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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timulate the cultural reviv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some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built a platform for the preliminary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tourism service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ongle Lisu traditional villag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revitalize the space in the village and creat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P; Wake up the production space, 

increase the thicknes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fusion; Expand vacation space, enhanc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pth; Support related industries and extend the chai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upported by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strengthening talent reserve and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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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旅融合是激发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些传统

村落通过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为文化与旅游的初步融合搭建了平台，本文通过同乐傈僳传统村落

个案研究，提出：盘活村内空间，打造文旅融合 IP；唤醒生产空间，增加文旅融合厚度；拓展度假空间，提

升文旅融合深度；扶持相关产业，延伸文旅融合链条；加强人才储备，强化文旅融合支持的文旅融合的传统村

落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关键词：文旅融合，传统村落，同乐村  

 

1.引言 

传统村落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缩影，具有悠久的历

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记录着中国人民智慧的结

晶究竟该如何保护与利用，才能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得

以存续，并发挥其自身内在价值
[2]
，文旅融合无疑给

出了一个逐渐明晰的思路：将文化的魂与旅游的形进

行嫁接，让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得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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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相得益彰，成为复兴当地文化、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已成为一个发展研究方向
[8]
。 

2.研究的背景 

2.1文旅融合背景 

文化产业指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和销售，是以生

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

要为目标的产业
[4]
；旅游产业则是凭借旅游资源和设

施，或者主要从事招徕、接待游客、为其提供交通、

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六个环节的综合性

行业
[4]
；两大产业之间的边界相互交织、内容相互交

叉渗透，为两大产业融合提供了充实的内在基础。加

之，近年来国家更是秉着“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

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理念连续出台一系列方针政

策，支持与促进文旅两大产业的深度融合，为文旅融

合提供了坚实的外部保障
[3]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

合能够形成新的交叉业态即文化旅游产业，充分发挥

旅游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将各地独特的文化以旅游

的形式展现出来，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实现文

化产业化
[5] [6]

。 

2.2文旅融合与传统村落发展的关系 

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与自然资源的，

也是人类集聚生产生活的活态场所，按照“博物馆”

式的静态保护方法，割裂了文化的依附载体，阻碍了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保护，只有

将保护与发展结合起来，达到互利共赢，才能真正实

现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
[1]
。作为自然与人文的富集

地，传统村落自身已经具备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

自身发展基础。旅游产业能够充分施展文化产业的内

涵、提升其内在价值，文化产业能够为旅游产业附着

灵魂、充实内容
[7]
，通过文旅产业的融合与植入，能

够促进传统村落的文化产业化，实现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又能够推动传统村落旅游产业的文化丰度，助推

旅游产业的品质化升级，实现村庄更好的发展，从而

反哺于村落的保护
[8]
。 

3.同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基础研究 

3.1同乐传统村落的简介 

同乐傈僳传统村落地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西南部，隶属于维西县叶枝

镇同乐行政村。占地面积约 4.6 公顷，133 户人家，

村民均为傈僳族，使用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彝语支。村落依山势层叠分布，错落有致，是云南省

乡土建筑群中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保持最好的村

寨之一。作为云南省首批公布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

区，同乐村较完整地保留了傈僳族的多项非物质及物

质文化遗产，主要有傈僳族“阿尺木刮” 、傈僳族

音节文字 、“阿尺木刮”歌舞服饰、傈僳族木楞房、

傈僳族传统弩弓、傈僳族“阿尺木刮”音乐 、傈僳

族二十四部《祭天古歌》、村落与建筑群等。其中，

“阿尺木刮”于 2006 年 5 月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反映了傈僳族人民的生产生

活，是研究傈僳族文化的“活化石”。整个村落坐落

于一个朝南向阳的缓坡上，上方为葱郁的树林，下方

为溪流，建筑依山就势而建，宛若从半山腰生长而出。

传统民居的主体是傈僳族典型的井干结构木楞房，以

木楞为墙，木板为瓦，空间分上、下两层，半架空形

式，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是一种人畜共居的建

筑形式。整个建筑不上漆、不用铁钉，全靠木料之间

互相牵制，构造比较简单，就地取材，建造简易，造

价低廉，具有冬暖夏凉、易通风、易拆装的特点，非

常适应当地环境特点。整个村寨没有一栋非传统建筑

存在，是同乐村文化遗产的主要构成要素。原生的村

落环境景观、原真的傈僳传统文化、原本的生产生活

方式、原味的食材药材基地共同成为村庄的核心保护

与发展要素。 

3.2 村庄现状发展措施 

3.2.1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3.2.1.1 搭建文化传播与展示平台 

在村庄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基于村庄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发展需要，首先，在村庄中心建了一个约

