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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安图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现状及其发展模式研究
王新竹 吴晓山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分析等方法，解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明月镇扶贫整体情况及其致贫原因，
归纳并评价其旅游资源，分析其精准旅游扶贫现状与发展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未
来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模式以及具体实施措施。旨在寻找出一套适合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的整体方案；
同时为其他相类民族地区的旅游精准扶贫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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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贫困；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是脱贫。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脱贫
攻坚任务作为伟大梦想坚定地致力于脱贫事业。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脱贫工作提上我国工作
的重要议程，贫困人口数量呈逐渐减少趋势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①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 自 2015 开始，党
与政府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从 2016 年贫困人口为 60 多万，到 2017 年减少为 20 多万，到
②
2018 年再减少为几万人，2019 年只有几千人。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将近 33%的贫困人口从
③
旅游业中直接受益，约 10%的贫困人口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脱贫致富。 旅游精准扶贫正在成
为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升级、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农民脱贫的重要抓手，旅游业也逐步成
④
为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尤其如此。 然而在 2020 年这一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之期，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突然而来，对我国扶贫攻坚决胜战带来一定的负面影
响；其中对旅游扶贫产业更是造成了直接冲击。但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
领下，我国“战疫”成绩显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
回旋余地大。我们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围绕
⑤
做好‘六稳’工作，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复工复
产阶段。因此，脱贫攻坚战决不掉链子！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是既定的目标任务。同时，
也必须客观认知到如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阶段，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在消除相对贫困以及
防范返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仍然将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必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基于此，本文选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
与文献分析，对其现状与发展模式及具体措施进行研究，试图寻找出一套适合明月镇旅游精
准扶贫发展的整体方案；同时为其他相类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明月镇概况
明月镇位于安图县县城所在地（图 1），由最初的福兴乡、长兴乡和原明月镇三个乡镇
合并而成，面积为 896 平方公里。镇区内辖 45 个行政村，73 个自然屯，总人口 7.5 万人，

①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C]，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8：29-30.
② 数据来源：新华网：国务院扶贫办：2019 年中国减贫人口将超 1000 万[Z].2019-12-15.http://www.xi
nhuanet.com/politics/2019-12/15/c_1125348800.htm
③ 杨娜.国内外旅游精准扶贫探索与实践[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14）：81-82.
④ 高兴.我国旅游精准扶贫公正性问题论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7（2）：124-132.
⑤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来源：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2/15/c_11255728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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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镇有耕地 4328 公顷，草原 2076 公顷，森林 40368 公顷。 贫困地区多数是在老少边穷的
乡村和偏远山区，而明月镇就处于这样的环境，但是明月镇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交通条件、
区位优势和市场需求，又有甘于吃苦风险的带头人，所以在明月镇发展扶贫旅游可以产生一
定的成效。明月镇在安图县处于核心地位，东接延吉市三道湾镇，南临石门镇，西为新河乡，
北接亮兵镇。明月镇主要居住着汉、朝鲜、满族等 3 个民族。交通发达，图乌公路、长图铁
路并行横穿城区，明长公路纵横贯境内，直达长白山。明月镇属于长白山区域气候，是长白
山下第一县城所在地。

图 1 明月镇行政区域位置（来源：明月镇人民政府办公室提供）
二、明月镇扶贫基本情况
明月镇总人口约 1.5 万人，常住人口约 1.2 万人；共有龙山村、福利村、福成村、新安
村、西北村、水西村、二青村、五一村、裕民村等 45 个行政村；共有龙山村、福利村、福
成村、新安村等 20 贫困村（至 2019 年 10 月）。2017 年 7 月精准识别后，确定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1378 户 2515 人。2017 年 11 月动态管理后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360 户 2477 人，
并完成新安村、水西村、二青村、大砬子村、长平村、龙丰村、发财村 7 个贫困村摘帽。2018
年 7 月，我镇开展了建档立卡数据信息调整和补录工作，补录“漏评”贫困人口 3 户 5 人，
清退“错评”贫困人口 15 户 36 人，通过此次数据信息调整和补录，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48 户 2446 人。2018 年 10 月明月镇开展了动态管理工作，新识别贫困人口 10 户 18 人，
脱贫 240 户 412 人，自然增加 10 人，自然减少 159 人，最终确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283
户 2315 人，其中已脱贫 947 户 1741 人，未脱贫 336 户 574 人，并完成龙山村、新安村、西
北村、裕民村、水东村、大兴村、山泉村 7 个贫困村摘帽。低保贫困户 759 户 1249 人，五
保贫困户 46 户 63 人，一般贫困户 478 户 1003 人；已脱贫 947 户 1741 人，未脱贫 336 户
574 人；因病致贫 662 户 1126 人，因残致贫 423 户 739 人，因学致贫 16 户 48 人，缺技术
71 户 171 人，缺劳力 19 户 33 人，缺土地 69 户 139 人，缺资金 19 户 49 人，因灾致贫 3 户
②
7 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1 户 3 人。

