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浅析隆林民族节庆旅游的现状与发展 
吴晓山 勾明奎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 桂林，541001）�

 

摘要：传统民族节庆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自上世纪 90 年代发展以来，至今已成遍地开花之势；对于

传统节庆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其中隆林各族自治县可谓典型。本文在分析了广西隆林各族

自治县举办民族旅游节庆条件的基础上，阐述了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开展旅游节庆的意义，同时论述了当

前开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足之处，并运用现代旅游策划学和营销理论对隆林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提出重

新改造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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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民族旅游节庆？根据旅游节庆及民族旅游的概念，民族旅游节庆即指依托某一民族

在某一特定地域内的一项或一系列旅游资源，通过内容丰富、开放性、参与性强的各种民族

活动项目以吸引大量参与者参与为基本原则，以民族活动带动一系列旅游消费和吸引投资，

进而带动该地经济增长为最终目的的所有民族文化活动的总和。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兴

办各式各样的旅游节庆，西部省区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也通过把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开发成为民族旅游节庆来吸引游客，发展民族旅游。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下文简称隆林），

聚居着苗、彝、仡佬、壮等少数民族，自然具有丰富的节庆资源，完全具备发展民族节庆旅

游的条件，同时就目前而言其发展也有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存在一些不足。 

 

一、隆林开发民族旅游节庆资源 

（一）概况 

地处广西西北部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的隆林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端的

南盘江畔，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东与田林县为邻，西南与西林县接壤，北以南盘江为界

与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册亨县隔江相望。聚居着苗、彝、仡佬、壮、汉等 5个民族，全

县人口 37 万中少数民族占 80.1%。全县总面积 3543 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 342180 人，隆

林地处高海拨低纬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民族工艺、民族风味小吃、民族

医药琳琅满目，堪称民族文化瑰宝。隆林水电资源十分丰富，是国家实施“西电东送”

战略的重要电源点。境内国家重点工程天生桥一、二级水电站和平班水电站，隆林矿

产种类多，交通便捷，县城距广西首府南宁 480 公里，距历史文化名城--百色市 220

公里，距贵州省兴义飞机场 85 公里，距南昆铁路顶效火车站 95 公里。国道 324 线横

穿境内，而且现在百色至隆林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隆林山川秀丽，原生态民族文

化多姿多彩，隆林之所以曾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专家誉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主要

取决于苗族同胞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隆林苗族跳坡节﹑彝族的火把节、仡佬族的“吃新节”、

高山汉族的吃苦耐劳不甘落后的精神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文化。然而，在保护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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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中，由于存在着认识不到位、开发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民族文化没有形成产业化

等等问题，使得民族文化资源逐步退化和消失。对于隆林来说，如何保护好原生态文化，促

进民族文化发展，建设和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二）主要节庆 

隆林的少数民族文化从整体上看档次较高，观赏性强，在当地盛行的节庆全是他们生活

的写照，形象逼真，民族气息浓厚。从内容、范围、对象来看，雅俗兼备、参与性强，相当

大一部分属于大众性的，为群众和游客所喜闻乐见。这些都为隆林举办民族旅游节庆开发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见表 1）。 

表 1：隆林主要传统民族节庆 

节期 名称 地点 活动内容 

正月初九 跳坡节 徳峨 芦笙舞、跳月亮、上刀山、下油锅、滚

地龙 、三锅桩、黑山羊评比 

三月三 兴坡 壮族村寨 对山歌、唱壮戏、荡秋千 

六月二十四 火把节 彝族村寨 打磨秋、抹黑脸、送布谷鸟、篝火晚会、

打陀螺、摔跤、汉族踩高跷、八音演奏

七月第一辰日 尝新节 仡佬族村寨 宰牛祭祀 “老祖宗”树下边舞边唱 

婚嫁酒宴之时 “颠罗颠罗那”

排歌节 

壮族村寨 “颠罗颠罗那”山歌对唱 

女儿出嫁之时 高山汉族哭嫁 高山汉族村寨 母女、亲戚互相对哭表不忍离去之情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资料整理） 

