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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
― 以成吉思汗祭奠为例1）
Tourism Exploit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ongolian:
A Case Study on the Memorial Ceremony for Genghis Khan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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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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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classic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the Memorial Ceremony for
Genghis Khan was among the first to be listed under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3. Including all the worshiping ceremonies for the Great Khan’s sacred items (such as the
Suldu and the Eight White Rooms), the mysterious ancient ceremony represents the highest form
of Mongolian rite, and is regarded as both the embodiment of ancient Mongolian culture and the
source of the Mongolian culture as a whole. Instrumental for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golian ethnic culture, it is a treasured cultural heritage for humanity.
With the Memorial Ceremony as its core activity, Genghis Khan’s Mausoleum is now not
only a state key relic protection unit, but also a state ke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unit with a reputation as a cultural scenic spot, tourist attraction, and a depended-upon resource
for ethnic tourism development. Typical of the modern tourist industry, which relies on cultural
elements, Genghis Khan’s Mausoleum embodies profound cultural values and enjoys resource
advantages. Moreover, the tangible folk 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Mausoleum constitute a scenic
spot that abounds with both the ancient and modern Mongolian culture. As the cultural carrier of
the Mausoleum, the Memorial Ceremony and the Dalhut people (who have been safeguarding the
Mausoleum and observing the memorial ceremony for centuries) invigorate and enliven the
mausoleum, and have made it a place for living cultural experiences. Therefore, the Dalhut is an
essential constituent without whom the ceremony would be incomplete, and the tourist site would
be nothing but a static, lifeless museum.
The constant interaction and contact with the tourists have been raising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the Dalhut people, thus serving to promot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he ceremony in turn has been satisfying the tourists’ quest for in-depth cultural experiences,
hence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modern era of globalization.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common dilemma for any ethnic group with regard to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ir tradi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On one hand, they desire to preserve the culture; on
the other, they seek to develop it. However, the so-called tradition is formed through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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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thnic cultures are no exception. The accumulation and inception of
any ethnic tradition are achieved through an on-going process of innovation. Thus, it is wrong to
view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 as static and invariable — a view that should be corrected and
overcome by actual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t be replaced by a dynamic view of
the 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Ethnic cultures and the culture of any related groups should not be
barred and prevented, in the name of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from a proper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local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adopt various methods and policies with flexibility,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s, and integrate both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eans of preservation organically
in their operations. Meanwhile, the methods and models applied for the preserv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nd improved consta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rying situ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a
mutually beneficial situation be achieved in which the ethnic cultures are preserved and protected,
yet exploited and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及基本特征
2.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吉思汗祭奠
3. 旅游业背景下的成吉思汗祭奠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及基本特征
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理念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对无形文化遗产的认同和付诸实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早在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就着手从事记录保存非洲及美洲大陆土著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外来文
化大量侵入之前及时地记录和保存原住民族固有的文化，以防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传统
发生变化乃至原貌消失。 出于相同的考虑，自1955年开始在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
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为期四年的传统文化调查研究工作。这项工作起初（1955年－1956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文科学研究事业”项目中，后来（1957－1958年）又被列入“人
类文化遗产保存事业”项目。1959年，非洲文化同样成为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到了1961
年设立了地域文化研究事业项目，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地域社会的文化
遗产的保留和发展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然而这一项目主要重视民俗文化的记录、保存和研究，
结果是学术研究成为主流，保存工作却退居次要位置。1977年－1983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
次中期计划中提出了，文化遗产由有形和无形两部分组成，然而保存事业的范围仍然被限定在有
形遗产的范围之内。制定第二次中期计划（1984－1989年）时改变了这一状况，将文化遗产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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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并把艺术、文学、语言、口头传承、工艺、故事、神话、信仰、习惯、仪式
及游戏等列入无形文化遗产的范围。从此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理论依据。在第三次中期计划
（1990－1995年）中设置了保存口头传承的工作框架。
“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无形文化遗产”
，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或“有形文化遗产”而
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
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
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
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具体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括各种类型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它包括五个方面 ：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
（2）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 ；
（3）社会风俗、礼仪、
节庆 ；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2）。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3 个基本特征 ：
一是相对性。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或科技文化不同，具有明显的相对性。每一个民族的非
物质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适应本民族生存环境的体系。一切非物质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
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例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音乐、舞蹈等，没有优劣之分，高
低之别。
二是活态性。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是以文物的形态出现，主要是指历史上的物质文化遗产。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是指现存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以活的形态出现的，与人本身是密不可分的，
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更注重的是技能和知识的承传，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
国或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智慧与情感的活的载体，是活态的文化财富。
三是大众性。非物质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或族群，它属于该民族或该族群全体人们，是满足广
大人们大众需要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大众性。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离不开特定的民族或族
群，否则它就无法传承和发展。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文化没有得到传承和延续，主要是因为承载该
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消失，被其他民族同化或融合（何星亮2004）
。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事业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框架之内，但由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认定标准较模糊、
，所以各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实际困难。