① 来源：参考安图县政府官网：明月镇简介。
② 来源：根据明月镇政府扶贫办提供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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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月镇贫困形成原因
通过问对明月镇人民政府的旅游精准扶贫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实地核查过程中，采取随
机调查的方式对乡村干部、行业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村工作队进行问卷访谈，了
解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现状（调查问卷附后）。根据收集的数据从民族来看（图 2-2），贫
困户中可以看出贫困户中汉族人占主要贫困人口，其他民族相对占据少数，已脱贫人数还是
占总贫困人数的 75.3%，由此可见明月镇脱贫工作已经初见成效，贫困原因主要有：缺技术、
缺劳力、缺土地、缺资金、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自身发展力不足等原因（图 2-3），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因病因残，其他致贫因素因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都以大幅度的解决脱贫原
因，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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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贫困人口民族构成（来源：明月镇人民政府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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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近年来，随着延边州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通过实际调查中发现，延边州农村贫困人口
的健康问题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因为收入不高，医疗设施落后，交通不便看病困难，
调查发现，新农合在明月镇覆盖率超过了 90%，常规要务和治疗的比例能够达到 75%，但是
明月镇医疗卫生设施与医护人员的缺失使村民们的疾病不能及时治疗和解决，加上重大疾病
的药品和治疗的巨额费用不能报销，这两个因素致明月镇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担忧。根
据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患病人数高达 70%，残疾的人数为 6%，健康的人数只有 23%。不难
看出，多数人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患有慢性病的时间很长。还有很多明月镇的村民出
国打工，不能很好的照顾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人孩子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留
守儿童日渐增多，明月镇相关的老年人保障制度还未完善，而且子女大多不在身边，疾病较
多，看病不及时，医药费用也随之增多，这使得很老年人陷入养老甚至贫困的境地，留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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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由老年人带着，上下学接送不便，村屯缺少教学条件，无形中增加了教育成本，使本来收
入微薄的家庭更加困难，以至于有些孩子就辍学在家或外出打工，明月镇贫困人口中老年人
在现有人口的比例极高达到 70%，在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患病的概率 90%，农村患病老人大多
没有经济来源收入或收入较低，主要还是依靠子女和国家救助维持生活和养老，有土地的老
年人土地超标便办不了低保五保，他们种不了地，而农村年轻人口流失，地无人承包的现象
十分常见，仅仅依靠国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很难维持日常开销，子女们定期汇款的仅占 45%，
贫困老人有 77%都没有收到过子女的定期汇款，明月镇 90%的老年人在家中养老，但是有 30%
的老年人表示，如果有条件还是愿意去养老院养老，但是更多的是因为条件的不允许。留守
在村里的年轻人，找工作难，因为延边州农业生产环境相对较差，没有工业基础，场子特别
少，使得很多适龄女性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为已婚或者患有疾病、残疾的女性，适龄
的男青年收入低并且没有稳定的工作，外来务工人员经验丰富，占据了主要的就业资源，据
调查有超过 1/5 的受访男性表示与远在韩国打工的妻子由“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婚
姻生活幸福水平直接关系到明月镇脱贫的现实。
四、明月镇旅游资源
（一）自然旅游资源
由于长白山林区水热资源具有特殊复杂性，从而导致明月镇森林植被的特殊多样性特
征。在广袤的森林中丰富的植物有利用价值。目前已存在 600 多种可食用的动植物资源，矿
泉水资源 260 多处，绿色食品资源数不胜数，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构成了其强大的开发利用
价值（表 1）。因此，利用区位区域与资源优势，具有打造绿色生态采摘园的乡村旅游扶贫
开发产业优势。因为明月镇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征特点及其优美的景色，丰厚的物质资源，对
开发旅游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并且为发展扶贫旅游提供了地理环境的基础。
表 1 明月镇主要自然旅游资源
类型
主要资源点
凸峰与土石林
长白浮石林、水流峰、哈尔巴岭、英额岭、荒沟岭
奇特与象形山石 牡丹岭、夫妻山、弯沟大顶山、北大旺山、秫秸垛山、大砬子山
火山与熔岩岩
仙人洞、滚石坡、双目峰、玄武岩石柱
河段河流
图们江、布尔哈通河、海兰江、古洞河、富尔河
古树奇树
美人松、人参松、仙人松
天然森林
天然红松、阔叶混交林、天然阔叶云冷杉林
森林公园
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明月湖省级森林公园
野生动物
野猪、林蛙、鸳鸯
食用菌 100 多种；山野菜 180 多种；山果类有红松籽、野山楂、山梨、
野生植物
猕猴桃、山葡萄、糖梨；野生中药材主要有野山参、沙参、党参、桔梗、
五味子、黄芪、穿地龙、玉竹、白芍等 40 多个品种
气候气象
山地貌区，气候温凉湿润，年平均气温 3.6℃
资料来源：根据《2018 年安图县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相关资料整理
明月镇最大的地貌特点是山、水与城相连，在城区内布尔哈通河与二龙山、福兴河与迎
月山、长兴河与图月山依行穿越城区，瓮声砬子驻立在城中，因此在城区天然形成了“山在
城中，水绕山行，山水辉映，城山互融”的天然格局。明月镇现阶段旅游经济主要以山庄、
渔场及弄家采摘园为主，全镇共有山庄、渔场及农家采摘园 20 个，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有
水木山庄、东风渔村、二青渔场和福满裕民蓝莓基地，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规模，对发展旅
游经济，扶贫户增收起到了带头作用并且具有很大的潜力。明月镇地貌特点为流水地貌，山
地，为名额在地貌类型，山岭山脉绵延起伏。哈尔巴岭位于县北部，为安图县与敦化市的界
山，是牡丹江上游与布尔哈通河源头段分水岭。北起哈尔巴山，西至明月镇的福成村附近。
山体由花岗岩组成，东北转西南走向，长 51.2 公里，宽 10 公里左右，海拔 800—1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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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境有同林岭山、北大顶子山、福成山 3 条支脉。英额岭，位于县境东北部，西起荒沟岭
隘口接牡丹岭，东至龙井市龙门镇附近，为石门镇、明月镇与龙门镇及天宝山真的界山。西
北转东南走向，长 15 公里，宽 9-14 公里，海拔 600-1000 米，山体由花岗岩、古生界变质
岩组成。牡丹岭，东段位于县境北部，为安图县与敦化界山，是牡丹江上游与富尔河、古洞
河的分水岭。东起荒沟岭隘口，西至石人沟，西北转东南走向，长 144 公里，宽 34-54 公里，
海拔 1000 米，山体由花岗岩组成。荒沟岭，地处县境中偏北部，为明月镇与新合乡的界山。
北接主脉牡丹岭，南至英额岭、甑峰岭结合部，是福兴河与古洞河的分水岭。西北转东南走
向，长 27 公里，宽 2 公里，海拔 600-700 米，山体由花岗岩组成。甑峰岭北起明月镇东胜
村附近，与英额岭隔沟相连，被称为“夫妻山”。南接长白山，为安图县与和龙市界山，是
五道白河与红旗河的分水岭。南北转东北走向，呈蛇形。长 144 公里，宽 30-40 公里，海拔
800-1500 米，山体由花岗岩组成，上覆玄武岩，山顶平坦，坡度一般为 15 度左右。在县境
有弯沟大顶山、北大旺山、秫秸垛山、大砬子山 4 条支脉。谷地，分布于古洞河、布尔哈通
河及其支流沿岸，面积 2495 公顷。布尔哈通河谷地，位于县东北部，呈带状，南起榆树川，
北至南沟。全长 44 公里，宽 2 公里左右，是县人口密集区和产粮区。长兴河谷地，位于长
兴河沿岸，呈带状，长 24.5 公里，宽 0.25-3.5 公里，是人口聚居区和产粮区。大沙河盆地，
位于明月镇长兴片，呈带状，长 23 公里，宽 0.15-0.9 公里，地势平坦，局部有沼泽地。福
兴河谷地，位于明月镇福兴河沿岸，呈带状，长 22.9 公里，宽 0.1-3.6 公里，为县产粮区
之一。明月湖（安图水库）坐落在谷地东北方。
气候特征，安图气候特点是：气温温和、降水量少、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3.8℃，因
此明月镇地处东北四季分明。并且明月镇有很多的矿产资源，到目前为止，安图县已发现矿
产 52 种，非金属矿产 30 种，水汽矿产 2 种（矿泉水、地下水）。其中已探明金矿储量 6
吨，钼矿储量 12 万吨，铁矿储量 2000 万吨，矿泉水日涌水量 15.27 万吨，以上金属和矿泉
水都可开发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野生动物在明月镇主要以野猪、林蛙、鸳鸯为主，野生
植物资源中中药植物 240 多种；食用菌植物有 100 多种；有山野菜 180 多种；山果类主要有
红松籽、野山楂、山梨、猕猴桃、山葡萄等，为安图人提供了丰富的绿色养生植物资源。
区域地理特殊的环境影响下，明月镇对发展绿色旅游扶贫项目存在着便利的条件，首先
有山有水，鸟语花香，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为绿色旅游奠定了环境基础，其次因为四季气
候，山中绿色动植物丰富，这是大自然给与的馈赠，这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可再生资源，我
们只有充分利用我们特有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增加经济收入，通过形成规模的
一体化规划使得我们早日发展成为可持续性扶贫旅游项目工程。
（二）人文旅游资源
明月镇主要是以汉族文化、朝鲜族文化和满族文化并存的文化背景为基础，以及长白山
历史文化相结合（表 2）。
表 2 明月镇主要人文旅游资源
类型
主要资源名称
人类活动遗址
“安图人”洞穴遗址
东满特委党团会议会址、东北抗联二军纪念馆、大沙河战斗纪念馆、东
历史事件发生地
北抗联干部学院
军事遗址与古战场 大荒沟抗日游击队根据地
图们城子山山城遗址、图们凉水亭岩山城遗址、八连城遗址、城山子山
废城与聚落遗址
城遗址
休闲度假地
福满生态沟、明月湖景区
宗教与祭祀场所
华严寺、灵宝寺、安图县天主堂
文化活动场所
长白山文化博览城、
边境口岸
双目峰边境通道
墓葬、墓群
东清古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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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
水库观光游憩

