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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研究了主要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上孟乡境内的孟屯河谷风景区ꎬ其用近 ２０ 年时

间ꎬ摸索形成并逐渐建立起非政府主导开发、非企业垄断经营、由当地社区主导、市场调节驱动、社会适度参与的发
展模式ꎬ取得并积累了相应的经验ꎬ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乡村发展的一个样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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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屯河谷概况

物资源丰富ꎬ打猎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ꎮ 虽然地处
高原ꎬ但多为山地峡谷ꎬ放牧点距离遥远、条件艰苦ꎬ

孟屯河谷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

畜牧业实际上仅以两个规模较小的村级集体经济的

上孟乡境内ꎬ因杂谷脑河支流孟屯河上游穿流而过

形式存在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１９９５ 年前的孟屯河谷

故名上孟ꎬ明清时期此地常居屯兵ꎬ故谓屯ꎮ 上孟乡

是四川西北部高原山区极为普通而常见的高度自给

幅员面积 ７２３.３ 平方公里ꎬ辖 ５ 个行政村 １２ 个村民
小组ꎬ总 ６７８ 户共 ２ ８９２ 人ꎬ是嘉绒藏族聚居乡ꎬ其

自足的自然乡村聚落ꎮ
１９９５ 年ꎬ四川省画院唐和林等画家写生到达上

中藏族人口占全乡人口的 ９８％ꎮ

孟乡ꎬ发现这里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风貌原始、民

米ꎬ制高点雪隆包 ( 麦多什古神山) 海拔 ５ ５２７ 米ꎮ

供食宿的食堂承包者周仁忠建议搞旅游接待ꎮ

孟屯河谷以山地峡谷地形为主ꎬ平均海拔 ２ ５０２

风淳朴ꎬ具有开展旅游活动的条件ꎬ于是向给他们提

区内大小 ２４ 条沟谷ꎬ地形多样ꎬ地貌多元ꎬ冰川、湖

２.２

险、观鸟等旅游领域崭露头角ꎬ渐有名气ꎮ

了 ５０ 余位游客ꎬ当年秋天又有 １００ 余位游客前来ꎮ

泊、森林及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ꎬ近年来在登山、探
孟屯河谷生产经营活动以天然采集虫草、贝母、
羌活等为主导产业ꎬ乡村旅游业也占一定比例ꎬ蔬菜
种植和外出务工也是其重要经济来源ꎮ ２０１２ 年全
乡居民总收入 ３ ５４３ 万元ꎬ人均年收入 １１ ０００ 元ꎮ

２

２.１

孟屯河谷发展梗概
原始生长期
１９９５ 年以前ꎬ和阿坝州乃至四川省西北部大多

数山乡一样ꎬ种田、挖药、砍柴是孟屯河谷居民的基
本生产方式ꎬ虫草收入占到全乡收入的 ８５％ 以上ꎬ

粮食生产和蔬菜种植等基本自给自足ꎮ 由于野生动

自然生长期
１９９８ 年农历四月初十ꎬ上孟乡桑登寺庙会吸引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号ꎬ成都 ８ 所高校 ６０ 余位学生

摄影爱好者到孟屯河谷举办摄影采风活动ꎮ

２０００ 年ꎬ受成都、重庆等特大城市旺盛的消费

需求刺激ꎬ孟屯河谷开始大面积种植大白菜、莴笋等
经济作物ꎬ成为反季节蔬菜种植基地之一ꎮ 蔬菜种
植收入迅速增加ꎮ
２０００ 年ꎬ户外俱乐部进入孟屯河谷ꎬ开展徒步、

漂流、攀岩等项目活动ꎮ

２００１ 年夏天ꎬ成都大学艺术系学生前往写生ꎬ

孟屯河谷逐渐成为川内众多大学学生采风基地ꎮ

２００２ 年ꎬ登山爱好者进入ꎬ尼玛部落登山协作

队成立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作者简介:沈尤ꎬ理事长ꎬ从事自然生态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ꎬ并在生态旅游和乡村发展等方面有大量的实践ꎻ梁伟华ꎬ副局

