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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两个资源”推进融合发展

——河横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的调查与启示

［张树俊］

一、河横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的做法

河横村位于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沈高

镇，全村总面积8250亩，其中耕地面积4030
亩，水面面积 2100 亩，总人口 3100 多人。

多年来，河横村发展生态农业，取得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被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生态环境“全球 500佳”

称号，被农业部确定为部省共建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绿色江苏建设模范村。2013年

又被命名为“江苏最美乡村”。发展生态农

业旅游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新型手段

之一。河横村依托生态农业资源优势发展

旅游事业。今天的河横不仅是中国绿色村

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全国绿色小康村，

而且成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AA级

旅游景区。自 2003年农业旅游试营业以

来，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有几十万人。河

横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条：

1. 依托资源优势，搞好互动设计。河

横旅游规划和定位经过了 10多次论证和 4
轮反复修编。该规划遵循了经济、社会、生

态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原则，注重集约利

用土地资源，强调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

通过完善农产品产业链，以及科学发展旅

游事业来提升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河横的生态农业旅游是与生态农业发展同

步设计和建设的，河横的生态农业发展为

河横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奠定了基础。事实

上，河横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业旅游是交

织在一起的。随着河横经济的发展和区域

交流的扩大，国家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的

成功验收，河横充分利用生态农业优势，将

现代农业与生态资源、人文资源等进行整

合、包装，把河横建成了以生态农业为基

础，以生态农业旅游为景观，以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为内涵，融风景游览、休闲度

假、消费购物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

农业旅游区。近年来，河横又进一步整合

农业资源，加强农业的试验、示范和推广，

拿出更多高、新、特的种植和养殖品种，以

丰富园区的生物资源，增强园区的观光功

能。目前，河横已建成了特种种植区、特种

养殖区、绿色食品加工区、科研示范区和休

闲观光区等五大功能区，形成了生态农业

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功能“复合型”景区。

2. 创新投入机制，引进特色项目。过

去河横村的种植业以水稻、小麦为主，总种

植面积约占 85%，养殖业基本上是普通的

鱼、虾、鸡、鸭，这些产品品质一般、竞争力

弱，无法与旅游嫁接。获得“生态环境全球

500佳”称号后，河横村把发展生态农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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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农业、现代农业作为村发展的重要产业，

先后引入了泰州河横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江苏大洋观赏鱼有限公司、河横娃娃鱼养

殖项目、千亩葡萄园、水蜜桃园基地、蝴蝶

兰基地等10多个含金量较高的现代农业项

目，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观赏性。目前，河

横村已经建成了有机葡萄产业区、油菜观

光区、设施蔬菜示范区、稻麦良种繁育区、

水生蔬菜示范区、花卉苗木区、棉花种植

区、绿色特禽养殖繁育基地、绿色特禽规模

化养殖小区、特种水产生态养殖示范区等

13个种养殖区域。当然，河横引进特色项

目促进旅游发展，但河横村没有离开发展

高效农业，致富农村百姓这一宗旨。他们

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形式，注

重禽蛋合作社、灰天鹅合作社、绿色食品行

业协会的建设，新发展农民经纪人，园区还

加强了与华东地区各大超市的联系和协

作，促进村级经济发展，带动了农户增收致

富。中央和省市领导称赞“河横模式”代表

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

3. 开发绿色食品，扩大生态影响。河

横村把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作为工业主

导方向，先后创办三泰酱菜厂、常香惠食品

厂、泰州明珠米厂、江苏天鹅食品有限公司

等企业，其中江苏天鹅食品有限公司“河

横”牌系列天鹅制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明珠米厂“河横”牌大米被评为泰州市著名

商标。河横的三泰酱菜、如春蛋品、绿色草

鸡等5大系列、15个品种的农副产品获得绿

色食品商标，并迅速形成规模效益的绿色

食品。比如“河横大米”原料原来只限于河

横村，沈高镇以河横村为核心建立了 10万

亩的绿色稻米标准化示范区为河横大米产

区。生产过程中，“河横大米”坚持选用科

研院所研制成功的新品种，积极推广无公

害稻米生产技术，广泛采用生物肥料、有机

农药等取代高毒高残留的化学农资产品，

确保稻米品质。“河横大米”不仅获国家绿

色食品证书，而且成为驻港部队和南极科考

队“雪龙号”的专用大米。目前，河横大米、

三泰酱菜、如春蛋品、仙岛鸡蛋等优质产品

畅销苏果、联华、家乐福、农工商、大润发等

大型超市。河横生态科技园拥有的绿色食

品，已经占姜堰区的 80％，泰州市的 60％。

一个园区同时拥有这么多绿色食品和无公

害农产品在全省乃至于全国也不多见。

4. 拓展发展思路，创新旅游项目。近

年来，河横村注重调整发展思路，开拓旅游

项目。河横村遵循生态农业旅游参与性强

的特点，除注重观光景点的打造外，还建有

“以农为根、以家为乐、以乐为魂、以富为

本”的农家乐园旅游点。农家乐园内设有

仿古农家庭院、农业耕作区、传统农机具展

示区等。同时他们辟有 20多个垂钓点、10
多处生态景观长廊、花卉园、自采自摘园，

游人可以到垂钓中心边垂钓边舒展身心，

也可以步入田园，采摘瓜果蔬菜。河横村

这些参与性的旅游项目设计，为游人创造

了与大自然和动植物亲密接触的空间，增

强了生态农业旅游景点的吸引力。河横村

还注重绿色食品的深度开发，其新开发的

“天鹅宴”、“生态宴”等特色餐饮深受游客

喜爱。为了增强旅游魅力，河横村还每年举

行一届“中国河横菜花节”。为了进一步推

进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河横还根据其水

乡特色引入泰州欢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 1.2亿元建设河横水上乐园建设项目，以

