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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迎来了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乡村振兴
战略应运而生。在乡村经济之中,乡村民宿占据的地位十分重要,乡村民宿为乡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
机遇,但是乡村民宿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失相应的文化元素,导致乡村民宿相关的经济发展缓慢。基于
此,本文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背景,探讨运用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民宿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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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e Helps Homesta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Ying Tian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Hebei Tourism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ushered in a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China's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s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rural economy, rural homestay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Rural homestay bring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However,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homestay,
due to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cultural elemen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homestay is slow.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the background, and discusses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u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hel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homestay econom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raditional culture; rural home stay; economic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引言
近年来,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我国乡村地区的经

镇民宿有所区别。换而言之,乡村民宿的乡村性就是其文化性,
[1]
文化是乡村民宿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 。

济发展势头良好,乡村民宿在此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原因

1.2乡村民宿包含的文化内容

是人们在乡村地区参与消费的过程中,也参与了民宿消费。乡村

其一,乡村空间。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属于人类的活动空间,

民宿可以在某些方面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此在打造乡

但是乡村与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乡村民宿与城市民宿

村民宿经济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传统文化的运用,发挥出传统文

之间存在不同点。乡村民宿的基础是乡村的自然空间,也是乡村

化的助力作用,使乡村民宿能够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为乡村创

民宿体现出乡村性的主要因素,人们之所以体验独具特色的乡

造出更多的经济收益。

村民宿,是因为乡村民宿处于乡村居民聚居以及生产生活形成

1 乡村民宿相关内涵及其包含的文化内容
1.1乡村民宿的内涵

的空间之中。
其二,乡村民居建筑。乡村民宿的原型为乡村地区限制的民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显示,

居,在其形态、外观以及布局方面,体现出乡村地区的建筑风貌,

运用于旅游的民宿由于所处地域存在差异,被分为城镇和乡村

以及地方性建筑的特色。在设计和装修乡村民宿的过程中,设计

两种民宿。乡村民宿就是位于乡村地区内部,运用村(居)民自有

者通常将自然的乡村作为基础,将传统的乡土建筑作为设计灵

住宅、村集体房舍或其他设施,民宿主人接待游客,方便所有游

感,同时结合现代化的艺术和美学风格,使传统的乡土符号得到

客体验乡村地区的优美环境、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

现代化诠释,展现出特色鲜明的乡村民宿风格。

化的小星住宿场所。乡村民宿之所以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是因

其三,乡村生态环境。乡村地区有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

为乡村民宿具备乡村性这一主要特征,该特征使乡村民宿与城

及城市所不具备的田园风光,这也是当前稀缺的景观资源,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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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宿增色不少。乡村民宿处于绿水青山之中,给人们一种“世

文化,其核心应当将传统文化以及生态资源进行统一并且有机

外桃源”般的感受,因此乡村民宿能够展现出乡村在自然生态层

融合,形成一种有别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得更为强大的生

面的美感。

命力。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背景下,生态与文化两个层面必

其四,乡村乡土文化。民宿最早的源头就是乡村,乡村民宿

须进行融合,从而使乡村民宿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我国

的灵魂就是乡土文化,这也是乡村民宿的“卖点”所在。乡土文

部分乡村而言,可以将乡村民宿经济作为本地经济业态的核心,

化的基础是乡村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念,通过乡村内部

发挥出自身的生态优势以及文化优势,在开发和设计乡村民宿

的生产与生活不断得到沉淀。乡村民宿可以与游客进行互动,

的过程中,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使乡

并且开发具备乡村特色的产品,使乡土文化得到传递和传承。

村民宿的文化凸显出来,乡村民宿变成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进

其五,乡村生产活动。乡村地区最主要的发展力量就是乡村

而更多地吸引和感动来自各个地区的游客。

生活,这也是乡村得以存续的经济基础。
“因天之时,分地之利”,

就当前我国乡村民宿经济的发展而言,依旧有部分乡村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是典

宿的经营者错误地认为,乡村民宿融入传统文化的方式,就是在

型的乡村生产活动的真实写照,同时也使城市居民产生“乡愁”。

以往开展的“农家乐”基础上,简单地对民宿进行硬件升级,只

人们在入住乡村民宿之后,能够近距离观察和体验乡村地区的

需要改造民宿的外观即可,由此就可以形成民宿经济。事实上,

生产活动,感悟中华民族五千年积累的农耕文明。

上述错误认知,可能会把乡村民宿经济带入另一个误区：乡村民

其六,乡村生活方式。对于处于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城市居民

宿经济相关的从业者,无法理解乡村民宿经济之中的文化内涵,

而言,每天都要面对较大的生活压力,但是在走进乡村民宿之后,

也无法真正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导致乡村民宿在发展过程中变

城市居民能够回归到令人向往的“慢生活”之中,舒缓身心压力,

得“千篇一律”,同质化的乡村民宿必然会阻碍其整体发展。

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轻松自在。乡村民宿的主人会热情接待来访

在逐渐打破乡村民宿经济发展窘境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出

的游客,而且乡村民宿与乡村地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人们能

传统文化具备的效能,将乡村地区的生态特征作为基础,融合乡

够在居住、出行、就餐等方面,深入体会乡村地区简单的生活方

村地区的民宿建设特点,然后加入传统文化元素,从而使乡村民

[2]
式 。

宿经济发展变得更具特色,进而构建出多样化的乡村民宿,人们

2 乡村民宿经济发展文化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入住之后,可以体验相对应文化情境,自身的文化消费需求也

