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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are closely related. Research shows that: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istence and utilization, objects and object, natural and man-made,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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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资源与农业旅游存在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农业资源与农业旅游是存在和利用、客体

和对象、自然和人为、农业和旅游、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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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旅游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我国则兴
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农业旅游，已有不少专家、
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构建则未见
有报道。笔者拟填补这一空白，撰写并发表了“关于
构建农业旅游学的思考”[1]。现正致力于构建这一学

源。这些自然资源是一种客观实在，也是一种客观存
在。它们一些以自然的方式存在，准确地说，人类未
开发、利用之前的以自然的方式存在，如农业后备资
源。这时的农业资源与天然存在和发展着的自然资源
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唯一的不同是已被人类所认
识，认识其面积、分布、种类、适宜性和所可采取的
开发、利用措施。当然，更多的以农化的方式存在，

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业旅游就是农业资源的

或者可以说，都是经过农业开发、利用的，如耕地。

旅游化，或者可以说，是农业资源的旅游方式开发和

在土壤资源农化中，或在土壤资源的农业开发、利用

利用，即农业资源与农业旅游存在密切的关系。本文

中，经过种植农作物成为耕地，经过种植以采集果、

拟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

叶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成为园

2. 农业资源与农业旅游是存在和利用的关系
农业资源指的是土壤、气候、水和生物等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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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过种植乔木、竹类、灌木、沿海红树林等树木
成为林地，经过用于畜牧业的生长草本植物的土地成
为牧草地[2]；或者可以说，这些土壤资源分别以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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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林地和牧草地的方式存在。

来说，认识到作物叶序或对生、或互生、或簇生是一

相对于农业资源的存在来说，农业旅游是对农业

种秩序，是一种秩序美，就是认识到作物叶序的审美

资源的利用，是对存在着的农业资源的利用，是对存

存在，就是认识到农业资源的审美存在；认识到或对

在着的农业资源的旅游方式利用；或者可以说，农业

生、或互生、或簇生的作物叶序的不足，或美的不足，

旅游的利用是以农业资源的存在为前提的。就像农业

如要是在对生、互生中又簇生更好，或更美，就是认

资源的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样，农业旅游的利用也有两

识到作物叶序的审美缺憾，就是认识到农业资源的审

种方式，一种是自然的方式，一种是美化的方式。不

美缺憾；认识到既对生、互生又簇生的作物叶序是更

过，农业旅游的自然利用方式，并不仅仅限于对自然

好、更美的作物叶序，就是认识到作物叶序的审美形

方式存在着的农业资源的利用，如不仅仅限于对农业

式，就是认识到农业资源的审美形式；认识到培育既

后备资源的利用，不仅仅限于利用辽阔而近于原始的

对生、互生又簇生的作物叶序的作物及其品种的途径

农业后备资源的广阔性、原始性、生态性、自然性来

和方法，就是认识到作物叶序的审美实现，就是认识

实现审美、旅游；而还包括对审美潜意识开发、利用

到农业资源的审美实现。一句话，这就是作物叶序由

农业资源的利用，如还包括对审美潜意识建设的稻田

审美客体变成审美对象的过程，也就是农业资源由审

的利用，还包括利用平整而广阔的稻田的整齐性、田

美客体变成审美对象的过程。

园性、波浪性、风光性来实现审美、旅游。至于美化
方式，也就是农业旅游的美化利用方式，则是指在审
美意识指导下对农业资源的利用，如田园景观营造，

4. 农业资源与农业旅游是自然和
人为的关系

具体如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在蓝调庄园项目中

土壤、气候、水和生物等农业资源是一种客观存

所设计的由作物构图形成的大地艺术景观“I love

在，更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自然物体，以创化的

[3]

