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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开发与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研究
———以黔西南布依文化为例
陈

琳ꎬ祁根深

(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ꎬ贵州兴义 ５６２４００)
摘

要: 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结晶ꎬ民族民间文化是具有极高价值的旅游资源ꎬ随

着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ꎬ民族民间文化旅游已成为生态旅游发掘的重点ꎬ怎样实现民族民间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ꎬ已成为生态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ꎮ 该文以黔西南布依文化为例ꎬ针对目前黔西南布依文化旅游的现状ꎬ提出生
态旅游开发与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原则和具体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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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作

旅游潜质ꎬ文化生态旅游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美学价

为指导ꎬ以保护资源特别是保护生态的多样性ꎬ维持

值的和谐统一ꎬ因而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对推动黔

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ꎬ促进环境保护与宣传教育ꎬ提

西南生态旅游发展ꎬ打造旅游品牌ꎬ加快投资环境改

高资源与环境的管理水平为基本特征ꎬ寻求旅游业

善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ꎮ

的发展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和谐统一ꎮ

１.１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ꎬ生
态旅游已经成为 ２１ 世纪世界旅游业的发展方向ꎮ

在生态旅游中ꎬ不同文化通过民族民间文化促

进交流与了解
文化旅游是最近几年根据游客需求出现并流行

原生、和谐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系统是生态旅游

的一个名词ꎬ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

的对象ꎮ 保护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ꎬ

化名人遗迹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

尊重并维护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性ꎬ保护当地

的旅游ꎮ 随着人们对文化旅游认识的不断深化ꎬ找

居民的利益ꎬ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ꎬ

寻文化享受成为当前旅游业出现的新时尚ꎮ 文化旅

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是生态旅游的核心要义ꎮ 开发

游发展创新区的战略定位ꎬ把文化旅游提升到了战

西部生态旅游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ꎬ实现经济社会

略的层面ꎬ越来越多的外地旅游者愿意到黔西南来

可持续发展ꎬ尽快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ꎮ

旅游ꎬ了解黔西南的民族民间文化ꎬ开展多种形式的

１

文化交流活动ꎬ助力黔西南民族民间文化对外交流

民族民间文化在生态旅游业发展中的作

用

与传播ꎬ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促进民族民间
文化交流ꎬ将在贵州与世界之间、黔西南与世界之间

民族民间文化是古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

架起一座文化桥梁ꎬ更加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了

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ꎬ是极具魅力的文化资源ꎬ它

解ꎮ

最集中反映一个国家ꎬ一个民族ꎬ一个地区的风貌ꎬ

１.２

包括先民们遗留下来的活动遗址、居室建筑、风俗习
惯、服饰饮食、待客礼仪、礼俗禁忌、节庆活动、婚丧
嫁娶ꎬ以及民族工艺、神话传说、音乐、舞蹈、戏曲文
艺、绘画雕塑、文娱体育、宗教仪式等ꎬ它具有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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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民族民间文化丰富生态旅游活动ꎬ助力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
民族民间文化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ꎬ作为一种
特殊的生产力ꎬ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ꎬ
将当地的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改造成为旅游吸引物ꎬ
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基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必然
会给当地居民带来相当程度的经济条件的改善ꎮ 在
“ 规划引领ꎬ项目带动ꎬ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发展创新
区” 的总要求下ꎬ民族民间文化旅游在增加就业ꎬ解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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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融合发展、综合带动同步小

或制定了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宗教禁忌、乡规民

康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ꎻ２０１５ 年黔西南全年旅游

约习惯法、礼仪礼俗等ꎬ在调节布依族人与自然的关

总人数 １ ９０８.３５ 万人次ꎬ比上年增长 ２５.０％ꎮ 其中ꎬ
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１ ９００.１８ 万人次ꎬ增长 ２５.１％ꎻ接
待入境旅游人数 ８.１７ 万人次ꎬ增长 １０.７％ꎮ 实现旅
游总收入 １４０.１２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 ２５.１％ꎮ 民族文