期使河横生态农业旅游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5. 完善旅游体系，提高管理水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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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河横村一直把生态农业旅游当作系

统工程来抓。通过多年的努力，河横村已

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旅游观光服务体

系。比如河横村专门成立了旅游服务公

司，跟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30多个旅行社

建立了联系，并多次组织旅游管理人员先

后到南京江心洲、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和

无锡太湖花卉园、龙寺果园考察学习。再

比如，为了解决餐饮、住宿、休闲、娱乐设施

不足的问题，河横村引导农民开办农家乐，

经营农家菜，办农家超市和农家旅馆。近

年来，河横村还注重提高农民对游客的接

待水平。他们建起了星火培训学校、多媒

体教室和村级科技图书室以及农家书屋，

组建河横农民文化俱乐部，举办旅游服务

培训班，组织开展“河横农家乐烹饪大赛”

等活动，以提高农民从事旅游业的素养。

还有如，为了提升生态旅游的人文环境，河

横村注重提高社会文明建设，如开展“书香

河横”活动，引导村民爱书读书，举办文艺

演出、摄影大赛、书画展等活动，丰富群众

业余文化生活，培养淳朴的村风民风，增强

河横村的旅游吸引力。

二、河横实践的启示

目前，泰州市乡村旅游已有10多家，其

发展旅游的方式各有不同。除了溱潼、沙

沟等古镇旅游之外，大多是在做农林旅游

文章，且旅游主题各有巧妙不同。从河横

发展旅游的具体实践来看，河横旅游不是

无中生有地去做，而是坚持以生态农业发

展为基础的。有了生态农业基础支撑，旅

游也就有了根基。河横的经验启示我们，

发展农村生态农业旅游，需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下功夫：

1. 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要在促进农业发

展理念转换上下功夫。搞农业旅游，不是

为搞旅游而搞旅游，更不是为热闹，为某种

“政绩”。从河横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经验

来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首先要在促进农

业发展理念上下功夫，具体应注意这样几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注意发展特色农业。

特色就是吸引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只有

将“大路货”的农业生产品种调整为有特色

的、可引起游客兴趣的生产品种，才能引起

游客兴趣。河横的经验就是围绕旅游需

求，大力发展极具特色的种植业和养植

业。当然，发展特色农业也要从实际出发，

努力追求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收益的最大

化，尤其要注意扬长避短，根据本地优势，

调整农业结构。二是注重提高农业的生态

价值。河横的经验就是“宁可慢一点、不吃

子孙饭”。生态农业不仅表现为一种文明

生产，而且表现为绿色产品的增值。如河

横大米、小黄瓜、鸭蛋等农副产品就因为是

生态产品才摇身价高。“高产、优质、高效”

的生态农业促进了河横集体经济的发展，

也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生态农业也为

现在和未来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所以

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必须以提高农业的生

态价值为前提。三是注重改变传统的生产

经营理念。邓小平同志说过：“将来农业问

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生态

农业旅游是充分利用生态农业资源而开发

出的具有极大参与性的一种现代农业文化

产业。这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模式，必须转

变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从传统农业的“孤

岛”中走出来。一方面要有生态理念，善于

用生物技术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另

一方面要提高农业生产的开放度，延伸农业

实证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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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产业链，变农业生产自循环的“小农

业”为与工商贸一体化外循环的“大农业”，

并实现生态农业生产与生态农业旅游发展

的互动融合，促进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2. 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要在调动当地农

