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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is regarded as a national strategy, which asks for a re-research and re-refining of region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a re-examination of ethnic traditional festival’s development model is required as well.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ubject care toward local
people and culture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inquires into the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in a background of new policy. It proposes that the way that ethnic festival takes par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should focus on giving full play to platform effect, which should be supported by local special products, cultural artifact and service, and achieve a diversified profit model. The pull of employment and
poverty-allevia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stretch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lo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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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扶贫”已升级为国家战略，新时期的旅游发展要求对地方性旅游资源再搜索和再提炼，要求重新审
视民族节庆活动的旅游开发模式。本文从旅游人类学对人和文化的学科关怀视角探讨新时期下的文化旅游
扶贫，认为民族节庆活动的旅游化发展应发挥节庆旅游的平台效应，以地区特色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和服
务为支撑，多元化盈利，通过拉伸产品的产业价值链带动地方民众的参与，实现广泛就业和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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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云南省的旅游发展曾一度被视为全国旅游发展的标杆，如今却饱受旅游负面新闻的困扰，长期的资
源主导型旅游开发模式使其文化、自然、社会等各种代价的消极影响在现阶段逐步凸显。在上世纪 90 年
代以前，诸多主客观因素使中国人的旅游需求积压太久，随着旅游条件成熟，国内旅游需求集中释放，
出现井喷式发展。与此同时，天然的自然和人文禀赋使云南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发展条件，成为享誉全
国的旅游目的地。旺盛的旅游市场需求是云南旅游发展的推动力，也是云南旅游停滞不前的主导因素。
云南旅游市场长期供不应求，致使旅游企业缺乏危机感和竞争意识，滋生惰性。旅游行业的过于安逸且
收益无忧使旅游监管者、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过于得意忘形和肆无忌惮，旅游从业人员违反行业规
范、有损地方旅游形象的事件层出不穷。云南旅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缺乏良性竞争、产品创新、管理
能力提升和人员素质提升等方面的倒逼机制，处于“吃老本”、“啃老”的缓慢发展阶段，旅游对地方
各行业的综合带动作用未见显著进展。当旅游市场已逐渐成熟，当旅游发展面临新机遇，云南旅游发展
模式的转变与创新也要与时俱进。
旅游扶贫是党中央确立的新时期扶贫开发十项重点工作之一，近几年是国家旅游扶贫的关键年份，
全国各地旅游扶贫项目开展如火如荼。与此同时，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再挖掘被提上议程，成为民
族旅游目的地的扶贫突破口。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民族节庆活动包含宗教文化、生产民俗、饮食
文化、服饰文化、娱乐文化等多种内容，因此，在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节庆被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资
源加以利用，是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突出表现形式。三十多年的旅游发展有得有失，民族节庆活动与旅游
的联姻亦如此。在国家整体旅游扶贫战略背景下，如何定位民族节庆旅游，如何选择民族节庆旅游的发
展模式，如何通过民族节庆旅游实现精准旅游扶贫？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文选取大理白族“绕三灵”、德宏景颇族“目瑙纵歌”和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等三个具有代
表性的民族节庆活动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思想探讨云南民族节庆活动在旅游扶贫
中的定位和选择。