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ꎮ 例如:有些禁忌的对象便是
布依族所崇拜的自然之物神化之后的山神、树神等
等ꎬ每年的三月三ꎬ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祭拜山神、
灶神、扫寨驱鬼、预祝丰收ꎮ 每至节日ꎬ全寨杀猪宰

化旅游商品已成为集创业富民、产业推动、文化传

牛祭祀ꎮ 由于布依族文化中的宗教禁忌ꎬ对于保护

承、活跃经济为一体的特色产业ꎮ

生态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ꎬ约束和规范了人们的社

１.３

促进生态旅游良性发展

会行为、信仰ꎬ所以今天布依族居住的地方大多山清

在经济全球化和城镇社会化的不断冲击下ꎬ民

水秀ꎬ生态环境良好ꎮ

文化继承人观念的改变ꎬ不愿接受前辈的思想观念ꎬ

２.３

不愿继续扮演前辈在本族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ꎬ加

方面都直接或间接表达和承载了布依族人的生态伦

族民间文化的独立存在面临许多问题ꎬ由于本民族

之外来文化的同化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成为生态旅
游业研究的核心ꎮ 从生态旅游和民族民间文化各自
的特点以及民族民间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ꎬ探
讨生态旅游与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保护ꎬ建立发展
生态旅游、积极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有效模式ꎬ激活生
态旅游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ꎬ将使民族民间文化
得到有效保护ꎬ为生态旅游提供文化内涵促进生态
旅游良性发展ꎮ

２

黔西南布依生态文化
布依族文化ꎬ从居住、服饰、婚姻、节令、丧葬、宗

教信仰等方面观察ꎬ有许多 “ 土著” ( 原住民) 的痕

迹ꎮ 虽然千百年来ꎬ历经外来文化影响不断侵袭ꎬ但
布依族仍牢固地保存着本民族的许多习俗文化和思
想精魂ꎮ
２.１

一脉相承的生态文明思想
据史料记载ꎬ春秋战国时期ꎬ在南北盘江流域两

天然质朴的风俗习惯
布依族在其饮食文化、服饰、建筑、生活习俗等

理思想ꎮ 从建筑上来看ꎬ« 北史南僚传» 记载:布
依先民僚人“ 依树积木ꎬ以居其上ꎬ名曰干栏” ꎬ到明
代ꎬ布依族的“ 干栏” 建筑发展为“ 人栖其上ꎬ牛羊犬
豕畜其下” ꎬ与今天布依族村寨的“ 吊脚楼” 及其演
变的“ 地楼” 、“ 半边楼” 等相似ꎮ 依史书记载ꎬ布依
族人的房屋选址、造型、结构、用材等都与生态环境
有密切的联系ꎬ体现了布依族人的智慧、勤劳和审美
情趣ꎮ 从饮食文化来看ꎬ布依族做饭、烧水、取暖、对
食物的选择和搭配等都体现了该民族的良好的生态
习惯ꎬ例如:布依族每到清明节、三月三、四月八、六
月六、七月半等节日时ꎬ布依族家家户户都制作一种
名叫五花糯米饭( 或花糯米饭) 的佳肴ꎬ其中颜料选
择天然植物最具原生态ꎬ完全合乎环保要求ꎮ 从服
饰上来看ꎬ布依族蜡染服饰、自制布鞋、草鞋ꎬ也是非
常符合环保要求的ꎮ 从生活习俗上来看ꎬ布依族勤
劳俭朴、自强不息ꎬ内化的环保意识ꎬ热爱自然的民

岸就聚居着勤劳的布依族先民———古骆越人ꎮ 他们

族心理和行为习惯ꎬ折射了这个民族良好的生态伦

的生活资料ꎬ和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ꎮ

总之ꎬ布依族的原始古朴的建筑群、生产工具、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ꎬ布依族人创造了自己的独特

