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７ 卷
２０１７ 年

第６期

中

１２ 月

国

发

Ｖｏｌ.１７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ｃ.

Ｎｏ.６

２０１７

５

民族贫困地区发展山地旅游的探索与思考
———以贵州省为例
刘司可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ꎬ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 山地旅游是近年来贵州旅游的新特色ꎮ 贵州山地旅游资源丰富ꎬ既有良好的自然禀赋ꎬ又有独特的少

数民族文化ꎮ 但是山地旅游发展过程中ꎬ仍然存在生态与开发不易平衡ꎬ旅游品牌尚未建立ꎬ文化元素融入不足ꎬ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ꎮ 借助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的推动ꎬ结合贵州少数民族特征ꎬ以及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ꎬ
该文提出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度ꎬ突出人文生态体验ꎬ适度开发功能设施ꎬ加强互联网营销等发展路径ꎮ
关键词: 少数民族ꎻ民族贫困地区ꎻ山地旅游ꎻ精准扶贫ꎻ贵州ꎻ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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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现状

等世界自然景观遗产已得到初步开发ꎬ成为贵州山
地旅游中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景观ꎬ黄果树瀑布及大

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

小七孔主要是贵州山地旅游中的瀑布景观ꎬ织金洞

山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ꎬ也是旅游发展的宝贵

和龙宫则是山地旅游中的溶洞景观ꎬ万峰林和双乳

资源ꎬ贵州省有 ９２.５％的国土面积是山地和丘陵ꎬ为

峰是山地旅游中的森林景观ꎮ 贵州又得益于良好的

发展山地旅游打下了良好的自然基础ꎮ 首先ꎬ秀美

红色文化、土司文化以及民国文化等宝贵文化资源ꎮ

的自然风光ꎮ 贵州的自然资源具有多样化的特点ꎬ

自然与文化资源的较好结合为贵州山地旅游提供了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是贵州自然风光给人们留下的独

强大的人文支撑ꎬ代表景点有千户苗寨、遵义会议旧

特印象ꎬ山、水、洞的有机组合构成了贵州丰富的旅

址、孔学堂、阳明洞等ꎮ 山地乡村与休闲旅游发展较

游资源ꎬ梵净山、万峰林、黄果树瀑布、龙宫等传统景

快ꎮ 近年来ꎬ随着贵州特色农业以及周边会展经济

区代表了贵州美丽的自然景观ꎮ 第二ꎬ悠久的历史

的带动ꎬ贵州的乡村休闲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ꎬ“ 爽

底蕴ꎮ 以海龙屯、万寿宫、杨粲墓等为代表的古代建

爽贵阳” 的名号得到传播ꎮ 山地运动旅游市场潜力

筑很好的展现了贵州悠久的历史人文ꎮ 在近代史

巨大ꎮ 山地运动旅游是近年来受到城市年轻消费者

上ꎬ贵州是中国的革命圣地ꎬ有着宝贵的红色文化资

喜爱的旅游项目ꎬ山地运动旅游不仅引领了贵州的

源ꎬ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历史事件均发生在贵州ꎮ

新型旅游消费的发展方向ꎬ更加激发了贵州的装备

第三ꎬ独特的民族文化ꎮ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部地区ꎬ

制造业ꎬ山地运动旅游将是贵州山地旅游将来的重

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ꎬ各个民族风情各异ꎬ有着不同

点发展方向之一ꎮ

的文化脉络与风土人情ꎮ 既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民族
服饰ꎬ也有各类民族风俗节目ꎬ可以为前来观光的游
客带去很好的精神体验ꎮ
１.２

山地旅游业态雏形初具
经过长期的奋斗与探索ꎬ贵州的山地旅游业态

已经初具规模ꎬ各种山地旅游形式正逐步形成ꎮ 山
地观光与文化旅游最为成熟ꎮ 目前ꎬ荔波漳江、赤水

２

２.１

贵州山地旅游发展困境
生态资源较为脆弱ꎬ旅游开发不易平衡
既要金山银山ꎬ更要绿水青山ꎬ旅游开发与生态

资源保护之间的权衡是社会需要面对的长期难题ꎬ
贵州在发展山地旅游的时候ꎬ同样不能忽视生态文
明建设ꎮ 贵州山地面积广阔ꎬ其喀斯特地貌更在全
球范围都极具代表性ꎬ但这种地质构造也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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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来了石漠化等负面影响ꎮ 贵州山地普遍地势险