1.苗族跳坡节 

“苗家米酒坛坛香，欢迎贵客到我家，迎到家里喝八碗，边对山歌边喝酒……”这是隆

林苗族跳坡节的迎宾客歌，可能你会听不懂，但歌曲悠扬动听。特别是从苗家的少女口中唱

出来。跳坡节时间是从农历正月初二到十五元宵节，它是隆林各族自治县苗族人民一年中最

盛大、最隆重的民间传统节日。徳峨苗族的跳坡节：你会看到在坡场当中竖一根很显眼的光

滑的木杆，这木杆有三丈余高，在坡竿的顶端吊一块当地农家自己腌制的腊肉和一葫苞谷烈

酒。随着主持人的讲解以及节目的推进，最激烈的就数这个项目了，这个活动一般都是苗家

的小伙子才能做，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青年男子都会使出看家本领，他们像猴子一样爬到

滑竿的顶端，在上面喝完酒壶的苞谷酒，取下腊肉，然后双脚倒挂的滑下来。顺利完成的就

会得到姑娘们的青睐，向他们抛苗族姑娘的头巾以示爱。还有其他的活动如跳芦笙舞、摔跤、

骞马、对山歌……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发展隆林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目前县政府正在申

请把德峨乡苗族“跳坡节”列入国务院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是整合隆林苗族文化资源、打

造民族文化品牌，让“跳坡节”走出隆林、走出广西、走向世界的最好的途径。 

2.壮族三月三兴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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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坡是壮语，意思是到野外到山坡上玩耍，是隆林壮族民间特有的民俗传统，每年清明

节前后就是三月三左右，此时阳光明媚，山花烂漫，草长莺飞。在这个时节，村村寨寨的青

年男女就会到山野上踏青去，他们对山歌唱壮戏尽情玩耍嬉戏。最后能达到认识彼此交流感

情，有的就是这样结成一对。相当现在社会的一个交友平台。 

3.彝族火把节 

“火把节”意思就是燃着火把，围着篝火过节。火是彝族的象征。火把节是彝族一年中

最隆重的节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彝族的火把节。火把节这一天，彝族的各个村寨都

会宰杀他们喂养的牛，平分给各家各户，他们还要用煮熟的牛肉来祭祀他们的祖先，下午，

彝族人民还端着牛肉和紫红色糯饭，送到村寨边最高的山上去喂布谷鸟。到了深夜，他们就

手持火把，绕着他们的住宅和田夜转，远远看去，很是漂亮，像火龙般游走，还将未燃完的

火把插在田坎上，说这样可以驱除害虫。最为有趣的是他们还互相用燃过的火把黑炭抹黑脸。

“青花海碗玉溜溜，酒送坨肉嫩悠悠；远方客人来彝寨，请喝美酒送坨肉”这是彝族山歌，

彝族姑娘到你面前唱起这样的山歌，往往手中已经有一碗满满的玉米酒等着你了，听着动听

的山歌，这酒你就爽快喝了吧。 

4.仡佬族尝新节 

“冷的去了热的来，旧的去了新的来，苦的去了新的来……”每年的夏收前后，仡佬族

人都会围在老祖宗树下边跳边唱着这样的歌曲，每年田地里的庄家成熟了，各家各户都会去

田地里收割一些成熟的瓜果蔬菜回来。舂成米磨成面煮成熟饭，全村男女老少聚集到老祖宗

树下祭祀。寨佬头戴竹笠，身披蓑衣，手持竹响稿，绕着老祖宗树边唱边跳。 

5.“颠罗颠罗那”排歌节 

这个排歌节其实也是壮族年轻人交友的一种形式，“颠罗颠罗那”内容丰富，十分规范，

年轻人到别的村寨做客，被邀请而唱这样的歌，通过唱歌，他们相识甚至相爱，在婚嫁酒宴

上是必不可少的，歌中有小调，小调是情歌，是双方表达爱意的曲调，小调与排歌互相穿插，

听起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6.高山汉族婚庆 

高山汉族的哭嫁，在隆林有很多地方属于高山山区，由于战乱，很久以前就从别的如四

川湖南等地搬迁来的汉族，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是壮族居住地了，所以他们只能住在高山上，

那里条件十分艰苦，所以隆林的汉族有着能吃苦耐劳的精神，隆林高山汉族有一个很特别的

习俗，就是每当女儿出嫁之时有哭嫁的习惯。谁家的女要出嫁了，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父母兄