2．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吉思汗祭奠
成吉思汗祭奠，是指成吉思汗八白室和苏勒德等成吉思汗所有圣物祭奠的总称。古老神秘的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民族最高祭祀形式，是蒙古民族原始文化的代表和蒙古民族文化的源头，对
蒙古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旺楚格 2007 ：35）
。
成吉思汗祭祀源远流长。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成吉思汗季子，大蒙古国监国拖雷在木
纳火失温（今鄂尔多斯）和蒙古高原为成吉思汗建立“白色宫帐”
（白宫）
，全国上下进行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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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的白色宫帐，成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祗”
，由专门部落（后来的鄂尔多斯部）进行守护、祭奠。
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在都城哈剌和林建立祭灵白宫，使成吉思汗祭奠逐渐扩大。
随着成吉思汗眷属的相继去世，蒙古民族祭奉的祭灵白宫和成吉思汗遗物的增多，形成了以成吉
思汗白宫为核心的“八白宫”
。八白宫，亦称成吉思汗八白室（照片 1 、 2 ）
。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祭奠进一步扩大和完善。1260年（中统元年）
，忽必烈即汗位，建立元朝，
1264年（至元元年）在元上都建立成吉思汗“失剌斡耳朵”
（黄色宫殿）
，1266年（至元三年）在
元大都建太庙“八室”
，祭奉祖宗，完善祭祀制度。1282年（至元十九年）
，忽必烈进一步钦定成
吉思汗“四时大典”
，并册封专门管理祭祀事务的“太师、太保、宰相、洪晋”等官员，编写祭文、
祭词、祭歌等，使成吉思汗祭奠日趋规范化。
明代北元时期，成吉思汗祭奠进一步程序化。16世纪初，巴图蒙克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诸部，
划分六个万户以后，制定了各万户所承担的义务，产生了有关祭祀方面的书籍。并且还详细规定
了祭奠礼俗、祭奠程序，使成吉思汗祭祀进一步规范化。
清朝时期，守陵部落鄂尔多斯部定居于黄河河套，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奉祀之神集中