王德林将军雕塑、千里图们江考察纪念碑
明月湖
朝鲜族民族乐器、朝鲜族冷面、满族剪纸、满族民间捏泥人、民间根艺、
旅游商品类
毛公山及毛公像、天佛指山松茸、朝鲜族狗肉、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
山楂海棠、杜鹃花根雕、长白山木雕、长白山奇石、浮石画
满族剪纸、满族民间捏泥人、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朝鲜族米肠制作技
艺、朝鲜族泡菜制作技艺、朝鲜族狗肉制作技艺、朝鲜族打糕制作技艺、
工艺美术
朝鲜族传统大酱制作技艺、两江口松花砚制作技艺、老白山张氏皮制、
石锅制作技艺、稻草编结技艺、民间刀画、根雕艺术
朝鲜族三老人、德林石的传说、黄龟渊的故事、王雍民间故事、盘索里、
戏曲小说
老两口对唱
朝鲜族烧烤、泡菜、大酱汤、狗肉汤、参鸡汤、米肠、打糕、冷面、拌
饮食习俗
饭、包饭、紫菜卷
满族祭祖节、朝鲜族农夫节、山泉祭、岁首节、上元节、上已节、寒食
民间节庆
节、端午节、流头节、秋夕节、重阳节、老人节、
民族歌舞
朝鲜族农乐舞、长鼓舞、刀舞、僧舞、象帽舞、摔跤秋千、跳板
民族服饰
缠裙、筒裙、七彩缎袖、腰带、荷包、妆刀、头饰等
现代节庆
“九三”民俗节、黄牛节、老人节(8 月 15 日)、延边成人节(5 月 18 日)
资料来源：根据《2018 年安图县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相关资料整理