２００３ 年秋ꎬ孟屯河谷风光摄影展在成都市文化

公园举行ꎬ孟屯旅游正式走入成都市场ꎮ 乡村旅游

长ꎬ全国政协委员ꎻ赵忠ꎬ成都市政协常委ꎻ吕海波ꎬ副秘书长ꎻ张家

开始成为孟屯河谷发展的主要方向ꎬ并成为乡民收

伟ꎬ研究室副主任ꎮ Ｅ－ｍａｉｌ:ｚａｘｉｘｉｏ＠ ｓｉｎａ.ｃｏｍ

入增长最主要的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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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ꎬ薛孟公路从 ３１７ 国道薛城处到上孟乡

依然维系了这里基本的生态景观系统ꎬ使得这里成

２００４ 年ꎬ绿叶电站动工建设ꎬ给孟屯河谷自然

景观资源和地域民俗资源ꎬ都为这里成为旅游地提

２００４ 年秋ꎬ孟屯之秋观鸟联谊活动在孟屯河谷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人们收入的增加与生活

２７ 公里柏油路改建完成ꎮ

为野生动植物的庇护所ꎮ 此外ꎬ这里有丰富的山地

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ꎬ乡民与建设方交涉未果ꎮ

供了客观条件ꎮ

举行ꎬ全国 １００ 余位观鸟爱好者参加活动ꎬ观鸟等生

的改善ꎬ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有了越来越多的需求ꎮ

２００５ 年ꎬ两个集体牧场均承租给私人ꎬ每个牧

高过黄金价格ꎬ极大地刺激了乡民挖掘虫草的积极

态旅游项目开始落地孟屯河谷ꎮ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起ꎬ虫草价格年年见长ꎬ甚至

场年租金 ６ 万元ꎬ孟屯河谷集体经济时代宣告结束ꎮ

性ꎬ虫草采集收入也成为乡民的最主要收入来源ꎮ

萄酿造葡萄酒ꎮ 全乡约有 １ / ５ 的田地转而种植葡

快的部分的时候ꎬ加之道路交通的改善和汽车保有

２００５ 年ꎬ外部资本进入ꎬ利用乡民土地种植葡

与此同时ꎬ当旅游成为人们消费增长最为显著且最

萄ꎮ 但葡萄种植业最终未能获得成功ꎮ

量的增加ꎬ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出行空间和条件ꎬ旅游

２００６ 年ꎬ孟屯河谷实现通信村通ꎮ

业发展无疑插上了翅膀ꎮ 孟屯河谷旅游业从最初的

２００７ 年ꎬ老君沟电站动工ꎬ孟屯河谷自然生态

进一步受到影响ꎬ乡民交涉依然未果ꎬ为 ２０１０ 年塔
斯村大型泥石流埋下隐患ꎮ

２００７ 年ꎬ孟屯河谷生态旅游协会成立ꎬ为孟屯

一个食堂ꎬ到后来的 ４ 个接待客栈ꎬ再到今天的 ３０

家左右较为成熟的家庭旅馆ꎬ以及数个提供专业服
务的行业组织等ꎬ短短不到 ２０ 年时间ꎬ从无到有ꎬ从
有到长足发展ꎬ并逐渐成为本地区支柱型产业的历

河谷旅游业发展的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程ꎬ充分说明了市场驱动的力量和作用ꎮ 而蔬菜种

２.３

植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外部市场旺盛的需求ꎬ对

稳步生长期
２００８ 年ꎬ５１２ 地震后ꎬ 乡 民 开 始 成 规 模 外 出 务

工ꎬ达到近 ２００ 人的规模ꎬ外出务工成为孟屯河谷乡
民收入的又一主要来源ꎮ

本地区产业调整的影响作用ꎮ
孟屯河谷的发展过程是地区开放和社区主导的
结果ꎮ 与孟屯河谷走向旅游业发展时期同步的ꎬ是

２００８ 年ꎬ５１２ 地震后ꎬ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会ꎬ

理县的旅游业的发展ꎮ 起初ꎬ理县重点推出了米亚

对孟屯河谷的景区管理和景区环境的治理等起到了

一个吸引点ꎮ 但由于仅仅看红叶较为单一ꎬ且红叶

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ꎬ协会还
积极的作用ꎮ
２０１２ 年ꎬ灾后重建完成ꎬ孟屯河谷道路、居民住