弟姐妹，就会在离家出嫁前三天开始在自己房间里哭泣。表示不舍得离开，这样的哭嫁是有

一定的哭调和套路的，在母亲和女儿对哭时，是最最让人感动的，母女都会细数这些年来母

亲对女儿的种种关心以及女儿爱母亲的点点滴滴，一般旁人都会流眼泪的。最后媒人看时间

差不多了，就会把母女分开。女儿踏出自己家的门槛就不准再哭了。这样的哭嫁一直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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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隆林民族旅游节庆开发的意义 

把这些节庆和民俗活动与隆林当地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土房木房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建筑

艺术，以织锦和刺绣为代表的服饰文化和以苗族辣椒骨和彝族的坨坨肉，以及苗族的经典“羊

瘪汤”为代表的饮食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统一开发是大有好处的。 

（一）加快旅游发展步伐，增加旅游收入 

对旅游者来说，旅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了寻求新的文化感受，地方旅游节庆是集中

展现地方特色旅游产品、地方精神与文化的最佳载体，容易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游览观光。在

隆林利用当地少数民族特有的各种传统节庆如苗族的跳坡节、彝族的火把节、仡佬族尝新节、

壮族“颠罗颠罗那”排歌节及各种民俗活动来举办节庆活动，形成一种独特的旅游产品来吸

引大量的本地及外地旅游者前往，从中可以提高当地餐饮、住宿、交通等旅游设施的建设和

使用率，刺激各类旅游活动、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旅游者的其它必需消费，从而增加

旅游收入。同时旅游收入的增加又可以反过来刺激隆林旅游资源的开发，促进旅游业的良性

循环发展。 

（二）塑造隆林形象，提升知名度 

舆论宣传、促销是旅游节庆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作为地方的一面旗帜，旅游节庆密

切关系着旅游业和地区在整体形象上的塑造和宣扬。在隆林举办各少数民族旅游节庆活动，

节庆期间或前后，都会通过电视、网络、报纸、刊物等大众媒体对节庆盛况、隆林的历史文

化、各个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和旅游产品、旅游线路等进行宣传介绍，这无形中塑造了隆林

形象，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使外界有充分认识和了解隆林的机会，促进对外的交流与合作。 

旅游节庆规模较大，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行业较多。它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当地景区、

景点的建设发展，诸如餐饮业、旅店业、交通运输业、各种休闲娱乐业等都得到推动和发展。

目前，隆林旅游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交通、食宿等方面都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通过举办民

族旅游节庆，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引起政府及各企业招商引资、筹集资金，带动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在交通、住宿、餐饮等各方面加强建设。这对于塑造区域形象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丰富旅游产品内容，增强旅游吸引力 

在旅游者越来越偏好参与性旅游活动的今天，以前那些仅仅以观光旅游为主的旅游产品

正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吸引力，而参与性强的节事旅游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隆林各族

自治县各个乡少数民族传统的节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了苗族、彝族、壮族、仡佬族、

高山汉族的服饰、饮食、建筑、歌舞等方方面面。将这些传统节庆活动与现代旅游节庆的开

发理念相结合，在不改变原有传统民俗节庆的原则下，增加旅游者的参与度，使游客通过参

与娱乐性较强的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从而使隆林的旅游吸引力上一个

新的台阶。这样的民俗旅游节庆可以使得隆林的旅游产品结构更加完善和丰富，摆脱以前旅

游产品多为单一的徳峨苗族“跳坡节”和彝族“火把节”的局面。参与性强、活动内容丰富

的民族节庆融入到隆林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如天生桥高坝水库景区、金钟山原始森林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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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瀑布景区和苗族彝族壮族的建筑奇观土房、木房、吊脚楼中，将改变以前单一的参观旅

游，达到动静结合，增强当地的旅游吸引力，焕发旅游新的活力。 

（四）弘扬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传统 

隆林当地的传统文化、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是旅游节庆开发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

内容，与此同时成熟的旅游节庆有广泛的民间参与，因此可以说旅游节庆是展示民族民间文

化艺术的“大观园”，若将隆林各族自治县各个乡的传统民族节日提炼为一个固定的旅游节

庆吸引游客前往，那不仅节日本身所包含的艺术文化，而且各个民族的服饰、建筑、饮食、

歌舞、习俗等艺术形式和艺术珍品经过锤炼都能展现在游客面前。同时在这种节日文化活动

中，有当地广泛的民族群众的参与，能使得各个民族民间艺术在节日文化中，不断扬弃，积

淀其精华，弃其糟粕。随着现代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昔日相对与外界隔绝的隆林少数民

