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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数量丰富、类型齐全、品味较高、底蕴深厚、乡土气息浓郁、综合效益显著。按

照外延性和内涵性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运用专家打分、决策优选、RELEASE 评价法等对其进行定量评价，提出

合理布置景观形象、保持乡土特色、优化经营管理等措施；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数学模型，指出应重点注意

创新开发方式、加强农民资源保护意识培养等优化资源配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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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文化景观资源的界定

“文化景观”一词最先由美国地理学家 C.O.苏
尔于 1925 年提出，他把其定义为“附加在自然景观

上的人类活动”。文化景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聚落

形式、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等方面[1]。而“乡村文化

景观”则是一种以自然因素为基底，又打上人文烙

印的文化景观，其核心是聚落和土地利用[2]。根据景

观地域性、文化核心性、社会有效性、相对稀缺性和

等级关联性等原则[3- 4]，本文认为“乡村文化景观资

源”是指存在于乡村地域内的，在自然景观上叠加

了人类活动及其特殊文化要素的，可以满足人类某

种需要并具有一定社会有限性的各种要素或事物

的总称。根据 GB/T18972- 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

与评价》标准，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可以分为 8
大类、30 亚类（表 1）。

2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利用的

双向关系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

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地推进

新农村建设”[5]。在这个目标要求中，虽没有明确提

出“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等，但 20 字方针都从不

同侧面蕴含发展农村文化、开发利用乡村文化景观

资源的要求和目标。开发利用乡村文化景观资源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双向的互动关系（图1）。

表 1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分类
Tab.1 The types of Hunan’s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主 类 亚 类

综合自然旅游地、沉积与构造、地质地貌过程形
迹、自然变动遗迹、岛礁

水域风光 河段、池沼、瀑布、泉、冰雪地
生物景观 树木、草地、花卉地、动物栖息地
气象气候景观 光现象、天气与气候现象
遗址遗迹 史前人类活动场所、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遗址遗迹

综合人文旅游地、单体活动场馆、景观建筑、居
住地、归葬地、交通建筑、水工建筑

旅游商品 地方旅游商品
人文活动 人事记录、艺术、民俗、节庆

图 1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文化景观资源
开发利用的双向互动关系

Fig.1 The two- way interaction between exploiting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ng new country

2.1 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硬实力的增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着力于提升农村硬

实力，必须给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实惠。开发利用

乡村文化景观资源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硬实力的提

升：①有利于农村生产发展。开发利用水体、森林等

自然景观资源能直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新农村

建设增收；开发利用聚落、民俗等文化景观资源能

活跃地方文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繁荣。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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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科学开发利用乡村自然文

化景观和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乡村特色旅游的发

展，可真正让农民成为参与的主体，从而更好地推

进农民实现精神和物质上的“双宽裕”，提高生活水

准，提升生活素质，实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③
有利于村容整洁。开发利用乡村文化景观资源要求

满足大众对资源的可视性、可品性等美感要求，其

开发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改善村容村

貌。
2.2 有利于新农村建设软实力的提升

新农村建设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乡风建设和

民主管理两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乡风文明建设。在

新农村建设中要树立良好的精神文明形象，形成良

好的社会风气。文化景观资源的开发利用将繁荣乡

村文化、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发

展，有利于乡风文明。其次，有利于实现民主管理。
开发利用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建立一套健全而有序

的管理体制，将带动农村文化事业繁荣、提高农民

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建设管理民主型新农村。
2.3 有利于乡村文化景观资源的动态保护