罗的红叶ꎬ在大约 １０ 年的时间内成为理县旅游业的
区大多在 ３１７ 国道两侧ꎬ很多游客边看边走ꎬ把红叶
观赏仅仅作为旅游路途中的顺带动作ꎬ从而并未给

房、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得到完善ꎮ 上孟乡政府组

红叶旅游带来理想的收益ꎮ 紧跟着ꎬ古尔沟温泉、桃

织了 ２ 次旅游接待管理的培训ꎬ孟屯河谷旅游业进

坪羌寨、毕棚沟等相继纳入理县旅游业发展的统筹ꎬ

入稳步发展时期ꎮ

由政府主导开发ꎬ并由企业参与经营等ꎬ促成了理县

３

旅游格局的形成ꎮ 这一时期ꎬ孟屯河谷旅游则始终

３.１

孟屯河谷发展模式与效果

在政府规划之外ꎬ也没有旅游企业涉足此地ꎮ 孟屯

市场驱动ꎬ内外兼修

河谷旅游业处于自然生长状态ꎬ家庭旅馆式的接待

无论虫草采集、乡村旅游、蔬菜种植还是外出务

和运作成为孟屯河谷旅游业发展的基本特征ꎮ

工ꎬ孟屯河谷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和收入来源无一不

正是由于无政府主导开发、无企业垄断经营ꎬ使

是外部市场驱动下选择并发展ꎬ甚至进行调整优化ꎮ

得孟屯河谷旅游反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ꎮ 随着

首先从所处的区域来看ꎬ孟屯河谷是四川省森

观光、徒步、探险、登山、摄影、观鸟、艺术、绘画、自驾

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ꎬ但长期的砍伐使得这

等不同诉求的消费主体的陆续进入ꎬ孟屯河谷在外

里的林木资源遭到极大的消耗ꎬ河谷内 ２４ 条沟谷凡

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ꎬ不断加强内部调节ꎬ以适应外

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ꎬ原始森林已砍伐殆尽ꎬ仅交通

部市场的需求ꎬ从接待的方向、定价、服务、管理等等

难于到达之地尚有原始森林的残存ꎬ残存率仅占全

若干方面进行了适应配套ꎬ并逐渐建立起相应的行

部森林资源的不到 ３５％ꎮ 但即便如此ꎬ残存的森林

业规范ꎮ 如 ２００１ 年乡政府曾想仿照别的景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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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卡收门票ꎬ但这种卖资源的方式很快被接待户和
游客否定ꎬ收费取消ꎮ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 ２００７ 年国

