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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视域下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研究
——以大理州洱源县牛街乡温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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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领导人提出“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在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各民族共同繁荣”。随着针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落地生根,以大理州洱源县牛街乡温泉文化资源
作为研究对象,从洱源温泉成因特征、温泉蕴含的特色文化记忆、温泉资源的合理开发,以及针对其现存
的问题不足给出一定的建设性意见,探究温泉文化与洱源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互相影响机制,旨
在合理地开发使用温泉资源。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多元协调发展,放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
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格局之中,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实现双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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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under the Vi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akes the hot spring in Niujie Township, Eryuan County, Dali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Kexin Li
Dali University Marxist national theory and policy
[Abstract] The General Secretary put forward that "the core problem of strengthening ethnic unity is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As for ethnic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takes root, in
Dali eryuan county cattle street township hot spring cultural resources as a research object, from eryuan hot
spring cause characteristics, hot spring con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memory,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hot spring resources, and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to give certain constructive opinions,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t spring culture and eryu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alyze the mutual influence
mechanism, aims to develop and use of hot spring resources. We will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and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pattern of promoting all ethnic groups to
jointly achie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realize
double-effect interaction in light of the actual condition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Eryuan Hot Spring
引言

1 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作用日益凸显

洱源地热资源得天独厚,且民族文化丰富,依托特色温泉文

西方学者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模式的影响,

化资源开展的文旅产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旅游新业态已

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主题不断地转向哲学和

悄然出现并兴起。在这一背景下,要继续结合当地优势进行开发,

文化方面,马林诺夫斯基(1942)曾指出文化可以满足人的基本

同时也要不断探索良性发展模式,实现物质与精神效益双丰收,

需求和派生需求,但其未将人的主观动机与文化的客观功能及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作用进行区分,只单纯注重到了文化的有益功能。马克斯·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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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与西奥多·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谈到“人们从自

素有“温泉乡”美誉的洱源,自然是温泉遍布,旧时曾有名

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

人吟道：
“三步温泉四步汤,气蒸雾迷是仙乡。”洱源温泉已经构

[1]

成了许多颇具韵味的自然景观,衍生出一些独特的人文景观和

,西方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文化的重要作用。丹尼尔·贝尔在《资

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为出发点,指出

民俗风情,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记忆。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社会断裂的矛盾是由于结构性和机

首先,有了温泉,小镇上便有了独特的一副景观,早先人们

制性两个原因导致的,这对中国社会及发展机制提供了有益参

每日清晨和傍晚都会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肩挑着桶或是使用其

考。综上,西方学者研究主题虽然关注到了经济、生态、文化方

他工具往来于泉眼出水处,大家见面家长里短地说上一句打个

面,研究角度也丰富多样,但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角度出发进

招呼,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那时候人们还没被钢筋水泥隔离开来,

行的研究,对于文化现实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运行机制及

民风淳朴一派和睦。

价值的研究尚有缺乏,对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的研究

其次,有了温泉同时也产生出很多的与温泉有关的节日。洱

则更是少之又少,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益参考与理论指导之

源有着自己独特的水文化同时也有白族自身的洗浴文化。每年

余,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可查漏补缺之处。

初夏前后,四乡八寨的妇女齐聚大理洱源的九气台进行熏蒸沐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族儿女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

浴,掀起一年一度的妇女“春浴热”
。在炼渡村温泉泉口旁刻于

创造出来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出中华儿女的勤劳智慧

碑文上面除了有“科学利用温泉,确保身体健康”的温泉知识普

与独特的文化自信。桂署钦强调：
“弘扬中华文化是传承和发扬

及和安全提醒,还篆刻有清代张凌云的词：人浴能教人似玉,到

中华文化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昌盛的需要。他倡导,应大力

来几许貌如花。春寒我浴频经此,童寇讴歌乐岁华。亦是对当地

开展普及中华文化,不断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以及

民俗“春浴”的佐证。

[2]
文化自信的形成。” 仇晓敏、徐欢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

最后,当地还形成了很多有关于温泉的美食文化。温泉蛋,

族的智慧沉淀,是组成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和“魂”,是中华

又称气磺蛋,用纱布袋将鸡蛋煮20分钟,煮熟后取出,其特点是

[3]

文化自信的丰厚根基、强大支撑和动力源泉。” 民族特色文化

蛋白质呈鲜嫩的花状,但蛋黄很硬。固体和液体都可以储存。温

资源要顺应时代脉搏,积极实现“双创”转变。郑建锋认为,各

泉鸡,把鸡毛去除干净,除去内脏,用纱布擦干表面的水分,添加

民族之间加强文化互动,尊重彼此文化的差异性,搞好民族之间

新鲜猪油,草水果、胡椒、木瓜丝、盐和其他调料,把它放到一

[4]

的关系对地区经济的全方位发展有重要意义。 “坚持把马克

个陶瓷锅里,不加水密封储存,浸入温泉水24小时左右即可食用,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骨肉分离,鲜、嫩、脆,十分可口。热水藕,鲜嫩可口,它可以凉

[5]