2. 云南民族节庆活动的旅游化发展及其扶贫效益
根据不同地域和文化特征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不同阶段，本文重点选取了白族“绕三灵”、景颇族
“目瑙纵歌”和傣族“泼水节”这三个具有不同特点且处于不同节庆旅游发展阶段的民族节日作为研究
对象，探究云南民族节庆活动的旅游化发展及其扶贫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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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节庆活动介绍
2.1.1. “绕三灵”节庆活动简介
“绕三灵”是白族娱神娱人的民间狂欢节，是白族人民在大理苍山洱海独特自然景观和文化历史环
境中，在长期农耕生活和稻作习俗中形成的别具特色的一种“文化空间”形式。“绕三灵”也记写为“绕
山林”、“绕桑林”、“逛山林”等等，白语称为“观上览”(或记写为“拐上纳”[1])。所谓“三灵”，
是指洱海西岸三个神灵象征，它们是白族特有的“本主”崇拜中的几位重要“本主”和传入大理地区的
佛教神祗，供奉它们的庙宇分别称为“佛都”(大理崇圣寺)、“神都”(大理庆洞村本主庙)和“仙都”(河
诶江洱河神祠)。“绕三灵”以白族本主崇拜为内容，以娱神、娱人的歌舞、崇祀活动为载体，是一项
含有历史、宗教、民俗、艺术、商贸等诸多文化内容的大理地区白族最具民族特色的古老民俗节庆和宗
教盛典。
“绕三灵”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白族文化中的地位比“三月街”还高，但其知
名度远不及后者，(甚至一些大理白族人对何为“绕三灵”都难以说出一二)，观其缘由，笔者认为空间局
限和活动主题是导致“绕三灵”鲜为人知的重要原因。“绕三灵”白族民俗活动只限于洱海西边的喜洲、
银桥一带，区域范围小，往往都是这一带的居民世世代代不间断地参与，这一带的白族人数在 160 万白
族人中微乎其微，足见其影响力的微弱。
2.1.2. “目瑙纵歌”节庆活动简介
“目瑙纵歌”节即“目瑙节”，是景颇族的盛大而传统的节日，由景颇语音译而来，是“大伙来跳
舞”的意思。一旦活动开始，数万人踩着同一个鼓点起舞，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是中国西部地区的
民族狂欢节，有“天堂之舞”、“万人狂欢舞”的美称。只要有场地，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起进行目瑙
纵歌，它是世界上最壮观的集体歌舞，它是景颇族的文化象征，是景颇族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大概包含
了 5 大要素：①仪式时间是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一般持续三至五天；②仪式地点在筑有目瑙示栋的图腾
广场；③仪式程序严格且神圣；④仪式主体是景颇族民众；⑤仪式的功能在于凝聚景颇族的民族认同，
并由最初的单一的祭鬼活动演变成为多种类型的景颇人民驱恶扬善、预祝幸福的节日。节日囊括了景颇
族方方面面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现象，也综合了景颇族的文学和艺术[2] [3]。
2.1.3. “泼水节”节庆活动简介
傣族人世代居住在有水的地方，建筑、饮食、生活习惯、节庆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因此他们对
水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因此，人们会在节日时用水互相泼洒，目的是洗去对方身上的晦气与霉运，以表
明对他的真诚祝福。
关于泼水节的起源，现在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它曾是婆罗门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这种仪式为
佛教所吸收，经缅甸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因为其中带有“浴佛”的内容，因此又叫做“浴佛节”。“浴
佛”来源于佛经“龙王以香水灌洗太子”的故事，现在泼水节中仍然保留有这一仪式，人们认为这可以
祈福赈灾[4]。另外，泼水节所处的时间正好是西双版纳地区一年中平均气温最高的时候，是从热季到雨
季

1

的转变时期，而且泼水节过后，人们也就要为新的农业生产做准备。因此，傣族的泼水节同汉族的

春节意义非常相似[5]。

2.2. 云南民族节庆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云南各类民族节庆活动存在差异化的内容、模式和可参与性，因此以上三个民族节庆活动的旅游化
发展方式和程度亦有很大区别(见表 1)。“绕三灵”发展至今，宗教祭祀活动占据主导地位，且其宗教祭
1

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西双版纳的季节一般只分为冷季、热季和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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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Yunnan’s ethnic festivals
表 1. 云南民族节庆活动旅游化发展比较分析
绕三灵

目瑙纵歌

泼水节

特点

以宗教祭祀为载体的
白族民间交往和欢聚活动

兼具原始宗教色彩的
景颇族集体歌舞狂欢活动

傣历新年
兼具宗教祭祀和娱乐的傣族节庆活动

组织形式

民间自发
政府辅助

政府引导
民众参与

政府主导
广泛参与

参与主体

当地民众
零星旅游者

当地民众
少量旅游者

当地民众
大量旅游者

商品贸易

临时性的简易商品交易，
以生活用品、农具、
白族工艺品为主

有组织的商品贸易，
以德宏地方特产和玉石为主

有规模、有组织的商品贸易，商品类别丰富，
包括傣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南亚特色商品、
玉石、茶叶、服装等