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户外天堂和旅游目的地ꎮ ２０１３

年元旦ꎬ当阿坝州大多数旅游景点都歇业过冬时ꎬ孟

庆假期ꎬ一队成都游客在所住客栈派出的向导带领

屯河谷依然还是旅游的热点ꎮ

下进入老君沟ꎬ准备穿越到古尔沟ꎬ但由于向导不认

３.２

识路且无领队经验ꎬ结果遇到大雾迷路ꎬ在 ４ ５００ 米

民生改善ꎬ持续发展
孟屯河谷这种市场驱动、内外兼修的方式ꎬ很快

海拔高度进退维谷ꎬ差点遇险ꎬ幸好尼玛部落高山协

显现出积极的意义并产生显著效果ꎮ 比如由于受产

作队及时救援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ꎮ ２ 天后ꎬ意识到

量下降影响ꎬ虫草收入在逐年减少ꎬ但旅游业、蔬菜

问题严重性的客栈老板们共 ２２ 人坐到了乡政府会

种植业的收入却在持续增加ꎮ 由于天然采集、乡村

议室ꎬ就近年来时有发生的“ 危险” 事件进行了梳理

旅游、蔬菜种植、外出务工在整个地区经济结构中的

和讨论ꎬ大家认为这些事件对上孟乡旅游业的发展

比例和变化较为稳定ꎬ因此某一两个方面的波动并

是极其不利的ꎬ所有接待户都应按照一定的规范开

不会显著影响到本地区的收入水平ꎮ 孟屯河谷在旅

展旅游接待活动ꎬ而规范的制定应该由大家一起来ꎮ

游业方面的一些做法是很有价值的ꎬ比如ꎬ众多高校

于是本次会议诞生了孟屯河谷旅游协会ꎬ扎西次仁

将孟屯河谷作为学生教育实践基地ꎬ每年都有大量

当选为会长ꎬ尼玛当选为秘书长ꎮ 协会很快制定了

学生进驻签订合作协议的接待户ꎬ虽然比常规游客

孟屯河谷旅游接待规范ꎬ该规范不仅仅对所有接待

的消费标准略低ꎬ但由于人数多、时间长、且较为稳

户有约束力ꎬ对其他乡民也有约束力ꎬ盲目接团的情

定ꎬ因此对接待户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保

况很快得到了制止ꎮ 刚刚从理县桃坪羌寨管委会调

证ꎮ 接待户除自己的房屋、餐饮和人力投入获得效

到上孟乡任副乡长的周礼志ꎬ到任伊始就见证了孟

益之外ꎬ还积极地吸纳周边农户的参与ꎬ比如住宿的

屯河谷以社区为主导的旅游发展与管理方式的效果

分包、接待服务人员的投入、其他较为专业的旅游服

与作用ꎮ 这是孟屯河谷社区为主导ꎬ进行自我管理

务、旅游购物、农产品提供等ꎮ 根据我们调查统计ꎬ

的一个精彩事例ꎮ 此外ꎬ在孟屯河谷旅游业发展的

孟屯河谷 ３０ 户家庭旅馆与 ２００ 个家庭有接待合作

过程中ꎬ众多外部机构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也能得到
适度的体现ꎬ如接待标准的问题、定价的问题等等ꎮ
自主发展所拓展的空间ꎬ使得孟屯河谷有机会走上

关系ꎬ吸纳就业 ９００ 余人ꎬ此外ꎬ还有近 ２００ 人外出
务工ꎮ 近 １ ２００ 个劳动力的转移ꎬ对于靠山吃山的
传统生产地区而言是一个重要贡献ꎬ这些人不仅仅

了一条与理县其他景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ꎬ甚至

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ꎬ改善了民生ꎬ还因为劳动力的

跟四川省内、乃至西部地区大多数乡村发展有所不

转移ꎬ使得传统的一些生产方式如挖药等天然采集

同的道路ꎮ

业对自然生态形成的压力甚至破坏作用得到缓解ꎬ

由于与外部市场保持高度的联系ꎬ孟屯河谷已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１２ 年

孟屯河谷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２ 年发展变化统计

表１

社区发展变化

从而对本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ꎮ

人口

人均收入

家庭收入

年游客数

接待站数

就业人数

转移劳动力

２８９２

１１０００

４６９２０

４５０００

３３

１１８５( 含外出务工人 ２００ 人)

４０.９８％

２１００

１４００

７０００

２５０

４

３０

１.４３％

收入比例变化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１２ 年

虫草

蔬菜

旅游接待

旅游服务

旅游商品

外出务工

其他收入

４７.８４％

１９.１４％

１６.９３％

４％

０.８％

１１.２８％

５％

大宗家电

私人汽车

医疗覆盖

外出旅游

子女就学

农村保险

９９％

全覆盖

８５％

８％

３％

０％

０％

２％

２％

民生发展变化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１２ 年

新建房屋
年修 ５ 户

年修 ２５ 户

１０％家庭
９９％家庭

３辆

１１０ 辆

５５％覆盖
全覆盖

基本无

１９３０ 人次

６０％

８％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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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的统计不难看出ꎬ孟屯河谷十余年的发

了显著的作用ꎮ

展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７ . ８５ 倍ꎬ家庭收入增长了

６.７ 倍ꎬ非农就业人数增长了 ３２.８３ 倍ꎬ农民收入构

成由原来的几乎单一依靠传统的虫草等天然采集业
转变到天然采集、旅游接待和服务、蔬菜种植和外出
务工等多种方式上来ꎬ住房、医疗、教育、保险等当地
民生也得到了质的改变ꎮ

４

４.１

关于孟屯河谷发展模式的讨论
社区主导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基石
乡村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实现农民

增收和民生改善ꎮ 在乡村体系中ꎬ社群关系以乡镇
图１

村组等社区形态存在ꎬ并以社区的形式形成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关系ꎬ这些关系集中反映并体
现为乡村社区的形态与发展ꎮ 因此可以认为乡村发
展本质上就是乡村社区的发展ꎮ 孟屯河谷十余年间