作者简介:刘司可ꎬ助理研究员ꎬ主要从事贫困问题、经济管理等

峻ꎬ缺乏土壤ꎬ引起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ꎬ进而造成

方面的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ｌａｄｉｅｓｍａｎ２１７＠ ｑｑ.ｃｏｍ

整个生态系统都十分脆弱ꎮ 贵州山地区域植被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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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生物多样ꎬ但与之相伴随的也是脆弱的生态环

的融合还有所欠缺ꎬ游客在体验山地旅游的同时ꎬ对

境ꎬ而景区开发又不得不面对这种脆弱性的挑战ꎮ

民族地区的人文风貌并没有足够的感官认识ꎮ 那

首先ꎬ贵州之所以能长期以来保存较为完整的多民

么ꎬ这些游客就很难记住贵州山地旅游的人文吸引

族山区风情ꎬ很大程度是由于山区的闭塞性ꎬ较少的

力ꎬ可能在游玩过一两次以后就不会再来ꎬ因为别的

外来人口让这种民族文化资源得以保留ꎬ但是景区

地方也有美丽的自然风光ꎬ但是民族文化则不同ꎬ这

开发过程中如果让过多的游客进入ꎬ很容易打破这

是贵州独有的ꎬ只要将民族文化经营好ꎬ让山地旅游

种原生性ꎮ 第二ꎬ山地旅游与生态文明的结合也不

充分融入少数民族风情ꎬ才能让贵州山地旅游拥有

容易ꎬ如果过多的迎合山地旅游的需要去打造景点ꎬ

更长久的生命力与吸引力ꎮ

很可能会与原生态风貌显得格格不入ꎬ比如汽车俱

２.４

乐部、露营场所等等ꎮ 这就需要更多的考量山地旅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ꎬ周边辐射能力较弱
近年来ꎬ贵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