相结合” 。最新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好民族

拌或与其他菜色结合制成莲藕排骨、莲藕鸡蛋、莲藕泡菜等。此

地区的优势资源禀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好各族群众的根本利

外还有白扎肉,这是老人们经常谈论的,因其制作工序与条件非

益,最终实现“两个共同”。综上,中华文化的重要反作用日益凸

常特别,必须要用到城中“白沙井”的温泉水,因此,这道名菜是

显,民族特色优秀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洱源独一无二的特色,且只有少数人掌握它的烹饪方法。

其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效益也需要深入挖掘,从而为民族地

3 洱源县牛街乡温泉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

区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地区的稳团夯实基础。

洱源温泉资源特色鲜明,温泉空间分布总量以茈碧湖、右所

2 洱源温泉的成因特征及文化记忆

镇、牛街乡最多,近年来环境整治与保护为温泉文旅的发展提供

“云南省地热资源非常丰富,从地质构造上看,滇西地区具

了良好的生态条件。总揽全局,温泉遍及地区周围分布有城镇、

有温热泉数量多、单泉流量大、温度高、天然热流量大等特征。

湿地公园、白族民居、水库等,可依据具体实际打造温泉文旅与

洱源盆地位于剑川—下关—金平高温地热带内,在洱源盆地内

景观博览区。

及周缘呈带状分布有大量温(热)泉,相对集中分布在洱源牛街
[6]

—三营区、洱源—炼城区、下山口—西湖区三个条带区内。
”

3.1绿色、合理开发温泉文化资源
目前,洱源县温泉产业发展模式以温泉度假观光为主,即以

洱源县有很多温泉洞池,主要是自流溢。温泉水外露部分主要用

温泉为核心的精品度假胜地,集娱乐、度假、养生、休闲、商务、

于洗浴。其次,出水口温度在76℃-90℃左右,主要用于屠宰鸡、

居住、商务、社区为一体的温泉旅游度假综合体。这种发展模

鸭、猪等畜牧业的热水饮用和熟食烹饪。主要温泉分布有牛街

式奠定了洱源温泉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提升洱源温泉的影

的炼渡村温泉,位于路西200米的牛街炼渡村内。村里用石板建

响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优势主要在于有得天独厚的温泉资

造了一个防雨的房屋形状的水池,池中有5个温泉眼,水温为

源以及种类繁多的温泉品种等。而当前社会对温泉的消费热度

73-81.3℃。池外径流槽内也有几处温泉眼,水温在70℃以上。另

也在持续升温,洱源近年来注重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也为温泉

一侧为热池,温度为67℃,热水区总流量约为7L/s,居民的日常

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越来越多的家户钻采温泉,同时借助温

饮用水也取自此处。其二为石碑村温泉,主要是泉口周围有一口

泉也带动当地旅游业、相关副食、服务的收入,用以家庭的经济

石砌水井,泉水清而无味。水流从灰岩角砾岩裂隙中涌出,水温

来源途径。通过小小的一方温泉,将各地各族人民会聚此地,拉

在47℃左右,流量为0.5L/s。

动经济增长亦促进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温泉文化由此也传及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各地。温泉资源的开发使得当地家庭减少了一些加热水等的费

采利用的过程中,合理划分出不同的功能保护区,根据不同保护

用和步骤,也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

段的特点制定出具体的保护措施。同时也将特色民族文化等融

洱源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温泉资源丰富、层次性

入其中,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族同胞通过温

好、季节长,具备可持续利用的先天优势,如何破解生态保护和

泉这一微小的中介,增强各族同胞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民族

经济发展这一矛盾,是当地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对当地生

兄弟手足情。

态旅游资源保护性开采,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保护民族地区特色

最后,注重对温泉资源及其附加的文化烙印的恢复与保护,

资源,另一方面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宽民族地区

合理规划温泉产业的分布,加强对温泉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在民

经济发展结构,巩固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成果,并对生态保护和

族地区建立绿色文旅体系、开展绿色文旅教育宣传、树立绿色

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经营理念,合理地开采利用温泉资源。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一,未形成产业化经营。由于地理位置空间限制使得炼渡

实现对当地温泉资源的乱采滥用、以及对温泉产业存在的不良

温泉随成为一大特色,但难以建成高规格的温泉度假会议一体

竞争行为动态监管及时处理。将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注重人与

的度假村,同时当地在城镇规划建设等外部辅助条件上也存在

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定的欠缺。第二,人们对于温泉资源开发的思想有待提升。当

4 结语

地虽然认识到了本地区的温泉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开发利用了

洱源温泉资源丰富,且地理位置佳,这位温泉文旅产业的发

温泉,来发展经济、带动收入、传播文化,但还未形成规模高精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独特的民族文化记忆也为其发展增加了深

尖化思想,未形成温泉文化产业链条,因而当前的收入还只是初

厚的附加值,但作为洱海之源,洱源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也

级阶段的小成本收入。第三,未形成规模化的温泉度假氛围,没

要牢牢把握住可持续发展方针,以“两山理论”指导实践,合理

有对温泉资源加工升级,其附加品与产业链规模有待扩展延伸。

开发民族地区特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造福各族同胞。

第四,温泉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统一的管控,没有合理准确的标
准和流程,以及损害破坏后相应的惩处制服,开发使用较为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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