族地区正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一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特别是无形的精神文化遗

产，诸如苗族彝族仡佬族语言、工艺美术、风俗礼仪等快速地面临着消亡的严重危机。据调

查:在苗寨方面，由于受经济发展、火灾、观念更新等客观原因的影响，混泥土建设楼房占

苗族的比例多则 70%，少则只达 30%，使苗寨整体逐渐丧失原味;在吊脚楼、泥土房、木房方

面，有 50%以上的壮族吊脚楼、70%以上的泥土房被闲置，同时绝大部分的苗族建筑都是木

质或者泥土结构，由于时间久远，这些建筑物逐渐腐化;若以当地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载体

举办旅游节，可以有效保护和挖掘当地少数民族的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精神文化遗

产。根据隆林本地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习俗浓厚、节日众多的特点，应重点引导民间传统节日

诸如跳坡节、火把节、尝新节、芦笙节、排歌节等举办旅游节。以这些节庆活动为载体，使

得隆林少数民族传统的民族节日和民间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在新的形势下得以

充分展现，并使得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三、隆林民族旅游节庆开发的现状 

隆林的各个乡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民族节庆，如徳峨乡的跳坡节、火把节，是隆林两个

重要的旅游品牌，最具地方民族特色。这类节庆是当地苗、彝族传承下来的节日，有广泛的

群众参与基础，一方面保证了节庆开发的大众参与化；另一方面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积聚

人气，感染气氛，节庆有“声势”，又有“气势”。可谓有声有色，并且这类节庆的民族文

化真实性和传统性保存都较好。 

同时，这些节庆活动多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秉着“以歌会友、以舞传情、以节促商”

的活动宗旨。同时强调游客的参与性，如徳峨乡的“苗家生活大体验”、“打陀螺”,火把

节的“抹黑脸”等活动使游客身体力行，切身感受少数民族文化民俗，尤其是“打磨秋”活

动深受游客欢迎。增强全县各民族各阶层的凝聚力，加强隆林县和外界的联系与合作，增进

周边地区的民族融和，完善隆林旅游产品结构，促进隆林旅游经济发展。但就其目前而言，

还存在一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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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节庆文化开始异化 

隆林少数民族的各种传统民间习俗和庆典活动如壮族“三月三”山歌对歌比赛、彝族芦

笙比赛、壮族的兴坡等原来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按照传统的内容和方式举行。而现在，

因为举办节庆期间时间上的局促，还有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而过度的商业化包装，专门安排

打磨秋表演赛作为节庆活动的项目之一，同时在“彝山色”彝族火把节表演晚会上也有打磨

秋的表演。少数民族的这些民间习俗和庆典活动根据旅游者的需要随时搬上舞台，活动内容

也往往根据旅游者的需要而被压缩、删减，活动的节奏也明显加快。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

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和价值所在，也违背了旅游节庆可以保护地方特色文化的初衷。 

（二）节庆主题不够鲜明 

主题的地方特色不够鲜明，与其它少数民族地方举办的旅游节庆有雷同之处。一方面由

于文化旅游节开发深度不够，未能充分展现出隆林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所以主题不够个性

化，节庆活动还没能走出“会议+演出+参观”的模式。举办的一些活动，诸如摄影比赛、服

饰参赛等没有突显出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并且节庆活动范围仅限徳峨乡内，没有充分

利用隆林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另一方面与贵州聚居的少数民族有很大的相

似性，目前这些地方的旅游开发基本以地域和行政区划为限、各自为政，使本应该作为一体

开发的旅游区按地域形成了彼此割裂的独立地区，因此在旅游节庆上出现了重复开发、雷同、

特色不鲜明、相互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且旅游节都以少数民族大歌、芦笙舞等民族表演活