服饰等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布依族的精神面貌、民族

文化ꎮ 布依族先民经过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ꎬ没有

气质、民族性格等ꎮ 布依生态文化根植于布依族区

单纯向渔猎、放牧或采集方向发展ꎬ而是在保留渔猎

域文化土壤ꎬ与当地区域经济融为一体ꎬ有丰富的内

生存方式的同时转向主要以稻作农耕为核心的犁耕

涵ꎬ为生态旅游开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ꎬ有很大的潜

农作ꎬ进化为男耕女织的定居生活ꎬ并世代传承和发

质ꎮ

展了独特的农耕文明和民族文化风俗ꎬ在这些文化

３

沿江而居ꎬ依靠勤劳的双手从大自然适当获取必要

中包含了布依族人保护生态的思想和行为ꎮ
２.２

古老神秘的宗教信仰
布依族在长期的生存和生活实践中ꎬ约定俗成

理观念ꎮ

黔西南生态旅游资源现状
黔西南州民族众多、风情浓郁、历史文化悠久厚

重、气候环境得天独厚ꎬ旅游资源极其丰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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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丰富的旅游资源
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ꎬ是宜居之地和旅

游者的乐园ꎮ 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马岭河峡

３

文物有铜车马、抚琴俑等 ５０ 个ꎬ二级文物 ２０ 个ꎮ

３.５

宜人的气候环境

黔西南地处低纬度中海拔地区ꎬ气候资源得天

谷、万峰林、万峰湖 ３ 个ꎬ省级风景名胜区 ７ 个ꎬ省级

独厚ꎮ 终年温暖湿润ꎬ雨量充沛ꎬ阳光充足ꎬ空气清

址有 “ 兴义人” 古文化遗址ꎬ万屯、交乐古墓群ꎬ贵州

在地兴义市被评选为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中国

府试院、五省会馆、晴隆“ 二十四道拐” 抗战文化遗

虽然黔西南州生态旅游发展基础条件较好ꎬ但

址、何应钦故居、刘氏庄园等ꎮ 黔西南旅游资源具丰

是ꎬ在贵州全省 ９ 个地州市中ꎬ其旅游资源维生态位

自然保护区 ４ 个ꎬ省级以下风景区 ５０ 多个ꎮ 文化遗

新ꎬ是中国最佳人居环境和避暑胜地之一ꎮ 州府所

龙化石ꎻ名胜古迹有安龙招堤、明十八先生墓、兴义

十佳休闲宜居生态城市ꎮ

富性、独特性ꎬ景点密集ꎬ是中国西部旅游线上一颗
颇具开发潜力的明珠ꎮ
３.２

独特的自然景观
“ 天下山峰何其多ꎬ唯有此处峰成林” ꎬ黔西南

排名第 ６ꎬ市场维生态位排名第 ４ꎬ经济社会维生态
位排名第 ４ꎬ旅游生态位综合重叠度排名第 ８ꎮ 总体
上来说ꎬ其旅游排位并不理想ꎮ 由此看来黔西南生
态旅游资源处于欠开发状态ꎬ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

