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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宝山镇下坊村位于怀柔区北部山区，自然环境优越，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处于重要的农业旅游发展时

期． 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旅游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现有的旅游产品较为单一、村落环境较凌乱等问题． 为了促

进该村农业旅游的持续发展，建议应积极充分挖掘本地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更新旅

游经营理念． 兼顾环境整治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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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京郊农村旅游业起源于 20 世纪八十

年代后期．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京郊农业旅游取得

长足的迅猛发展，呈现了覆盖范围广、类型丰富多

样、从业人口多等特点． 据北京市旅游局统计，2013
年北京市农业观光园 1 299 个，总收入 27. 4 亿元，

增长 1. 8% ． 民俗旅游实际经营户 8 530 户，民俗旅

游总收入 10. 2 亿元，增长 12. 6% ． 国际上，农村旅

游是提升当地居民经济地位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

手段之一［1］． 村级单位是最基层的社会单位，村级

经济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农业旅游是京郊诸多村级单位的主导发展方向，

2008 年以来，北京市推出了国际驿站、采摘篱园、民
俗风苑、养生山吧、休闲农庄、生态渔家、乡村酒店和

山水人家等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产品，以村级为单位

的农业旅游受到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有关农业旅游

发展的定位仍存争议，如何制定适合村情的旅游特

色业态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以北京市怀柔区下坊村

为例，对村级农业旅游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针

对性的建议，以期为制定京郊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战

略提供参考．

1 下坊行政村发展农业旅游的优势

宝山镇下坊行政村位于怀柔区西北部，原来由

下坊、白河南、小庙梁和小河东 4 个自然村组成，经

生态治理工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造，目前归

并 为 白 河 南 和 小 河 东 两 个 自 然 村，总 面 积

8. 35 km2 ． 本研究在分析下坊村自然和人文相关资

料的基础上，依据《乡村民俗旅游村等级划分与评

定》( 2009，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和《乡村旅游特

色业态标准及评定》( 2009，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通过实地考察和入户调查，就旅游接待、经营

特色、发展状况等，定量统计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

合，对该村农业旅游整体发展与民俗旅游接待户经

营状况等进行诊断性分析．
1. 1 优越的自然环境

调查中，绝大部分村民尤其是民俗旅游经营户

高度认可本地的自然环境质量好，满意度在 95% 以

上． 5%的不满意者是对干旱引起的白河水量减少表

达担忧． 旅游自然环境具有环境和资源的双重属性，

既是人类旅游活动的客体，又是旅游业利用的部分，

更是旅游产品的重要元素和景区旅游价值的必要组

成要素［2］． 下坊村属于北京市生态涵养区，该区肩

负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的重要职能，这使得自然环

境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下坊村地处暖温带季

风气候区，夏季凉爽，一般比城区低 3 ～ 5 ℃，堪称京

北地区重要的避暑区域之一． 该村跨白河两岸，因白

河而兴，原始生态气息浓厚，自西向东，自然景色呈

动态变化，清澈的水体和美丽地貌景观融合，宛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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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田园山水画卷． 水资源较为丰富，水质优良，适宜

发展优质的水产养殖． 依托白河丰富的水生生物资

源，构建了集垂钓、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白河特色生

态休闲游项目． 该村地貌属怀柔深山区，村落附近为

白河谷地，四周山地海拔大多在 400 m 以上，峰峦迭

翠，层林尽染，植被繁茂，植被覆盖率达 70%，山场

面积 660. 8 ha． 河谷土层较厚，土壤肥沃，适宜多种

作物生长，以小麦、玉米种植为主，盛产核桃、大扁

仁、酸枣等．
在保证白河沿岸生态的基础上，下坊村充分发

挥自身的休闲旅游功能，利用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

优势，力争打造独具特色的京农业旅游休闲游憩地．
1. 2 较完善的基础设施

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必须有完善的基础设

施． 下坊村交通便利． 距怀柔城区 75 km，距北京市

区 136. 5 km，滦赤路( 河北省滦平县至赤城县) 经过

本村，与 111 国道在汤河口镇交汇，并以四宝路和延

庆县相连． 较为发达的交通，便于游客的出入．
2009 年宝山镇实施泥石流生态搬迁工程，采取

山区自然村向主村集中整合和散户搬迁相结合的搬

迁方式，形成目前村落格局，村落基础设施得到显著

改善．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加强环境卫生整治，指定一

名成员对环境治理工作进行监督督促，并加强保洁

员、公路养护员和护林员的日常管理，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与处理． 村辖区内修建了观赏水面、吊桥和栈