文化效益

对内传承效益高
对外传播效益低

对内传承效益高
对外传承效益一般

对内传承和对外传播效益均较高，但存在文化误读

经济效益

不明显，惠及面窄

短时惠及直接参
与节庆旅游经济活动者

短时惠及直接参与节庆旅游经济活动的企业和商人

扶贫效应

不明显

不明显，仅限表层的餐饮、
住宿、交通等领域的短时带动

一般，能带动相关产业的产品生产和销售

祀活动是民众自发祭拜，旅游者若对白族传统的本主崇拜知之甚少或兴趣甚微，则难以参与其中。因此，
宗教祭祀活动不适宜作为开发对象而参与旅游发展。每年有数以万记的人参加“绕三灵”活动，但是参
与者以当地白族民众为主，鲜有外地人的观光或参与，热闹的集贸市场和琳琅满目的白族传统工艺品，
也只是当地人之间的买卖，无旅游收入可言。
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庆活动是德宏州“美丽德宏——康体天堂”旅游品牌打造的总体规划中的
重要环节，并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对其进行开发。当前的“目瑙纵歌”的旅游化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
但其节庆活动突出景颇族的文化精华，具有较好的文化传播效应。
本文所涉及的三个民族节日中，泼水节被认为是成熟的旅游产品，以“天天泼水节”为典型代表的现
代节庆旅游产品是傣族传统“泼水节”旅游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在旅游背景中，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
的节日文化内涵与传承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泼水节”和“旅游”有着“仪式”功能上的契合，
“泼水节”被旅游开发和打造可以看作再一次的“传统的发明”[6]。民族文化通过民族节日在“舞台真
实”的展演中传承着独特的文化符号，而且以旅游开发催生的“文化再生产”的形式进行着传承与发展
[7]。在需求多元化发展、旅游者逐步成熟的大环境下，从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效益等多重视角，“泼水
节式”的民族节庆旅游开发模式带给人们很多反思的空间。
从上述分析可知，旅游化程度较高的傣族泼水节在民族文化的对内传承、对外传播以及节庆旅游经
济效益等方面呈现出较明显的积极效应，其旅游扶贫效益也相对较高，但其扶贫的惠及深度和广度都有
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不论是与旅游发展并无太多关联的白族“绕三灵”，还是广为人知的傣族“泼水
节”，云南民族节庆活动的旅游化发展尚处于资源单一、管理粗放、模式刻板、效益单薄的阶段。民族
传统文化作为节庆旅游主打开发对象的状况依然存在于各个民族节庆旅游活动中，对地区产业的带动作
用也仅局限于餐饮、住宿、交通等领域的短期效益，就业推动作用不足，缺乏持续带动效应。学术界津
津乐道的“民族文化资本化”、“传统再发明”等思想也仅仅体现于某些节庆旅游的某些环节。云南民
族节庆旅游尚未展现其旅游扶贫的潜力的原因如下：第一，缺乏合理的顶层设计，缺乏地区整体协同作
用，旅游活动各大参与要素各自为政；第二，缺乏具有市场推广价值的产品支撑，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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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优越，特产丰富，但产品的提炼和市场定位仍有待思考；第三，缺乏具有未来视野的
管理水平，节庆旅游开发仍处于“吃老本”的状态，缺乏多元化盈利模式的开拓。因此，若要实现云南
民族节庆活动的旅游扶贫目标，应从根本上转变思路，改变节庆活动的旅游化发展模式。

3. 旅游人类学之于旅游扶贫
3.1. 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思想
时至今日，旅游人类学的“西学东渐”之路已经逐步实现中国本土化的发展。旅游人类学关于“文
化涵化”、“仪式”、“舞台真实”、“旅游者凝视”、“社区参与”等理论的分析和论述也得到广泛
认可，其思想已经通过意识形态形式影响着旅游规划和旅游研究[8]。如果非要对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思想
做一个简练的总结，人们会认同这样的观点：旅游人类学是对主动和被动涉入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人和文
化的学科关怀[9]。这里的“人”包含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人民，即关注和研究旅游者旅游动机、旅游需
求满足、旅游体验和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人民影响；而“文化”则指旅游人类学对孕育于旅游活动的
旅游文化和对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涵化与变迁的关注。

3.2.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助力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意为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
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多年来，旅游的扶贫效应，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
展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众所周知，但将旅游扶贫提升至国家战略却是第一次，因此，本次旅游扶
贫在概念、内涵、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与历年的旅游扶贫相区别。旅游扶贫效果的检验也不再局限于国内
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总量数据的通报，而是将扶贫工作落实到每一家每一户，通过旅游项目
的开发提升地区吸引力，拉动当地百姓的广泛旅游就业，真真切切地实施社区参与。虽然具体操作有一
定难度，但是顶层设计的这一思路无疑让大家看到旅游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曙光。
旅游人类学对人和文化的学科关怀要求旅游扶贫项目关注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切实利益，将当地人民
纳入真正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范畴，合理挖掘可资利用的民族文化，明确区分传统民族文化的旅游资源
类别和非旅游资源类别，切忌一味地博人眼球而丧失文化本义，应以一种有序地、自然的发展模式推动
地方旅游发展[10]。此外，扶贫先扶观念、扶贫先扶素质，旅游目的地人民参与旅游活动积极性和能力一
直是困扰社区参与的重要问题，精准旅游扶贫势必需要先改变当地民众固有的关于生活、生产、经济利
益、旅游服务等方面的观念，并提高其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能力和素质。旅游人类学秉承人类学的传统
研究方法，注重详尽的田野考察，并结合旅游活动的实际情况，形成以“民族志旅游”为主的研究方法，
其主要特点是长期深入旅游目的地普通民众，以旅游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记录所见所闻，并针对关键问
题开展访谈与问卷调查，形成珍贵的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和经济影响的一手资料，能真实反映当地民
众的切身需求和当地社会经济的真实情况，是开展旅游扶贫的基础。