民的积极性上下功夫。由于生态农业旅游

与农业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农业旅游

与一般文化旅游不同，它需要当地农民的

配合与参与。从河横的经验来看，发展生

态农业旅游要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

高农民的参与化程度。具体要把握这样几

点：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效农业。旅游要特

色，更要效益。事实上一个地区农业旅游

的发展仅靠好看效低的油菜花是解决不了

长久旅游的问题的。这方面河横的经验很

重要。为此，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应当调整

思路，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站在市场经济

的角度，依据市场经济规律，通过调整和优

化农业生产结构，来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进农业旅游的发展，

切切不能依靠铺天盖地的“大路货”来发展

农业旅游产业。二是要注意改善农民的生

产生活条件。如河横就将旅游建设与新农

村建设结合起来，建成了集淮扬古民居特

色与现代新民居特色于一体的生态别墅

区。同时，河横还建成水上舞台、文化广场

等设施。河横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提高

了人们对发展生态农业和发展生态农业旅

游价值的认识，调动了人们发展生态农业、

参与生态旅游建设的积极性，所以发展生

态农业旅游还应当围绕新农村建设来搞好

旅游设计。三是要注意增强农业旅游的生

态魅力。生态农业旅游是现代文明的象

征，是较高品位和格调的消费方式，是精神

追求和文化享乐的新型载体，也是现代文

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一个景区的

文化底蕴和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景区

的魅力和对外开放的影响力。在日益激烈

的生态农业旅游竞争中，文化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

者的旅游行为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其外

出旅游的动机和目的在于获得精神上的享

受和心理上的满足，而旅游经营者要达到

盈利的目的，就必须要提供一种能满足旅

游者文化享受的旅游产品。当然，这里所

说的文化，不只是文化古迹或文艺活动。

生态农业旅游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化，所

以不能舍本求末。

3. 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要在探索农业与

旅游融合的规律上下功夫。发展生态农业

旅游要用科学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推进

农业旅游的发展。具体地说要把握这样几

点：一是要把握好景观建设问题。从旅游

景区建设的角度来说，景区应该是由相关

景观元素串联和组织起来的“大观园”。由

于生态农业旅游与一般观光旅游和文化旅

游不同，生态农业旅游要以农业为基础，生

态农业要适应旅游发展的要求，这不只是

文明生产问题，还有一个农业项目选择问

题。河横的特色就是大力度引进特色种植

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并以此来丰富旅游项

目，增加旅游看点。为此，搞生态农业旅游

不能局限在生态、农业层面，还可以在生态

与农业要素之外寻找新的项目，丰富生态

农业旅游内涵。二是要把握景观结构的安

排问题。农业旅游景区的魅力不仅取决于

景区观赏元素的品极，更取决于元素的组

合，而这种组合不是景观的简单堆积。事

实上，农业旅游景区蓝图的填充、细节的安

排也有一个极具技术性的问题，为此必须

实证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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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和景观结构进

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科学合理地进行布

局。比如河横生态农业旅游区景点不都是

由农业生产的布局“自然”生成，而是有技

术层面上的布局；各个农业旅游看点，不全

是“老板”意志和“老板”风格，每个看点都

是整个景区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要

把握农业旅游产品市场拓展问题。“购”是

旅游不可或缺的要素。近年来泰州市各农

业旅游区都重视了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如

河横已将 5大系列 15个品种的绿色食品摆

到了旅游区。然而，到了河横，我们只看到

河横的绿色产品，同样，到了兴化我们见到

的也只是兴化的特产（溱湖风景区好一

点），这是不符合旅游发展的规律的。如泰

州的“金三麻”、泰兴银杏、黄桥烧饼、溱湖

簖蟹、河横绿壳草鸡蛋等土特产品，都已是

倍受游客喜爱的热销旅游产品，泰州的生

态农业旅游景区包括文化旅游景区，都应

当将这些产品打造成旅游产品引入景区，

不能各打各的锣，各卖各的糖，全市要构成

相对统一而又丰富的游购品市场。

4. 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要在加大支持力

度和提高引导水平上下功夫。发展农业旅

游需要农民的参与，但不是纯农民的个体

行为，它需要政府的引导、支持、宣介和服

务。客观地说，发展农业旅游，或走生态农

业旅游之路，不仅涉及到政府理念的转换、

职能的转换，还涉及到宣传教育、环境建

设，政策支持、科技服务等一系列具体问

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

要做好这几篇文章：一是做好规划的文

章。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府必须牵头搞好规划。河横的经验就是

始终坚持规划先行，以超前的眼光、科学的

发展理念，高起点、大手笔规划河横农业科

技示范园。所以规划对于促进生态农业生

产和生态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借鉴河横经

验，指导各个农业旅游点搞好旅游规划设

计，以避免拍脑袋，搞临时旅游活动。二是

要做好政策安排的文章。搞农业旅游涉及

到土地流转、农民的投资创业、外来投资与

项目的引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依

赖于政府政策的安排。从生态农业旅游的

角度看，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制定一些特殊

的优惠政策，为土地流转、规模化发展、产

业化经营、农民自主创业创造良好的政策

环境，尤其要在引进外来项目的同时，要鼓

励农民创业，调动农民包括“小农场主”投

入生态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与农业旅游

的积极性。三是要做好组织引导的文章。

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根本问题还是不能偏

离农产品出路和农民致富这一主题，所以

搞农业旅游也要加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

建设，拓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市场。但有一

点必须注意，在引导农民生产经营时，既要

考虑市场因素，也要考虑旅游因素，不能让

农民盲目跟着市场转。在不影响农民收入

的前提下，还可以引导农民跟着旅游转。

四是要做好人才培训的文章。旅游的生产

经营与纯农业的生产经营大不一样，它不

仅需要有先进的发展理念指导和科学、技

术、文化等要素的动力支持和智力支撑，而

且要有必要的旅游知识，所以加强对旅游

人才的培训，也应成为政府重要的引导职

能。此外，河横的经验说明，要搞好农业旅

游，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强化对农民的旅游

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

（作者单位：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2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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