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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手记

雪山脚下的
纳西民居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实

沿着湿哒哒的石板路，迈着轻快的
脚步走进丽江白沙镇，第一眼被惊艳到
的，是玉龙雪山与古镇的飞檐斗角间竟
近在咫尺。在这里，没有人群的熙攘与
热闹，安静得仿佛可以聆听雪山与古村
之间的对话，它让你愿意卸下旅途中一
身的疲惫，与天地万物进行纯粹的心灵
沟通，安然向隅。

白沙镇是丽江三大古镇之一，与
束河古镇和大研古镇繁寂相守，是三
大古镇中最古老的，也是“世界文化遗
产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
纳西族进入丽江坝子后的最早定居
点，是纳西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木氏家
族的发源地。

进入小镇，仿佛误闯一处有故事的
圣灵之地。在小镇的入口处，就看见一
排整齐古朴的纳西民居，似乎在诉说着
它的遗世独立。

纳西民居多为上下两层，木制结
构，木的颜色大抵没有重新上过漆，是
日晒风霜后的本色。凑近木窗，还可以
看见略显粗犷的雕刻，松、梅、兰、菊等
图像栩栩如生。

因为小镇的宁静，宁静到没有任
何商业化的气息，所以我们一行便起
了探访这所民居的念头，才知原来这
是安徽老板常安民从当地纳西族居民
手中收购的房子。这是纳西民居中最
常见的一种形式，“三坊一照壁”式。
房子还在做木工装修，敲敲打打的声
音不时传来，只是木头之间竟不用一
钉一铆，完全靠削好的沟槽拼插而成，
待到明年会成为当地一家具有纳西族
特色的客栈。假若你在屋内细心逛一
逛，你还会发现，这些似是随意摆放的
草筐、水壶等物品都曾是纳西居民使
用过的“老物”。

“这些‘老物’是我花了十来年的时
间四处收集的。只有老物件、老材料才
能告诉现代人，在旧时光人们是如何生
活的。”常安民告诉记者，这里的一切几
乎都是老物件，连屋顶的瓦片都是旧
的。现在，他已经建好了一个规模较大
的加工厂，用于修复和加工这些老物
件，把老材料加工成美观实用的工具。
大研、束河等地越来越多客栈和咖啡馆
都喜欢用“做旧”、“老物”的理念来装修
和装饰，保存纳西本土文化。

常安民说，学习美术专业的他，在
大学毕业后曾在深圳当过美术主编，也
为旅行社做过线路推广。2005年，他来
到丽江，并从此为这片美丽的风景停
留。于是，他花了3年时间梳理了纳西
族文化，尤其是建筑文化。他说，是南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一步步把汉文化带
到这里。因此，纳西民居也能找到湖南
凤凰吊脚楼、贵州黔东南民居的味道，
可以说是在博采众长中建起来的。“我
希望在经营中保护纳西民居，赋予这些
老物件‘二次生命’。待到明年客栈装
修好了就会迎客，还有一大片正在建的
薰衣草园也在等着游客！”

且不说，在这里过上几天“面朝雪
山，春暖花开”的生活，在旅途中，太难
得的更是能邂逅到无论是酒吧还是民
居，都视“老物”如珍宝的白沙古镇。也
许是每一个外地人、本地人对“老物”的
搜集与迷恋，才让这座小镇在举手投足
之间保持了她天然去雕饰的原味。你
会着迷于她的古朴，愿意为她的小巷停
留，遁隐在这雪山脚下的纳西民居，倾
听一位陌生人的故事。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云南破解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难题

居者怡然 观者向往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26 个民族栖居，
古老的少数民族村落，
多彩的文化传统，数不
尽的古城古镇，大规模
的传统民居，独特的藏
区文化……在云南，

“原生态”资源犹如一
座巨大的宝藏，既是旅
游开发的优势所在，也
面临着保存的挑战。

何为“原生态”？
首先，它是文化指向
的，指由人在历史活动
中形成的观念、生活习
俗及其外化的物质景
观构造，并显出族群特
色和地域特色。第二，
正如“生态”一语所彰
显的，它是系统性的存
在，内部的单个风俗需
要借助于整体文化风
格的保存才能存活。
第三，“原”字凸显的，
是自然/扭曲、自身/外
界、传统/现代的一组
对立关系，强调在均质
化的现代景观包围中
延续其自身原有的传
统，并承载着外界对其
独异性的想象。

