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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困境与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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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轻工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当前“大众旅游”蓬勃发展，乡村民俗旅游成为越来越多游客愿意体验的项目,对乡村产业结

构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恩施州是湖北省少数民族主要集聚地，拥有丰富、独特的民

俗文化，本文通过分析恩施乡村民俗旅游资源概况及其开发成效，发现乡村民俗旅游开发存在的困境，并

提出相应优化路径，从而促进恩施州乡村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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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enshi rural folk custom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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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mass tourism", rural folk tourism has become a project that 
more and more tourists are willing to experienc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nshi minority mainly concentrated in hubei 
province, has rich and unique folk culture,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nshi country folk tourism resources 
situation and the results of development, and found that the plight of rural folk tourism development exist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path,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folk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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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俗旅游的界定，国内外虽然有不同的见

解，但本质内涵大体一致。一般来说，民俗旅游是

指以特定地域或特定民族的传统风俗为资源而加以

开发的旅游产品。我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

国家，有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当前，人们对精神

文化的追求日益提升，民俗旅游受到更多人们的青

睐，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地区成为广大游客打

卡之地。恩施州素有“中国好山水，天赐恩施州”

的美誉，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供人观赏，更有丰

富的民俗文化净化心灵。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民

俗旅游资源，不仅可以满足游客对异域文化的好奇

心，对于保护和传承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当地

经济发展，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

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1 恩施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及其开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气

候宜人，自然条件优越，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然旅游

资源，以及独具少数民族风情的民俗旅游资源。近

年来，恩施州积极对本地区民俗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吸引了大量游客体验民族风情，使游客感受到了文

化的价值和传承。 
1.1 恩施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概况 
（1）服饰民俗旅游资源。服饰是一个民族在穿

戴方面的文化体现，呈现出该民族特有的风情。恩

施州有 28 个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侗族

为主。土家族服饰比较朴素，多为青、蓝二色，男

子多穿短衣，女子则为大衣大袖、并佩戴一些首饰，

男女喜包头；当地苗族是从明清时期迁徙而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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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施州苗族穿着与当地汉族已无大的差别，戴饰

物的人也很少，只有在节日和婚丧时，部分苗族才

穿苗族盛装，佩戴银饰。恩施州将民族服饰与传统

节日、民族歌舞表演等相结合，比如各民族在过节

或者表演时，都会穿上民族服饰，游客也可以租赁

与民众一同参与，还可以体验拍照，切身真实的体

验民族风情。 
（2）饮食民俗旅游资源。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是

民俗的重要内容，在旅游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吸引了大量的美食爱好者和游客。如：除了风靡全

国的土家酱香饼和土家掉渣饼以外，游客还可以在

恩施品尝独具特色的张关合渣、芭蕉侗族乡的糍粑、

铁炉白族乡的砂锅鱼等特色美食。 
（3）建筑民俗旅游资源。由于多民族文化融合，

恩施州的传统民居建筑多为吊脚楼，比如彭家寨的

土家族吊脚楼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也保留了一些独特的建筑风格，

比如侗族的鼓楼、风雨桥，白族的木瓦房，蒙古族

的蒙古包等。这些特色民居不仅仅吸引大批游客观

赏、写生，还能满足游客体验住宿、娱乐购物、休

闲养生等项目。 
（4）交通民俗旅游资源。恩施有传统的交通工

具以及交通建筑。滑杆，原是土家族唯一上山下山

载货的交通工具，在恩施大峡谷中，滑杆作为景区

旅游交通工具，给游客带来独特的体验。侗族的风

雨桥由桥、塔、亭组成，建设风格独特，不仅仅方

便了人们的出行，更可以供游人纳凉和歇息。 
（5）文化民俗旅游资源 
①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展现了民族文化，反映出民族的生活

和历史传承。恩施有许多传统节日，比如女儿会、

社日、摆手节等，其中最隆重的是女儿会。女儿会

期间，恩施州各县市近 100 个寨子参与到这个隆重

的歌舞相亲盛会，土家儿女们“以歌为媒，以舞传

情”，吸引国内外数万名游客参与其中。 
②艺术文化 
在恩施的民间艺术的开发包括传统歌舞、大型

情景舞台剧、南剧、恩施傩戏等表演形式。南剧、

恩施傩戏、以及一些传统歌舞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含了当地民族的艺术智慧结晶，游客在观赏技术