you” ，就是美化方式利用的结果。的确，这一景观
美观，赋予“爱的伊甸园”
、
“爱的表达”和“爱的艺

方式、人化的方式、生态的方式存在和表现[4]。
农业旅游则是一种人为，一种以人为本，根据人

术”等文化内涵，可观光，可品读，可旅游。

类的需求，以旅游的方式，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

3. 农业资源与农业旅游是客体和
对象的关系

农业资源从审美客体变成审美对象的过程，就是农业
资源从自然变成人为的过程。对作为创化自然物体的
农业资源来说，美的存在是自然创化的结果，只是一

土壤、气候、水和生物等农业资源既是一种客观

种客观、一种存在，而由审美客体变成审美对象，则

存在，也是一种审美客体。众所周知，美是到处存在

是人的意识作用的结果，在人的意识作用下，它的美

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美，而在于是否发现美。可

及美的形式、美的程度、美的价值被人们认识，成为

见，一切农业资源的一切地方都存在着美，或者可以

符合人们审美的对象，作为作物及其品种演变之母的

说，农业资源就是审美的客体。的确，是这样。作物

野生植物就是这样，它的叶序所存在和表现的秩序美

的叶序，或对生、或互生，或簇生，是一种秩序美；

可使这一问题变得可触可摸。对作为人化自然物体的

作物的植株，根、茎、枝、杈、叶、花、果协调一致，

农业资源来说，美的存在是自然创化和人类审美潜意

是一种和谐美；田园的组合，田块、田埂、沟渠、道

识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只是一种客观、一种存在，而

路、林带、房屋、机井、水池、管道和作物合理组合，

由审美客体变成审美对象，则也是人的意识作用的结

是一种园艺美；即使是土壤中的土粒，团粒结构，球

果，如果说作为作物及其品种演变之母的野生植物之

体一般，以最美的立体–球体存在着。

美的存在和发现可以说明作为创化自然物体的农业

基于此，农业旅游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就

资源的人为行为的话，那么，栽培作物之美的存在和

是将农业资源这一审美客体变成审美对象。显然，这

发现则可以说明作为人化自然物体的农业资源的人

一行为及其过程包含四层含义：一是农业资源的审美

为行为。至于作为生态自然物体的农业资源，就不再

存在；二是农业资源的审美缺憾；三是农业资源的审

论述了，其情形与作为创化自然物体和作为人化自然

美形式；四是农业资源的审美实现。就拿作物的叶序

物体的农业资源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加上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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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可作旅游、可供游客居住、享受的房屋；乡村道路、