乡村文化景观资源根植于农村、依托于农村，

同时也受农村自身发展与变化状况的深刻影响。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

生活、建设文明乡风、优化村容村貌、实现民主管

理，这在保护乡村文化景观资源所必需的制度建

设、物质保障和农民素质提升等方面都提供了很有

利的基本条件。比如，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求培养新

型农民，必须提升农民的科学技能和文化素质，改

掉陋习，优化素质，从而有利于给乡村文化景观资

源开发、建设与管理提供最基本的根植于农村的人

力资源，同时，他们也是乡村文化景观资源的创造

者和守护者。

3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的特点

3.1 资源数量丰富、空间分布广泛

湖南土地辽阔，乡村文化景观资源丰富且空间

分布广泛。通过实地调查、现场采访、人员介绍、个
别交谈等方式，查询湖南旅游网、湖南红网等网站，

获取相关图表照片、专题文献和影视资料等，参照

国家旅游局编《发展乡村旅游典型案例》、湖南省旅

游学会编著《湖南旅游 100 景》和杨载田等的《湖南

乡土地理》、《湖南旅游地理》中相关内容，并借鉴刘

沛林等在湖南部分区域旅游规划中所得的资料，可

以分地区的将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作一初步统

计（表 2）。从表 2 可看出，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广

泛分布于湖南各个地区，且高品位的资源十分丰

富。
表 2 湖南各地区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初步统计
Tab.2 The preliminary statistics of Hunan’s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地区 资源数量 / 处 举 例

衡阳 ≥63 南岳衡山、船山故居等
长沙 ≥44 岳麓书院、樱花温泉等
娄底 ≥44 紫鹊界梯田、波月洞等
郴州 ≥41 天堂温泉、东江漂流等
永州 ≥38 上甘棠古村、浯溪碑林等
湘西自治州 ≥33 凤凰古城、王村等
岳阳 ≥28 张谷英村、任弼时故居等
常德 ≥27 柳叶湖、桃花源等
怀化 ≥25 高椅古村、马田鼓楼等
益阳 ≥25 花乡农家乐、桃江竹海等
邵阳 ≥22 山、南山大草原等
张家界 ≥13 江垭温泉、袁家界等
湘潭 ≥13 水府度假区、毛泽东故居等
株洲 ≥10 南宋古城、红色官窑等

3.2 景观类型齐全、品味等级较高

一方面，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类型齐全，包

括地文、水域风光、生物、气象气候、遗址遗迹、建筑

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等景观类型。另一方

面，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在质上也是高品位的，

极具湖湘特色和乡土韵味，比较典型的如张谷英村

聚落景观、沅江丹霞地貌景观、紫鹊界梯田文化景

观等，它们有的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著名

旅游景区目录（表 3）。
3.3 文化底蕴深沉、乡土气息浓郁

湖南是一个文化强省，乡村地域广阔，乡土气

息十分浓郁。畅游湖湘大地，处处都可感受到湖湘

文化的博大精深，领会湖湘文化的独有神韵（表 4）。
深沉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乡村气息，大大提升了湖

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的品位。
3.4 资源功能强大、综合效益可观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功能强大，除了一般的

观赏性价值外，还可用于医疗、教育、探险、养性等，

比如疗养胜地南岳衡山、教育胜地毛泽东故居、探
险胜地坐龙峡，等等。

此外，其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高，可实现社会、
经济、文化和生态效益的共赢，湖南历年旅游收入

喜人的增势（图 2）给其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利用乡村

文化景观资源展示了诱人的效益期望，比如，紫鹊

界梯田文化景观资源的成功开发和利用即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可观的综合

效益。
3.5 景观古朴和谐、资源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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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南各类型乡村文化景观资源概述
Tab.3 The summary of types to Hunan’s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景观类型 单体数量 典型例子

地文景观 ≥47 长沙橘子洲、张家界砂石柱峰、苏仙岭、新宁 山、蓝山、常德德山、八角寨丹霞地貌景观、郴州飞天山国家地质公园
等

水域风光 ≥42 永顺猛洞河漂流河段、南岳水帘洞瀑布、岳阳城陵矶、常德柳叶湖、宁乡灰汤温泉、隆回金石桥热水井、耒阳东湖汤
泉、南洞庭湖湿地等

生物景观 ≥11 郴州仰天湖牧场、衡山白果树、城步南山牧场、芷江“重阳木”、石门壶瓶山白猴群、君山四方竹、浏阳大围山等
气象气候景观 ≥12 慈利万福、张家界西海、隆回高洲、衡山避暑地、耒水、九嶷三分石、洞庭湖、桃源武陵溪、石门热水溪等地的云雾景观
遗址遗迹景观 ≥125 全胜营南长城遗址、永顺土家族土司古墓群、岣嵝峰禹王碑、平江起义旧址、岳阳楼、常德铁经幢、长沙马王堆汉墓等
建筑与设施 ≥46 韶山毛泽东故居、吉首德夯苗寨、凤凰吊脚楼、怀化荆坪古村、通道芋头寨、会同瑶家木楼、岳阳张谷英村、侗寨鼓楼、