首先，以瓮声砬子会议遗址为红色旅游基础，构建红色旅游板块，主要事迹为 1928 年
8 月，在瓮声砬子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姚茂才，秘密建立了安图境内第一个党组织——中共
瓮声砬子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图播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也为东满特委党团会议的
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紧紧抓住国家发展红色旅游的有力契机，大力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广
泛征集文物，增添抗联历史文化含量。通过加强对抗联遗址、遗迹的实地踏查，集中整合挖
掘红色资源。
其次，根据明月镇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特有的地理优势形成的独特的满汉朝三族并存
文化特点。在距离明月镇 70 多公里处的敦化市，那里是满族人民的发祥地，在满族传说中，
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由三仙女吞朱果而生，后来到现今天敦化市，平定三姓之乱，被奉为贝
勒，建立满州，成为清皇室血脉相传的正史。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大批朝鲜人迁入延边等地，
因此在延边州各个地区都可以看见双语标识和路过身边的人所说的韩语都有让你有一种身
处韩朝两国的感觉。特有的泡菜、打糕、紫菜包饭、苏子叶、韩服，这些元素不是韩剧里的
精致表演，而是延边实实在在的生活，也许在公园里就能碰到盛装的新人。距离明月镇 60
公里左右的延边州府延吉市有“小首尔”的称号，而明月镇就聚集在延吉与敦化的必经之处
中点位置。
其三，明月镇是往长白山的必经之路，长白山文化也影响着明月镇的精神文化，长白山
文化是传统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相互融合、相互激荡的复合型文
化，是成长性、交互性、创新性、现代性的开放型文化。自然物质文化是由自然现象构成的
景观有机融合，是一个地域范围内各类自然环境相互叠加的总和，也是一个地域内乡土景观
的融合。社会生活文化，长白山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长白山地区历史久远，文化
遗迹丰富，文化积淀深厚。
最后，优良级历史遗存主要集中瓮声砬子会址、大沙河战迹等历史遗存类景观文化资源。
2.6 万年前的“安图人”揭开了安图历史文化的扉页；长白山萨满文化是满族文化的遗产，
它不仅为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美术、戏剧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启示，也为
①
旅游开发提供商机。 因为明月镇的人文环境优势，从而使明月镇扶贫旅游展现出多元化。
① 胡议丹 胡佳.长白山文化的内涵及价值[N].吉林日报.，201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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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现状
（一）概述
明月镇主要通过集中连片，因地制宜，适应各村的情况，将整个明月镇打造成为扶贫旅
游休闲度假城。首先，因为明月镇也为革命老区，首要发展红色经典扶贫旅游：以瓮声砬子
会议遗址为核心，构建了明月镇红色扶贫旅游板块。紧紧抓住国家发展红色旅游的有利契机，
大力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广泛征集文物，增添抗联历史文化含量。加大对红色旅游文化资源
的挖掘力度。现在瓮声砬子会议遗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修建了各红色景点卫生间，
完善了旅游标识。开辟红色旅游线路，开发了练兵打靶场、抗联密营、场景再现和重走抗联
路等红色旅游项目，力争把明月镇建设成为红色旅游精品景区。其次，是生态观光旅游，明
月镇配合县相关部门，以明月湖风景区为核心，构建了生他旅游板块。目前正对明月湖风景
区景源进行细致调查，以深度发掘开发旅游潜力。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修建了通往各景点
道路、码头和停车场，建设了钓鱼场、休闲屋、别墅群、接待中心、娱乐中心等基础设施和
服务设施，提升了景区档次。开辟了明月湖自然风光游、雪山湖风景游线路，开发阳光浴场、
蹦极等项目，增加了景区吸引力，把景区建设成为集旅游、度假、休闲一体的其一服务中心。
以九个特色村委为中心发展辐射全镇的农业特色旅游。九个特色村即：二青村、新屯村、五
峰村、长平村、发财村、岛兴、龙林村、龙泉村、永新村。以上 9 个重点旅游扶贫村 8 个项
目投资 2650 万元，将明月镇做成了整体扶贫旅游规划，形成了连片经营，互相照应，互相
配合。通过对明月镇整体的扶贫旅游规划，可以充分利用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农村旅游建
设山水园林休闲旅游度假城，提高扶贫旅游经济收入，从而实现永久脱贫。
（二）具体项目
充分发挥大砬子村旅游资源区位及历史优势。扶贫红色经典旅游属于“政府+农户”模
式，由明月镇政府带头申请明月镇大砬子村红色扶贫旅游扶贫项目，建设在大砬子村部，与
村部完美结合在一起，主要为了方便管理修缮，同时方便政府掌控，对遗址的保护。大砬子
红色旅游扶贫景区在大砬子村班子及议事代表共同商量决议下，已经基本建成，成功的吸引
了游客 5000-8000 人，掀起了红色文化学习热潮，通过政府财政帮扶单位村民自筹等方式，
帮助帮贫困对象创业增收，劳务增收，一部分贫困人口选择在大砬子红色景区里面做起了工
作人员，比如宣传红色资源中蕴藏的精神富矿充分挖掘出来，把安图红色文化品牌擦得更亮，
激活革命历史，扩大受众覆盖，使红色文化更具感染力和影响力，增加游客数量，扩大收益，
这不仅可以为游客传递红色知识，而且可以让自己投身到红色旅游中，学习红色知识，领略
抗日精神，提高自己的学识、磨炼自己的意志，这样的趋势符合扶贫扶志的大环境。并且贫
困人口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再就业，通过投身到红色旅游宣传中可以获得工作收入，并且景区
采取统一管理，在年底对收入进行统计记账分配，壮大集体经济，偿还债务后，为每位贫困
户分红，初期经调查询问发现每个贫困户差不多能分到 400-500 元左右的分红款，非贫困户
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自身优势，参与其中，带动红色旅游经济发展，重点打造瓮声砬子重走红
色路线的旅游活动，从中创造收益，但是贫困户分红，他们是不享有的。
东满特委党团会议遗址建设项目包括三期。第一期由党团会议展览室、特色文化长廊、
会议标志石、文化广场组成，投入资金 50 万元，第二期“东满第一哨”项目，包括 600 米
栈道、1 个山门和 2 个观景亭；会议展览室扩大规模项目，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建 200 平方米
情景再现馆，使游客身临其境；通过对年轻人旅游吸引建立大砬子村“CS”项目；修建 200
平方米的服务接待中心，修建公共卫生厕所，共投入资金 300 万元，第三期重点打造“重走
红色路线”项目，计划新建 1500 米栈道，并进行山体亮化工程，投入资金 150 万元。生态
观光扶贫旅游主要为“政府+企业+农户”模式，以明月湖风景区为核心，招商引资，引入企
业，对明月湖进行绿色挖掘，开发出其潜力，目前处于规划状态，主要想要修建码头、停车
场，建设钓鱼场、休闲屋、别墅群，为广大爱好钓鱼游览风景的游者提供游玩场所，同时因
为接待中心娱乐建设的多，让福兴片村民都可以在家附近就业，提高收益。农业特色扶贫旅
游针对二青村旅游项目投资 500 万元，主要项目占地 7.6 公顷，现已开发渔池 11 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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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水库的优势，二青村渔池可以饲养冷水鱼、观赏鱼，建设水上餐厅，小型儿童水上乐园，
污水净化池；利用渔池旁边的空闲土地建设农家旅店 20 栋，每栋 30-40 平方米；建设一栋
汇集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的多功能宾馆，并且宾馆里面可以出售钓鱼用具，出借帐篷，
为夜钓者提供方便，面积大概 500 平方米；渔场北侧建设农家采摘园及花卉种植，面积大概
为 3 公顷左右，在基地东部梁山盼山开发建设滑雪场项目，这样使二青村旅游不受季节限制，
成为垂钓、观赏、采摘、娱乐、住宿一体旅游观光产业。
新屯村旅游项目，投资 150 万元，重点体现朝鲜族民俗特色，农家乐休闲住宿项目，因
为新屯村是朝鲜族民族村，村里居住多为朝鲜族老年人，年轻的人几乎都去韩国外出打工，
因此村里存在很多空房，老年人几乎人人都会腌制好吃的辣白菜，酿制美味可口的米酒，因
此在新屯村打造吸引周边村排练朝鲜族独特民族象帽舞，让游客 DIY 制作朝鲜族美食，切身
体验一下辣白菜，辣椒酱、打糕、酱汤等食品的制作过程，对朝鲜族有更深入的了解，成为
朝鲜族民俗乐园。
五峰村旅游项目投资 500 万元，打造长白山五峰渤海古村落，建渤海国古城遗址博物馆，
面积 180 平方米，长白山五峰村渤海古村落，使之成为富有历史文化气息、民俗风情浓郁的
生态农业观光游览区；建设灵芝基地，每年在七至八月举办灵芝文化艺术节，吸引旅客观光
购物；开发石墨豆腐产品，购置石墨豆腐生产设备 20 套，也可以让游客自行制作石磨豆腐，
体验农家生活；体验农家生活；引入农业特色项目，结合农业生产情况，安排景观性耕作；
种养植绿色生态动植物。在注重环保的前提下，为广大游客提供可口的绿色食品；发展农家
旅馆，利用已新建完工的 13 户贫困村民房屋，发展农家旅馆，以旅游带动脱贫。
永新村旅游项目投资 200 万元，依托明月湖，建设 6 个农家乐旅舍，垂钓鱼塘 2 个，1
个占地 1000 平方米的停车场，1 个 2000 平方米的小广场，硬化村道 2000 米，绿化项目周
边 5000 平方米，配套设施路灯 10 盏，卫生厕所 1 间，观景亭 1 个，设置农家饭店及农产品
购物区，体现朝鲜族特色风情。
