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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去哪儿玩 ？ 浦

东新区 “乡村文创线 ”、闵行

区 “亲近自然 ，回归纯朴 ”线

路 、金山区 “花海古镇 ，乐活

滨海”线路……昨天，市农业

农村委、 市文化旅游局和市

交通委联合发布上海 9 个涉

农区的 18 条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特色线路 ， 足不出

“沪”， 一样能畅游上海最美

乡村，一样玩出花样来！

近年来，上海认真贯彻国

家乡村振兴建设的总目标，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 开展了以

“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

乐园”为标志的乡村振兴“三

园工程”， 农村的面貌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今年各区线路格

外突出近年来美丽乡村的建

设成果。

这些线路中共包含了近

三十个各级各类示范村。这些

美丽乡村已由点及面、串点成

线、连线成片，由一处美迈向

一片美，如宝山区线路中“五

村”已出现千亩稻田、千亩涵

养林、屋舍整齐、四季花香的

场景。

上海的乡村不仅成为记

得住乡愁、留得下乡情的美丽

家园，而且正在成为广大市民

向往、 舒心游憩的后花园，乡

村正在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

的亮点和美丽上海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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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创线体验传承

浦东新区旗杆村的百年顾氏文

化、 傅雷故居的人文情怀、“缶 +”

的文创活动、 川沙特色的宿予十二

膳、桃咏农园的特色瓜果，完美地将

乡村体验与创意产业、 传统文化与

现代美学相融合。走进乡村文创线，

在乡村美景、美食、人文活动中感知

古今文化的美妙融合。

线路推荐：棋杆村（平棋葡萄基

地）→连民村 （宿予民宿）→傅雷故

居→“缶+文创体验空间”（新场古

镇）→桃咏农园

●生态临港，休闲游新选择

依托临港新片区滨海特色风

貌， 广袤的森林及绿化覆盖体现上

海沿海远郊特色， 鲜花港的巨型花

海、外灶记忆馆的农耕文化、南汇嘴

观海公园的日出、 书院人家的慢生

活等，为游客提供一片“静土”，让

游客在亲近自然和调养生息的空旷

休闲空间，放飞心情，寻求真我。

线路推荐 ： 鲜花港→书院人

家→外灶记忆馆→南汇嘴观海公园

●溯农耕文化之源

闵行不仅是上海数百年农耕文

化的源起之地， 也是闵行人革故鼎

新、振兴乡村的聚力之地。 沿着这条

游览线路，既能领略召稼楼“高屋窄

巷对街楼，小桥流水处人家”的江南

古韵， 又能品味浦江郊野公园百花

齐放、白鹭柳岸的田园诗画，更能体

验农业产业园观花赏叶、静坐垂钓、

采摘蔬果、围灶做饭的乡野农趣。

线路推荐： 浦江郊野公园→召

稼楼古镇→革新村→方圆生态园→

上房园艺梦花源

●品味田园农家风味

华亭镇地处嘉定最北端， 沿着

霜竹景观路一路而行， 周围农田环

抱、村落星布、绿树成荫、湖阔水清。

游客们可以在“毛桥集市”泛舟河

上，也可以嬉戏在桃源巷口，在乡悦

华庭采摘果蔬， 在文兴葡萄园里观

赏上海现存最老的两株千斤“葡萄

王”， 走累了寻进一户人家吃上一

口农家菜，住一住特色的愚农庄园，

真正做一回“华亭人家”。

线路推荐： 华亭哈密瓜主题公

园→乡悦华亭→亨嘉莊→毛桥集

市→愚农庄园→文兴葡萄园

●“泾”彩绝妙的发现之旅

2019年宝山罗泾镇成为上海市

首批打造的五村联动乡村振兴示范

镇。 其中，千亩生态慈孝康养村（塘

湾村）、千亩水产养殖运动村（海星

村）、 千亩粮田农耕文化村 （花红

村），以及有百年村落历史的农旅深

度体验村（洋桥村），连点成线，连线

成片，将一颗颗珍珠串成北上海的珍

珠项链，打造“有乡愁”的宜居乡村。

线路推荐： 罗泾镇海星村→上

海宝山湖生态农业园→罗泾水源涵

养林→花红村→新陆村→塘湾村→

洋桥村

●花果宝山，享受闲适时光

来美丽的花果宝山， 度悠长假

期。穿梭于顾村公园的花海之中，感

受大地的芳香； 行走在木然农场的

优雅田园间，体验农耕劳作；还可以

在东方假日田园尽情体验乡村生活

情趣， 在天平村开心农场品田间瓜

果，享悠悠时光。

线路推荐： 顾村公园→木然农

场→东方假日田园→天平村开心农场

●醉美乡村采风家庭游

奉贤的乡村， 依靠江南水乡的

自然禀赋，借势和美宅基创建，现在

已田成块、林成网、水成系、路成环、

宅成景。这里有水清岸绿的浦秀村、

文人故里的张塘村、 还有陆游笔下

“城郭迎龙鼓吹喧”的迎龙村。来此

尝一尝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羊

肉烧酒”， 住一晚淡雅禅意的南亭

集序民宿，抬头仰望璀璨的夜空，让

思维插上飞翔的翅膀， 飞翔无边无

际的美好想象。

线路推荐： 浦秀村→新叶村→

张塘村→花米庄行→李记民宿→迎