南岳大庙等
旅游商品 ≥136 湘菜系列、湘绣、永顺蜜桔、祁东黄花菜、南岳云雾茶、新宁血橙、益阳松花皮蛋、长沙釉下彩瓷器、湘西土家绣、侗绣、

邵阳竹雕等
人文活动 ≥75 南岳庙会、湖南花鼓戏、舞龙舟、瑶家哭嫁、花灯戏、湘剧、土家“过赶年”、南岳寿文化节、常宁剪纸、土家织锦、苗家服

饰、昆曲等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 [9]。

表 4 湖南各类型乡村文化景观资源概览
Tab.4 The summary of types to Hunan’s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文化名称 简 介

饮食文化 包括湘菜文化（讲究色香味形，味重、香辣是其
特色）和茶文化

服饰文化 兼有南北风格、传统与新潮并存
庙会文化 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风格
龙舟文化 以汨罗江最为典型，每缝龙舟盛会都有名人骚客

即兴作诗作文
竹文化 丰富多彩，竹产丰硕、竹艺精湛
戏曲文化 源远流长、种类繁多
书院文化 历史悠久，集教学、科研、祭祀等于一体
烟花文化 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有“浏澧烟花响天下”之美誉
山水文化 风景优美，潇湘八景享誉天下
历史遗存 历史价值高，引起中外考古学家的密切关注
陶瓷文化 名窑层出不穷，瓷器精巧、精湛
碑文化 博大精深
湘绣文化 素有“湘绣甲天下”之美誉，集民间刺绣与中国画

于一体
名人文化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
书画文化 意境悠远，题材取于民间
图腾文化 是人们对自然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建筑文化 具有传统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特色
宗教文化 源远流长、具有修身养性之功效
民俗文化 异彩纷呈、特色鲜明，如苗族的“踩脚”、花瑶的“打

蹈”、苗族的“四八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 [10]。

图 2 湖南省历年旅游收入统计
Fig.2 The statistics of Hunan’s tour ism

revenue over years
资料来源：湖南省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方面，湖南少数民族众多，特色乡村文化景

观资源丰富且古朴，极具原生美，特色十分鲜明，比

如古老的青铜古乐演奏、湘西古朴的苗族、侗族、土

家族民族风情。另一方面，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

充满着诗情画意，讲究天、地、人和谐统一，比如沅

江地区诗情画意的渔村、洞庭湖区怡然自得的水乡

农家生活。

4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的分区及其开发

价值评价

根据地理位置的毗邻性、行政分区的完整性、
文化的近亲性、地形地貌的相似性和景观区的命名

法则———地名 + 特征 + 通名[11]，本文把湖南乡村文

化景观分为湘东都市型乡村文化景观区 （株洲、湘
潭、长沙）、大湘西少数民族型乡村文化景观区（张

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邵阳西部）、大湘南丘山型

乡村文化景观区（郴州、衡阳、永州）、湘北环洞庭平

原型乡村文化景观区（益阳、岳阳、常德）、湘中丘陵

型乡村文化景观区（娄底、邵阳东部）五大区（图 3），

并 综 合 考 虑 资 源 条 件 （Resource）； 环 境 状 况

（Environment）；区位条件 （Location）；经济状况

（Economy）；限制性（Astrict）；满意性（Satisfaction）；

设施状况（Establishment）等在开发文化景观资源中

影响大众视、听、味、嗅、触的综合需要的主要因素，

选取 22 项指标，建立乡村文化景观 RELEASE 评价

法。运用专家打分法，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并根据国

家标准“旅游资源评价等级指标”和“旅游单体评价

总则”，对其进行等级评定，详见表 5。
根据评价结果，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基本上