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典型、最为成熟、最为完

境建设的任务相对较重ꎬ旅游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ꎬ

整的地区ꎬ是世界锥状喀斯特的典型代表ꎮ 喀斯特

开发的潜力和发展前景还很巨大ꎮ

地貌孕育了这里丰富独特的自然景观ꎬ荟萃了峰林、

４

石林、峡谷、奇石、湖泊、飞瀑、云海、洞穴、天坑、森林
等ꎮ
３.３

对黔西南布依文化旅游价值开发的思考
在黔西南州“ 旅游产业旺起来” 实施方案中ꎬ政

浓郁的民族风情

府对黔西南旅游业发展提出要求ꎬ抓好民族民间文

黔西南少数民族众多ꎬ民族风情浓郁ꎬ民族文化

化的传承和保护是推动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ꎬ独具

独具魅力ꎮ 全州共生活着汉族、布依族、苗族、彝族、

布依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是黔西南生态旅游发展的

回族等 ３５ 个民族ꎬ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４２.７％ꎮ 这

潜在动力ꎮ 要利用三省区交界区位ꎬ依托独一无二

里民风淳朴、民俗各异、风情浓郁ꎬ特别是少数民族

的特色旅游资源ꎬ发展大旅游ꎬ推动精品景区升级版

的音乐、舞蹈以及节日、民居、服饰等ꎬ多姿多彩ꎬ特

形成ꎬ不断提升黔西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ꎬ树立“ 清

色鲜明ꎮ 布依族音乐“ 八音坐唱” 有“ 声音活化石” 、

净峰林ꎬ布依田园” 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ꎬ打造“ 纯

托” 被称为“ 东方踢踏舞” ꎮ 布依族的“ 八音坐唱” 、

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 天籁之音” 之美誉ꎬ享誉海内外ꎻ彝族舞蹈“ 阿妹戚

净养生地、清爽黔西南” 气候旅游品牌ꎬ把黔西南建

铜鼓十二则、土法造纸、布依勒尤、高台狮灯舞等独

康体养生胜地ꎬ以及富有特色的大西南生态会客厅、

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户外运动乐园、布依文化体验中心、旅游科普与观光

录ꎮ

农业相结合的乡村旅游示范区ꎬ把万峰林、马岭河、

３.４

深厚的文化底蕴

万峰湖“ 一城三景” 区域打造成为万峰林现代服务

黔西南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ꎬ清代乾隆年间

业聚集区的提升发展极芯ꎬ把兴义市打造成黔滇桂

创办了著名的笔山书院ꎬ辛亥革命后ꎬ涌现出一大批

三省( 区) 结合部的游客中心集散地ꎮ

杰出人才ꎬ如王伯群、王文华、刘斐章、刘显世、吴数

生态旅游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ꎬ目的是保护和

德等知名人物ꎮ 据史志记载ꎬ今黔西南所辖地域最

传承民族民间文化ꎬ利用生态旅游中的生态位扩充

早可以追溯到殷朝ꎬ历史久远、古迹甚多、文化厚重ꎮ

和协同发展策略ꎬ大力开发黔西南境内旅游资源ꎬ提

遗迹、古迹有:“ 贵州龙” 化石群、“ 猫猫洞” 古人类遗

升现有旅游资源品位ꎬ挖掘、开发山地旅游资源、民

址、夜郎文化遗址、南明遗迹“ 十八先生墓” 和“ 永历

族文化旅游资源ꎬ与黔南、黔东南等合作ꎬ打造三州

皇宫” 、二战公路遗迹“ 晴隆二十四道拐” ꎬ以及何应

民族地区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世界级品牌等ꎬ对黔

钦故居、国内占地面积最大的“ 屯堡” 式建筑群刘氏

西南旅游业发展有重要作用ꎮ 由此看来ꎬ独具特色

庄园、保存完好的民族村寨等ꎮ 全州有国家级文物

的布依生态文化在黔西南旅游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

保护单位 ２ 个ꎬ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９ 个ꎬ国家一级

作用ꎬ保护布依族文化ꎬ发展民族文化大旅游ꎬ实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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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ꎬ使布依族文化旅游成为黔西南的支柱