元长平村旅游项目。总投资 300 万；在村口新建入村大门建设。大门采用木质结构，打
造健身、绿色、生态形象，在入村公路两侧种植花木 1300 米，打造花木长廊；入村后沿栅
栏底部及两侧种植福禄考及紫英花，共计 2900 延长米，达到美化村貌整体效果，村内环岛
及大片留空区域成片种植，形成观赏区；打造健身、休闲景观区。成立旅游健身区；沿溪流、
依山建设健身步道 1500 米，打造漫游、采摘休闲区；构建了 10000 平米花海公园；建设风
车 3-5 个，渔池一座、清泉池 1 个、戏水池 1 个、浮桥 1 座、20 米吊桥 1 座、凉亭 2-3 个、
独木凉亭 2-3 个、百年大叔观赏区木屋 1 座、休闲房 2-3 座；突出特色餐饮。选择 5-10 户
村民，打造长平村饮食文化，突出山野、天然、绿色主题，精心设计长平村餐饮食谱，为游
客带来不一样的绿色健康餐饮。同时新建冷棚 24 座、暖棚 15 座、大力发展采摘业，创造经
济价值。选定 3-5 个大棚种植草莓、瓜果等经济作物，供休闲、旅游人群采摘，从而带动周
边旅游项目的发展，实现明月镇整体脱贫，预期一期参与人数能够达到 2000 人左右；再设
立 2-3 个体育健身辅导站点,由省体育局帮扶单位定期选派项目专家义务指导体育项目建设
工作，由帮扶单位和政府共同的努力，达到宣传推广将长平村体育休闲扶贫旅游区社会化。
发财村旅游项目，投资 300 万元，打造朝鲜族文化展示区，面积 1000 平方米。设计建
设民族文化展览馆，塑造“亮点”，进而通过挖掘南韩辣椒酱、黄酒等特色民族饮食内容，
以现有居民区为基础，着力发展农家乐、水稻文化展示区；打造占地面积 20 公顷的旅游实
地体验区。对发财村西部建立一定规模的渔池、沟塘、山林进行整体规划建设，主要包括山
野菜有机种植园、野外宿营地、垂钓养心地、蒙古族特色烧烤去、特色一间小筑休憩所、冰
雪乐谷等项目内容；建造占地面积 10 公顷的医疗养生健康区。依据山林静幽的特点，引进
佛教文化，建设精修所。从长远看，可借助县内开发明月湖契机，打造足球、羽毛球等简易
室内体育场所，与之形成产业链。使发财村真正成为特色朝鲜民俗旅游村。
岛兴村旅游项目，投资 200 万元，在岛兴村西侧，种植 5 公顷花卉及采摘园，村广告牌
东侧建设一栋旅游多功能卫生厕所，村北侧 600 米处，现已建设一座占地 1000 平方米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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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和房屋，已具备接待功能；村内打造集休闲、旅游、娱乐等多产业融合的旅游观光景点。
龙林村、龙泉村旅游项目，投资 500 万元，依托明月湖，新建龙林沟入村大门，体现龙
林、龙泉村绿色生态形象；村公路两侧种植了垂柳、鲜花，打造绿色林荫小道，花木长廊，
改造条田 6 公顷；村内巷道种植观赏榆树及花草 3000 米。在休闲广场及留空区域深度绿化，
形成观赏区，达到美化村貌整体效果；发展采摘业。占地面积 10 公顷，新建葡萄 1 公顷，
果园 2 公顷，冷棚 30 座，暖棚 10 座、经营 10-20 个绿色蔬菜、山野菜等品种，种植采摘白
根韭菜和蒲公英的绿色无公害蔬菜。发展野生山野菜项目，吸引游客采摘使用；特色餐饮业。
选择 20 户农户，每户改建 80 平方米农家旅馆饭店，打造原生态景观区借着古泉古树的传说，
开发文化扶贫旅游，建设古树观赏木屋，清泉池，并且建设了龙泉煎饼场，通过网络营销和
景区售卖，打开龙泉村的煎饼销售渠道，努力打造休闲养生康复中心，为老年人打造休闲、
度假、避暑及长期居住场所。
（三）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调查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的方式对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现状加以了解。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明
月镇各村屯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481 份。
1.基本信息
调查受众基本信息（表 3）。从性别对比来看，受访人男女比例大约保持保持在 1:1。
从年龄结构来看，18-59 岁受访人占比为 86%，这个年龄区间的人参与程度将极大影响扶贫
工作进展和成效。从文化程度来看，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受访人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从职业
构成来看，53%的受访人从事农业劳动这与明月镇实情相吻合。
表 3 调查问卷受众基本情况
特征
类别
数量
占比（%）
男
260
54
性别
女
221
46
18 岁以下
20
4
18-40 岁
123
26
年龄
41-50 岁
120
25
51-60 岁
168
35
60 岁以上
50
10
初中及以下
71
15
高中、中专、职高
111
23
文化程度
大专及本科
259
54
研究生及以上
40
8
乡村干部
48
10
政府部门
26
6
旅游景区工作
20
4
职业
个体经营户
53
11
务农
257
54
其他
19
5
2.对旅游精准扶贫认知度
从表中（表 4）可以看出，大约 83%的受访人对旅游精准扶贫表示“非常支持”或“支
持”，这表明发展旅游精准扶贫具备基础力量。
表 4 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总体态度
态度
非常支持
一般支持
无所谓
反对
极其反对
人数
221
127
117
16
0
比例（%）
46
27
2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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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表 5）可以看出。受访人对旅游精准扶贫达到“非常了解”、“了解”以及“一
般”程度的占比达到 79%，说明月明镇多数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有所认知。但是同时还有 14%
的对此并不了解，更甚有 7%的调查受众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一点是尤其值得注意，这
说明月明镇居民仍存在不关注旅游扶贫情况，或者政府的相关宣传工作还有欠缺。
表 5 对旅游精准扶贫的了解程度
态度
非常了解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没听说过
人数
72
183
116
72
38
比例（%）
15
40
24
14
7
从表中可以看出，61%的受访人表示“非常愿意”或“愿意”参与其中，具有较高的积
极性，没有受访人表示“非常不愿意”参与此项调查。同时还可以看出，24%的受访人持“观
望”态度，15%的受访人表示“不愿意”配合，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推进乡村旅游扶
贫对于基层存在来说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表 6 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总体态度
态度
非常愿意
愿意
不愿意
极其不愿意
坚决反对
人数
123
172
115
71
0
比例（%）
26
35
24
15
0
3.对旅游精准扶贫的评价
从表中（表 7、8）可以看出，整体上，调查受众对旅游精准扶贫的的效果是认可的，
认为在增加经济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带动脱贫致富以及改善生活环境与提高居民素质等方
面具有积极效应。同时，少数人认为旅游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这是旅游精准
扶贫实践尤其值得思考的，说明月明镇的旅游精准扶贫工作在带动方面仍有提示空间。
表 7 旅游精准扶贫积极评价（%）
类别
非常认同
认同
差不多
不认同
极其不认同
评价
增加经济收入
35
40
19
6
0
增加就业机会
38
48
9
5
1
带动脱贫致富
28
32
30
8
2
改善生活环境
33
41
20
4
2
提供居民素质
30
34
27
10
1
表 8 旅游精准扶贫消极评价（%）
类别
非常认同
认同
差不多 不认同 极其不认同
评价
破坏生活环境
2
5
25
38
30
对居民思想有不良影响
6
13
36
31
14
贫困人口无法真正获益
9
21
32
29
9
给社会带来不安全因素
3
9
30
37
22
六、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环境分析
（一）优势分析
国家、政府等各界对明月镇旅游开发的资助、扶持：首先从中央到地方对扶贫旅游都有
着高度的重视，安图县在发起全域旅游及脱贫攻坚战时对明月镇的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及其重
视，并且给与了大力的资金技术支持和政策倾斜，帮助明月镇贫困户脱贫致富。
良好的自然环境、地理优势适合发展扶贫旅游：明月镇生态旅游品牌在延边州也逐渐打
响，初见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明月镇虽处东北黑土地但是有很多地方还是存在土地贫
瘠的情况，产量不高，因此改善变成大棚种植一些木耳、香菇、桑黄等，这些生态农业已经
颇具规模了，甚至具有与其他乡镇联合进行旅游开发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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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开发的明月镇交通也属于便利，可进入性好：自 2015 年 10 月长春到珲春的高铁运
行后，明月镇作为安图县县城所在地，正好有高铁停留站，从安图西站到明月镇各个村屯都
有小客车、跑线车、或者打车，最远的村屯做客车也就 30 分钟的路程，最近的走路也就 5
分钟左右。
市场与需求的优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的加重，越来越多的人厌倦了红灯
酒绿，快节奏感的生活，很多人想要改变日常生活环境，走向清新幽静，赏心悦目的大自然