动为主，都辅以少数民族商品交易展销会，组织性不强。 

（三）宣传促销力度不够 

隆林的“苗族跳坡节、彝族 7 月火把节”等节庆活动虽然举办过很多届了，但是除了在

节庆举办期间有报纸、电视等媒体对外发布宣传外，当地一方面因资金问题没有对节庆做过

多的宣传和促销，这也就使得旅游者对该文化节了解很少，该节庆旅游在区内外知名度不高。

另一方面宣传促销的方法单一，目前在隆林旅游节庆举办前后主要采用的宣传方法为电视等

大众传播媒体的报道宣传，其他的宣传方法很少，使得外地的游客、参与投资的企业对节庆

了解不是很深。 

（四）品牌效应不强 

旅游品牌应该和旅游节庆紧密地联系成一个整体，这是旅游节在大众心目中树立的形

象，与其它类似节庆相比获得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文化旅游节品牌的树立应注意三方面

问题,一是旅游节的具体活动内容的设置，旅游节的宣传促销和旅游节品牌的设计。隆林旅

游活动没有形成规模和轰动效应;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缺乏，不能进行很好的宣传促销，再次

旅游文化节既没有实现品牌商标化，又没有品牌名称、品牌口号等，三个原因导致了旅游文

化节品牌效应不强，隆林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也不明显。 

 

四、隆林民族旅游节庆开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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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位目标市场 

我们选择目标市场，首先要以市场分析为前提。在进行市场分析时，必须作认真的市场

调查，对旅游节事活动的客源市场进行细分。隆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客源市场现状见表 2。

多年来，隆林县旅游客源市场一直以境内游客为主，海外游客为辅；区内游客多，区外游客

少的局面。其中来自本县、周边县、百色地区的旅游者最多，旅游目的主要是以观光和休闲

度假为主，欧美、东南亚、港澳台等是隆林县的主要境外客源地，因此隆林举办文化旅游节

的旅游客源目标市场应定位在:以境内客源市场为主，境外客源市场为辅。境内客源市场以

广西区内和珠江三角洲为主，其他省市次之；境外客源以美国为主。从旅游的目的来分，民

族文化体验客源市场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市场为主，绝大部分游客不再仅仅满足于游览少数

民族建筑群、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情，而是要真正融入到各种民族文化中，从中了解和

体验民族文化的内涵和趣味；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旅游市场在我国己越来越受到重视，市场份

额也越来越大，隆林县的原生态少数民族旅游必能招徕众多游客。 

表 2：隆林县接待境内外游客人数统计（单位:万/人次） 

年份 2009 2010 2011 

境内旅游人数 2.8 3.7 5.2 

境外旅游人数 0.3 0.36 0.48 

合计人数 3.1 4.06 5.68 

（资料来源：隆林县旅游局提供） 

（二）定位节庆主题 

节庆主题包括节庆名称和节庆活动主题，其中节庆名称来源于节庆载体资源，所选择

的节庆名称应包括的载体资源一般为地方文脉的主脉络之一，以体现地方性，使游客从旅

游节庆的名称中就能感受到强烈的旅游目的地信息。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定位要依托文化

内涵和自然资源，应当根据主办地的资源特色，寻找“惟一性”和“特殊性”，将这些特

色加以浓缩升华，形成鲜明的主题形象。目前隆林举办的“苗族跳坡节”“彝族七月火把

节”，它以欢乐、友谊、安定、团结为永恒主题，这一主题表达出了隆林少数民族极富特

色的歌舞艺术文化和以德峨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民俗民风，但该主题没有体现出隆林当地

更为独特的特色文化。隆林与其它省的少数民族地区相比，旅游资源较突出的有两方面:

一是隆林少数民族节庆多、习俗风情浓郁，一年四季月月有节，如壮族除了 4 月之外月月

有节，并且每个节庆都伴有很多相关的民俗节庆活动。例如跳坡节是隆林县知名度较高，

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在节庆举办时的民俗活动有:滑竿、打磨秋、

选苗花等，有较强的大众性和参与性。另外隆林县，至今依然保留有浓郁的传统民族风情，

一年到头以传统少数民族节庆为主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例如壮族三月三比赛唱山歌、仡

佬族尝新节、高山汉族的婚礼哭嫁等，在文化节中应存在有这些特色节日和活动。在少数

民族建筑文化上成果比较突出，尤其在吊脚楼建筑文化方面，以壮族和高山汉族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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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苗族的土房草房，无论是在建筑规模、历史价值和数量上，还是在独特性和知名度上

都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归纳隆林的这些少数民族特色后，在节庆旅游的开发上应把传