道，先后建造小河东街心公园和白河南街心公园，并

不断提高绿化率，优化生态环境． 2013 年，加大招商

引资力 度，引 入 资 金，实 施 黄 木 厂 沟 治 理 工 程．
2014 年由政府出资，继续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有线电视、网络宽带等已入户到村． 村级教育、文化、
科技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成立村文化活动中心，

包括多功能活动厅、健身娱乐厅、演出厅 ( 兼排练

厅) 、数字影厅等不同功能，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了开

展文化体育活动、交流文化科技信息的重要场所．
1. 3 良好的旅游发展机遇

2011 年下坊村农业旅游的兴起，正值我国现代

农业不断深化改革时期． 长期以来，下坊村以第一产

业为主，种植作物品种单一，包括玉米制种、特菜种

植、肉鸡养殖等，村级经济发展落后． 2005 年，村人

均纯收入 6 490 元，低于京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 860 元． 2010 年以来，宝山镇确立了进一步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开发观光农业

旅游的思路，推出了一系列兴旅措施，鼓励各村民俗

户开展旅游接待． 下坊村迎来了观光农业快速发展

的阶段．
该村属于天河川沟域，2010 年，天河川沟域列

为北京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沟域之一． 在经济建设过

程中，下坊村注重利用本地优越的生态资源，充分挖

掘发展文化产业． 2011 年 9 月，在宝山镇第一届钓

鱼比赛上，正式推出了独具特色的“白河鱼宴”，在

打造这一品牌过程中，注重发展相关的第三产业和

推介营销． 通过举办天河川宝山 1 + 1 户外挑战赛、
秀美天河川摄影比赛、怀柔汽车拉力赛和宝山镇第

一届文化节等各种赛事活动，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

到下坊村观光游览，体验农家生活气息．
下坊村“白河鱼宴”已经发展为相对成熟的农

家饭模式． 因水质清澈、无污染，鱼肉质鲜嫩，利用农

家柴锅制作，经特殊的去腥工艺，兼有鲜、嫩、甜、咸、
辣等口味，味浓而营养丰富． 2011 年，引入承德丰宁

的“滕氏布糊画”，建立了滕氏布制作中心，吸纳更

多的人口就业． 2012 年，获北京市京郊旅游特色业

态目的地“生态渔家”的称号．

2 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京郊农业旅游的兴起，实质上是北京传统农业

功能所发生的重要转变，即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

的跨越．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农业旅游所需要的人员

素质、产品类型和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不适应的困境．
2. 1 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

下坊村总人口 157 户，共计 349 人，但老年人占

多数． 16 ～ 34 岁人口为 115 人，仅 占 人 口 总 数 的

28. 5%，35 ～ 40 岁 人 口 32 人，41 ～ 60 岁 人 口 为

174 人． 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会有更多年轻人外出

做工或求学． 现有人口中，50%左右的人仅具有初中

以上文化水平．
大部分接待服务人员未接受专门的旅游从业培

训，缺少旅游礼仪、旅游安全、旅游法学、市场竞争等

方面的基本知识． 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大多是凭经

验、凭热情，餐饮、住宿等服务与游客的需求存在一

定差距． 餐饮方面，食材种类少，尤其是一日中的两

次正餐菜谱重复、单调，从烹饪工艺到配料、口感，不

能保持稳定一致的标准，甚至每餐之间的差别都很

大． 果蔬比例低，餐具消毒不到位． 住宿方面，标准间

达不到基本标准，房间用具质量低劣，卧具不能做到

每客一换，部分客房有蚊虫等．
从业人员素质较低有其客观原因． 由于农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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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农业，是借助于农业与农村的特征发展旅游，

短期内不可能摆脱传统农业生产与经营的思维模式．
2. 2 旅游产品较为单一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京郊旅游达到了较高水