中，让疲惫的身心得到放松和恢复，而明月镇打造的扶贫旅游正好可以满足城市居民的要求。
人力资源和成本的优势：明月镇现在各个村里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大家因为没
有就业几乎，对服务均有很深的热情，而且村民大多都有朴素勤劳、热情好客，而且希望自
己可以很快脱贫致富。在明月镇各村屯村民大多留在家里种地或者经营大棚、发展乡村旅游、
农家乐的活动，可以在家直接务工，不用外出节省了经济成本。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宣传，明月镇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具有了一定
的知名度，之前也是因为比邻长白山，都知道安图县有个国家十大名山之一长白山，在近几
年与宁波对接脱贫中，也举办了很多次活动，如：“龙泉村旅游文化节”凤凰卫视的记者也
参与了采访，“长坪村休闲采摘园节暨吉林省航空运动锦标赛”也主流媒体及外界人士的关
注。对明月镇的知名度通过对前来的旅游者进行了调查问卷，其中有 60%的人是通过亲朋好
友介绍知道的，通过网络、电视知道的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以其他方式得知的有 15%，所
以明月镇的知名度还是有待于提高的。
（二）劣势分析
经济基础还是有些薄弱，有待于提高：明月镇整体经济结构稍有单一，农作物主要种植
大豆玉米稻谷，果树就是苹果梨，大棚也主要是韭菜香菇木耳等，其他经济作物较少。
明月镇的宣传力度和产品开发也需要增大力度：在东北有人参鹿茸等宝贝，明月镇也有
很多参地，但是并未开发出来，也很少有人知道明月镇有此类产品，当地旅游规模尚小、竞
争力需要加强。明月镇在开发的过程中，对满族朝鲜族文化也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在建筑
风格上缺少民族特色，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知道基本上都是亲朋好友介绍而来，几乎都是临
近乡镇过来捧场，以后还需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交通方面还是存在瑕疵，明月镇虽然是县城所在地，但是毕竟有些偏远村屯交通不是很
便利，虽然有班车，但是有些时候一天仅有一到两趟，前来游玩的游客如果想晚上回来会非
常的不方便，如果镇统一部署旅游专线会更好一些。
旅游人才缺乏，经营管理水平低：明月镇当地留守村民和贫困户受教育程度低和人员素
质有待遇提高，经营理念也需要更新，具调查参与扶贫旅游人员初中文化水平大约占 45%左
右，文盲半文盲占有一定比例。同时，义务阶段学生辍学也亟待解决。
（三）机遇分析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旅游业迎来了美好的发展前景，并且随着放假时间的增加，
带薪休假的倡导，国人具有了出去旅游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总体而言我国的旅游反战前景一
片大好。
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机遇和国家政府对扶贫旅游的重视，我国政府对于西部大开发，东西
部合作经济大发展，实行了一些倾斜政策，采取了一些列的扶贫帮扶措施，其中就包括旅游
扶贫产业，这对明月镇进行的扶贫旅游开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和极大的支持。
未来旅游发展趋势也能带来很好的机遇，国内外涌起的感受乡村生活，接近大自然的活
动、体验“农家乐”旅游活动的发展热潮，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青睐和追逐，这是整个延边州
发展乡村旅游也得大环境，同样明月镇的扶贫旅游开发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
在安图县各级政府及宁波对口帮扶的大力支持下，大大改善了明月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维修道路，修建边沟，明月镇各村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提高了其可进入性，对发
展旅游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四）威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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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在延边州各县市都在建设，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安图县周围其他县市特别是龙
井市、敦化市旅游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更是加剧了竞争，在明月镇周边还有石门镇、亮兵
镇、新河乡等乡镇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生态旅游，另外，旅游需求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对明
月镇客源进行了一定的分流。
明月镇的植物种类总体来说有些单一化，种植人参、菌类对土地多少有一定的污染，生
态系统坑你存在一定的破坏威胁，明月镇周边的河流布尔哈通河等河流会因为来访的旅游者
增多而受到影响，近年来雨水增加，泥石流等情况也因为砍伐树木，种植人参而增多，河水
也是显得比较浑浊，看不见他应由的清澈见底，如果没有采取一定的防备措施，则可能会使
明月镇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从而影响明月镇的旅游发展。
明月镇开通高铁后，与城市交流沟通的越来越多，外来文化也越来越丰富，这样就使得
明月镇的萨满文化和朝鲜族文化的特色减少甚至可能消失，一些满族文化已经被汉化，朝鲜
族也大多都出国，使得文化流失，从而导致明月镇旅游吸引力的下降，不利于明月镇的生态
旅游发展。
七、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原则与模式及具体措施
（一）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原则
明月镇想要搞好精准扶贫旅游工作，既要保证贫困居民能够边建设、边经营、边收益，
提高当地村民和贫困户的经济收入，并兼顾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
社会环境的稳定；同时，明月镇精准扶贫旅游开发还应促进当地的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和转移问题还亟需解决。若达到如期目标，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英
遵循以下七个的原则。
其一，政府主导原则。只有在政府主导下，才能调动全镇人民与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参与
其中，共同为旅游精准扶贫做出贡献。明月镇的旅游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在于推动旅游产
业为全镇贫困人口脱贫产生积极作用。
其一，生态保护性原则。要在保证旅游扶贫开发在明月镇能够稳定、有序、健康的发展，
必须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旅游开发能够发展的基础。
其二，结合市场引导与开发，综合运用民主原则。以市场导向对旅游相关附属产品进行
合理开发，从何获得市场收益，提高贫困人口的旅游参与度。
其三，以明月镇村屯合作社村民和富有村民为主体的原则，旅游扶贫的目的就是让明月
镇的贫困村民收益，既要突出经营户的个性，强调明月镇特色的原汁原味，还要提高明月镇
乡村旅游项目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其四，科学参与原则。充分利用好科学开发，保证各项旅游措施的实际操作性，才能更
好地促进扶贫旅游，此为旅游扶贫合理开发的前提。
其五，风格独特性原则。注重游客的参与程度，以游客为中心，加深游客对景点的印象，
让他们从“外来客”变为“回头客”。
其六，可持续发展原则。旅游扶贫开发、明月镇经济产生持续性的目的是为了带动人民
脱贫致富，这就要保证扶贫旅游不是一次性享受而是可持续消费。
其七，地域特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因地制宜、突出明月镇的地方特色，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统筹兼顾各个方面。
（二）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模式
1.模式构建
根据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环境以及当前现状，并结合上述原则，特构建多方联动的
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模式（图 4）
2.模式阐释
（1）基本理论
弗里曼提出了完整的利益相关者体系概念，认为：“一个整体或者团体组织中，会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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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体目标形成一定影响的部分称之为利益相关者，这个部分个人与团体。” 利益相关者理论
②
随着其理论体系深化，社会各领域开始引入该理论进行相关问题研究。 E.T.Byrd & Gustke
③
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旅游发展研究，成长过程当中好处相干者的立场与行动。 Mulkeen
④
（2012）拓展旅游领域相关者范围，认为要考虑到公共参与人员在旅游发展的影响。 本文
利用旅游相关者理论，将政府、贫困人口、旅游企业、合作社、协会、扶贫能手以及社会公
众等作为发展中的主体，形成多方参与联动的发展模式，为实现旅游精准扶贫奠定基础。
旅游精准扶贫方式