表演的同时，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民族文化。 

1.2 恩施州乡村民俗旅游开发的主要成效 
（1）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恩施州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将自然和人文相

结合，积极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给当地带来

了较大的经济效益。除去 2020 年疫情的影响，自

2009 年-2020 年恩施州旅游业整体实现快速发展；

2020 年恩施州的 GDP 总量更是达到 1117.7 亿元，

其三次产业结构为 18.1：22.6：59.3，第三产业所占

比重最大。可见合理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不仅提高

了当地经济水平，带动当地人民就业，还促进了经

济可持续发展。 
（2）推动了城乡的融合发展 
恩施州下辖 2 县级市 6 县，共 88 个乡镇。随着

恩施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乡村游也逐渐兴盛起来，

比如彭家寨、鱼木寨、麻柳溪村等独具特色的传统

村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游览参观。久居城市

的居民来到乡村呼吸山间新鲜空气，吃农家饭，感

受特色农家文化，以此加强城乡间的交流，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 
（3）保护和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俗旅游扮演着重要角色，

也是民族智慧和文化的结晶。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量众多，包括民间文学等 10 种，其中恩施州州

级的非遗项目 188 个，湖北省级 70 个，国家级 16
个。在这些非遗项目中均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其

中，州级非遗传承人有 326 人，湖北省级 98 人，国

家级 12 人。政府单位让一些非遗项目进展览、进景

区，使得非遗项目走进大众视野，让游客感受非遗

魅力的同时，助力旅游发展。 
（4）促进了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 
恩施州境内为“八山半水分半田”，典型的多

山地区。依靠地形和资源优势，恩施州发展茶叶产

业，打造了“恩施玉露”、“恩施富硒茶”两大品

牌，“恩施玉露”的制作技艺选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到 2020 年茶园面积达到 178.82 万亩，

茶业综合产值达到 170 亿元。茶园不仅仅是茶叶生

产区，还是生态旅游的景区，建设了如龙马抹茶小

镇等特色小镇，游客在此可以欣赏茶园景色、品茶、

观赏恩施传统制茶工艺。茶旅融合延长了茶叶产业

链，将茶叶采摘生产、茶叶加工制作、茶叶销售与

旅游紧密结合，促进全产业深度融合和可持续发展。  



陈磊，陶丽萍                                                       恩施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困境与优化路径 

- 27 - 

2 恩施州土家族乡村民俗旅游开发的主要困境 
2.1 商业化严重，游客内心缺乏真实性 
商业化严重是很多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共性

问题。选择民俗旅游的游客往往是为了体验不同的

文化与生活方式，在乎的是民俗项目的真实性。开

发者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宣传上用“真实”、

“传统”来吸引游客，然而景区却充斥着商业气息。

随着旅游发展的需要，景区内有些店铺套着传统吊

脚楼的外壳，内部却多为现代商业的装修风格，小

吃与其他景区商业街大同小异。如果持续将商业经

营作为主要形式，那么民俗旅游也将失去特色，严

重影响民俗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 
2.2 活动内容单调，游客缺乏体验兴趣 
恩施州有多种多样的民俗项目。近年来，民俗

旅游景区的活动内容大多还是歌舞、戏剧、赶亲等

这些传统项目。这些民俗项目，游客第一次来可能

还会引起游客的兴趣，久而久之，游客就会丧失体

验满足感，不利于景区的长久发展。在一些村寨旅

游中，游客大多亦是参观村寨、看村寨表演、农家

乐、拍照留念这些重复性活动，游客参与度不够，

沉浸式体验很难实现。 
2.3 传统民俗传承断代严重 
恩施州特色民俗是其发展民俗旅游的重要内

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非遗文化项目。然而，就恩

施州州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年龄段分布（见表

1）来看，州级非遗传承人生于 1970 年以前的人占

比近 80%，生于 1980 年以后的传承人占比不到 7%，

特色民俗项目传承断代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培养新一批非遗传承人需要大量时间，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年轻人缺少主动学习和传承这些传统文化与