以上仅是农业旅游意识层面的人为行为。其实，

田园道路融入硬底、清洁、绿化、美化、情趣的元素，

农业旅游更主要的人为行为，是在意识支配下对农业

就成为可作旅游、可供游客行走、遛哒的道路；乡村、

资源的旅游开发。农业资源的旅游开发，尽管形式多

田园融入景区、景点、景观、景物、文化的元素，就

样，但焦点都是，通过人为的作用，使土壤、气候、

成为可作旅游、可供游客品读、游玩的地方；水果、

水和生物等农业资源组合成一定的美的形式，具有相

蔬菜融入采摘的元素，产品、副品融入艺术的元素，

应的美的价值，从而成为可以引发人们审美情趣，愉

就成为可作旅游、可供游客购买、消费的物品；田园、

悦人们审美心理，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审美对象、旅

作物融入文化、趣味的元素，就成为可作旅游、可供

游对象。上面提到的大地艺术景观“I love you”就是

游客娱乐、消闲的对象。

这样。

6. 农业资源与农业旅游是物质和
精神的关系

5. 农业资源与农业旅游是农业和
旅游的关系

土壤、气候、水和生物是农业资源，是客观存在，

土壤、气候、水和生物是客观实在、客观存在，

更是物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物质以农业资源的

客观地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实在之物，在未被人类开

存在方式。既然是物质，农业资源也具有一般物质之

发、利用之前，以天然的方式存在于自然之中，成为

共性，具体表现在，具有实物形态，也就是具有一定

天然土壤、天然气候、天然水和天然生物。随着人类

的质量、一定的体积和不可迭加性。土壤有重量、有

的开发、利用，这些天然存在的实在之物逐渐发展成

大小是显而易见，具有不可迭加性则随着这一概念的

为相应的实在之物。土壤被用来建房造屋，成为居民

阐述也显得显而易见。所谓不可迭加性，指的是不同

点，成为房产用地；气候(风)被用来发电，成为电力

物质不能同时在同一空间迭加在一起。客观上就是这

资源，成为电力气候(风)；水被用来生产工业品，成

样，此处堆放了这堆土，就不能再堆放那堆土了，也

为工业资源，成为工业用水；生物被用来研究，成为

不能再堆放砖块、石头等其他物质了。气候，也就是

研究对象，成为研究材料。如此等等。

温、光、水、气、热，最明显的要算水，要算水分子，

土壤、气候、水和生物之所以成为农业资源，完

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构成质量为 2.99 ×

全在于被用作农业用途，或者可以说，由于农业的开

10−29 ㎏、直径为 4 × 10−10 m、体积为 3 × 10−29 m3 的

发、利用而成为农业资源。土壤被开垦成耕地，种植

物质，即水分子既有重量，也有体积，还不可迭加，

农作物，稳固农作物，并供应农作物以肥水；气候为

由水分子构成的水粒就更不用说了。温，气温，空气

农作物提供适宜的温、光、水、气、热；水为农作物

的分子热运动；光，由光子为基本粒子构成的电滋波；

的生长发育提供足够的水分；生物一方面为农业动植

气，气体，物质的一种形态；热，热气，温热的气体，

物的培育提供必要的种质资源，另一方面为农业动植

炎热的空气。一句话，温、光、气、热也是物质，也

物的健康成长提供充足的生物资源。一句话，农业资

是实物形态的物质。跟下来的水，也就是由若干个水

源是农业生产的资源，是发展农业生产的资源。

分子构成的水，再跟下来的生物，也就是水稻、甘蔗、

农业旅游则是将农业资源，将发展农业生产的农

蔬菜等作物、荔枝、龙眼、菠萝等水果、木麻黄、苦

业资源用作旅游用途，用来发展旅游经济，或者可以

楝树、桉树等树木、猪、牛、羊等牲畜、鸡、鹅、鸭

说，使其具有旅游的元素，具有吃、住、行、游、购、

等家禽、鱼、虾、蟹等水产品，其物质性就如土壤一

娱等旅游的元素，准确地说，使其在具有农业用途的

样显而易见，即没有再做论述之必要了。

同时或基础上，具有旅游的元素，具有吃、住、行、

农业旅游则是精神，是农业资源的精神化，是土

游、购、娱等旅游的元素。农家饭融入卫生、安全的

壤、气候、水和生物等农业资源的精神化，或者可以

元素，就成为可作旅游、可供游客饱腹、品尝的饭菜；

说，以精神的形式存在和表现。首先，农业旅游将土

农家宅融入清洁、卫生、安全、舒适的元素，就成为

壤、气候、水和生物等实物形态的农业资源生成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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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形态的农业审美产品，生成没有质量、没有体积和

实现农业审美产品的价值，实现旅游经济的增长，实

具有可迭加性但依附于实物形态的农业资源之上的

现农业旅游的发展。

服务产品，也就是精神产品——农业审美产品，具体
就是美观的产品、健美的植株和美化的田园，就是多
彩玉米、盆栽苹果和农业观光园。关于这一问题，笔
者在拙著“农业美学初探”中已有较详尽的论述，在
此不再重复[5]。其次，则是以旅游方式，通过策划、
营销等形式，将农业审美产品，将美观的产品、健美
的植株和美化的田园，将多彩玉米、盆栽苹果和农业
观光园推销给广大消费者，让他们认识、接受、消费
农业审美产品，实现审美的满足、精神的满足，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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