多方联动

出发点

地方政府与工作人员
扶持

扶持

指导

监督

主导
监督

贫
攻

贫困人口

坚

带动

吸纳

合作

服务

少
数
民
族
风
情
旅
游
发
展
方
式

边
境
旅
游
旅
游
发
展
方
式

旅
游
运
营
状
况

旅
游
参
与
程
度

旅
游
参
与
效
果

影响因素：
◎旅游资源禀赋
◎贫困人口特征

旅游企业

带动

合作社等社会主体

合作

◎地方联动机制
◎国家政策环境

图 4 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多方联动发展模式

旅游市场环境

（2）基本内涵
其一，主要利益者关系。政府与贫困人口的关系，政府通过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直接帮
扶贫困人口，对其参与旅游给予鼓励支持。而贫困人口通过利用政策，提升自身能力，通过
参与旅游实现脱贫致富，同时助力地方政府顺利脱贫攻坚任务。政府与旅游企业、合作社等
的关系，政府为其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支持。旅游企业与合作社则应当根据贫困人口需
要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旅游企业英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尽全力帮助贫困人口提供参与旅游的
机会，提升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同时也可为贫困提供技术服务、生产资料以及销售渠道等。
其二，发展方式及运作形式。根据前文研究，已经明确明月镇所处区位、旅游资源特征
以及其当前的旅游发展现状等，以此，本文认为其具体的旅游精准扶贫发展方式，大致可以
选择边境旅游旅游、少数民族风情旅游、乡村休闲旅游以及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等方式。同时，