游中除直接感受景观外在的自然之美以外ꎬ还可以

产业ꎬ做好民族文化开发和保护的有机统一ꎮ

从传说中进一步领会过去人们将自己的心灵投射在

４.１

这些景物上所形成的人文之美ꎬ旅游景观与民间传

挖掘布依族民间传说、地名传说、故事ꎬ增强生

态旅游的内涵

说故事相映生辉ꎬ构成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ꎬ一座

中国旅游资源ꎬ哪怕是自然山水ꎬ都是充分人文

山、一个洞、一条河、一座桥ꎬ都有它们命名来由的故

化的ꎬ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具有旅游吸引力的

事ꎬ讲述它的来源ꎬ就增加了游人无限的兴味和无穷

山水美景由单纯的自然山水升华为人文山水ꎻ“ 看

的遐想ꎬ又对文化传说进行了新的收集整理ꎮ

景不如听景” ꎬ黔西南优美绚丽的自然景观ꎬ伴生着

４.２

一系列动人的传说故事ꎬ在游览自然风景的同时ꎬ了

利用民俗节庆活动、民族风情ꎬ增加生态旅游

的形式

解其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ꎬ是旅游者的普遍心态ꎬ民

丰富多彩的民俗节庆从不同侧面直接或间接地

间传说、地名传说等可增添旅游的神秘色彩ꎬ使旅游

反映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ꎬ民俗节庆活动是民族风

者启发情思震撼精神ꎬ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ꎮ

情的重头戏ꎬ节庆活动越是历史悠久ꎬ越可能在长期

如:在万峰林的传说中ꎬ充分利用地名的传说ꎬ

的文化积累中形成鲜明的民俗风情特色ꎬ从而蕴涵

融入布依族的文化元素ꎬ织女调集水族拦截孽龙的

旺盛的生命力ꎬ为增加生态旅游的形式ꎮ 以布依族

地方鱼陇( 即今贵州兴义市鱼陇) ꎻ孽龙连中七十二

的传统节日“ 三月三” 、“ 六月六” 、“ 查白歌节” 、“ 毛

坑坑相连) ꎻ织女将孽龙拉回大坝的地方拉回( 即今

活动ꎬ以布依文化展示为主线ꎬ把多彩布依文化与优

金梭塘( 即今绿荫塘) ꎻ织女用金梭在龙尸上划的那

动ꎬ真正体现黔西南布依文化内涵ꎬ展示布依文化特

金梭留下的坑梭坑( 即今双生ꎬ周围有七十二个坑ꎬ

杉树节” 为载体ꎬ通过举办具有布依族特色的节庆

纳灰) ꎻ织女伏龙的山抛魔山ꎬ金梭钉死孽龙的地方

美自然山水共鸣结合ꎬ开展风情游、研讨会等系列活

条沟龙背沟( 即今龙背沟) ꎬ人们安居乐业的村寨乐

色ꎬ促进生态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ꎮ 以节庆

业( 即今贵州兴义市乐立) 等进行收集整理利用ꎬ增

促旅游ꎬ向外界推介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ꎬ很好

加游客对万峰林布依文化了解的兴趣ꎮ

地宣传自己ꎮ 挖掘、提炼、包装具有原创性、民族性、

“查郎与白妹” 是布依族经典的传说ꎬ远在明朝

艺术性、文化性、吸引性等特点的大型精品旅游文化

洪武年间ꎬ虎场坝( 今兴义顶效查白村) 山大林深、

节目ꎬ如:册亨出品的大型布依族原生态舞台剧« 利

虎狼成群ꎬ有猛虎侵害人畜ꎬ吞噬牛羊ꎮ 一日布依姑

悠热谐谐» 的呈现ꎬ以布依族的神话传说再现了布

娘白妹上山砍柴ꎬ遇上猛虎ꎬ村中布依后生查郎营救

依人的起源ꎬ追溯布依人为了繁衍生息而与大自然

了上山砍柴的白妹ꎬ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互定终身ꎮ

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ꎬ 以饱满的艺术激情ꎬ歌颂了

山官李山猫垂涎白妹的美貌ꎬ设计害死查郎ꎬ白妹悲

布依族人民的生存智慧和诗化般的民族生活ꎬ是布

愤于农历六月二十一这天ꎬ放火烧了李家庄院ꎬ烧死

依族文化在新世纪一次华丽的亮相ꎮ

李山猫ꎬ自己跳入火海为查郎殉情ꎬ殉难的夫妻化作

布依族三月三的文化价值核心是祭祀和感恩ꎬ

一对白鹤ꎬ比翼双飞ꎬ在天空营回ꎬ向布依山寨洒下

从中体现了布依族的价值观、文化方式、社会关系结

甘露ꎬ甘露化为清泉流遍布依山寨ꎮ 为纪念查郎和

构、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文化原型ꎮ 据« 贵州民间故

白妹布依族兴起了传统的“ 查白歌节” ꎬ以歌代言缅

事集成安龙卷» 记载ꎬ东汉末年ꎬ一外来部落意欲

“ 查白洞” “ 查白河” “ 查白树” “ 查白桥” ꎬ形成布依

广西的汉将岑彭、马武率兵与布依人民一同抗击来

怀查郎白妹ꎬ虎场坝易名为“ 查白场” ꎬ附近出现了

攻占龙广四十八( 布依) 寨( 包括田坝村) ꎬ当时驻守

族人民别具特色的一种文化空间ꎮ “ 查郎与白妹”