龙村→南胜村→南亭集序（华亭村）

→海湾村→吴房村

●体验“光明”乡野生活魔力

美丽的海湾镇坐拥约 25 公里

的黄金海岸线，这里农业气息浓厚。

游客可在小木屋临海而住， 感受回

归自然的惬意与洒脱； 在海湾国家

森林公园漫步而行， 畅快呼吸新鲜

空气； 还可在都市菜园体验采摘乐

趣。 来这几家光明集团旗下的休闲

企业，体验一回乡村野趣生活，感受

暖暖的海湾心意。

线路推荐： 小木屋会务中心→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都市菜园

●游玩“三净”之地放松身心

松江浦南以 “气净、 土净、水

净”闻名。 浦南的农业旅游，是展示

“上海之根”悠久的文化底蕴、体会

“衣被天下”和“鱼米之乡”深厚的

农耕历史的重要场所， 是市民参观

田园风光、参与农耕劳作、体验农家

生活、放松疲惫身心的理想场所。

线路推荐 ： 上海国际森林营

地→上海玫瑰园度假村→吾舍农

场→锦鲤繁育基地→泖田湿地→涌

禾农庄→新浜荷花种苗基地

●玩转郊野，品农家美食

金山不仅有浓郁的农家风情，

还有传统的农耕文化。 来廊下吃一

碗农家菜饭，尝一口莲湘糕，住一回

农家屋， 再体验一把廊下丰富的农

事活动，再前往“中国蟠桃之乡”的

吕巷水果公园，闻瓜果飘香，硕果满

载而归，肯定让您不虚此行。

线路推荐： 廊下郊野公园→锦

江中华村农家乐→吕巷水果公园

●品江南韵味，赏民俗文化

来金山， 品一品 700年枫泾古

镇的墨色江南韵味，画一画传统的中

国农民画。来花开海上，看虞美人、格

桑花大型花海连绵起伏， 色彩绚丽，

蔚为壮观。 看多彩民俗文化，尝美味

蔬果。不知不觉间，人与景浑然一体，

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

线路推荐： 枫泾古镇→中国农

民画村→花开海上生态园

●邂逅渔村故事

听海风，吃海鲜，看太阳从海平

面跃起， 有闲的时候不妨去金山走

一遭。 在金山嘴老街体会别样的海

鱼文化与渔村风情，在山阳田园玩转

趣味盎然的农事体验，在水库村赏花

开花落，品四季瓜果，听林涛鸟鸣。来

此体验农耕劳作、 观赏乡村美景，享

纯真田园生活。

线路推荐： 金山嘴渔村→山阳

田园→漕泾水库村

●感受“上海后花园”魅力

在 7000年历史的 “上海后花

园”，看千年的朱家角古镇风华，品

联怡枇杷乐园的农家菜肴， 行于蔡

浜村里的环淀山湖健康步道， 体验

蔡伯伯农庄的农事闲趣。流水潺潺，

小亭在侧，透着典型江南水乡韵味。

线路推荐： 联怡枇杷乐园→朱

家角古镇→蔡浜村→蔡伯伯农庄

●梦里水乡慢生活

在“梦里水乡”的青浦，有一个

唯一一个“长在公园里的村庄”，就

是莲湖村。这里莲塘千亩、白墙黛瓦

与小桥流水相映成景。 呼吸一口青

西郊野公园的新鲜空气， 体验乡村

赶集之趣，徜徉一下张马村的花海，

体验凯博休闲农庄的农家菜肴，调

整生活和工作的心态，焕发新生。

线路推荐：莲湖村（青西郊野公

园）→张马村（寻梦源·梦水乡）→凯

博休闲农庄

●科普研学与运动休闲之旅

带着亲朋好友来西沙明珠湖公

园看黑天鹅翩翩起舞， 香朵开心农

场体验一番亲子乐趣， 瑞华果园感

受丰收的喜悦， 稻米文化中心聆听

稻米的故事。这里的田园风光秀美，

乡村气息浓郁，集观光、采摘、科普

于一体，让游客与大自然倾情相拥。

线路推荐： 西沙明珠湖公园→

香朵开心农场→瑞华果园→稻米文

化中心

●文化与生态的美妙融合

崇明是上海重要的生态屏障，被

誉为“太平洋西岸难得的净土”。 竖

新镇仙桥村“慢生活”、“趣体验”的

乡野生活空间，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丰

富的生态资源，江南三民文化村民间

民俗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

在此，徜徉在天然氧吧之中，赏农耕

民俗文化，体验乡村休闲。

线路推荐： 仙桥生态村→高家

庄园→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江南三

民文化村

●看飞鸟凌空，赏水清景秀

这里有崇明风景优美的北沿公

路沿线多个特色点位，包括“瓜子

黄杨之乡”的园艺村，浪漫情怀拥

抱的世外桃源“太阳村”瀛东村，观

日出胜地的东滩湿地公园、 体验稻

米全产业链的東禾九谷开心农场。

这里可以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

受人性本真，感受大自然的呼唤。

线路推荐： 港沿镇园艺村→東

禾九谷开心农场→东滩湿地公园→

瀛东生态村

●与孩子一起拥抱海洋

来长兴岛赏生态美景， 感受一

段知青峥嵘岁月， 体验丰富多彩的

农事活动，制一盏小桔灯，来一场激

情卡丁车，与萌宠嬉戏互动，犹如让

您回归到了孩提般的纯真年代。

线路推荐： 长兴岛郊野公园→

前小桔创意农庄→悦采香玫瑰农

场→横沙乡海岛艺术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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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条休闲农旅特色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