４.３

孟屯河谷旅游业构建的内外部关系

社会参与是乡村发展的价值源泉
孟屯河谷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外部社会的参与

以家庭旅馆为纽带ꎬ建立较为稳定的经营方式ꎬ带动

离不开ꎬ尤其是旅游业的产生和发展ꎮ 而社会参与

社区参与的发展模式ꎬ实际上就是以社区为主导的

的同时也是对孟屯河谷资源进行评价并构建新的价

发展模式ꎮ 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 怎么发展? 构建

值体系的过程ꎮ 如除传统的观光旅游之外的其他旅

怎样的社会关系? 利益如何分配? 以怎样的速度发

游形式ꎬ无一不是与外部社会接触、合作的结果ꎮ 这

展等等ꎬ都由社区自我决定ꎮ 乡村级的基层政府ꎬ充

种接触和合作ꎬ拓展了本地社区的眼界ꎬ提高了能

分尊重社区意愿ꎬ仅仅在公共管理等方面适度参与ꎬ

力ꎬ扩大了市场ꎬ成为乡村发展的价值源泉ꎮ 如果完

极大地解放了基层生产力ꎬ为社区主体地位的确立

全靠社区从业者对资源价值的自我理解很难建立起

腾出了足够的空间ꎮ

尽可能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体系ꎮ

４.２

市场驱动是乡村发展的前进动因
区域资源和产品只有在进入流通和服务体系后

４.４

内外兼修是乡村发展的持续保障
外部力量的介入是把双刃剑ꎬ往往因为很难处

才能显现出价值ꎬ并使这些价值得以实现ꎮ 孟屯河

理好目标与需求的关系ꎬ而难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谷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资源所产生的价值正是通

路径与模式ꎮ 比如ꎬ２００５ 年起ꎬ有人把孟屯河谷纳

过与外部市场的链接ꎬ通过市场对产品和服务的购

入了某企业在阿坝州搞的葡萄种植基地的范畴ꎬ希

买以获得这些资源的价值ꎬ因此获得地区发展的动

望能借助孟屯河谷充足的阳光和优质的水土生产优

力ꎮ 这里的市场驱动ꎬ除外部市场的直接作用外ꎬ还

质葡萄ꎬ用以酿造葡萄酒ꎬ但这种完全以投资者自我

包括外部市场对内部市场形成的间接作用ꎬ这里面

目标为导向的方式最终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ꎬ究其

最显著的部分就是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本地区

原因主要就是种葡萄并不是当地农民最主要的需

小规模农业生产的联动作用ꎬ比如虫草销售ꎬ以前

求ꎮ 但反过来ꎬ如果完全以当地需求为出发点ꎬ也可

１００％依靠虫草贩子即中间商进行收购ꎬ而现在可以

能造成不利的结果ꎬ比如挖虫草能带来较大的经济

有 １０％左 右 的 虫 草 可 以 直 接 通 过 旅 游 购 物 卖 出ꎮ

收益ꎬ全乡人民全部上山挖虫草ꎬ不仅虫草资源得不

以前生产的蔬菜ꎬ除部分自己消耗外ꎬ８０％以上需要

到可持续的保障ꎬ本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也会遭到较

通过中间环节卖出ꎬ而如今旅游业的发展可以直接

为显著的破坏ꎮ 事实上ꎬ孟屯河谷的虫草资源早已

就地消耗 ４０％以上ꎬ其它绝大部分农产品靠旅游的

一年不如一年了ꎬ随着虫草资源的枯竭ꎬ可以预见 ５

减少了中间环节ꎬ更重要的是优化了本地区产业结

以旅游业、小规模农业和劳务输出产生的收益将占

构ꎬ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增值ꎬ为提高乡民收入起到

据越来越高的比例ꎮ 因此ꎬ需要处理好需求与目标

就地消耗比例可占到 ６０％ 以上ꎮ 产业联动不仅仅

年之后ꎬ虫草收入占全乡总收入的比例会持续下降ꎮ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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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ꎬ从而做到内外兼修ꎬ保障经济社会的持
续发展和自然生态的健康续存ꎮ

