村是国家级贫困县苍溪县内一个贫困村,
近两年全村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重点发

展红心猕猴桃、罗汉果等休闲农业,加强村里的“文
脉”接续、乡村风貌改造和乡村建设治理,推动乡村

旅游发展,探索出秦巴山区农村脱贫的新路子。
(四)产业主导耦合型

产业主导耦合型主要表现为强集散机制,弱市

场机制和调控机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基础较为雄

厚,休闲农业、渔业、畜牧业、林业等产业发展较好,
吸引了大批乡村旅游者前往。由于旅游者的涌入,
带动了周边乡村餐饮、住宿、娱乐等业态的兴起和发

展,从而带动了周边村庄的美丽乡村建设(包括改进

基础设施、房屋改造、文化挖掘、产品打造等),这类

耦合地区主要出现在城市郊区、生态农业或者休闲

农业园区周边地带。对于这类耦合地区,一方面要

加强对地方旅游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美丽

乡村的打造要注意呈现差异化,要紧密结合地方文

化和地方特色,与周边的产业发展相结合,避免雷

同。
四川彭州市宝山村宝山温泉、太阳湾景区、回龙

沟景区以及现代农业观光园区的开发,发展文化旅

游产业,从而带动美丽乡村的建设,获得“中国特色

旅游乡村”、“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等荣誉,成为

乡村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耦合协调的典型案

例。
(五)逆向耦合型

逆向耦合型的集散机制、市场机制和调控机制

都比较弱,耦合的各种动力均不足。乡村旅游发展

的基础薄弱,方向模糊,乡村建设比较落后,产业发

展呈现疲软状态,地方政府和居民的整体积极性不

高,乡村旅游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之间的耦合呈现

逆向化。当前我国大多数村庄属于这一类型。因

此,对于这类地区,不管是否选择走乡村旅游道路,
也不管是否要进行乡村改造,都需要加强乡村生态

环境保护。在进行产业道路选择和新兴项目引进

时,要把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要坚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追求优质发展道路,重视交

通、食宿、民俗文化、产业结构、原住民利益等重要因

素建设,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乡村发展的路径,
进而改变乡村整体面貌。

陕西安康市平利县龙头村就是典型的逆向耦合

型案例。龙头村的建设主导单位为政府,在短时间

内村里建起仿古一条街、秦楚农耕文化园、观光茶园

等特色景观,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白壁、
青瓦、马头墙、格子窗”的徽派民居建筑群与青山秀

水的美景形成了典型的“美丽乡村”。但是,在一阵

短暂风光之后,从2013年开始,龙头村便逐渐冷清,
不仅旅游产业尚未做强,同时也未形成其他规模产

业,农户们在土地流转后很难找到其他致富门路,青
壮年劳动力基本在外打工,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

设没有形成耦合效应。
五 结论及建议

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应包括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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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目标的融合、利用空间的耦合、资源要素的融合

和组织管理的耦合四个方面。结合驱动—状态—响

应模型,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耦合的动

力系统模型。在整个耦合过程中,耦合动力主要由

集散机制的集聚力和扩散力、市场机制的推动力和

拉动力、调控机制的促进力和抑制力构成,三大机制

的六大动力驱动了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

合。在驱动阶段,主导耦合动力的机制是集散机制

的集聚力和市场机制的拉动力;在状态阶段,主导耦

合动力的是市场机制的推动力和调控机制的促进

力;在响应阶段,主导耦合动力的是调控机制的抑制

力和集散机制的扩散力。由于自然村或者建制村的

历史性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时代性,集散机制、市场机

制和调控机制三大机制的六种力量往往相互组合,
形成自然耦合型、市场主导耦合型、政策主导耦合

型、产业主导耦合型和逆向耦合型五种主要的耦合

动力类型,针对这些耦合动力类型需要选取有针对

性的对策路径。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和农村地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推动,乡村旅游2.0和中国乡村3.0的时

代已经到来,乡村地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转型。乡

村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特别是一二三产业的融

合发展,要求乡村地区走统一规划的道路,由此,乡
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协调路径是未来乡村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提升二者的耦合动力,加快耦

合进程,从而减少发展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从

二者之间的耦合机制入手。(1)正确认识乡村资源、
经济、人口、文化、环境、管理等要素,对乡村地区的

发展现状做最大限度的摸底调查,并结合区域规划

发展方向,明确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二者耦合

的驱动力;(2)根据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所涉及

的市场、集散与调控三大机制,分析二者耦合过程所

处的阶段进程和主导要素,研究其耦合动力机制;
(3)在耦合动力分析的基础上,找准促进二者耦合的

主要机制和动力,评定耦合动力类型;(4)在耦合动

力类型评定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加强主要动力的维

护和巩固,提升产业支撑作用,加强市场需求引导,
突出示范效应,并制定相关政策制度,为耦合协调提

供保障;另一方面,要分析优势和劣势,找准影响要

素,优化环境,改善设施设备,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
增强耦合动力,推动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

协调发展。

注释:
①PSR模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20世纪80年代末共同提出,用于研究资源利用、

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型。其中P(pressure)指“压力”,即问题产生的原因;S(state)指“状态”,即问题当前情形;R(re-
sponse)指“响应”,即解决问题的对策。PSR模型阐释了“压力—状态—响应”三重底线的因果互动联系。

②参照袁国宏、郭强旅游动力级次发展模式图和夏正超旅游小镇发展动力因果作用反馈机制图绘制。详见:袁国宏,郭强《旅
游动力系统结构研究》,《商业研究》2011年第3期;夏正超《旅游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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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DevelopmentMechanismofBeautifulCountryside
ConstructionandRuralTourismunderthe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

HECheng-jun1,LIXiao-qin2,ZengCheng1
(1.UrbanVocationalCollegeofSichuan,Chengdu,Sichuan610110;

2.CollegeofTourismandUrban-RuralPlanning,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Chengdu,Sichuan610059,China)

Abstract:Thecoupleddynamicsystemofruraltourismandbeautifulruralconstructionisthe
combinationofvariouspowerelementsandmutualrelationsthat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
opmentandmutualimprovementofthetwo.Thewholecoupleddynamicsystemisthecombina-
tionoftheconcentrationanddiffusionforceofdistributionmechanism,thedrivingforceandpul-
lingpowerofmarketmechanism,andthedrivingforceandtherestrainingforceofregulatory
mechanism.Thesixmajorforceshavedifferentleadingrolesindrive,stateandresponsestages
ofcoupling.Duetodifferentpowercombinationmodes,naturalcoupling,market-ledcoupling,

policy-ledcoupling,industry-ledcouplingandreverse-ledcouplingarethefivemaincoupling
types.Therefore,ruraltourismdevelopmentandbeautifulruralconstructionshouldchoosedif-
ferentpathsaccordingtotheactualcouplingstatetype.

Keywords:ruralrevitalization;ruraltourism;beautifulcountryside;coupling;dynamic
mechanism

[责任编辑:钟秋波]

901

何成军 李晓琴 曾 诚 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