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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发展下的重庆市铜梁区乡村景观设计思考 *

卢窈 庞恒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 401520）

摘要：重庆市铜梁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来带动铜梁区的全面发展，乡村景观设计则是其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结合重庆市

区县乡村景观设计现状，引发了对铜梁区乡村景观设计的思考，并从综合一体化、多元化、休闲生活化方面分析全域旅游发展下的

乡村景观设计。结合铜梁区的乡村景观，思考在综合规划布局、绿色生态、乡土特色文化、休闲生活化、实用性等五个方面的乡村

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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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旅游及其乡村景观的发展，

大众对传统乡村旅游方式及景观逐渐出

现审美疲劳。过去的传统观光旅游模式

并没有达到度假休闲的目的，全域旅游

的发展是在大众需要休闲放松的旅游模

式及目的地的基础需求上所提出来。

2018 年 3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全域

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更是从工作层面

将全域旅游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网上发布的《铜

梁以全域旅游带动全面发展》中提到，

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

铜梁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

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要求，高起点推进全域策划，高品

位打造全域景观，高标准优化全域环境，

高水平彰显全域文化，高质量促进全域

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

完善旅游规划、提升景区品质、释放文

化魅力、擦亮生态底色、做强旅游产业，

以全域旅游带动全面发展，推动铜梁旅

游业实现从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从资

源开发型向深度融合型转变。

一、重庆市区县乡村景观设计现状

重庆市获得 2017 年国家级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称号的有北碚花漾栖

谷休闲农业体验园、秀山县花灯寨和渝

北玉峰山百果红风情生态沟，其中和铜

梁区情况类似的是秀山花灯寨。秀山花

灯寨位于秀山城郊一公里的生态农业示

范园区内，是融地方文化、民俗活动、

民间艺术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场所，

主要展示秀山花灯特色民间艺术及民俗

风情。秀山花灯寨是以秀山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的花灯艺术命名的，是一种古老

的民间歌舞说唱艺术。秀山花灯寨的景

观设计围绕这一传统文化习俗展开设计，

表现在景观建筑的形式和装饰上，又结

合土家族、苗族的居住习惯和生活习惯

设计了几类生活、娱乐场所。

秀山花灯寨的乡村景观设计呈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建筑方面，寨子的建筑

为秀山地区民间古老的建筑形态——吊

脚楼群，四角天井，楼亭廊檐有以花灯

文化内容制作的装饰图案灯饰、浮雕等，

在吊脚楼群的红木柱上，用匾额讲述花

灯沿革和花灯延伸文化故事。景观建筑

方面，在寨子仿古建筑的四合院风火墙

上，传统工艺制作的浮雕图，描绘出《祭

灯》《出灯》《开财门》《烧灯》的秀

山花灯传统文化。铺装景观方面，寨内

铺草坪和鹅卵石铺路，呈现秀山村寨古

朴的气质。景观小品方面，有凉亭石凳、

双龙喷泉和水车水景等。

铜梁区的乡村景观模式也和秀山花

灯寨类似，铜梁区虽然发展得早，有依

托铜梁独有的非遗文化铜梁龙舞打造的

“铜梁龙”和“中国第四大古城——安

居古城”“黄桷门奇彩梦园”“五朵金花”

等旅游景点，但是仍然散乱无序，景区

档次低规模小，整体环境景观挖掘不够，

吸引力不足，没有充分发挥铜梁区乡村

各个方面景观资源和生态自然资源的价

值，也没能把乡村景观的特征展示出来。

通过全域旅游发展，铜梁区明确了乡村

景观设计的新目标，把铜梁乡村各个方

面的景观资源和铜梁传统文化整合起来，

从全局视角把各个景区统一转变成综合

旅游景区服务目的地，全面推动铜梁乡

村的自然生态、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等

方面景观提升。

二、全域旅游发展下的乡村景观设计

（一）综合一体化的乡村景观设计

目前，各个景区内外，住宿区，餐

饮区等配套设施区内外，呈现的是“两

重天”，景区内是有主题经过设计的景

观空间，景区外却是私搭乱建、环境脏乱、

交通混乱的局面。发展全域旅游，就是

要实现景点景区综合一体化，改变封闭

的景区景点打造模式，打破景区景点的

限制，使乡村景观空间向景区外延伸。

综合一体化的乡村景观要转变原有设计

思考模式，把景观资源点通过交通线路

串联起来，辐射整个乡村，营造乡村遍

地有景观，让游客在行走中随处都能发

现美。彻底改变乡村景观资源散乱无序

化，品质低，同质化严重，规模小等问题，

打造一个乡村旅游综合体，整合交通线

路和景观空间组成，整体优化旅游环境。

（二）多元化的乡村景观设计

每个乡村要根据不同的景观资源打

造不同主题的景观，有地域地形景观、

自然山水景观、田野景观、民俗风情景

观和乡土文化景观等。乡村景观的特质

使得各个景观资源间更加丰富，增强了

旅游吸引力。在全域旅游下的多元化乡

村景观设计要结合当地居民和消费人群

的特点和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出适

合的乡村景观发展方向和定位，对当地

乡村的自然景观资源，乡土景观资源进

行深入研究，合理布局。多元化的乡村

景观设计使乡村遍地是景观，整个区域

就是一个综合的景区，不管是游客或是

当地居民都置身于优美景观中，也成为

风景的一部分，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

乡村景观向多元化、品质化、体验性强

方面转变，乡村旅游资源从最初的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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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资源，扩展到各种资源相协调相融