５

５.１

对中国乡村发展的几点启示

５.３

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结构
由于不同的乡村资源状况不同ꎬ周边市场的发

育程度也不尽相同ꎬ因此乡村发展的产业形态也必
然千差万别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每一个乡村地区的

重构乡村资源价值体系

发展方向、主导产业、发展速度等也必是存在差异性

无论地处何方ꎬ中国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资源基

的ꎮ 但以 ＧＤＰ 论英雄的时代ꎬ很多乡村地区一味地

础ꎮ 而这些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ꎬ都

拼经济ꎬ有啥好就发展啥ꎬ完全不顾本地区的实际情

拥有显著的本土型特点ꎬ这种本土型的资源必然孕

况ꎬ也许短时期内有一定的效果ꎬ但却缺乏可持续发

育了本土型的自然观和文化价值观ꎮ 本土型的自然

展的动力ꎮ 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乡村发展的农业问

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正是本地区发展的基础和源

题、农民问题、民生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若干方面ꎮ

泉ꎮ 因此ꎬ乡村发展必须要打破传统的评价方法和

中国的乡村发展ꎬ必须要以本地区生态环境、产业环

利用方式ꎬ 必须要从 “ 五位一体” 的视野和框架 出

境和社会环境为基础ꎬ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结构ꎬ不能

发ꎬ建立本土型的自然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ꎬ重构乡

一窝蜂ꎬ不能贪大求全ꎬ不能只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目

村资源的价值体系ꎬ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标ꎮ 除了考虑自身的情况还要考虑与周边地区的关

面和全过程ꎮ 孟屯河谷的模式说明ꎬ打破传统的价

系情况ꎬ多发展本地经济和循环经济ꎬ多发展增加本

值观ꎬ建立新的产业体系是完全可以的ꎬ而且是具有

地劳动就业的经济ꎬ多发展友好型经济等ꎬ注重区域

先进性和生命力的ꎮ 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

间的连片发展和区域内的联动发展ꎮ

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ꎬ尽快打破原有不科学、不可
持续的发展方式ꎬ重构乡村资源价值体系显得尤为

５.４

发挥乡村地域文化的作用
地域文化不仅仅是地域社会构建的核心要素ꎬ

迫切ꎮ 在我们对孟屯河谷展开研究期间ꎬ我们将数

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孟屯河谷至今保存

个与孟屯河谷在资源上相似的景区进行了对比ꎮ 孟

着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ꎬ并成为当地的文化元素ꎮ

屯河谷充分发掘资源价值ꎬ构建的多元产品体系ꎬ为

当地的地域文化又很好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本地区找到一条健康、稳定的发展之路的特点和优

求当中ꎮ 特别是一些产品的设计和服务ꎬ都能体现

势立刻显现出来ꎮ 其他景区由于在产品上高度趋

文化的特色ꎮ 文化因素也体现在处理社区与外部关

同ꎬ且较为单一而难成体系ꎮ

系之上ꎬ使得地域文化在乡村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

５.２

确立乡村社区主体地位

作用ꎮ 中国乡村地域辽阔ꎬ民族多样ꎬ人口众多ꎬ社

长期以来ꎬ中国广大地区乡村社区的主体地位

会复杂ꎬ很难用单一的理念和模式实现治理ꎮ 因此

被极大地削弱ꎮ 乡村社区不但参与不到地区发展

需要发挥地域文化在社会构建、社群关系、生产方

中ꎬ反而在地区发展中受到极大限制ꎮ 尤其是身处

式、外部交流、伦理教育等若干方面的作用ꎮ 此外ꎬ

或比邻自然保护地或其他类别的受发展限制的区域

也要积极挖掘地域文化的价值ꎬ融入并支持地区经

尤其突出ꎮ 社区主体地位被削弱甚至剥夺ꎬ造成发

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ꎮ

展不平衡ꎬ甚至制造、聚积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ꎮ
这不符合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的宗旨ꎮ 乡村社区居民世代栖居于此ꎬ他
们是乡村的主人ꎬ理应是乡村发展的主体ꎮ 因此ꎬ中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确立乡村社区在乡村发展
中的主体地位ꎮ 必须要充分解放基层生产力ꎬ激活
乡村发展ꎬ才可能完成并实现全面小康、同步小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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