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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这个美丽的巴尔干国

家，非常善于将农业与旅游业相结

合。他们将农业特色化、主题化，开

发出诸如玫瑰节、薰衣草节、樱桃节

和酸奶节等主题旅游项目，巧妙地将

特色农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水乳交

融、相得益彰。

保加利亚是世界著名的玫瑰之

国。每年 6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中部

小城卡赞勒克都会举办玫瑰节。卡

赞勒克被称为保加利亚的“玫瑰之

都”，充满民族风情的玫瑰采摘、玫瑰

花车大游行、“玫瑰皇后”评选等系列

庆祝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尤其是近年，来自中国、韩国和

日本的游客越来越多，给玫瑰节增添

了东方色彩。

卡赞勒克向西有一条绵延100多

公里的山谷，是保加利亚种植玫瑰花

最多的地区，被称为“玫瑰谷”。每年

5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玫瑰迎来收获

季，身着民族服装采摘玫瑰的花农随

处可见。清晨，一望无际的玫瑰园里

弥漫着浓郁的花香，穿着鲜艳民族服

装的大人、小孩手提花篮，边采花边

放声歌唱。

玫瑰节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庆典

之一，展示了保加利亚独特的玫瑰文

化。新冠肺炎疫情前，“玫瑰谷”每年

吸引游客达 20 多万人次，观玫瑰、游

花海、买精油，玫瑰节不仅成为保加利

亚最亮丽的名片，也成为该国以农业

种植促进乡村振兴最成功的范例。

保加利亚不仅有玫瑰，还有美味

的酸奶和令人垂涎的樱桃。保加利

亚被称为“酸奶的故乡”，是全世界酸

奶消费最多的国家之一。为了弘扬

独特的酸奶文化，保加利亚还专门设

立了酸奶博物馆供游客参观。被称

为世界五大长寿村之一的保加利亚

莫斯利安村是酸奶节的举办地，如今

酸奶节就像玫瑰节一样，成为宣传保

加利亚优质农产品和得天独厚自然

资源的又一个广阔平台，吸引更多中

国和世界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值得

一提的是，12 年前，中国的光明乳业

开启与保加利亚合作的“酸奶新丝

路”，从此保加利亚酸奶伴随着这条

“新丝路”来到遥远的东方。

每年6月底在保加利亚西南部城

市丘斯滕迪尔举行的樱桃节同样别

具特色，它吸引了保加利亚全国和周

边国家的众多民众。保加利亚把引

种、培育和生产樱桃作为农业发展的

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举办樱桃节，起

到促进乡村振兴和带动旅游的效果。

保加利亚盛产的葡萄酒同样享

誉世界，其半湿润的大陆性气候条件

非常适合酿制高品质的葡萄酒。保

加利亚每年都会举办各类以葡萄酒

为主题的展会，不仅吸引了大量游

客，同时助力种植业发展。

法国的普罗旺斯被誉为薰衣草

的故乡，但少有人知的是，保加利亚

的薰衣草同样令人惊艳，产量数年前

就超越了法国。低调的保加利亚在

薰衣草精油的生产方面居世界第一，

每年生产近200吨。保加利亚是薰衣

草精油的主要出口国。保加利亚农

业、食品和林业部的数据显示，2019

年 ，该 国 出 口 了 105.8 吨 薰 衣 草 精

油。2020年前 8个月，出口量为 159.2

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来越来

越多的人寻求缓解压力和解决睡眠

不足的方法，这推动薰衣草精油销量

快速增长。

薰衣草及精油为保加利亚农业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随着薰衣草

种植面积扩大，保加利亚薰衣草也和

玫瑰一起香飘四海。每年7月是薰衣

草的收获季，保加利亚中部小城切尔

潘会举办盛大的薰衣草节，吸引众多

客商和游客前来。

乡村旅游是了解保加利亚传统

文化的最佳途径。通过这些极具特

色的活动，游客可以体验乡村的传统

生活方式和文化，真正感受保加利亚

人的待客之道。美味的当地美食，丰

富的手工艺品，多彩的民俗，独具特

色的建筑和美丽的自然风光都成了

保加利亚的“名片”。通过资源挖掘、

政府支持、产业延伸，保加利亚打造

出一个个产业化、独具特色的乡村旅

游产品，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德国具有城市化率高、城市化进程启动早

的特点。作为欧洲城市化率较高的国家，德国

城市化率在 1850 年前后就达到了 30%，1955

年至1960年间已经超过70%。在过去的一百多

年间，德国乡村振兴与治理也伴随城市化进程

经历多个阶段，形成当前以小城市和乡镇为

主、相对均衡的城乡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了空间相对分散、经济紧密互动的城乡发展

格局。

德国早在二战后就根据当时的情况重新

制定了《土地整理法》《农业法》《空间规划法》

等一系列法律，为德国农村土地治理提供了充

分有力的法律保障。其中《土地整理法》和《农

业法》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及土地合并整理，为

提高农村土地整合利用效率、转变农村经营方

式提供了法律保障。

与此同时，德国还通过制定“乡村更新”计

划等一系列政府主导的乡村振兴促进政策，为

德国乡村发展提供财政、技术、教育等全方位

支持。正是得益于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策

框架的保驾护航，德国乡村才得以在不同阶段

取得显著效果。

德国注重对乡村产业功能的协调规划，在

传统乡村功能之外创出一套产业“逆城市化”