4. 民族节庆活动之于旅游扶贫：平台效应
旅游发展应有“大格局”思维，即旅游发展应发挥地区整体协同效应，旅游参与者不可局限于旅游
管理部门、旅游直接相关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而应包括地区所有部门、行业和个人。一地的旅游发展
有赖于其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而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地方形象，地方形象的塑造涵盖自然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等硬条件，也包含城市管理水平、人员素质、社会文化氛围等软条件。
因此，旅游业是全行业参与、全民参与的综合型行业，旅游业的意义也在于对社会全行业的整体带动作
用，即旅游业是“平台产业”，应发挥“平台效应”，民族节庆活动在旅游扶贫中也应具有类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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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节庆活动如何助力旅游扶贫？关键在于准确认识民族节庆活动的基本属性，正确认识民族节庆
旅游开发的要点。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民族节庆活动在文化传承与传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传统民族节庆活动除了文化层面的特性外，也具有经济层面的意义，是民族地区开展商品贸易和经济交
流的重要场合，如大理白族“三月街”是云南闻名遐迩的物资交流大会，早在明清时期，四川、西藏、
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与商贸活动同时开展的宗教祭祀、歌舞表演、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又为民
族节庆活动增添神秘色彩和狂欢韵味。正因于此，民族节庆活动能够升格为民族节庆旅游。
民族节庆旅游开发的要点在于发挥民族节庆活动的平台效应(见图 1)，开发的对象不是民族节庆活动
本身，而是节庆活动的吸引力所带来的人气和宣传效应，否则本末倒置，容易滋生类似“天天泼水节”
那样的“伪文化”。当前多地的民族文化过度商品化已经广受诟病，民族节庆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商品化
利用应“点到为止”，民族文化在民族节庆旅游中的定位是把握民族节庆活动的平台效应，拓宽民族节
庆旅游的盈利模式，发展相关延伸产品。若将节庆旅游发展视为一部舞台剧，节庆活动只是绚丽的舞台，
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主角”则是依托于此的当地经济产品。节庆活动的平台角色仅是连接市场与产
品的媒介和纽带。真正承担经济任务的地方经济产品包含地方土特产品、物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大型
实景表演《印象大红袍》对武夷山地区茶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文化搭台，地区特产唱戏”的有力证明。
广西龙脊梯田地区通过举办“茶文化节”、“辣椒节”等活动宣传“龙脊四宝”：龙脊茶叶、龙脊辣椒、
龙脊水酒、龙脊香糯，将地方特产与节庆活动捆绑，实现文化传播与经济创收的双赢。当地瑶族与壮族
民族文化仅是相关活动的点缀和衬托，虽不是直接商品化对象，却恰到好处地融入节庆活动，是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

5. 结论
民族节庆活动的平台效应助力旅游扶贫，其运作机制可以简单概括为：民族节庆旅游活动处于旅游
扶贫利益链条的前端，其目的在于提升地方吸引力和增加人气，并为处于链条核心位置的特产、物化的
文化产品、服务等可资利用的地方资源发挥宣传和推广作用，产品带动整个产品产业价值链各个环节的
企业和工作人员，惠及面广，而这一利益链条的末端是参与生产(制作)和销售这些产品的地方社区居民和
村落村民，他们属于节庆旅游平台联动效应中的重要一环，虽尚未直接参与节庆旅游，但却是旅游扶贫
利益链条的直接受益者。创新观念，从切实关心旅游地居民和村落村民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理解民族节庆

Figure 1. The platform effect of ethnic festival toward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图 1. 民族节庆旅游对于旅游扶贫的平台效应

26

李鑫

旅游的作用，“平台效应”的定位具有传统节庆旅游开发模式难以企及的巨大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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