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乡村振兴战略下长春市双阳区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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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特色的生产生活形态、自然风光和田园风情为主要的旅游类型。作为一种
现代新型旅游模式及载体,发展乡村旅游业,是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升对外影响力
的重要途径。并且,乡村旅游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带动农村经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因此,本文基于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从区域规划、旅游主题、开发模式这三方面分析了长春市双阳区
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并针对长春市双阳区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创设双阳区个性化旅游品
牌、优化旅游服务和产品质量、培养乡村旅游的专业人才、加强乡村旅游的区域性合作、拓展旅游融
资渠道等有效的发展对策。这对于该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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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Tourism in Shuangyang District of Changchun City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Xiaoqun Wang Li Liu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mainly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patterns, natural scenery and pastoral
scenery. As a modern new tourism model and carrier, developing 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optimize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mprov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external influence.
Moreover, rural tourism to some extent helps to drive rur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Therefore, based on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ory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tourism in Shuangyang district of Changchun cit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regional planning, tourism theme and development mode. Then,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Shuangyang district of Changchun c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creating personalized tourism brand in Shuangyang
district, optimizing tourism service and product quality, training rural tourism professional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rural tourism, expanding tourism financing channels and so on. This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tourism; Shuangyang district;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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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是“产业

根据《双阳区全域旅游规划》,长春

屋生态农庄。

3 长春市双阳区乡村旅游发展
面临的问题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市双阳区主要围绕奢岭、鹿乡、双阳湖、

和生活富裕”,这五点要求和国家发展的

吊水壶4大旅游板块进行设计。其中,鹿

五个方面即经济、政治、文化、生态、

乡镇通过“鹿文化”主题,在周边60km

社会呼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两园

打造了鹿文旅康养组团、鹿产品展示旅

近年来,虽然双阳区乡村旅游一直

一体”建设为落脚点,“两园”指生态田

游组团和特色鹿业养殖组团。奢岭街道

在前进式发展,但仍旧缺乏全域性规划,

园和美丽家园,“一体”是指乡村振兴主

以周边80km 为重点,建设了醉美奢岭、乡

没有清晰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也没有对

体；以“五振兴”为基本内容,有序推动

村旅游、都市旅游、健康养生、智慧农

双阳区的乡村旅游品牌进行建设和打

乡村振兴,“五振兴”主要指的是“产业

业5大组团。吊水壶以田园和山水为主,

造。这主要体现在双阳区的景区景点分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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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东北民俗体验”,以方圆100km

布和主要交通干线联通不紧密,不能形

和组织振兴”。

为基准,打造了五丰屯文化小镇、花果园

成有效的旅游路线,难以进行统一管理

亲子乐园等。双阳湖以水上运动为主题,

与布局；也没有在全省乃至全国有着巨

1.2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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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建立旅游品牌的意识薄弱

在80km 区域,打造了时尚区、生活区和

大影响力的景点景区,缺少品牌性龙头。

休闲区。

这都影响了双阳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

现乡村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发

2.2旅游主题

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国家现代化的体

长春市双阳区以节庆活动开展品牌

难以推动乡村旅游品牌形象的塑造。
3.2旅游服务和产品质量不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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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相继举办了“双阳冰雪嘉年华”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吉林省首届草莓大会暨奢岭草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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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

泉旅游节”
“黑鱼村葡萄节”等品牌性活

然有上百家农家乐,但普遍存在同质化

略的提出,犹如为解决困扰已久的“三

动,并推出了“东北四省区参茸产品展销

现象,多数为游客提供的是农家饭、农家

农”问题打了一剂强心针,再一次全面系

会暨中国双阳梅花鹿节美食狂欢季”
“首

菜、田园采摘等初级产品,游客“回头率”

统的从顶层设计上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做

届吉林双阳滑翔伞锦标赛暨金秋赏花

不高,百姓盈利少,虽以“农家乐”为主,

了规划。只有乡村地区实现了现代化,

节”等一系列活动,不断加强资源的有效

但“乐”并不突出,给游客提供的服务形

才能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整合和活动的全时、全域布局,利用不同

式单一,以提供吃为主,提供住的少,提

战略目标。

节庆活动宣传、展示双阳优势资源。同

供娱乐的更少,导致多数游客“一次性消

1.3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基础

时,双阳区注重活动的宣传推广,引入线

费”。此外,双阳区乡村旅游开发的旅游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想促进

上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提升了双阳旅游

产品较为单一,对乡村民俗文化的挖掘

人气,形成了旅游宣传推广的强大氛围。

深度不够。大多是销售本地的农产品和

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发展,要建

现阶段,双阳区乡村旅游的服务和

立农业新业态,发展乡村旅游即是重要

2.3开发模式

手工艺品,缺乏文化创意产品,产品档次

的方向。乡村旅游以乡村的绿水青山、田

长春市双阳区乡村旅游的模式主要

有待进一步提高。

园风光、农耕文化、乡土文明为基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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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资源,建立乡村旅游活动空间,提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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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阳区的乡村旅游难以走上规模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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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春市双阳区乡村旅游现状
分析

游迎合上班人群追求慢生活的休闲度假

闲娱乐产业项目开发滞后,项目以园林

心理,培育出既有适合家人度假休闲的

和农业为主,注入旅游元素不够浓,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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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完善乡村各项

2.1区域规划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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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享受不到既能观光又能购物的链条

力,不断提高双阳区乡村旅游的创新发

这三方面分析了长春市双阳区乡村旅游

服务,逗留时间短,消费很单一。因此,

展能力。

的发展现状；并针对长春市双阳区乡村

双阳区亟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乡村旅游

4.3培养乡村旅游的专业人才

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创设双阳

的产业链条。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双阳区乡村

区个性化旅游品牌、优化旅游服务和产

3.5旅游开发资金短缺

旅游发展需要人才支撑,因此加强乡村旅

品质量、培养乡村旅游的专业人才、加

要想促进双阳区乡村旅游的健康发

游人才培养至关重要。首先,应注重双阳

强乡村旅游的区域性合作、拓展旅游融

展,需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完善乡村基础

区乡村旅游服务人员服务意识与服务能

资渠道等有效的发展对策。这对于该地

设施和服务设施,加大投入力度建设乡

力的提升,要加强对相关主体的专业培

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村旅行社、乡村旅游地游客中心等服务

训,以提高乡村旅游业的服务水平；其次,

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乡

机构。但是,受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融资

要加强与地方院校经管类专业联合培养

村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乡村

渠道的影响,当前双阳区乡村旅游发展

乡村旅游人才,进而为双阳区乡村旅游

旅游规划,注重乡村旅游人才培养,促进

资金明显不足。

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智慧力量。

乡村旅游和乡村其他产业融合,进而激

4 长春市双阳区乡村旅游问题
的发展策略

4.4加强乡村旅游的区域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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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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