的乡村振兴之路。以“城乡等值化”理念为引

领，德国政府积极通过各种政策，引导企业向

乡村迁移并形成了以乡村为主体的企业布局。

在德国的农村地区，各种大型的生产设施

和企业办公场所随处可见。这些设施都分布

在村镇中心不远的田间地头。德国企业当中，

仅有极少部分将总部设立在大城市，大量全球

领先的冠军企业都将总部和重要的生产设施

建立在小镇周边。这种“逆城市化”布局给企

业所在地的乡镇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极大带

动了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多

产业的良性互动，全方位促进德国乡村经济可

持续发展。

为了增加乡村对企业的吸引力，德国高度

重视乡村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建设，通过政策

引导完善乡村功能布局规划，为企业和就业人

口创造合理、高效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

此鼓励企业和员工在小乡镇安家落户，从而带

动乡村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面向

企业推出一系列土地和税收优惠，以此吸引企

业向乡村迁移。

“乡村更新”计划是德国现代化乡村治理

的重要内容。在德国联邦政府大力支持下，乡

村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并注重可持续发

展，创造了更好的乡村生活条件。除了吸引企

业向乡村迁移，德国乡村的第三产业近年来也

发展迅速。旅游业、文化产业等在“乡村更新”

计划的发展理念推动下在德国农村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依托各种自然文化景观的德国“农

家乐”“远足游”早已成为德国人喜闻乐见的娱

乐休闲方式。遇有节假日或在旅游旺季，德国

很多村镇甚至人满为患。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与德国乡村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密不可分。德国在“乡村更

新”计划中高度重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通过

土地治理、环境治理、文物保护等一系列综合

工程，保证了乡村经济、生态、文化等领域的全

方位协调发展，并着力开发乡村的文化价值、

休闲价值和生态价值，形成了经济与生态可持

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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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乡协同均衡发展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保加利亚：特色农业“嫁接”旅游业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

瑞士：生态优先美化乡村环境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和发展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和发展，，是大多数国家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是大多数国家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尤其是如何尤其是如何

平衡城乡关系平衡城乡关系，，培育特色产业培育特色产业，，打造乡村品牌打造乡村品牌，，更关系到乡村持续发展更关系到乡村持续发展。。欧洲各国欧洲各国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探索出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探索出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涌现不少优秀案例涌现不少优秀案例，，值得借鉴值得借鉴。。

以“城乡等值化”理念为引领，

德国政府积极通过各种政策，引导

企业向乡村迁移并形成了以乡村为

主体的企业布局。

保加利亚乡村旅游产

品的开发都非常注重融入

浓郁的地域文化元素，设计

特色鲜明的旅游主题，巧妙

地将特色农业与旅游业结

合起来。

瑞士国土面积小，丘陵山地多于平原，耕

地面积有限，农业规模小且成本高，农业人口

在总人口中占比很低。多年来，瑞士持续致

力于乡村治理，全国各地乡村包括偏僻小村

普遍整洁有序、环境优美，邮政电信服务和道

路交通网等基础设施全面覆盖，堪称舒适

宜居。

瑞士的生态环境型乡村模式的核心是使

农业农村不断适应生态系统，将乡村的农业

经济价值与生态、人文、休闲旅游等附加价值

相结合，涵盖收入及生活质量、发展需求、农

业转型、环境保护和旅游观光等可持续发展

各要素。宏观农业农村政策框架辅之以有针

对性的措施，使得农村特别是山区生活条件

和经济发展得以持续改善。

瑞士把完善基础设施列为农业农村发展

的第一要务，并通过立法来保障和督促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落实执行，其中重点是道路交

通运输、水电供应和电信服务等。包括定期

维护、翻新和扩建基础设施；保障山区丘陵地

带、夏季牧场以及特殊农作物区和农业企业

的水电供应，以及未开发或开发不足地区的

电信服务；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和民间自筹资

金等方式，完善农村学校、医院、天然气管道

和交通等公共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围绕生态农业主题不断优化

农业农村发展结构。针对农村尤其是农业保

护区，推广生态平衡项目，改善农村供排水

和灌溉系统，加强水资源和土壤管理，对耕

地实施长期保护；整合农村土地权益冲突，

重组土地所有权和租赁权安排，协调农村定

居点和农业生产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各

利益攸关方关切，制定农村发展战略及政策

措施时突出包容性；协调农村大型基础设施

及土地开发项目，谨慎使用土地资源，保护

生计。

瑞士还制定国家级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为各方提供政策指导框架。既有可直接实施

的具体措施，也有中长期规划，包括扩大农业

生态网络，协调农业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关系，

推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相互依存和多样性

互补关系，发展环保型和可持续型农业和食

品工业等。把乡村建设及繁荣提升到战略高

度，将改善农村特别是山区生活条件和经济

状况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在区域层面，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促进农

业农村区域合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

立法和政策措施支持区域农业农村发展项

目。区域合作突出发展经济这一主要目标，

促进农业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更好地协调，

推动各方合作，兼顾生态和社会文化项目，确

保那些想为农村发展作出贡献的区域利益集

团获得政府政策工具的支持。

在资金方面，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经济

援助、金融支持和技术扶持。联邦政府和州

政府制定激励政策，包括向农民和农业企业

发放资金补助、提供无息投资贷款和无息商

业援助贷款等。

瑞士还注重美化乡村环境，增强农村

吸引力。通过营造环境优美、独具特色、

交通便利的乡村，发展高价值的旅游休闲

和文化项目，提升农业农村价值链，推进

农村发展多样化，优化农村土地功能和用

途，在确保农业生产的同时保护自然和文

化景观。

瑞士持续致力于乡村治理，全

国各地乡村包括偏僻小村普遍整

洁有序、环境优美，邮政电信服务

和道路交通网等基础设施全面覆

盖，堪称舒适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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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薰衣草精油生产位居世界第一。图为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以东的布

拉特尼察村，一名游客在观赏薰衣草。 本报记者 田晓军摄

德国萨克森州乡村景色。 萨克森州旅游局供图

瑞士沃州汝拉山区乡村。 本报记者 杨海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