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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tourism is a rapidly developing tourism project in Linyi city. Due to the late start of China's rural tourism, rural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is not very perfect. With the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strategy, rural tourism is 

given a more far-reach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current situation,at the same time Put forward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iny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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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乡村旅游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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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临沂市乡村旅游项目发展迅速，但临沂市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分析了临沂市乡村旅

游发展的契机及现状，提出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背景下发展临沂市乡村旅游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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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旅游的含义 

西班牙旅游学术界将乡村旅游分为传统乡村旅游和现

代乡村旅游。传统的乡村旅游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主要

来源于一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居民以“回老家”度假的形式出

现。而现代乡村旅游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在农村区域

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明显区别于回

老家的传统旅游者。 

国内有关乡村旅游的定义较多：何景明和李立华认为

狭义的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

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的概念包含

了两个方面：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

游吸引物，二者缺一不可。   

2004 年在贵州举行的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与会的专

家们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乡

村旅游至少应包含以下三点： 一是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

民族文化为灵魂，以此提高乡村旅游的品位和丰富性 ；二

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充分体现“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

农家活、享农家乐”的民俗特色；三是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

应主要定位为城市居民，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

淳朴民俗的愿望。 

2．临沂市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 

临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地近黄海，南邻苏北。现辖

9 县 3 区和 3 个开发区，157 个乡镇、街道，7167 个行政

村（居），1081 万人，总面积 1.72 万平方公里，平原、山

区、丘陵各占三分之一，是山东省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

市。近年来，临沂市成功创建了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双拥

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被授予中国书法名城、中国地

热城、中国市场名城、中国物流之都称号。 

2.1 临沂市乡村旅游发展契机 

2.1.1 时代需求 

据临沂市统计局资料，2014 年临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3.03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16 万元，分别增长

10.3%和 11.9%，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 5 年快于城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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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繁荣，带给了人类丰富的物资享受，同时越来越多的

人渴望体验乡村生活。这种现象在人口聚集最紧密的的兰

山区需求越来越大，由于紧张劳累的都市生活，使城市居

民生活节奏加快，人很难得到清闲与安逸，因此，能带给

人们身体放松、心灵休憩的以乡村为背景的旅游产品就顺

应而生了。 

2.1.2 红色旅游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候用“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来评价沂蒙精神，临沂市“沂蒙故乡”。发展红色旅游是纪

念革命先烈、缅怀伟人丰功伟绩、感受革命精神的重要方

式，是新时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凝聚人

心，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近年来临沂市将“红色风情”作

为旅游发展的四大主题之一，加大了投资力度，而这些红

色旅游景区基本上位于临沂市的乡村地域，红绿结合，极

大地推动了临沂市乡村旅游的发展。 

2.1.3 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临沂市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

现代旅游业新的成长点，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亮点。

以蒙山云蒙景区为例，围绕景区发展了农家乐旅游接待村

56 个，经营户 260 余家，2013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接待游

客 13 余万人次，实现经营收入 2400 余万元；沂南县竹泉

村将旅游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将农民群众整体搬迁

进新村居住，从事旅游服务，人均收入大幅提升；沂水县

院东头镇依托天然地下画廊等景区，培育了 50 余个休闲度

假特色村，近千名农民从中受益。 

乡村旅游既是乡村发展的新途径，也是旅游业发展的

新领域，使得乡村同时获得三大效益，即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环境效益。在“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思路的引领下，稳固及加强乡村旅游，振兴乡村旅游，繁

荣农村、富裕农民是临沂市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乡村

的发展、乡村景观建设、乡村遗产保护等问题在新农村建

设中也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与乡村景观

保护也是新农村建设需要关注的问题。 

2.2 临沂市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截至 2014 年，临沂全市拥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县 1 个、示范点 2 处、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 7 个；

省级旅游强县 6 个、强乡镇 15 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2 个、

特色村 15 个、农业旅游示范点 23 个、休闲渔业示范点 3

个；全市现有农家乐经营户 1100 家，从业人员达到 1.1 万

人。2013 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710 万人次，实现收

入 144 亿元。 

2.2.1  采摘果木园林资源 

临沂市果木园林比较集中的如费县的万亩梨园，郯城

县的万亩板栗园和万亩银杏园，蒙阴县百里果乡园，莒南

县的洙边镇的万亩板栗园、茶园和厉家寨大樱桃园，每年

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采摘， 

2.2.2 高新技术示范园区 

高新技术示范园区主要国内外种植高新技术和品种，

使园区内的果木、花卉、蔬菜等植物即有食用价值，又有

观赏价值。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沂南县大地乡村科技示范园，

罗庄区飞龙花卉等，还有近年比较受市场欢迎的多肉植物

经营园区--汶河多肉基地。 

2.2.3  “农家乐” 

在旅行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生活而快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以“进农家院、吃农家饭、喝农家酒、饮农家茶、住农