属于优良级旅游资源，其中湘东区及湘北区的资源

属特品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价值高，利于新农村

建设。

5 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利用湖南乡村文化景

观资源的具体措施



图 3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分区示意
Fig.3 The zoning diagram of Hunan’s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5.1 依托新农村地域基础、合理布置文化景观形象

一方面，湖南地域辽阔、乡村众多，而且分布比

较零散，大部分地区可进入性较差、基础设施的建

设也比较滞后，单依靠传统的方法很难满足要求。
另一方面，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数量丰富，地域

分布较广，且具有一定的变化性，因此，要合理开发

利用该资源，首先必须依据新农村建设的地域基

础，彻底搞清其资源家底，可采取以下措施：①政校

联合、成立相关调查研究队伍。②依靠社会力量、进
行民意调查。可组织相应的民意调查，听听民众的

心声。③依托“三 S”等现代高新技术、全面掌握资源

动态。④全面收集调查区域的自然人文方面的历史

资料，弄清资源的来龙去脉，挖掘资源深层次的文

化价值和闪光点，科学全面合理地评价资源价值[12]。
在摸清新农村的地域基础和各地区文化景观

资源特征的基础上实现对其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以真正促进新农村建设，还必须经过专家论证，再

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有以下构想：①科学规划

开发项目。本研究在参考相关专家建议的基础上，

设计出如表 6 所示的分区开发方式。②合理布置景

观形象、优化空间布局。因为景观空间布局也是景

观构成的一个主要元素，在景观品位及其评价上占

有重要位置[13]，应在景观形象的布置和空间布局上

下功夫。③建立乡村文化景观场或博物馆。“场”本
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它可以是可视的实体，也可能

是虚体。“乡村景观场”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各种景

观的集合体，包括同种景观的集合，也包括不同种

景观的联合，包括景观点及景观面。如“红绿蓝综合

资源景观场”、“城乡结合景观场”等。

5.2 完善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的经营管

理理念

基础设施方面，为了开发资源，促进发展，必须

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其交通、动力、通讯等

脉络。此外，还必须重视文化景观资源开发利用的

环境规划，全盘考虑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并

落实各项环境具体工作，如环境评价、环境治理等，

注重资源开发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并重[13]。
经营管理方面。应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

用科学知识全面武装现代农民的头脑，努力提高他

们的综合素质，以有效保持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

的特色，并提升其品位。大致有以下做法：①实行资

源联姻。可采取强强联手、强弱联姻、弱弱联合；资

源类型联姻、资源空间联姻、资源与市场联姻等措

施提高资源影响力，节约人力物力等资源。②科学

建立特色性乡村文化景观资源评判标准，提高资源

评价门槛，防止资源评价的任意性和人为性，保证

评价的公平性、客观性。③严格控制顶级特色文化

景观资源的数量，提升高品位资源的可品味性，防

止出现“高级”泛滥成灾的局面。④建立动态性评价

机制。对已评的但现在不够格的高品位资源应立即

取消其“品牌”标志，以保证文化景观资源的质量，

促进“鞭策先进与鼓舞后进并重”。此外，还要让农

民摆脱落后、保守观念的束缚，提高对乡村文化景

观的认识，树立资源意识。并积极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合作意识，以形成强大的“合力”，走农民“自主

经营 + 合作经营”的科学致富之路。
5.3 建立乡村文化景观资源信息库、完善新农村景

观网络建设

湖南地域辽阔，乡村面积广大，乡村文化景观

资源丰富多样，仅仅运用传统的开发方法将浪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不利于资源的动态利用和

管理。因此，需要建立资源信息库，完善网络建设。
这里引入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景观信息链”理论