合，实现景区内外无差别设计。

（三）休闲生活化的乡村景观设计

乡村地区的乡土景观、乡土文化、

自然风光更能让在都市中繁忙的人群放

松，舒适休闲地度假。乡村良好的生态

资源对游客有极大的旅游动力。在全域

旅游时代，乡村地区的各个行业、居民

也要充分参与到全域旅游的发展建设中

来，提升居民整体环境，更新升级乡村

基础设施以及配套设计，所以在乡村景

观设计时，除了分析都市人的生活需求、

心理需求外，还要分析当地居民的生活

方式和行为轨迹，使当地村民生活成为

景观的一部分，以乡村生活体验为旅游

主题，整合乡村当地农业、民间习俗、

民居历史建筑、乡民生产生活和生态自

然等景观资源。打造集游览和体验于一

体的乡土生活、绿色生态生活等乡村主

题休闲度假游。

三、铜梁区乡村景观设计思考

（一）乡村景观设计综合规划布局

铜梁区全年旅游人数多，可以对关

注度高的安居古城片区、巴岳山片区、

玄天湖片区作为乡村旅游拓展区进行综

合打造，分为核心景观资源区、主要景

观资源区、次要景观资源区、传统村落区、

农业生态产业园区以及各类乡村旅游景

点，并进行整合串联，突出乡村景观优势。

全域景观覆盖的乡村景观设计体系，要

整合景观节点之间的多种交通线路作为

游览路线，打造慢行系统，各类交通路

线的标识牌分区域路段用不同的设计风

格、景点主题相呼应，打造“车在画中

行、人在花中走”的景观效果。在景观

节点设计上，乡村景观不仅要让各个景

区之间的景观风格、设计主题有连续性

和关联性，还要使当地居民的人居环境、

室内外环境等与之相协调，既要兼具视

觉美感，还要有差异化的内涵与深意。

（二）绿色生态的乡村景观设计

旅游空间的开放，绿色是全域旅游

的发展理念，通过绿色生态乡村景观设

计来实现乡村旅游生态产业带动乡村的

经济发展，加强环境敏感化的保护设计

使乡村生态环境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针对乡村的水系、农林景观斑块，形状、

廊道、动物栖息地等，利用铜梁乡村的

原生植物、农作物来体现乡村田野风光，

规划设计乡村的空间肌理，地形地貌，

结合交通系统打造设计绿地通道，绿色

生态景观系统，通过绿色生态可持续的

设计手段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

以此来提高铜梁乡村的品质和吸引力。

（三）乡土特色文化的乡村景观设计

铜梁乡村景观设计的乡土化表达，

就是体现乡土气息的景观特征，依据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民俗建筑景观、农

林景观来打造乡土特色文化的景观设计。

铜梁的非遗文化资源就是铜梁区最具代

表的龙文化，还有民俗文化，红色文化，

安居古城建筑文化，从传统文化里提取

元素符号进行景观设计。保持村落自然

肌理的同时，使用本地乡土材料、乡土

植物对乡村进行微环境的景观打造，因

地制宜，节约环保，突显乡土特色，延

续传统空间格局同时提升景观空间。打

造具有铜梁地区乡村特色的人居环境的

的同时构造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铜梁乡

土特色文化景观。

（四）休闲生活化的乡村景观设计

铜梁区现有的乡村休闲景观没有和

城市的休闲景观有明显的区别，休闲化

的景观设计注重体现富有乡村生活化特

征的景观和格局，比如乡村生产活动、

民俗活动、四季节气劳作，自然生态文

化科普等。景观设计要考虑到游客的农

耕文化体验、工业文化体验和民俗文化

体验，自然生态文化体验项目等，像田

园采摘，栽种垂钓，参观科普教育活动

这种，在体现乡土化的景观设计的同时

又要增加景观的体验性，互动性。在田

间地头，山林花草，水系湿地等生态基

地的基础上，利用乡土的石材，古树，

巨石、溪流等景观和乡土文化元素相结

合来进行景观设计，全域旅游发展下的

休闲生活化的乡村景观设计就是实现乡

村“四季有果香、月月有花香”，满足

游客放松身心、回归自然的需求。

（五）乡村景观设计的实用性

全域旅游发展就是要促进高质量的

区域全方位的发展，乡村景观设计的实

用性功能旨在通过各类景观资源融合提

升乡村风貌，引导群众建设美丽场镇、

美丽乡村，推进居民生活环境，劳作环境，

自然环境和旅游发展相结合。形成“一

村一韵”“一村一景”，让绿水青山真

正变成金山银山。保护和发扬传统村落

民居和农业地方文化遗产，提升农家乐、

旅游民宿的品质，打造环境优美、功能

齐全、品质优良的乡村旅游点。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带动当地乡村经济

发展，居民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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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

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

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

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

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

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

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

念和模式。

“全域旅游”是空间全景化的系统旅

游，是跳出传统旅游谋划现代旅游、跳出

小旅游谋划大旅游。全域旅游强调把整个

区域作为旅游区进行打造，把全域作为旅

游发展的载体和平台，使旅游成为常态化

生活方式；从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

全方位、全时空等角度推进旅游产业发展，

实现旅游景观全域优化、旅游服务全域配

套、旅游治理全域覆盖、旅游产业全域联

动和旅游成果全民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