① R•爱德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13.
② 夏赞才.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3）：7
2-77.
③ Byrd ET, Gustke L. Using decision trees to identify tourism stakeholders: The case of two
Eastern North Carolina counties[J]. Tourism & Hospitality Research, 2007, 7(3/4):176-193.
④ Mulkeen DA,etal.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mbH (GIZ)[J].D
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mbh, 2012:26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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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进一步丰富当前合作社+贫困人口等比较成熟的旅游扶贫形式，形成“旅游企业＋村委
会＋合作社＋农户”、“党支部＋旅游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维度旅游扶贫的运
作形式，从而形成立体化旅游扶贫形式，切实实现真扶贫扶真贫。
其三，综合效益实现与影响。在政府支持主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等前提下，通过合理
的发展方式，旅游精准扶贫不仅是实现经济上的提升，更应该注重其综合效益的实现。根据
前文研究，其综合效益必须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宏观方面以及旅游参与效果、旅
游参与程度、旅游运营状况等微观方面的评价。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同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生态问题等。因此，必须在发展过程中，
注重综合效益的考量，才能真正达到旅游精准扶贫的要求。同时，旅游资源禀赋、贫困人口
特征、地方联动机制以及国家政策环境等因素直接影响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只有充分考量
旅游精准扶贫发展过程的影响因素，充分把握有利与不利条件，才能使其发展模式有效实践，
也才能使具体运作方式做到“有的放矢”。
（三）明月镇旅游精准扶贫发展措施
1.规范与扶持
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职能，以地方法律法规为依据，政府要根据地方特色积极制定合适
的法律法规，要做到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有法可依，确保旅游开发沿着法律轨道上正常行驶，
保护贫困人口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法律的保障。还应当充分吸引村屯
的村民，制定合理的乡村民规，从政府要求脱贫致富转变成老百姓积极响应，自觉地要求开
发旅游资源，同时积极主动参与到乡规民约的制定中，保证村民均“有法可依”。根据明月
镇的旅游发展实际情况，明月镇有着较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是属于偏远山区，因此旅游开发
的难度较高，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障政策、扶贫旅游项目申报优先政策，并出台相关旅游项
目的金融信贷政策，科学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小额贷款或者企业规模带动，互助联保、财政
扶持等方式获得银行融资支持，鼓励与吸引旅游企业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可以实行“一帮
一”对口帮扶机制。同时，严控“空房子”以及“挂名字”的项目，防止项目建设走过场。
2.经济与生态
应当响应党的号召并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要有科学合理的规
划，并且搞好当地环境优化的工作，既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旅游扶贫顺利进行，又
要保证明月镇旅游高质量的服务，让旅游者感受到明月镇美好的一面。在明月镇发展了扶贫
旅游开发有了很好的自然环境较好，配备了统一的果皮箱，对环境也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但
是有些村民甚至一些游客的日常习惯还需要改进，有些村民还有游客有随手乱扔果皮纸屑塑
料袋等垃圾，有些时候因为不及时清理，会聚集很多苍蝇，还会产生视觉污染，这样就会影
响整体形象和气质。并且随着来游玩的游客增多，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
负担，逐渐出现了环境污染现象，比如布尔哈通河、长兴河等河流都存在着白色垃圾，浑浊
不堪，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将原来的大自然清新环境的优势变为劣势，对当地的发展产生
不良的影响。
3.经济与文化
既要强调旅游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更是显得重要。明月镇旅游开发取得
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其扶贫旅游所依存的乡村文化含量较低，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非
常明显，而且还存在日益弱化的现象，明月镇虽然后满族朝鲜族文化，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的
流失和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多等原因，使得汉化的情况比较严重。在旅游开发中既要利用文化
特点，如明月镇福兴区有十余个村子以“福”命名，同时其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完全可以利
用“福”文化进行打造成供游人休度渡假的休闲山庄。而如明月镇的建筑，体现出朝鲜族风
格与山水相印的特质，则不宜发展商业及居住综合区。
4.传统与科技
要利用现在现金的科学技术对产品的培育工作进行保驾护航，保证农副产品的绿色无公
害并且保证产量，还要利用科技进行网上宣传，扩大明月镇的影响力度。再此基础上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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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延边朝鲜族特色的餐饮文化，比如延边特有的咸菜，米肠，大酱，打糕等产品。再制作
一些窗花等特色工艺品，丰富特产的多样化。同时，应该充分发挥互联网功能，多形式多渠
道开展旅游线路宣传营销，依托地方政府、网络媒体、电视广播以及在线旅游供应商等，形
成乡村电商、乡村旅游“智慧”服务，以“旅游+”为手段，积极推进“乡村旅游+互联网”，
形成乡特色旅游资源产业化发展。
5.前向和后向
旅游业具有较强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性，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等六方面的
各行各业，也能对这些行业带来影响。扶贫旅游可以通过继发效应和诱导效应，其利润可以
渗透到当地的各个相关部门和相关行业，以此产生极大的促动作用。明月镇对生态旅游进行
合理开发；主要希望通过第三产业旅游业拉动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由于明月镇相应各个村
屯的旅游活动开展促进了明月镇的生态农业的发展，如长平葡萄种植，龙林韭菜种植，永胜
香菇种植，龙泉木耳和水稻种植；预计随着旅游业发展，将衍生出明月镇新的第二产业，比
如永胜村的香菇种植已经形成规模化，吸引力很多旅游者前来观光试吃等，目前打算再永胜
村周边生产香菇酱和香菇调料来代替鸡精和味素，长平葡萄园林旁边建立工厂生产葡萄汁，
葡萄罐头等销售各地，由这些产业互动从而引发乘数效应。
6.共享与共赢
明月镇的经济结构形式比较单一，明月镇目前主要的经济收入主要还是农副产品销售的
收入和旅游经济的收入，当冬天天气寒冷时，产业的单一化使得村民的收入降低，有些甚至
没有收入，这样大幅度的滑坡不利于当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在旅游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应
注重旅游产业与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这些消极影响较多地表现在旅游业同其他产
业争夺有限的资源，从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存在物价上调的现象，这样就使得村
民的生活费用增加，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可能也会处于不利的局面，因为单打独斗的商业模式
不会考虑持久发展共同进步的情况，恶性竞争会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
境等情况，产生外部不经济的状况。
7.外生和内生
既要招商引资，利用先机技术等，来积极发展旅游精准扶贫，但是内生能力的提升，更
加显得重要。因此，明月镇应该正确处理好内生与外生旅游精准扶贫。根据调查，明月镇居
民的文化水平尚待普遍提高。文化水平的限制影响着明月镇经营旅游活动的思想、工作方法
和参与意识，据调查可知，明月镇旅游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因此提升明月镇旅游工作人
员的综合素质，依靠培训及对外考察调研的形式增加从业人员综合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如一
些贫困户有学习厨艺的意向，明月镇政府可以据此与学校对接，学习知识，然后返乡定向就
业，经过专业的培训后，贫困户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景区通过先当小工升为厨师来实践自
己所学，发扬明月镇特色朝鲜族美食。应该强调政府提出“七大行动计划”的重要性，要将
其落到实处，产生实效，可以邀请资深旅游学者进行知识讲座，通过建立旅游扶贫培训基地、
组建旅游人才库的形式，提升居民的自身能力。
8.共性和个性
明月镇的旅游资源与其他区域旅游资源具有共性，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休闲资源、红
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但是应该从共性找到自己的个性。本文认为
将明月镇定位为：长白山历史文化旅游扶贫示范区；同时着力打造“长白山绿色转型示范镇”
名片。充分挖掘明月镇的自然地貌和历史文化特点，如明月镇有“四山、三水”、“安图人”
遗址等资源。让明月镇成为综合性旅游扶贫经济综合体。如大砬子村红色遗址打造 CS 基地，
与红色旅游结合起来，在共性的基础上具有自己的个性。现在该 CS 基地已经可以与周边学
校进行对接，进行军训拉练演习、可以吸引新公务员培训团队意识培训，可以为企业员工组
建培训流程，制定培训拓展计划，不仅能够让自己有所研究，还能带动红色旅游及团队意思
的宣传，当然也是可以吸引散客协会，有 CS 爱好者和 CS 协会积极参与当中可以增加他的专
业性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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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内和国外
对于旅游市场的定位，由于明月镇所处区位以及旅游发展情况，主要必须注重周边市场
的发展，同时拓展国内市场，并具备放眼世界的市场进取信心。简单而言可以定位：立足延
边、发展北方、拓展全国、放眼世界。地方政府在旅游市场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明月镇及
延边政府应该积极宣传，特别是旅游主管部门应该树立起现代旅游市场营销理念，与省内外
旅行社对接，利用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等多种渠道，开展全方位、立体化营销。特别在网络
时代，国内外市场的开发拓展已经与在线旅游密不可分，因此明月镇必须建立“明月镇旅游
+互联网”旅游市场推广网络，例如可以建立成立旅游营销专业合作社，开展网上预订与在
线销售的“智慧”旅游服务，提升明月镇的旅游美誉度和影响力。
10.硬件和软件
旅游发展不仅需要旅游道路交通、环境卫生、住宿餐饮设施设等方面的硬件环境，更加
需要旅游服务、居民素质、旅游管理监督等方面软件环境。对于当前明月镇旅游而言，软硬
件方面还需加大力度。在硬件方面，应加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为游客提供出行便利；完
善村镇的水电气和垃圾污水处理系统；要按照高标准严要求，整体提升硬件配套设施；娱乐、
住宿、餐饮及购物等硬环境质量还需加大投入环境；同时应该实现全域内扶贫旅游景点 WIFI
全覆盖等。在软件方面，这是当前明月镇旅游发展更要关注的问题，要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的
可持续发展，提升软件环境建设是必要条件，明月镇必须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监管体系，积极
治理不规范旅游经营服务行为，优化旅游市场环境，维护游客权益，积极推进旅游标准化、
规范化经营服务。对于居民的服务意识与水平，这是我国当前扶贫旅游中普遍需要重视的问
题。明月镇可以建立培训班，进行仪表礼仪系统培训，统一着装，学习待客之道，礼仪文化
及明月镇朝鲜族满族文化，这不仅可以提升居民的服务水平，也可以发挥民俗文化旅游吸引
力，为游客带来文化盛宴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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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ourism in Mingyue Town of
Antu, Yanbian
Wang Xinzhu Wu Xiaosh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 Guangxi, 541001）

Abstract: Through field surveys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interpret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gyue Town and the causes of poverty, summarize and evaluate its tourism
resource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it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is basis, propose tourism in Mingyue Town Basic principles, development models, an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aim is to find a
set of overall plan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ourism in Mingyue
Town;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tourism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Mingyue Town of Antu; poverty alleviation tourism;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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