2.1乡村民宿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文化特色

得到满足。由此可见,乡村民宿的经营者应当对乡村生活产生热

当前,我国乡村地区的民宿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失自身

爱,并且具备自身的生活品位,且了解传统文化相关的内涵,明

的文化特色。部分地区在打造乡村民宿的时候,往往重视模仿其

确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民宿的路径,进而使传统文化提供的丰富

他地区的民宿,忽视自主创意,导致乡村民宿的主题不够鲜明,

[4]
资源,不断驱动乡村地区民宿经济持续发展进步 。

而且缺乏应有的个性化差异。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利用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民宿
经济的策略

乡村民宿设计并未深入挖掘当地的地域特色、地方文化元素等,
无论是产品体验还是民宿服务,都存在样式单一、缺乏参与的情

4.1在民宿设计之中加入传统文化内容

况,乡村民宿应有的个性以及品位无法凸显,因此乡村民宿出现

其一,可以在乡村民宿的场地布局之中,融入传统文化。例

了缺少人情味、乡土性淡薄、地方差异比明显等问题。除此之

如,可以将风水环境相关的理论融入乡村民宿之中,使乡村民宿

外,乡村民宿的主人在经营与管理民宿的过程中,并未真正将自

获得更好的风水,使民宿的布局坐北朝南、面向阳光、背靠山峦,

身的生活真正融入其中,影响了乡村民宿的整体辨识度。

在民宿的两侧最好有水流,同时凸显出“趋吉避凶”的理念,避

2.2乡村民宿缺乏相关经营以及建设人才

免出现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不仅如此,在设计民宿整体架构的

乡村民宿的整体发展水平,主要受到相关从业人员水平以

时候,可以融入风水相关元素,或者融入传统文化当中“诗中有

及素质的影响。在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民宿相关的从业人员大

画,画中有诗”的理论,使乡村民宿虚实结合,保证入住的游客消

多为当地村民,只有少部分为返乡创业者,由于村民以及返乡创

除压抑心理,同时也不会觉得乡村民宿过于单调,体现出深度和

业者所接受的教育存在差异,因此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且

广度并存的全新空间。

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化的指导和培训,导致乡村民宿在管理和

其二,可以在乡村民宿的建筑设计之中,融入传统文化以及

经营方面存在明显问题,经营理念滞后且服务水平仍需提升,无

思想。例如,可以在设计乡村民宿建筑的时候,融入民俗内容,

法设计出更具创意的民俗体验活动。不仅如此,独具特色的宣传

其原因是民俗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体现出当地民

工作能够为乡村民宿增色不少,且能够吸引更多游客,但是部分

族的生活习惯,通过展现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呈现出

乡村地区缺乏对于民宿宣传的重视,使得乡村民宿的发展十分

别具一格的审美表达,使乡村民宿的外观更上一层楼,提升整个

[3]
缓慢 。

民宿建筑的内涵,使民宿成为宣传传统文化的载体。在设计民宿

14

3 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民宿的内在逻辑分析

建筑的过程中,还可以参考以人为本等传统哲学思想,打造出具

乡村民宿经济应当被视为一种情怀,或者一种独特的地域

备鲜明特色的全新乡村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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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可以在乡村民宿的室内设计之中,融入传统文化。例

强烈的服务意识,并且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在进入工作岗

如,在布置乡村民宿室内的时候,可以融入禅宗美学,禅宗美学

位之后,能够通过组织活动,呈现出与民宿相对应的传统文化,

是我国人民群众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审美观念,

使乡村民宿真正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不仅如此,高素质、高水

能够激发人们对于部分事物的感性认知,从而获得精神层面的

平的从业者能够处理好宣传活动与文化体验之间的关系,设计

享受。需要注意一点,在设计民宿室内的过程中,不可运用太过

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宣传策略,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乡村民

繁杂的设计规划,而是应当运用简单的材料,以及简单的、自然

宿进行体验,乡村地区已有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能够在接待

的表达方式,在乡村民宿之中构建出宁静而淡泊的氛围,促进人

更多游客的过程中,得到传播以及传承。

们的内心世界能够与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靠近。所以,很多乡村

5 结论

民宿的室内设计,通常会选择运用未经修饰的原材料,例如来自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正在我国持续贯彻落实,乡村民宿

当地的原木、竹子、石头等,在选择灯饰、家具的时候,也注重

经济当前已经成为我国众多乡村的支柱经济,其原因是乡村民

构建别具一格的居住氛围,使乡村民宿的空间与人们的审美情

宿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不谋而合,能够使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

[5]
趣相契合 。

经济持续进步。在大力发展乡村民宿经济的过程中,我国乡村地

4.2建设能够发扬传统文化的民宿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区应当解决传统文化缺失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然后在实践中积

其一,乡村民宿相关的从业者,必须对乡村民宿经济的发

极寻找在乡村民宿之中融入传统文化的策略。我国各地有着丰

展、以及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产生正确认知,保证其在乡村民宿

富多彩、形式各异的传统文化,乡村民宿经济在与传统文化有机

项目的设计阶段,就能够充分挖掘乡村所在地的传统文化资源,

融合之后,必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乡村发展带来更

在进行充分研讨之后,不留痕迹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民宿

多的助力。

的设计之中,从而使乡村民宿的建筑风格、内部装饰具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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