平，在旅游空间、内容、形式等方面，游客有了更多的

选择． 目前，下坊村旅游产品主要是以“白河鱼宴”
为品牌的餐饮服务，尽管在加工制作方面力求突出

特色，但毕竟是限于淡水鱼类的食用，与京郊地区其

他地区水产加工存在明显雷同． 2012 年北京公布的

7 家生态渔家中，大多包含垂钓、柴锅炖鱼之类的项

目． 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鱼类餐饮分布于京郊诸多

景点、农家乐等地．
从地域分析，白河地跨京冀，源于河北省沽源

县，流经河北赤城县，北京的延庆县、怀柔区和密云

县． 因此，“白河鱼宴”缺少地理定位，一般很难将其

与下坊村联系起来．
近年来，引进的“滕氏布糊画”制作，实际是一

种外来产品的植入形式，对游客有多大的吸引力、布
糊画有多大的销售空间，尚待市场检验． 相比之下，

本地的文化资源未受重视，没有充分挖掘． 据当地资

料记载，下坊村在清末成村，因有人在此安伙房，故

称“下伙房”，简称下房，后更名下坊． 有关下房村起

源与发展实际上就是一种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
2. 3 村落环境较为杂乱

下坊村旅游开发时间短，虽然经过新农村建设，

街巷房屋较为整齐，但村落环境仍表现为凌乱，杂物

随意丢放． 由于白河穿村而过，河面时常漂浮水草、
皮屑、生活垃圾等． 尤其是干旱严重时，水量减少，水

体污染愈发严重． 在村落规划建设中，未考虑游客停

车需求，不少民俗户无停车位，机动车不得不随意停

放． 一些原本规划为停车的场所，却堆放了杂物．
其他行业的发展对旅游环境也构成较大的威胁，

本区域曾以肉鸡产业为主，在白河南自然村域内，分

布有大小不一的鸡舍，由此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物

污染直接影响到旅游发展． 该村饮用水以山泉为主，

微生物存在超标现象［3］，一旦环境污染控制不力，将

加剧微生物污染的程度． 河道水利工程也存在隐患，

据报道，由于白河河道挖沙严重，原本浅显的河道形

成大小不一的水坑，导致一名少年溺水身亡．

3 农业旅游持续发展的对策

3. 1 拓展本地文化，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乡村性是农业旅游的核心和支撑点． 面对京郊

旅游竞争日趋激烈、游客休闲观光品味不断提高的

情况下，需要不断挖掘本地文化资源，设计富有下坊

村旅游特色的产品． 要坚持政府支持，加大吸引外部

资金的力度，充分发挥村两委、旅游合作社和民俗旅

游户的主体作用，突出下坊的地理优势，打造以“下

坊白河鱼为主打产品，兼顾滕氏布画加工”的生态

渔家旅游业． 从塑现象、建标准、创特色、重规范的角

度出发，着力打造“下坊白河鱼”的品牌．
广泛的参与性是农业旅游的特点之一． 游客可

在休闲农业区参与农业生产过程，亲自制作食品、礼
品、艺术品［4］． 因此，可以鼓励游客发挥自己的智

慧，参与和体验“滕氏布糊画”制作，使游客体验自

己制作的乐趣，制作的布画可以作为永久的纪念性

产品． 本地的风土人情、旅游景物、日常生活等可作

为布画图案的设计内容．
怀柔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村庄形成历史

已超过 3 000 年． 春秋战国时期，怀柔是燕秦活动

的战略要地，“怀柔”出自《诗经·周颂·时迈》“怀

柔百神”，意为招来安抚，代表以德施政、加强民族

团结、交融发展． 唐贞观年间始设怀柔，但指今顺

义区． 至 1368 年明元年将檀州分为密云、怀柔二

县，标志怀柔建制县的开始． 作为中原农耕文化和

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交错区域，怀柔人文遗迹

丰富． 下坊村正处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 邻

近的转年村发现了北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期古

人类文化遗存． 挖掘、搜集和整理村落拥有的历史

文化，作为特色旅游开发的重点内容，必将提高本

地的旅游吸引力．
利用现有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村民参加文

化活动的创造性性，成立本村文艺表演团，编排热爱

家乡、赞美家乡的文艺节目，为游客提供形式多样的

文艺表演． 调查过程中，适逢本村合唱团排练，为参

加本年度的怀柔区合唱表演，每天晚上坚持合唱，音

色音质可圈可点，合唱团节目表演应当纳入农业旅

游之中．
3. 2 丰富培训形式，更新旅游经营理念

就村级特色旅游业而言，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

求十分具体． 应当丰富业务培训形式，扩大培训受众

面，深化培训内容，不断提高旅游接待队伍的整体素

质，有针对性地确定培训专题，进一步强化对村民俗

户的集中培训． 要从怀柔区、北京市乃至广大尺度的

角度，拓展从业人员的视野，旅游经营不应局限于眼

前利益，而是要提高自身旅游竞争力和持续发展．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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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旅游经营过程中的具体需求，开展专题培训，熟练