游与民族文化的融合问题ꎮ

步ꎬ特别是在高铁的带动下ꎬ交通设施层次上了一个

２.２

旅游品牌尚未建立ꎬ营销宣传亟需加强

新台阶ꎬ但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依然较大ꎮ 虽

贵州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ꎬ既有黄果树瀑布这

然现在到贵州较为方便ꎬ有动车和飞机等便捷的交

样闻名全国的自然风光ꎬ也有遵义会议旧址这样宝

通方式ꎬ但是对于山地旅游来讲ꎬ持续向下的交通管

贵的红色旅游资源ꎬ更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ꎬ但是

网则相对不足ꎮ 比如山地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兴义

贵州的旅游品牌打造与这些优质资源似乎还不够匹

市ꎬ在交通条件上不够发达ꎬ暂时还没有铁路或是动

配ꎮ 根据网络调查显示ꎬ在西南三省的旅游目的地

车等便捷的交通设施ꎬ大部分游客只能选择自驾或

选择上ꎬ５０％以上的游客倾向于选择云南ꎬ广西又以

是旅游大巴的方式前往兴义ꎬ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

一定的优势领先于贵州ꎬ可见ꎬ贵州的旅游品牌并未

制了兴义山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ꎮ 贵州地处中国西

对游客形成足够的吸引力ꎮ 山地旅游作为贵州近年

南部ꎬ相较于云南和广西ꎬ贵州深处内陆ꎬ边境游难

来重点打造的旅游项目ꎬ既可以发挥贵州丰富自然

以开展ꎬ区位优势并不突出ꎬ贵州虽然与重庆、四川、

资源的优势ꎬ又很好地融入了民族风情ꎬ具有很强的

云南、广西、湖南接壤ꎬ但是对这些地区的旅游辐射

可塑性ꎮ 但是贵州山地旅游品牌在国内却依然不够

作用也不够显著ꎮ 贵州的铁路系统以贵阳为中心ꎬ

响亮ꎬ特别是在山地旅游的主要消费群体———中青

呈现出发散性的发展脉络ꎬ但是至今仍与黔东、黔南

年消费者中尚未建立足够的知名度ꎬ并未引起消费

等民族贫困地区连接较少ꎬ大多是单线铁路ꎬ支线铁

者足够的关注ꎮ 打开途牛、携程等常见的旅游 ａｐｐꎬ

路不够丰富ꎬ严重影响了民族贫困地区山地旅游事

查看贵州页面时并未见到足够多的山地旅游项目推

业的进一步发展ꎮ

介ꎬ在各大旅行社的旅游项目中也较少看到贵州山

３

地旅游的介绍ꎬ旅游宣传仍然停留在黄果树瀑布、遵
义会议等传统旅游景点ꎮ 这些青年消费群体了解旅
游信息的常规途径未能得到较好利用ꎬ造成贵州山

３.１

国外发展山地旅游的经验总结
生态保护摆在首位ꎬ充分融入生态体验
无论是久负盛名的瑞士阿尔卑斯山ꎬ还是加拿

地旅游品牌知名度的营销不足ꎮ

大的班夫国家公园等ꎬ在开发山地旅游的过程中ꎬ都

２.３

文化元素融入不足ꎬ人文体验有待改善

始终将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ꎬ始终强调山地旅游

贵州发展山地旅游有一个独特的文化优势ꎬ那

的生态体验感受ꎬ让旅游观光客能够体验到最真实、

就是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ꎮ 传统山地旅游项目包括

最自然、最独特的感官享受与人文熏陶ꎮ 加拿大班

攀岩、赛车、露营等多种刺激的户外项目ꎬ这也是山

夫国家公园在 １９８８ 年就通过了« 加拿大国家公园

地旅游的魅力所在ꎬ但是单纯依靠这些传统项目ꎬ同
质化较为严重ꎬ四川、山东等山地资源较为丰富的省
份均可以开发ꎬ贵州要想脱颖而出ꎬ独特民族元素的
融入必不可少ꎮ 目前贵州山地旅游发展对自然风光
的利用较好ꎬ山地攀岩、汽车露营、喀斯特森林探险
等项目均很好的融入了生态资源ꎬ但是对民族文化

法» ꎬ强调始终将保存生态完整性放在山地旅游开
发的首要位置ꎬ并要求每一个公园要在公众的参与
下完成管理计划ꎮ 紧接着在 １９９５ 年ꎬ加拿大又通过
了« 班夫社区计划» ꎬ重点强调让广大民众参与到国
家公园的资源管理中来ꎬ形成良好的第三方监管机
制ꎮ 对于任何破坏环境的旅游开发行为予以监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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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ꎬ始终坚持适度开发的基本原则ꎬ保证山地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ꎮ 尼泊尔国家公园为平衡山地旅游体
验与生态保护ꎬ专门打造了徒步旅游的山地旅游项
目ꎮ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ꎬ为游客提供多条线路供

４

４.１

７

贵州发展山地旅游的路径分析
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ꎬ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贵州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ꎬ贫困问题比起其他

徒步选择ꎬ并且不去专门修建道路ꎬ而是通过游客的

省份更加复杂ꎬ既要让贫困人口在物质生活上尽快

长期行走形成自然地山间小路ꎬ这样既可以尽量减

摆脱贫困ꎬ也要尊重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文化习俗ꎮ

少对自然资源的改造ꎬ又可以最大限度保证游客的

首先ꎬ要确立贫困群众在旅游扶贫中的主体地位ꎮ

生态体验ꎮ

民族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各级扶贫部门及非政府组

３.２

加强文化内涵挖掘ꎬ多层面开发山地旅游

织等扶贫主体ꎬ可以适时转变发展观念ꎬ加强服务意

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山地旅游起步很早ꎬ已经有

识培养而非一味的进行救助ꎮ 一定要提升少数民族

好几百年的悠久历史ꎬ阿尔卑斯山的山地旅游项目

地区贫困群众主体地位ꎬ增长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

主打雪山文化ꎬ当地将瑞士特有的酒吧、乡村景观、

力ꎬ尽量让贫困群众自己做各种决定ꎮ 扶贫主体应

冰川地质博物馆等巧妙融入山地旅游ꎬ在少女峰修
建了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旅游观光专用铁路线ꎬ成功
吸引了全世界各国游客争相前来ꎮ 瑞士每年在阿尔
卑斯山举办冰雪运动会ꎬ吸引全世界的山地滑雪爱
好者参与比赛ꎬ长期保持了阿尔卑斯山在极限运动
爱好者心目中的良好口碑ꎮ 此外ꎬ阿尔卑斯山还形
成了很好的山地旅游产业链ꎬ打造了温泉疗养、度假
休闲、登山探险、乘坐全景观光列车、徒步雪山行走
等旅游项目ꎬ多层次的开发为山地旅游带去了更加
丰富的旅游体验ꎮ
３.３

充分调动居民参与ꎬ提高当地人均收入
发展山地旅游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ꎬ提

高居民人均收入ꎮ 美国、瑞士等国家在开发山地旅
游的时候非常注重当地居民的参与性ꎬ尽量让当地
的经营主体来参与管理运作ꎬ政府只是起到引导防
控的作用ꎬ以此来提高本土居民的获得感ꎮ 美国在