正是这些丰富的
内涵，带来了保护与开
发的矛盾。正如一位
云南旅游委人士所讲，
旅游本质上是体验文
化差异性的活动，而

“原生态”恰好是体现
这一差异性的优势资
源。但是，即便在旅游
活动没有介入的前提
下，它也面临着现代生
活的冲击：社会想其保
留传统，民众却想现代
化。为了保护而保护，
难以做到系统层面，也
缺 乏 民 众 意 愿 的 支
持。而作为现代产业
的旅游介入后，必须对
其进行商业化塑造，这
固然带来了经济上的
利好，却也面临“原生
态”自身被消解的风
险。

对此，我们日前在
云南的异地采访活动
中得到了诸多的启发。

从昆明机场走出，由五颜六色的花团簇成的“七
彩云南欢迎您”七个大字映入眼帘。“七彩”不仅是一
个生动的标语，我们从中感受的是它所传达的当地
人对本地多样文化的喜悦和自豪。

云南有着多民族并存的生活习俗、古色古香的
乡寨民居、历史韵味的古城镇。26个民族中，有15
个唯其独有，每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及婚恋、丧葬、节
祭、礼仪、语言、宗教，莫不形成个性鲜明的文化链。

“七彩”，尤指向这些文化成分。
但如果没有民众乐居其中，这些“原生态”文化至

多只能保留一个空壳。因此在谈到云南如何保护与
开发“原生态”旅游资源时，云南省旅游委副主任余繁
把问题首先指向文化态度层面：“云南的百姓对自己
的文化高度认同，自豪感油然而生，而游客也以一种
十分羡慕的态度来到这里。”

在行走云南的过程中，我们随时随地都感受
到这一种文化认同。在我们所走过的大理、丽江、
香格里拉等少数民族聚集地，极少看到火柴盒式

的现代楼房，即便是高速公路两边散落的高有两
三层的民居，也保留了白墙青瓦、飞檐翘角等传统
特征。

在大理，白族姑娘们身着传统服饰向游客们推
荐白族特色的“三道茶”；在丽江，世界上唯一仍在使
用的象形文字、纳西族的东巴文，被绘于墙壁上供游
人观赏；在藏区香格里拉，汉族导游姑娘也穿上了藏
服来工作。而在这些地区的古镇、景区中遍布着各
种迷你“博物馆”，不失时机地展示着茶马古道、民俗
用具等传统。

除了民间自然的存在外，来自政府和社会对于
文化意识的统合作用也尤为突出。余繁介绍，在政
府的组织下，源自民族节日而成的节庆活动十分频
繁，这对构筑文化认同十分有意义。而众多的《云南
映象》、《印象·丽江》的演出，调用了各族村落的非专
业演员，演绎着原汁的民俗，不仅吸引游客，也在这
一镜像式的自我重现中使民众再次确认自身生存方
式的意义。

文化认同是“原生态”得以保存的基础之一，更
重要的是如何在发展中保存，这就是旅游产业的意
义所在。以开发来促进保护，在开发时注重保护，是
云南发展“原生态”旅游的重要思路。

在整体规划层面上，云南全面启动了十大历史
文化旅游项目，加快推进50个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
设，有意培养少数民族制作工艺的传承人。在具体
实践中，则强调通过项目整合产品和服务，打造区域
性节庆会展品牌，通过产业化运作让游客参与进来。

“我们原来以为旅游商品就是纪念品，实际上不
是，纪念品没什么作用。商品最重要的是实用性，我
们现在就遵循这一原则打造产品。”余繁说。

在大理洲，大理古城、双廊镇、喜洲镇等地的民
众利用民居打造了近千家特色庭院式客栈，旅游休

闲产品实现转型升级；丽江古城、香格里拉等地的居
民则通过经营土特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开设酒吧、
茶室等，收入得到大幅提高。星级酒店、创意文化产
业的进驻，则提升了吸引高端游客的能力。

与此同时，对“原生态”的保护力度也在增强。
大理洲旅游委常务副主任马金钟介绍，为维持民居
风貌的协调，政府出台了洱海沿岸建筑高度不超过
12米的规定，新建民居外观上必须仿照传统样式。
在丽江古城、束河古城，政府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
进行修缮，并出台补贴政策鼓励原住居民留在古城
内和抑制过度商业经营。此外，还要求开发商承担
社会责任，在设施、服务等方面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在这些举措下，“原生态”的开发与保护得到了良性
互动。

丽江的白沙古镇是一个远离车马喧嚣的小镇。
走在壁画展览馆斜对面的马路上，不时可以听到木
工雕刻和电锯传来的声音，更反衬出它的安宁。传
来声音的，是一排黑褐色的正在修缮中的木质纳西
族民居。