掌握业务规范． 对于新近入职的从业人员，坚持高起

点、严要求的原则，提高工作人员的基本理论水平和

基本技能． 确保餐饮质量不断提高，严格执行客房标

准与卫生安全． 为了降低培训成本，加强彼此交流，

可以积极开展网络培训．
在争取客源方面，打破传统的坐等游客上门的

思想，开展包括网络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营销活动，细

化市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主动吸引游客，

提升旅游营销水平．
为了提高农业旅游经营水平，应鼓励本地在外

工作的年轻人，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和支持农业旅游

的发展． 如利用节假日回乡直接从事和指导农业旅

游的培训和接待工作． 在外工作期间，积极推介本村

旅游资源、组织客源、为吸引外部资金牵线搭桥等

等． 在选聘大学生村官中，要侧重于与旅游管理相关

专业毕业生的聘用．
3. 3 环境整治与保护并重

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基础设施，是旅游业发展

必不可少的前提． 下坊村的旅游业发展，依托的是

现有村落房屋，展示的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生活

气息． 应当兼顾整治与保护，保持鲜明的村落民俗

文化． 真正做到“宜居宜游”． 对于体现乡村聚落特

色的房屋、道路布局要着力保护，村容村貌干净整

齐，尽力保持原貌． 为旅游者提供膳食、住宿和服

务的场所，要重视内部卫生、安全、舒适条件的改

善． 通过积极的对外招商引资，加快文化娱乐和体

育设施的修建步伐，要尽量依托原有的建筑格局，

遵循生态学原理，兼顾满足旅游者乡村体验休闲

需求和自然环境保护．
下坊村传统产业是第一产业，大多数农户以粮

食种植为主． 环境整治过程中，要考虑旅游产业和其

他产业的一致性． 毕竟下坊村依然要发展第一、第二

产业． 种植业、畜牧业也同时是观光农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即农游合一． 作为下坊白河鱼的食材主要来

源，鲟鱼草鱼养殖场要基于无污染、高营养的原则，

制定严格的标准． 同时，做到重视环境建设的多种需

求，丰富观光农业项目的建设，充分利用好现有的

46. 7 ha 耕地和 13. 3 ha 的经济林，使游客获得丰富

的农业体验和田园风光的享受．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改造不是改变原有的自然

生态面貌，而是要顺应生态规律． 调查中发现，沿白

河引种了一些外来植物，包括红叶海棠、碧桃、榆叶

梅等乔木和人工草坪，受灌溉不足的影响，出现明显

枯萎或生长不良的状况． 这种违背本地生态的行为，

不仅严重扰动了当地自然生态，而且还导致水资源

的巨大浪费． 所形成的景观和城区绿化景观所差无

几，也会引起游客的反感．
2014 年 4 月世界旅游旅行大会上，我国提出了

要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施乡村旅游富民

工程和旅游扶贫工程． 可以预见，农村旅游在相当长

的一个时期内必将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下坊村要

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自然

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扬长避短，打造独具特色的农

业旅游品牌，不遗余力地探索适合北京乃至国内外

市场需求的旅游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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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fang village of Baoshan Town is in the north mountain area of Huairou． This village has a superio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 relatively complete infrastructure，and chooses agricultural tourism as its leading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comprehensive qualities of employers are not high． There are fewer tourism
products．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is unsuitable for touris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ourism，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utilized to create tourism brand．
Employers should be trained to update their tourism business philosophy． Both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protection are quit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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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ystalline form of ferrous ammonium sulfate single crystals and crystallization speed we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concentration，temperature，pH value，solvent and the spaces for crystall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such factors for crystallization of the ferrous ammonium sulfate single crystals and the preparation of single crystals
were experimental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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