家房、享农家乐”为特色的“农家乐”休闲旅行正日益受到国

内外旅行人士的欢迎及其认同。近几年来，“农家乐”休闲

旅行从无到有，发展初具规模，正逐渐构成自我的特点，

成为繁荣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增进农民增收的又一大

重要载体。临沂市农家乐在临沂开展比较成功的有沂南县

铜井镇红石寨旅游度假区、兰山区云瀑洞天景区、孟良崮

战役遗址景区，还有蒙阴蒙山大方之家，临沂“农家乐”休

闲旅行现已发展成熟，并构成了自我的特色。 

3.临沂市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品种形式单一 

目前临沂市乡村旅游开发多集中在采摘农业、休闲农

业等旅游产品上，而对乡村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资源的开

发重视不够，同时由于旅游产品缺乏知识性和趣味性，乡

村旅游产品雷同多，缺少特色产品。 

3.2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需要提高 

   乡村旅游经营者多数是村民、市场竞争意识淡薄、经营

理念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业务技能和管理经验能力不足，

对服务质量及服务水平重视程度不够，不能满足旅游者需

求，并且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意识和要求不强，这

很难适应旅游市场竞争的形式。 

3.3 乡村旅游环境有待改善 

乡村旅游业态经营单位的餐饮、住宿、娱乐、购物、

停车场的卫生水平急需提升：游览娱乐场地脏乱、餐饮加

工和就餐环境不卫生、住宿场所卫生设施和环境不整洁、

744

http://www.studa.net/fazhan/
http://www.studa.net/nongcun/


旅游厕所简陋脏臭、停车场所坑坑洼洼、购物场所灰尘较

多以及景点内垃圾乱丢弃、污水乱排放、家禽家畜乱排便

等影响环境卫生的问题都有待相关部门解决改善。部分“农

家乐“餐饮单位尤其是家庭共用厨房的小型“农家乐”的功

能布局不合理, 工艺过程有交叉, 功能间缺少, 卫生设施

设备不全, 易造成交叉污染。同时, 部分经营户为体现“农

家乐”家常便饭的意图, 在食品操作加工上采用不卫生的

“土方法“, 也给食品卫生安全带来不少隐患。 

4.临沂市发展乡村旅游的措施 

4.1贯彻乡村旅游规划，丰富乡村旅游产品 

近年来临沂市编制了多部区域性乡村旅游规划，在进

行乡村旅游开发时必须贯彻这些规划。这样才不会破坏原

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浓郁特色的乡土人文环境。 

乡村旅游餐饮业方面，挖掘临沂菜内涵，发展特色餐

饮，打造餐饮品牌。建设有特色、有民俗风情的美食街，

发展特色农家乐、土菜馆等。 

临旅游住宿业方面，让“民居旅馆”更有特色。 民居旅

馆是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载体，价格低廉、富于特色，在

直接增加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又给旅游者提供了一次

对所到之地风土人情的真切体验。 

重视旅游商品开发，扶持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发展，支

持临沂市经济开发区内旅游商品产业园区和区县旅游商品

生产基地建设。突出地方特色，赋予旅游商品沂蒙文化内

涵，强化“名牌”战略，拓宽营销渠道，完善市场机制，营

造良好的购物环境。旅游产业要以发展文化娱乐增加内涵”

的要求，加快娱乐设施建设，策划开发休闲、健身、娱乐、

消遣、演艺、影视等旅游娱乐产品，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

结合。 

4.2 培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提高乡村旅游服务的质量 

临沂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支

持旅游院校及学科建设，发展旅游职业教育，加强旅游科

学研究，培养旅游专业人才。加快实施乡村旅游培训工

程，在全市开展旅游培训下乡活动，抽调涉旅院校教师组

成讲师团，以培训乡村旅游实用人才为目的，以讲授示范

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围绕乡村旅游接待标准、食品安全

控制与环境卫生、餐饮服务与管理、客房服务与管理、服

务礼仪、鲁菜制作等重点，开展基本培训，尽快锻炼一批

懂乡村旅游、善指导的基层干部，培养一批懂经营、善管

理的乡村旅游经营业主，培训一批懂规范、善服务的乡村

旅游从业人员。 

4.3 改善乡村旅游环境，打造临沂市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政府方面，为推动“改厕改厨”，山东省旅游局制定了

《山东省乡村旅游经营业户“改厕改厨”奖励办法》。2014

年上半年在临沂市开展了乡村旅游经营业户“改厕改厨”工

作，已经大大改善了乡村旅游经营的状况。 

品牌方面，临沂将突出生态、红色、亲情旅游资源优

势,全力打造“好客沂蒙人家”乡村旅游品牌,以品牌营销为

重点,实现全市乡村旅游统一标准、统一形象、统一宣

传、统一营销。在“好客沂蒙人家”品牌建设过程中,积极培

育一批特色餐饮、乡村度假、乡村游乐、乡土购物等特色

乡村游产品,树立乡村旅游服务典型,努力实现临沂乡村旅

游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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