主持这一工作的是安徽人常安民。他从村民手
中购下近乎废弃的房屋，按照原有风格进行修复和
改进，准备打造成小型旅馆。

云南各处安静的古镇，悄然藏匿着像常安民这
样的外来民间文化爱好者，难以数计。云南古老的
文化吸引了他们，他们带着敬仰的心态前来，成为政
府之外的一股自发的文化保护力量。

位于喜洲镇城北村的民居杨家苑，是白族民居
中的典型代表作品，于2001年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但由于资金、人力等问题，一度面临失修的
困境。如今走进这里，却可以看到“三房一照壁”、

“四房五天井”等建筑格局重焕新颜，古画、雕塑、家

具等文物得到精心布置。
这里不再没有人烟，名字也有了第二个：喜林

苑。“喜”代表喜洲，“林”代表美国人林登。喜林
苑项目在十分节制和保证风格和谐的基础上为这
里增加了客栈功能，与文物的保护功能完全融为
一体。

林登夫妇于2004年接触过喜洲民居后，就下定
决心选择杨家苑进行恢复和开发。他们花了两年时
间与政府文化部门进行沟通和研究，自己筹集资金进
行修复。修复过程中只增加了灯、排水系统和污水处
理系统，为房间增加客居功能，并未改变院落原貌。
2008年开张后来客不少，有住宿的有游览的，但一切
都在静悄悄中进行。

“打造喜林苑，保存的意义是优先的，居住功能
只是一种途径。我喜欢记录历史。”林登说。在政府
力量鞭长莫及、无法穷尽之时，源自民间的力量不可
小觑。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 本报记者 陈实

何谓原生态文化？有这样一种最直
观、最朴素的理解，说它是一种渗透着浓
郁乡土气息，原汁原味的文化样式。这种
文化样式，只能存在于远离现代文明的古
老村寨里，它脱离工业时代的文明成果，
甚至排斥一切现代文明。这原本也是我
的看法。但是，云南的异地采访活动，让
我对原生态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行走云南，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这
里，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明竟能够如此
深层次地结合。其中，最经典的一个例
子就是舞蹈艺术精品《云南映像》。不仅
舞蹈素材、音乐、服装、道具、面具等是在
各民族生活中找到的，大部分演员也来
自于民间、来自于乡村。这些原生态气
息浓郁的众多元素，在现代审美意识、先
进科技手段的作用下，完美地再现了云
南少数民族居民劳作、婚恋、祭祀等场
景，传播和弘扬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让
原生态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类似
这样，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走
出村寨、走出乡野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
我们耳熟能详的《阿诗玛》电影，景区、民
俗文化村里开展的民族节庆活动，保留
传统建筑风格的现代民居，原生态种植
的传统饮食等等。怪不得文艺评论家仲
呈祥在云南研讨原生态文化时曾说，原
生态文化要能与社会发展相融合，才能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使原生态文化在现
代社会中得以承传。

但是，在原生态文化的开发过程中，云
南有的地方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在
有关部门重视下，一些审美趣味低和虚假
的文化得到了引导和规范，一些投资者和
地方政府的文化短视行为得到了遏制。

能够取得如此成果，也得益于云南
长期以来在保护和开发原生态文化方
面所做的功课，所下的功夫。据介绍，早
在1996年，云南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
大省目标，是全国率先提出实施“文化立
省”战略的省份之一；2000年又在全国
率先制定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保护条例》；省文化部门还对全省民间音
乐艺人、舞蹈艺人进行大规模摸底，收集
到大批民族歌曲、舞蹈、戏曲和乐器等
……各市州同样如此，出台了一系列旨
在繁荣民族文化的纲要和意见，收集整
理了大量原生态文化的各类素材。这些
前瞻性、基础性的工作，正是今天云南原
生态文化繁荣的前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南也有着
独特的气候地理条件和丰富的历史文
化积淀，也孕育了丰富而独具特色的
文化样式。如船型屋民居生活、公期
习俗、祭海仪式、民间文艺活动等，但
这些充满魅力的文化样式，不少还只
存在于传统的乡土社会，还没有到得
到很好的开发。怎么让这些资源走出
村寨，实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三丰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我想，云南在这一方面总结的认识和
经验，值得我们反思、借鉴。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原生态文化
也要走出村寨

以自豪的心态生活

以开发促进保护

吸引民间力量

云南大理传统风格建筑。

云南丽江古城特色酒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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