敌ꎬ战斗中不幸牺牲ꎬ时为农历三月初三蛇场天ꎮ 人

的故事编导成一部布依歌舞剧ꎬ受到热烈的欢迎ꎬ查

们把这两位英雄埋葬在田坝村纳拿与者棉寨之间的

白歌节名声大振ꎬ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在虎场坝

土丘上ꎬ为他们立碑ꎬ修祠堂ꎬ并把农历三月初三后

赶查白场传承至今ꎬ查白歌会参加者多达数万人ꎬ为

第一个蛇场天定为纪念的日子ꎮ 布依族是南北盘江

旅游开发提供良好的机会ꎮ

流域的土著民族ꎬ居住地大多是坝子ꎬ水源好ꎬ土地

这些景观由来的传说往往具有艺术虚构的特

肥沃ꎬ将布依族的传统节日“ 三月三” 作为每一年届

征ꎬ使有关的自然景观的美感具有多重性ꎬ人们在旅

的“ 中国布依文化旅游节” 来经营ꎬ以布依风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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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为主题ꎬ展现布依文化为主线ꎬ经济活动为复线ꎬ组

万峰林自然风景结合ꎬ使游客既感受美丽的风景又

织布依文化研讨会、布依商品博览会、经贸洽谈会等

感受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ꎻ以布依族民族民间文化

系列活动ꎬ着重提炼和开发以布依歌舞、体育、节庆、

为主要吸引物ꎬ在万峰林风景区设立“ 布依族旅游

民俗、饮食、宗教等活动内容的布依文化旅游产品ꎬ

村寨” ꎬ把当地居民作为民族村寨旅游地文化传承

如:布依对歌、赶表、布依古音、古调( 布依铜鼓、八

和表达的核心主体ꎬ同时把民间说唱、歌舞配合起

音坐唱、唢呐、嘞尤演奏) 、表演ꎻ布依服饰浪哨ꎬ礼

来ꎬ让布依歌、勒尤浪哨、竹简情歌等与之结合构建ꎬ

仪( 进寨拦路酒、杀鸡敬客礼仪、敬酒歌礼仪、布依

保持它古老的风格ꎮ 客人来了ꎬ主人在这里身穿纯

婚礼ꎬ演示布依赶朶过程) 等民族传统节日进行主

正的布依族盛装ꎬ按布依族仪式迎送客人ꎬ让游客参

题宣传ꎮ 以优秀的布依族历史文化景观做平台ꎬ全

与其中ꎬ造成旅游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效果ꎬ形成“ 一

力打造布依族文化旅游精品吸引游客ꎬ一方面展示

村一品” 独具特色的布依民族民间文化旅游链ꎬ进

布依族地区的自然风光醇厚的人文风貌ꎬ独特的布

而开展对民族民间文化旅游资源深度挖掘、整理、管

依风情及“ 山清、水绿、地美、人和” 的生态环境ꎻ另

理、宣传工作ꎮ 以提高黔西南民族文化旅游的知名

一方面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网络、新媒体等多种形

度吸引更多客源ꎬ把黔西南建成全国布依族村寨生

式加大对黔西南的宣传和推介ꎬ促进文化旅游产业

态旅游地ꎬ服务更多的中外游客ꎮ

不断做大做优ꎬ为黔西南州大旅游发展找准定位ꎬ提

４.４

升黔西南形象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走进黔西南、

发挥地理优势ꎬ打好布依生态旅游品牌
黔西南属云贵高原东南部向广西丘陵过渡的斜

了解黔西南、投资黔西南ꎮ

坡地带ꎬ地处珠江源头南北盘江两大支流交汇的金

４.３

三角ꎬ地理条件独特ꎮ 要利用好国家和各级政府针

搞好规划ꎬ突出特色ꎬ发展黔西南布依村寨文

化生态旅游

对珠江上游水源地保护、沿江两岸自然生态环境建

来到黔西南旅游一看黔西南美丽的万峰林ꎬ二

设、喀斯特石漠化治理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

看布依族生活中的民俗ꎬ三看布依村寨ꎮ 按照旅游

化、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方面所提供的各

基本要素ꎬ要打造和开发一批生态环境优美、功能齐

种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ꎬ完善生态文化补偿机制ꎬ加

备、特色鲜明、主题突出、吸引力强、美誉度高、综合

强布依生态文化建设ꎬ保护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效益突出的特色旅游村镇ꎮ 黔西南 １０ 大美丽乡村

