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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eisure touris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ustoms, folk culture and 

farmhouse music is popular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Therefore, the "Small Towns" show its 

unique after-advantages in the tourism. New things need new thinking, new methods and mean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 is no exception. Based on the planning perspective, this 

paper, by combing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ilation idea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wn in northern Shaanxi,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projects that the author ha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aking the example of "plug the style town" as an example, to t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amming thinking on small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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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风情小镇建设与发展路径探究 

—以雷龙湾小镇为例 

刘江 1，张钰堂 2 

（1.2.榆林学院 管理学院 陕西省 榆林市 719000） 

摘要：近年来，以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农家乐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喜爱。因此，“风情小镇”展现

出了其特有的旅游后发优势。新事物，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和手段，风情小镇的规划建设也不例外。本文基于规划视角，

通过梳理陕北特色小镇内涵、特点及其编制思路，并结合笔者接触到的实践项目，以“塞上风情小镇”项目为例，尝试从规

划视角对风情小镇的编制思路与发展进行初探。 

关键词：塞上风情；规划编制；特色小镇；旅游规划；  

引言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截止到 2016 年全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了

57.35%，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等以上水平。但是无序的城镇化发展在经济、环境等方面也遇到诸多发展瓶

颈，特别是地方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问题、区域环境的保护利用问题以及地方人文建设问题，这三者之间

的均衡发展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 

1 特色小镇的缘起 

2016年 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特色镇发展„„

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先进制造的魅力小镇”。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风情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到 2020 年，培育 1000 个左

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风情小镇。  

2 规划视角下风情小镇的内涵解读 
“产业＋环境＋人文”的“三位一体”以本地基础集群产业为根基，科学利用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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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带动小镇及周边经济的发展，以独具特色的民居、公共建筑和配套特色的商贸业为“壳”，以特色民俗

文化、生活文化为内核，以周边自然资源、特色农业、红色资源、历史遗迹等特色旅游资源综合利用为补

充，以具有区域特征的特色产业为支柱，形成民俗、旅游、产业等文化相互交融又可承接规模旅游的特色

格局。 

3 风情小镇规划建设的实践思考 
3.1 小镇选址 

雷龙湾小镇，选址位于榆林市、横山县、靖边县、内蒙古乌审旗等城市中心区，镇内旅游资源集边塞

之雄、河谷之幽、水体之多、绿洲之胜于一体，面前是广袤无垠的毛乌素沙漠，背靠黄土高坡，中间无定

河水道纵横，是黄土地高原向大漠草原过渡区的缩影。小镇经济区位优势明显，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商流和技术流易于整合、利于开展多种极具体验性旅游活动，增强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3.2 特色主题 

雷龙湾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高原、大漠、草原风光完美结合的边塞风情善地。热情豪放的大秧歌，

高亢激昂的信天游，蜿蜒雄伟的明长城奠定了小镇特殊的文化基石；浑厚质朴的农耕文化与洒脱自然的游

牧文化活化了小城的文化精髓。细腻秀美的陕北剪纸、喜庆独特的民族服饰形成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

以边塞和田园风情为基础，以休闲接待为导向，以风情体验、文化休闲、拓展训练、农业观光为功能，传

承融合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助推当地旅游、度假、休闲、会务、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功能的完善，激

发城市文化的新生，改善当地的人居环境， 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3.3 空间布局 

坚持“保护——利用——提高”，坚持“三性”，即：主题性、自然性、生态性。立足场地环境特点，

围绕小镇场地自然环境与开发现状，布置各类功能空间，构建内外交通联系便捷，功能区块呼应紧密的功

能布局总平方案核心区。 

按照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整个规划区的空间格局，各个片区的重要建设项目及其具体建设内容如表

1所示 

表 1  

功能区 项目 产品内容 

最美乡愁体

验区 

风情住宿 窑洞风情、水库风情、大炕风情、大漠风情 

魅力陕北 文化剧场、民俗展示、特色工艺 DIY 

特色饮食 
横山铁锅羊肉、小米稀饭、羊杂碎、醋泼羊头、

杨桥畔大烩菜、驴肉盖米饭、洋芋擦擦、油旋等 

水上活动欢

娱区 
水上项目 垂钓活动、滑冰、水上乐园 

沙漠运动体

验区 
沙滩项目 滑沙、沙滩游戏、沙浴、沙滩越野 

现代农业观

光区 
生态示范园 农耕体验、观赏采摘、家庭 DIY 

塞山风情体

验区 
便捷出行 一日游、自驾游明长城与波罗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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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情小镇规划发展路径思考 
4.1 文化旅游的精工巧技属性助推风情小镇的产业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传统产业由于生产加工工艺相对落后、人才技术相对缺乏、投资资本相对

薄弱和产业知名度相对较低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传统产业面临发展困境，急需无副作用的转型升级方式。

文化旅游作为一种颠覆式的旅游方式，通过深度展示风情小镇的行业特征、核心产品、创业文化等为风情

小镇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工业企业资源是文化旅游的核心“风景”，公众对于工业加工流程、能工巧匠

的制造技艺等具有强烈的好奇感和求知欲。文化旅游的知识公开性和流程透明化能够促使传统工业企业在

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创新力度，推出符合消费需求的更高档次产品，从而加快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 

4.2 文化旅游的企业文化属性引导风情小镇的人文塑造 

文化旅游可以引导风情小镇的产业文化的重新架构，从杂乱无序的文化理念转变为条例清晰的文化平

台，可以把手工农业生产方式提升为富有情趣的旅游体验过程，把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变成开放宜人的旅

游区，把无声的企业管理方式变成小镇有组织有路径的发展模式。文化旅游对于游客来说，是一个新看点；

对于乡镇来说，是一个新发展点；对于旅游来说，是一个新热点；对于城市来说，则是一个新亮点。文化

旅游能够引导公众深入了解国内传统小镇文化，提高社会关注度，也能吸引更多众多的社会投资并使风情

小镇形成特有的产业文化。 

4.3 文化旅游推进新兴产业风情小镇的快速升温  

“互联网+”、智能制造、云计算等催生了一批新的产业门类，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正在影响社会

生活方式，社会公众对新技术应用存在极大的好奇感，这对于激发文化旅游意愿是重要利好。另一方面，

梦想小镇、云栖小镇等小镇创业氛围浓厚、文化标识独特，园内一大批创业企业亟需扩大知名度，文化旅

游为此提供了“廉价通道”。此类文化旅游有助于快速提升风情小镇的社会关注度，甚至通过商务旅游等

方式为小镇带来潜在的商业合伙人。 

5 结论 
区域文化与特色小镇的协调发展才能提升小镇的知名度及促进区域文化传播，从而实现二者效益的最

大化。风情小镇的建设既促进了雷龙湾小镇的特色文化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带动

了周边地区经济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可以带动零售业、加工业、养殖业等各相关产业的发展，

从而扩展了当地居民的增收渠道，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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