（或称“景观基因”理论）[14]，建立湖南乡村文化景观

资源开发的信息库。可以将代表地方特色的文化景

观资源作为景观信息（景观基因），以线路设计或景

点设计的形式释放或表现出来。湖南乡村文化景观

资源信息库网络的建设，应加强各“信息元”、“信息

点”、“信息小区”、“信息链”的建设，初步设想见表

7。
5.4 有效整合资源、实施新农村文化景观旅游

新农村文化景观旅游不同于传统上所说的乡

村旅游、休闲旅游、农业旅游等，而是一种以乡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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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开发价值 RELEASE 评价
Tab.5 “RELEASE”-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in developing Hunan’s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评价项目 湘东都市型 大湘西少数民族型 大湘南丘山型 湘北环洞庭平原型 湘中丘陵型

乡村文化景观区 乡村文化景观区 乡村文化景观区 乡村文化景观区 乡村文化景观区

资源 R 景观品位 7 6.5 7 6.5 7 6.5
25① 景观空间合理性 5 4.5 5 4 4.5 4

文化底蕴 6 6 5.5 5.5 6 5.5
特色价值 7 6.5 7 7 7 6.5

环境 E 环境优美度 5 5 5 4.5 5 4.5
15 环境承载力 5 5 4.5 5 5 4.5

土地合理利用性 5 4 4.5 4 4.5 4
区位 L 区位条件 5 5 3.5 4.5 4.5 4.5
10 可进出性 5 5 3 4.5 4.5 4.5

经济 E 经济总量 5 5 3.5 4 4.5 4
15 经济增长率 5 5 3.5 4.5 4.5 4

人均生活水平 5 5 3 4.5 4.5 4.5
限制②A 发展劣势 - 5—+5 0 - 2 - 1 - 1 - 1
±10 瓶颈因素 - 5—+ 5 - 1 - 3 - 1 - 1 - 1
满意 S 知名度 5 5 5 4 4.5 4
15 美誉度 5 5 5 4 4.5 4

文明度 5 5 4 4.5 4.5 4.5
设施 E 通讯设施 5 5 4 4.5 4.5 4.5
20 动力设施 5 5 3.5 4.5 4 4

交通设施 5 5 3.5 4.5 4.5 4.5
其他设施 5 5 3 4 4 4

其 他：±5 3 3 1 2 1
总 得 分 99.5 81 87.5 92 85.5
等 级③ 五级 四级 四级 五级 四级

注：①单位为“分”。②限制性打分标准：限制性越大，限制性因素得分越少。③评定等级指标：根据国家标准“旅游资源评价等级指标”和“旅游
单体评价总则”，将其分为五级。从高到低为：五级旅游资源≥90 分；四级：75- 89 分；三级：60- 74 分；二级：45- 59 分；一级：30- 44 分。其中五级
旅游资源称为“特品级旅游资源”；五级、四级、三级旅游资源通称为“优良级旅游资源”；二级、一级旅游通称为“普通级旅游资源”。

表 6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开发方式设计
Tab.6 Design means of developing Hunan’s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开发方式 代表区域 主题定位

重点开发 湘东 赏山水奇观，瞻文化遗存
优先开发 环洞庭 看水域风光，听历史故事
促进开发 大湘西 观自然生态，感民俗风情
一般开发 湘中、大湘南 看山川灵秀，悟人文荟萃

备注：均含有若干限制开发及禁止开发项目。

表 7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资源信息库网络建设方案
Tab.7 The construction program of library information

network to Hunan’s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举例

主要信息元 名人故居、特色地貌、岩洞、寺庙、集市、农家菜、瀑
布、温泉、历史文化名城、革命纪念地、原始村落、
古建筑等

主要信息点 凤凰古城、岳麓山、猛洞河、桃花源、岳阳楼—洞庭
湖、武陵源、韶山、衡山、嘉山、九天洞、天门山等

主要信息小区 乡村文化景观特征明显的各乡村区域
主要信息链 铁路（如京广铁路湖南段、湘桂铁路湖南段、湘黔

铁路湖南段、浙赣铁路湖南段、枝柳铁路湖南段、
石长铁路、洛湛铁路湖南段），国道（G106、G107、
G207、G209、G209、G319、G320、G322），高速公路

（长潭、长益、益常、湘耒、临长、湘韶、衡枣），水路
（湘、资、沅、澧四水及其支流）以及其他各层次公
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15]、[16]。