当以服务意识代替管理意识ꎬ将自己作为服务者而
不是管理者ꎬ不但要让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切身感受
到自身的发展可能ꎬ更要充分调动他们的扶贫参与
积极性ꎮ 再者ꎬ切实完善少数民族社区贫困农户扶
贫参与机制ꎮ 多开会ꎬ多公示ꎬ重点组织贫困群众和
村民代表进行旅游扶贫项目商议大会ꎬ将扶贫项目
开发的具体进展、落实情况、资金流向、收益情况等
与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商讨ꎬ向大家把申请都讲清楚ꎬ
再征求农户自己的意见ꎬ以农户的意见为基础来制
定项目规划ꎮ 将项目进展的每一步都对村民进行公
布ꎬ并让农户亲力亲为ꎬ让他们自己参与到经营、管
理等具体事务中来ꎮ 只有让农户亲身参与了ꎬ他们
才能有切实的感性体会ꎬ才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自
己成为了扶贫开发的主体ꎬ这样才有利于树立农户
的责任感ꎬ让农户在参与扶贫开发中可以全身心的
投入ꎮ

进行山地旅游项目开发的时候ꎬ只象征性的入股到

４.２

当地旅游开发公司ꎬ有的甚至只入 １％的股份ꎬ以此

旅游项目ꎬ让游客感受到最独一无二的生态人文体

维持民族文化原生性ꎬ重点突出生态人文体验
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风俗充分融入山地

来明确政府的支持ꎬ绝大部分开发和经营都是社会

验ꎮ 山地旅游的产品体系包括观光、运动、养生、自

机构来进行ꎬ并且规定让本地居民ꎬ特别是经济收入

驾、攀岩等等ꎬ将这些旅游项目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

较为低下的居民参与进来ꎮ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原住

在一起ꎮ 比如ꎬ在少数民族村落设计徒步行走的观

居民的收入ꎬ而且原住居民本身就是人文构成的一

光线路ꎬ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尽量不要让车辆进入ꎬ

部分ꎬ他们的加入对于保留山地旅游特色ꎬ深入挖掘

保持徒步行走的方式ꎬ既要游客近距离体会最真实

民俗文化内涵等ꎬ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ꎮ 加

的少数民族风情ꎬ也尽可能减少对少数民族群众生

拿大还建立了社区居民参与机制ꎬ用体制机制的办

活的干扰ꎮ 以山地旅游为契机ꎬ大力宣扬度假文化ꎮ

法ꎬ将本地居民参与山地旅游项目运营连接起来ꎬ比

目前ꎬ中国城市人口对休闲度假的接受度越来越高ꎬ

如让本地居民将自有土地或是其他资源作为股份ꎬ

有着很强的消费欲望ꎬ这一点与国际旅游发展趋势

融入到山地旅游中来等等ꎬ通过稳定的纽带将本地

是十分相似的ꎮ 瑞士阿尔卑斯山地旅游ꎬ就打造了

居民与旅游开发的利益联合起来ꎮ

很好的休闲度假场所ꎬ让游客可以在湖光山色之间

８

刘司可:民族贫困地区发展山地旅游的探索与思考———以贵州省为例

尽情停留ꎬ享受美景ꎮ 贵州山地旅游也可以尝试发

牛、穷游等旅游网站的营销合作ꎬ在各大旅游门户网

展度假游ꎬ让前来游玩的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到山地

站放入贵州山地旅游专题ꎬ并主打“ 少数民族特色”

旅游的感官刺激ꎬ也可以和少数民族群众一起生活ꎬ

等宣传概念ꎬ争取吸引更多城市旅游爱好者的目光ꎬ

加强人文感受ꎬ彻底放松身心ꎮ

同时ꎬ加强对山地旅游管理者及从业人员的培训指

４.３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ꎬ合理开发功能基础设施

导ꎬ开展全员营销ꎮ 重点对微信、微博、网站等渠道

生态保护必须放在第一位ꎬ经济发展的 ＧＤＰ 不

进行重点宣传营销ꎬ加快山地旅游智慧营销服务平

能滥用生态资源去换取ꎮ 比如ꎬ黔西南州应适度发

台建设ꎬ让国内外游客有更多知晓贵州山地旅游的

展工业ꎬ适量进行梯级开发ꎬ一定要尽量谨慎ꎬ不宜

途径ꎮ

大规模的开发建设ꎬ求精不求大ꎬ要维护好地区经济
的可持续性发展ꎮ 进行山地旅游项目开发ꎬ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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