205 平方米的同乐傈僳族民俗陈列室，分为综合展

区、阿尺木刮展区、音节文字展区、生活展区四部分，

用于收集、展示与传承村庄传统文化。其次，修缮了

阿尺目刮广场，为村庄最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与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 

3.2.1.2 完善旅游服务设施 

第一，新建游客服务中心，在村庄的入村口处，

新建一栋二层钢结构“木愣房”游客服务中心，作为

村庄旅游综合服务与咨询的信息窗口。第二，新建游

客接待中心，村落早期发生火灾，致使 11 户民居被

烧毁，为此由政府出资在原址上进行新建，征用房屋

为村接待中心，村庄现状利用重新新建的 11 栋建筑

作为接待、休闲、餐饮、住宿、观景、品茶等休闲的

集中旅游服务设施。第三，新建观景平台，在居住建

筑群对面的山坡上新建一座钢结构的观景平台，可观

同乐村全貌、庄房和水磨房区。 

3.2.2 探索“总支＋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
＋基地”的产业发展模式 

近年来，同乐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村庄成立了

阿尺木刮展演、傈僳族文化特色产业、生态产业和中

药材种植产业 4 个党支部，又结合各党支部的特点，

以党员牵头的形式，“量身定做”了同乐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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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山养殖和傈缘种植 3 个专业合作社。其中，阿尺木

刮展演党支部成立了阿尺木刮表演队，致力于传承、

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尺木刮歌舞，表演队共

有成员 40 人；傈僳族特色文化产业党支部，下设傈

僳族手工艺制作党小组、傈僳族饮食文化党小组、傈

僳族特色养殖党小组 3 个党小组，开发草编、织布（花

腊表）、制弩、木碗（思尼）、竹编、傈僳土酒（吉

培）、可耍俄里、茸扒拉、茸里、琵琶肉、土蜂、傈

僳药材鸡 12 个特色产品；生态产业党支部，设立了

核桃产业、生态保护党小组；中药材种植产业党支部，

从事中药材种植、核桃树种植、桃树种植，目前种植

药材面积达 900 亩，核桃 1000 亩，荞子基地 600 亩，

建设桃园 400 亩。 

4.同乐村文旅融合的路径探索 

4.1 盘活村内空间，打造文旅融合 IP 

同乐傈僳古寨是傈僳文化的发源地，众多非物质

文化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地，傈僳文化传承与保护

的“活化石”，具有文旅融合的强健内核，是村庄文

旅融合发展的驱动力。应该全面盘活村内可利用空

间，在不进行任何工程建设的条件下，梳理村内闲置

的民居院落与可利用的公共建筑、广场、巷道等空间，

以文化保护与文化品牌塑造为核心，以文化深度体验

为建设内容，将民居院落打造成为以纺织、编织、弩

弓制作、传统美食、传统民族音乐舞蹈、民宿等不同

的主题院落体验空间，将村内的广场修缮维护作为阿

尺目刮传承与活态演绎的空间，将村内的公共建筑作

为文化传习馆、井干式建筑保护与传承基地等，形成

以阿尺木刮为核心的系列体验空间，构建以木楞房屋

为核心载体，傈僳传统文化为重要体验内容的文旅融

合核心体验区，打造村庄文旅融合的核心 IP。 

4.2 唤醒生产空间，增加文旅融合厚度 

同乐村作为一个文化型传统村落，也是一个以农

业为主导产业的农业型村落，在其璀璨的物质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以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占据了重要的