区、地质公园等自然、文化遗产ꎬ把布依生态文化建

包括兴义市南龙村、鱼陇村ꎬ义龙新区楼纳村、民族

设与旅游产业发展紧密结合ꎬ走可持续的旅游发展

村ꎬ安龙县打凼村、坝盘村ꎬ贞丰县必克村、纳孔村ꎬ

之路ꎮ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色

兴仁县锁寨村、鲤鱼坝村等ꎮ

旅游ꎬ开发设计多种与体验式、休闲式、康养式、深度

具有特色的民族村寨蕴涵着中华民族古老而灿

游相融合的旅游品牌产品供游客选择ꎮ 坚持区域合

烂的传统文化ꎬ它们是游客们领略民族风情的窗口ꎬ

作的原则和全域旅游发展的理念ꎬ以融合升级南盘

建设集民族建筑、民族活动、民族风情为一体ꎬ内容

江流域地区周边文化为基础ꎬ围绕万峰林布依文化ꎬ

丰富的村寨文化生态旅游ꎬ不仅可以让游客深入了

全力打造休闲度假旅游新地标景区ꎬ深入推进生态

解当地的民风民俗ꎬ真切感受当地山青水绿、景美的

旅游与农业、乡村、扶贫工作联动发展ꎬ打造兴义、百

良好氛围和不同地域所赋予的建筑特色ꎬ另一方面

色和曲靖国家级的旅游黄金线ꎬ进一步提高其生态

可以推出原生态的民族文化项目和产品ꎮ 走进黔西

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ꎬ形成名峰、名水和名寨的联

南州兴义的纳灰寨、乐立寨、鱼龙寨、查白寨、绿荫

姻ꎬ精品景点景区连接ꎬ客源信息互送ꎬ共创国家级

寨、楼纳寨等古老而有名的布依寨ꎬ寨前田畴肥ꎬ溪

黄金旅游线ꎬ进一步提高黔西南生态旅游的知名度ꎮ

流环绕ꎬ寨中榕树、金丝榔树和其它乔木枝叶茂盛ꎬ

总之ꎬ文化是旅游的灵魂ꎬ没有文化也就没有真

四季常青ꎬ寨后林木森森ꎬ古树参天ꎬ点点蜡染、件件

正意义上的旅游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ꎬ

银饰、刺绣ꎬ依山傍水的吊角楼ꎬ有着淳朴的民俗ꎬ浓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中的重要基础越来越被人

郁的风情ꎮ 这些保存完好的、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人

们所重视ꎬ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具有独特

文景观等文化旅游资源ꎬ具有极高的文化旅游开发

魅力的内容ꎬ在旅游的过程中得到欣赏、赞美、认同ꎬ

价值ꎻ在万峰林景区把原生态的布依八音、布依戏与

唤醒了当地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ꎬ因此在旅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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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打好民族文化这张牌ꎬ牢牢把握民族文化这
个灵魂ꎬ旅游产品才更有特色ꎬ才有利于民族民间文
化的传承与保护ꎮ 黔西南具有极其丰厚的民族文化
潜能ꎬ应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地缘优势、人文优势、经
济优势ꎮ 让黔西南以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人ꎬ以多
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打动人ꎬ促使民族文化得到加强
和再造ꎬ使黔西南旅游产业体系更为完善ꎬ结构更趋
合理ꎬ内涵愈加丰富ꎬ打造独具魅力的黔西南布依族
旅游文化ꎬ让布依文化走出贵州ꎬ走向世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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