化景观资源为核心、以新农村建设为依托，集观光、
体验、娱乐、休闲于一体，以“感知—感悟—感谢”为
特征的一种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新型旅游方式，它

力求让游客能感知新农村建设、感悟乡村文化景

观、并由衷感谢纯朴的乡风乡俗和乡情带来的享

受。为实现湖南新农村文化景观旅游，有以下设想：

①将湖南乡村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遗迹

遗址、建筑设施、人文活动和旅游商品等乡村文化

景观资源首先进行内部的有效整合（具体措施可参

考相关的旅游专著），然后将其与新农村建设进行

一体化建设，要求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人员参

与、体制制度建设等多方面，以水电路先行为理念，

以农民参与为主体，并适当引入公司企业等方面的

外援。②建设乡村家庭式旅馆。为适应新农村文化

景观旅游小规模、求特色的需要，建设乡村家庭式

旅馆是十分可行，也是十分必要的。并适当布局一

些上档次、有规模的乡村宾馆，以适应不同消费层

次和不同消费偏好的游客的需要。对于乡村家庭式

旅馆的建设可以以现有民房为基础，政府进行一定

带比例的补助，以优化和完善内部设施，并对从业

人员进行岗前的专业性培训，以保证求特色与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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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双赢。③创新旅游模式。可发展多元化的旅游

模式，有效的将个人自助式、集体参观式、短期暂居

式等多种方式进行结合，并根据具体的地域情况创

新旅游方式，以达到既不碍农业、又发展旅游的双

赢。④开发旅游特色商品。可制作小农具、根雕、石
雕等多种手工艺品，并积极挖掘和开发极富地方特

色的土特产品，以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⑤发展乡

村特色餐馆。为满足游客对乡村餐饮的“求土、求

特、求新”的需求，必须大力培育土特食品和新鲜食

物，以农家餐馆的形式服务于游客的餐饮需求。
5.5 合理利用新农村建设的各种资源、实现效益最

大化

针对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结合湖南乡村文化景

观资源的特色，可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数学模型

（图 4）来量化资源的配置。
根据层次结构模型，结合多方专家意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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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案
Fig.4 The program of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方案中各层次因子权值，再借助 MATLAB 软件，可

计算得出各层次权值（表 8）。并通过检验，可知各层

次排序结果具有较满意的一致性。
表 8 各层次权值一览

Tab.8 A sort list of every levels’value
C1 C2 C3 C4 层次 p 的

0.467 0.161 0.277 0.095 总排序权值

P1 0.473 0 0 0 0.221
P2 0.284 0 0 0 0.133
P3 0.073 0 0 0 0.033
P4 0.170 0 0 0 0.078
P5 0 0.540 0 0 0.087
P6 0 0.297 0 0 0.046
P7 0 0.163 0 0 0.026
P8 0 0 0.163 0 0.045
P9 0 0 0.540 0 0.150
P10 0 0 0.297 0 0.086
P11 0 0 0 0.667 0.063
P12 0 0 0 0.333 0.032

根据表 8 所得的结论，可知合理分配资源所考

虑的各措施重要性程度依次为：p1＞p9＞p2＞p5＞
p10＞ p4＞p11＞p6＞p8＞p3＞p12＞p7，其分配比

例如图 5。因此应重点注意：创新开发方式，加强宣

传、提高农民文化景观保护意识，大力发展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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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ntrysid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of Huna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bundance in quality;
complete in types; lofty in tastes; run deep in culture; dense in countryside flatus; and notable in integrate benefi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al of combining the extension and intention natures to exploiting and using them,
integrate exerting consults scouting, take the better strategy, and release evaluating methods to colligate evaluate
them, some measures of exploiting and using the countryside cultural resources of Hunan are bought forwards:
distributing landscape image reasonably, keeping the countryside characteristics, perfecting the managing methods
etc. According to the math- analyzing method, some ways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s innovating
the exploiting methods, enhance advertisem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Which will benefit for quicken
realizing the aim of production developing, life ample, country custom civilizing, country appearances tidiness
and managing democratic.
Key word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new country；Hunan；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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