统少数民族节日、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现代旅游参与活动等融合在一起。其民族旅游节庆

的主题重新定位应该在一—观看传统少数民族节日活动，亲自体验少数民族民俗活动。 

（三）凸现地方特色 

地方特色是激发旅游者潜在动机的最大诱因，也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竞争力和生命

力的源泉。围绕着旅游节庆的主题形象来进行具体的资源开发和节庆活动内容策划，充分

发挥当地旅游资源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旅游节庆至少应能够在两方面反映该地独一无二

的地方特色:表现主体和标志性活动。在隆林“彝族火把节”文化旅游节上，旅游节举办

的规模较小，没能产生太大的轰动效应。其中原因之一在于:文化节上没有大型的能反映

当地地方特色的标志性活动来反映旅游节的主题。其他的一些活动如开幕式彝族唱山歌、

风情隆林摄影大赛等也没突出隆林的地方特色，而只是一般旅游节惯常举行的活动。隆林

文化旅游节的开发应深挖文化内涵，凸现地方特色。在文化旅游节的开发和举办上，应根

据上述所说的节庆主题，把隆林的苗、壮、彝、仡佬文化融入进去，应遵循这些节日举办

的传统的时间，从而保证活动开展的真实性和大众的参与性，同时也可以使其与贵州的少

数民族节庆区分开来。同时应加强文化旅游节上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观光和体验活动。另

一方面，在节庆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体验活动应不断创新，让旅游者亲身参与到少数民族民

俗活动中去，从而凸显特色，增强节庆吸引力。例如体验苗族人的民俗活动如婚礼仪式、

打磨秋、百家宴等；举办“做一天苗家人，体验一天苗家人生活”的活动，让游客到苗家

人家中生活一天，过一天苗家人生活；游客亲自制作少数民族的手工艺术品，如亲自编织、

刺绣、印染、制陶等；穿上自己设计、准备的少数民族服饰参加节庆、服饰大赛，把少数

民族服饰同现代流行服饰融合在一起，让游客亲自来参与设计和比赛等，把现代旅游休闲

活动和当地民族特色文化联系在一起，创造出游客喜好、有浓厚兴趣参与的体验活动，体

现出特色的魅力所在。 

（四）创新具体内容 

旅游节庆内容的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保证该文化节长久的生命

力。在今后文化节上标志性的活动如滑竿比赛、火把节、壮族对山歌活动应固定时间和地

点举行，但也要保证每届都有新的内容、新的活动、新的亮点吸引游客，充实文化旅游节

活动内容。例如利用少数民族独具风味的饮食，他们爱吃的糯米饭、爱喝的苞谷酒、爱舂

的糍粑等，和他们的各类酸食、羊瘪汤、盐腊肉、酸菜等以及规模大的“百家宴”等饮食

习俗活动来举办“少数民族美食节”，相信定会举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提高服务质量 

对旅游者来说，旅游作为一种享受，服务水平是一个标志。优质的服务能促进节庆

活动更好地开展下去，吸引更多的游客；低劣的服务，即使节庆活动的过程、内容策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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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得再好，都会影响到节庆开展的效果。在交通建设方面，近期内应优先考虑发展隆林

县城至各镇及其下属的各村寨的公路交通，以保证游客“进得去，出得来”，在住宿设施

方面，进行宾馆、饭店建设时，应注意区位选择和“民族化问融”，使之紧靠当地少数民

族原始村寨，与当地少数民族村寨的氛围一致，例如在各景点开展少数民族民居接待业务。

另外逐步搞好供水、供电、通讯等其它设施建设。在节庆活动的各主要举办地旅游服务不

一定要求豪华，但应使旅游者感到周到、方便和热情。但也应注意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

能危害甚至破坏到隆林原生态少数民族博物馆及各村寨的原貌，所提供的旅游服务也不能

破坏到少数民族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 

（六）加大节庆宣传力度 

旅游节庆是展示与整合地方文化时空的最佳载体。旅游节庆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同

其它旅游产品一样，一经策划开发后，就必须对外宣传推销。但其营销的不仅仅是一种旅

游节庆产品，而是上升到地方文化的高度上来，目前因隆林县资金不足的缘故无法对文化

旅游节进行有轰动效应的宣传，知名度不高，因此其进行宣传促销的方法建议有如下几点。 

一，在隆林准备民族文化旅游节活动初期:采用概念营销。运用新闻发布会、新闻报

道、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宣传方式，把此次旅游节庆活动的理念、主题、宗旨、意义等

