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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到乡下旅游吧
——— 雏形已现的潍坊“观光农业”

文/本报记者 庄文石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节会的绿色狂欢

5 月 13 日，距离菜博会结束
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寿光菜博

园的各大展馆前面，仍然有不少市
民排队等候入场。今年首次推出的

蔬菜采摘园成为该届节会的最大亮

点之一，这个总投资 3000 多万
元，占地 2 公顷的采摘园区，游客

只需花上 20 块钱，就可以进去随

意采摘食用。

今年 24 岁的李亚特意叫了两

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四个人从河北

衡水开车来寿光看菜。在采摘园

里，李亚拿着小剪刀一头钻进黄瓜

地里，一边选瓜一边招呼着姐姐拿

袋子装瓜，四个人在里面待了两个

多小时，吃掉了几十根黄瓜。“我

们那边农业也挺发达，但是没有这

种农业模式”，李亚说，“这 20

块钱花得不冤”。

在其他的展厅里，无论是蔬菜

的栽培技术，还是重达数百斤的瓜

王，对于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

市游客来说，菜博园里的一切都显

得很新鲜。从第一届菜博会以本地

游客为主，到本届菜博会吸引到中

外游客，绿色农业的魅力开始让人

赞叹。

作为一届以农业观光为主的节

会，今年的菜博会不出意外的收获

颇丰，据主办方的初步统计，截至

5 月 18 日，入园参观的游客已经
突破 200 万人次。而在过去的 11

届，菜博会的签约额累计达到 678

亿元，各类贸易额接近 1000 亿。

作为和绿博会同类型的观光农

业，青州和昌邑市也先后立足自身

特色打造了绿色观光农业，在每年

的 9 月份，青州会开花博会，而在

昌邑市也会上演一场苗木展销的绿

色盛宴。目前，这些节会已经成为

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也
成为当地的旅游名片。

从农田到景点

过去的旅游，除去游览名山大

川和名胜古迹，人们更多会选择去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村人到城

里去，小城人去大都市曾经是旅游

版图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如今随着

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厌倦了钢筋

水泥的城里人，开始寻求回归自

然，住农家屋、吃农家饭，种农田

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时尚。

在过去的一年里，一款叫做

“开心农场”的网络游戏击中城市

玩家的内心需求，并在短短的时间
里在全国掀起一场“全民种菜、偷
菜”的热潮。在潍坊寒亭的郊区，

有人开始把网上的“开心农场”搬

进现实，把大片土地按照大小不一
的面积分成小块，出租给城里人种

菜，很快这种模式被众多城郊地区
模仿，潍坊兴起了现实版的农场

热。

在目前的“开心农场”中，由

潍城区政府牵头，潍城区农业局、

潍城区军埠口综合项目区党工委管

委会共同打造的“秀水田园乡村俱
乐部”成为领头羊，该俱乐部位于

白浪河水库西岸，完全依照自然风

貌打造，总投资达到 2 亿元，全部

建成后将达到 3000 亩。

俱乐部的管理权属于一个叫秀

水田园果蔬种植农民合作社的组

织，这也是当前农业旅游的一种新

趋势。合作社的理事长董云全介

绍，自然园包括体验式开心农场、

观光采摘区、有机蔬菜种植区、珍

禽养殖区、昆虫养殖区、素质拓展

区、骑马健身区、休闲垂钓区、森

林烧烤区、农家小厨房十大功能

区，属纯天然原生态农业回归自然

园，距潍坊市中心仅需 20 分钟车

程，有着天然的吸引游客的优势。

19 日下午，在秀水田园的农

场上，奎文区的吕志远正在自己的

园子里摘蒜苗，去年 9 月份，他以
每年 1200 元的价格承包了农场二

分土地，并种上了十几种蔬菜，从

此之后，每隔两三天，他都会开车

到这里照顾菜园子，每个周末，他

还会把老父亲和妻子一块带来，体

验农场的自然乐趣。

在吕志远看来，开心农场的乐

趣不在于种菜吃菜，而在于劳动的

过程，现在的城里人工作压力大、

生活节奏快，找个周末到郊区，好

好放松一下，是大多数城里人最好

的休闲方式，呼吸新鲜空气，体验

农活的乐趣，要远远超过去 KTV

唱歌，去公园游玩。

如今，在潍坊周边，寒亭区有

益民农业合作社，潍城区有秀水田

园，坊子区有坊安田园，这些完成

了由农田到景点转变的农场，正成

为城里人周末休闲度假的首选之

地。

潍坊的农业旅游也引起了山东

省的重视，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模

式，潍坊和莱芜作为山东省仅有的

两个农业合作社试点城市之一，成