部分。因此，挖掘其农业生产生活中可体验的环节，

并结合农文旅一体化的发展，植入游客可感受与体验

的要素，可丰富文旅融合的体验。依托现状同乐河谷

地带零星分布的水磨房、庄房、田房等生产性建筑建

筑用房，通过水磨房变五谷磨房与茶坊，田房变山野

农特产品售卖店，庄房变有机五谷粮坊等休闲商业业

态的植入，改变其只有农忙收成时才被使用的状态，

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游与农业的产业融合。

同时，挖掘傈僳民族能歌善舞，载歌劳作的习俗，传

承同乐傈僳居民载歌劳作的生产习俗，创新游客农事

体验方式，利用同乐河及村落周边的农田资源，打造

一片歌声相伴、农田寻乐的农耕文化休闲体验区，增

加文旅融合的厚度。 

4.3 拓展度假空间，提升文旅融合深度 

村落现状建成区及周边农林区域为文化保护区，

村内建筑大部分为村民自住用房，村内及周边可开发

利用的空间资源有限，村内文旅产业发展空间受限，

加之村落内建筑为传统的木楞房，用于旅游开发的居

住或其他体验相对较差，游客的体验项目性差、村庄

文旅融合发展的品质提升不足。因此，利用村落周边

可利用的建设用地资源，在尊重保护区的山水格局、

村庄肌理、建筑风貌的前提下，以“典藏乡村记忆、

回归原本生活”为核心理念，以“原”为建设理念，

以原生建筑形式—木楞房、原本生活方式、原味生态

美食等为建设内容，通过建设建筑体量与山水格局、

村落肌理相融合，建筑风貌、形态与传统民居建筑形

式相符的品质度假会客空间，打造一片与原村落相离

又相依，相像又相异的生态乡村休闲度假片区，在有

效保护好现状的建筑同时，能够有效扩充村庄的旅游

产业发展空间，提升文旅融合的品质与体验。 

4.4 扶持相关产业，延伸文旅融合链条 

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深挖文

化资源，最大可能将文化与旅游融合，做到能容则融，

宜融则融，另外还需要拓展与延伸文化与旅游的宽度

与可能性。因此，应该加强扶持文化、旅游、农业等

相关支撑产业，为文旅融合提供可能性。从同乐自身

实际出发，首先应该加强扶持文化产业，即以自身最

突出的资源优势——木楞房为依托，通过与省内外乡

土文化/古村落保护/传统建筑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

者、建筑高校师生、民间乡建组织等积极开展合作，

成立以中国传统民居—井干式建筑的建造工艺、建筑

技法、建筑材料、民间建筑艺人等工艺与文化的研究、

保护与传承为主题的科研基地、实践基地与乡建工作

室，将其培育成为同乐与外界对话、 同乐文化输出

的窗口，社会各界认识乡村、参与乡建、寻梦故乡的

大本营。其次，借力紧邻村落——白质洛村优质的中

草药种植资源，挖掘与传承傈僳医药文化，将中草药

种植与医药文化相结合，通过傈僳医药坊、中草药种

植基地、傈僳医药康养基地等项目的培育，打造傈僳

风情、傈僳医药文化、中草药文化相结合的文旅融合

新业态，丰富村庄的文旅产业业态，延伸产业发展链

条。 

4.5 加强人才储备，强化文旅融合支撑 

一方面，通过聘请专业人员开展集中旅游技能与

知识讲座、分批次输送部分村内中青年旅游从业者外

出定向学习等方式，提升村民旅游从业者的综合从业

水平，培养一批乡村旅游带头人，定期开展全村民旅

游服务意识、服务礼仪及相关技能培训，培育全村村

民皆为旅游服务者、宣传者、爱护者与维护员的全民

参与氛围；另一方面，以现状产业发展合作社为基础，

培育一批种植+旅游、养殖+旅游、手工业+旅游等以

产业发展为基础，并向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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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从多维度、多方向为村庄发展储配人才，强

化村庄文旅融合的技术与人才支撑。 

5.结语 

每一个传统村落的形成都是经过数百年与村落

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互作用的结

果，记载着人们与自然、人文对话的成果与结晶，是

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有的保护框架、村落

自身有限的发展空间等条件限定下，如何能够将保护

与发展的利益协调最大化；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

下，传统村落如何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通

过文旅融合的加持，重新焕发昔日的光辉，不再让依

附于传统村落产生的这些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不

仅仅只是记录在册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瑰宝，而是成

为能够熠熠生辉，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重要抓

手已成为一个值得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

维西县同乐傈僳传统村落的分析，提出“打造特色

IP、增加文旅融合厚度、提升文旅融合体验、延伸文

旅融合链条、强化文旅融合支撑”的文旅融合发展路

径，以期对其他传统村落的文化复兴与传承、文化旅

游产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项目基金 

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模式研究”

（2021J083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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