技艺的积极主动性。 

表 1 恩施州州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年龄段分布 

序号 年龄段 男 女 合计 比例 

1 1920s 10 1 11 3.37% 

2 1930s 15 2 17 5.21% 

3 1940s 53 5 58 17.79% 

4 1950s 49 7 56 17.18% 

5 1960s 79 34 113 34.66% 

6 1970s 36 12 48 14.72% 

7 1980s 11 10 21 6.44% 

8 1990s 2 0 2 0.61% 

9 2000s— 0 0 0 0.00% 

 合计 255 71 326 100.00% 

 
2.4 当地传统性和现代化的矛盾 
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给传统民俗的保护传承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由于现代文化更符合当下

人们的需要，当地居民感受现代生活的便捷和舒适，

难以回到过去传统的生活。另一方面，传统民俗在

现代化的影响下也在发生着变化。开发者为了满足

游客现代化的需求，赋予一些传统民俗以现代化的

元素，以此平衡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当下民俗旅游

更像是一个“舞台”，在台前，当地居民保持着传

统生活习惯；在台后则换上现代化的服装，过着与

游客无异的现代化生活。 

3 恩施州土家族乡村民俗旅游开发的优化路径 
3.1 平衡真实性和商业性冲突，创新营销方案 
民俗文化并不是不能进行商业化，问题在于民

俗文化能够多大程度的进行商业化。游客追求的真

实性体验是自身沉浸式的享受、了解民俗文化，而

不是感受开发者、商家的经济诉求。 
第一，在营销过程中可以采用“逆营销”的方

式。比如游客在乡村旅游时可以选择无菜单的方式

并结合季节提供土家特色美食，让游客自己选择。

第二，增加游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游客主动的

感受民俗文化，而不是事先人为安排好所有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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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71 年设计师格罗培斯在设计迪士尼乐园的

路径时，让游客走在没有路径的草坪上，而游客在

草坪上留下来的小路正是他设计所需要的路径，这

个设计获得当时“世界最佳设计”奖。第三，避免

在景区核心区域以及居民生活区设置商业区，将商

业区设置在景区出入口，方便游客游玩后消费购物。 
3.2 提高民俗活动质量，增加游客参与度 
游客选择民俗旅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感受与体

验传统民俗文化。因此，在规划民俗活动时，一方

面需要注重活动的质量和游客的参与度，比如，游

客在乡村自主体验土家族人民的一日生活，饮食上

与居民一起采摘、制作，让游客真正感受到回归田

园的悠闲自在。另一方面，多设置一些学习传统歌

舞的场地，使游客在欣赏歌舞的同时，还可以学习

歌舞，增强民俗文化在游客心中的印象。 
3.3 提高居民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民俗旅游主要内容就是民俗文化，对传统文化

的自信是发展民俗旅游的内在动力。在现代化快速

发展的今天，亟需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传

统文化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为此，第一，当地

政府部门要重视民俗旅游的发展，使居民相信凭借

着民族文化也能创造财富与价值。第二，有关部门

可以分年龄段组织民族文化的相关比赛，以此培养

非遗传承人，传播民族文化、技艺，增强民众文化

认同感。第三，引导年轻人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建

设中来，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加强当地居民对民

俗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做到与时俱进。 
3.4 平衡传统性和现代化的矛盾，促进文化有

机融合 
在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化交织过程中，我们既

要提高文化自信，也要正确把握文化认同带来的冲

突，不能过度的偏向于现代文化，而忽视了本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过度保守不接受现代文化，

而应做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如：在吊

脚楼的改造过程中，在不破环吊脚楼原始的建筑特

色前提下，可以对吊脚楼内部生活设施进行适当改

造，加入现代元素，使吊脚楼的居住环境更舒适。 
总之，民俗的核心是文化，独特的民俗文化和

异域风情正是吸引游客的体验的关键元素。开发民

俗旅游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和利益的冲突，需要平

衡两者的冲突，并在关注传统民俗的同时，注重民

俗文化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以此提升游客的旅游体

验感，促进民俗文化旅游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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