为这方面的典型。

转型需要魄力

在本届菜博会上，寿光市康辉

旅行社在菜博园里专门开设了一个

办公场所，承接各地游客在菜博会

上的导游工作。据经理张玉国介

绍，在菜博会期间，旅行社平均每

天能够带 4 个团，每个团二三十

人，在承接这个业务的五年当中，

无论是团队数量还是旅游收入，都

已每年 20% 的速度增长。

对于旅游资源并不发达的寿光

来说，农业观光成为各大旅行社地

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张玉国

说，外地游客来寿光主要的旅游线

路就是农业观光两日游，除去菜博
园之外，还有三元朱村、物流园和

临海生态观光园，这条线路的收

入，占到了旅行社地接业务的

80% 。

但是，多年的导游经验告诉

他，目前寿光的观光旅游，在菜博
会之外的 11 个月，还不成熟，原

因是到这里来看的游客多数是各地

分管农业的镇领导、菜农和种子经

营者，真正抱着旅游目的而来的城

里人并不多。

在他看来，原因就在于城里人

都喜欢体验式的农家生活，而目前

寿光这方面做的还不够，能够满足

市民体验式需求的采摘园只有两

个，一个在菜博园，一个在临海生

态博览园，其他地方还没有。他认

为，由于农民害怕城里人到园子采
摘会造成损坏，因此菜农门并不愿

意开放自家的菜园，另一个原因则

是建立观光农业基地需要大量的土
地，即使有充裕的资金，想一次性

拿到这么多的土地也是很困难的事
情。

“这种转型需要魄力，这么多

年来，各乡镇都习惯了在农业产量

方面下功夫，对于拿出农田搞旅

游，不少基层政府还没有这个意
识”，谈到目前正在流行的乡村体

验式旅游，潍坊市旅游局规划科副

科长刘凤来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作为第三产业的旅

游，收入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的农

业，目前正在推行的农业合作社，

就是要让农民以土地入股，不但农

产品可以获得收入，作为股份的土

地还可以领到分红。

“一般的小米在市面上也就是
卖到两三块钱一斤，但是在安丘辉

渠镇，打出生态牌的小米就能卖到

10 元以上，这就是农业和旅游业

的差距”，潍坊市旅游局分管乡村

旅游的副局长邱兆水说，农业观光

游的魅力就在于把农产品变成旅游

产品，使农民的收入提高上去。

从民间到政府的努力

经过数年的发展，潍坊旅游收
入在 2010 年达到 248 亿，在全省
位列青岛、烟台、威海和泰安之后

排名第五，已经基本上于自身经济

实力持平，但是与排名第一的青岛

相比，无论是从旅游人数和收入

来，差距仍然较大。

在看到潍坊作为农业大市所蕴

藏的重大机遇之后，潍坊市旅游局
也开始把乡村旅游作为重点突破方

向。 4 月底，潍坊市旅游局请来了

北京达沃斯巅峰旅游规划设计院的

专家，调研了潍坊的乡村旅游。一
份为期五年的《潍坊市乡村旅游规

划》即将编制完成。

而作为乡村旅游重要组成部分

的农业观光游也有望找到新的发展

方向。邱兆水在分析乡村旅游的前

景时，当前农业观光游的内涵已经
进一步延伸，不光是要游客看，看

完了还要让游客摘，摘完了还要
吃，吃好了还要住下来，这样才能

把游客手里的钱花出去，让旅游收

入增长。

在他看来，潍坊从南到北，三

分之一是山区、三分之一是平原还

有三分之一是滩涂，多样化的地貌

决定了潍坊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

为了更好的推广乡村旅游，他曾经
率团到北京、台湾等观光农业发达

的地方学习先进经验。

但是目前，潍坊观光农业的发

展仍存在短板，刘凤来说，目前虽

然从国家到省都在推广乡村旅游，

但是实际上没有投入，农民受困于

启动资金不足，发展有困难，而像
寿光、青州和昌邑的观光游还只是

停留在节会阶段，长效性不足。

邱兆水认为，从目前来说，乡

村游开发建设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关键是当地的水、电、交通和厕所

等配套设施不完善，还有市场推广

类的人才缺乏，导致很多有特色的

乡镇难以把农业方面的优势转化成

旅游优势。

对于乡村旅游的前景，邱兆水

表示下一步旅游局将对全市农村的

旅游进行长期规划，并争取政府的

政策支持，联合国土、农业、水利

等部门，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并采

取树立标杆的方式，让一些乡镇政

府意识到农业旅游的魅力，让他们

愿意和民间资本联手打造更好的乡

村游。

既没有三山五岳这样的名山大川，也缺少
孔孟之乡的厚重人文，在山东这个旅游强省
中，地处交通咽喉的潍坊，曾经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游客们过而不游，游而

不住。在经过长时间地探索之后，潍坊旅游开
始了艰难地“挖潜”之路，试图利用强大的农业基
础，通过菜博会、花博会和绿博会等形式向公

众展示一场场绿色狂欢。如今，从民间到政
府，潍坊人开始意识到农田、农村里蕴藏的丰

富资源，这或许能给潍坊旅游开辟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