让所有的公众知晓。并高频率的报道宣传，炒热此旅游活动，让各类潜在参加者也了解活

动，吸引他们的视线和注意力。 

二，在节庆活动准备中期:以网络营销和组合产品、联合促销为主，辅以一般大众的

宣传促销方式。网络营销以其覆盖面广、低成本的特点，恰好弥补了隆林因资金缺乏不能

进行大规模对外宣传的问题。隆林旅游节可以在网络上建立一个专门的节事网站或网页，

在网站上对隆林旅游活动进行全方位、详细的介绍；与节庆有关的食、住、行、游、娱、

购多方面的综合旅游信息公布；与节庆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信息介绍等来宣传旅游节。此外

还可以把该旅游节网站与其它一些游客访问量较大的权威旅游网站进行链接，如广西旅游

网、桂林旅游网等，借助这些网站来进行宣传。同时，进行组合产品，联合促销。充分利

用跳坡节和火把节的知名度把隆林旅游节同桂林山水旅游联系起来，借它们的精品旅游名

气来宣传隆林旅游节。其它一些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促销的有效方法有，加强与外地、

外省市旅行社的联系，通过旅行社间接向游客大量发布旅游节庆信息；充分利用电视、报

刊、杂志、广播和明信片等媒体向外发布信息；印刷、制作精美的隆林旅游节旅游小册子，

介绍旅游节各活动内容、活动的民俗文化背景、活动来历等以及一些节庆活动日程安排的

小册子。 

三，节庆活动举办前夕:加大宣传的力度和密度，特别是在隆林县城汽车站等第一印

象区利用户外广告进行促销。这一时期的宜传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不仅包括理

念、宗旨的宣传，还包括活动内容等具体性的宣传。 

四，节庆活动举办期间:通过各种媒体报道节庆盛况，继续塑造与传播区域旅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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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周期中的下一次节庆活动造势。 

（七）强化品牌意识 

现在隆林文化旅游节举办规模不大、知名度低、品牌意识较低，并且目前在少数民

族文化圈内，举办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旅游节数量众多，为把它同竞争对手区分开来，朝

着将其举办成为百色旅游的标志性品牌及区内著名的旅游节为目标，把隆林文化旅游节作

为一个品牌来进行运作，品牌化，把隆林旅游节作为一个产品，打造成百色旅游营销的品

牌。根据上述所说，应为旅游节准备宣传口号，如“欢乐苗族，激情彝族在隆林”等，同

时也为其设计一个节庆标识，并注重节庆品牌的注册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很好地与其

它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节庆区分开来，使其更为迅速地为人所知，加深人们印象。 

（八）加强区域合作 

为了防止节庆活动的雷同，因此有必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区域合作，发挥“苗

彝族文化旅游圈”的整体优势。各地不仅要紧抓当地独具特色的旅游节庆来进行开发，尽

量遵循当地举办传统节日的时间来办节，将这些节日的举办时间统一起来，适当错开；同

时在节庆举办之时，应联合圈内各县共同参加，扩大规模。应着力举办的有:“隆林·中

国少数民族活的博物馆”，主要进行展示隆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突出展示少数民族民

族风情，包括婚丧嫁娶、少数民族歌舞。着重展示少数民族祭祖仪式。中国少数民族壮族

三月三对歌节，主要表演少数民族赛歌。一个地方己举办过的节庆活动，其他地方不要再

作为主要活动内容来重复举行，当隆林在举办时，其它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派人参与，扩

大其影响力和规模，而当其它地方举办时，隆林亦可参加。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将会大大有

利于隆林节庆活动有序合理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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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rom the 1990s,tourism festival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rrier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specially for the national regions which are full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resources, they are 

all the more so. And among them, the Multinational Autonomous County of Longlin is typical.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onditions of holding national tourism festivals in Multinational Autonomous 

County of Longlin in Guangxi and then I elabo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holding it.Meanwhile,I treatise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In the en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odern tourism planning and 

marketing, I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of reforming the tourism festivals in Multinational 
Autonomous County of Longlin. 

Keywords: Longlin; national traditional festival; festiv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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