照片 1

集中供奉在成吉思汗陵的八白宫

照片 2

成吉思汗龙年大祭供品

2012年色音摄于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

2012年色音摄于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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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于鄂尔多斯，使成吉思汗祭奠趋于稳定。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重新组成五百户达尔扈特，
专门从事成吉思汗宫帐的守护、管理与祭祀事务。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祭祀的祭
文祭词得到恢复和完善，并产生了一批祭祀书籍，几次修订元代祭祀礼仪专著《成吉思汗金册》
，
使成吉思汗祭奠趋于定型。
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吉思汗祭奠基本延用了清朝时期定型的祭祀形式。
鄂尔多斯部的祖先，既是成吉思汗宫殿的守卫者，也是成吉思汗宫廷中担负各种职司的群体。
其中一部分人，是主持成吉思汗宫廷祭祀仪式的人们。成吉思汗逝世后，鄂尔多斯部承担了蒙古
王朝对成吉思汗的祭祀活动，世代传承。成吉思汗时期的帝王祭天仪式，之后的成吉思汗祭祀，
是蒙古族最高祭祀形式。鄂尔多斯部的特殊身份，为传承蒙古族最高祭祀形式，提供了多方位的
有利条件。
祭祀文化，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体现，也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发展的产物。13世纪初，震撼
世界的历史伟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将众多的部落归附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建立了蒙古民族
这一共同体。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民族刚刚形成的时候，它的成员来自诸多的部落、氏族。这些
部落、氏族当初有自己的信仰、也有各自的文化。比如，当时很有影响的克烈惕部信仰基督教，
乃蛮部信仰伊斯兰教，唐古德人信仰佛教，蒙古部信仰原始萨满教等等。因宗教信仰不一，各部
落的文化特点也有差别，当时还没有形成蒙古民族共同文化。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族共戴成吉思汗为大汗。成吉思汗虽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但在成吉思汗的影响下，各部族的信仰随之发生变化，成吉思汗所信仰的原始萨满教，在蒙古高
原上更具有影响。当时，萨满教成为蒙古社会的精神动力，也是统治阶级所利用的精神工具。
成吉思汗于1227年病逝至今700多年来，对他的祭奠活动在草原上一代接一代地始终进行着。
据记载，成吉思汗的各种祭奠活动每年要进行30多次，这些祭奠都有不同的时间、方式和祭品。
过去，由于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所限，加之由于成吉思汗圣物也是分散在鄂尔多斯各地
的，所以，祭奠活动也分散在各地举行。1956年，当地政府征得守陵的达尔扈特人和蒙汉同胞的
同意，将分散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各旗的成吉思汗画像、苏勒德、宝剑、马鞍等圣物集
中到成吉思汗陵所在地，并把各种祭奠活动适当集中，分别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廿一、五月十五、
八月十二和十月初三举行一年的四次大祭。祭祀形式独特，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即包括了蒙古
民族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体现了蒙古民族对成吉思汗伟人精神的崇拜，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集
中体现。包括一年的四次大祭在内，成吉思汗祭奠每年进行30多次，每次祭奠都有其特定的内容、
程序和时间，700多年不变一直延续至今。每到祭日，牧民们不远千里而来，将纯洁的奶食、酥油、
马奶酒、肥硕的羊背子等圣洁的祭品摆放在成吉思汗灵柩前，虔诚地祈祷大汗保佑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达尔扈特人高颂着“圣主颂”等古老的祭文。整个祭奠庄严肃穆、散发着浓
浓的民族文化气息。
成吉思汗陵的核心成吉思汗祭奠是在蒙古族原始的萨满教、大自然信仰和蒙古族古老制度文
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全体蒙古人共同信仰的精神民俗，是全体蒙古族的集体心理习惯，是指成吉思
汗八白室和苏勒德等成吉思汗所有圣物祭奠的总称。而作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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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祭祀，这里的非物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重点保护的是物质因素所承载的非物质的、精
神的因素，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以物质为依托，通过物质的媒介或载体反映出了其精神、价
值、意义（王文章 2006 ：49）
。
”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非物质部分仅仅是从祭祀仪式而论，而整
个仪式的举行是离不开物质的承载，从仪式本身来看“仪式表述也是某种超越仪式中的单一主题、
人物、器具等独立功能的整体效应（彭兆荣 2007 ：29）
。
”由此可见，作为物质部分的器物、器
具等物质性的存在物，是整个非物质性的仪式存在的重要依托物，是仪式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作为蒙古族精神民俗文化集中体现的成吉思汗祭奠不是单纯的非物质性的文化也不是物质
性的单一存在，而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体。
进入新世纪，作为一个较早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发展现代旅游业
发展的同时，也纷纷加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 2006年，成吉思汗祭奠作为蒙古族
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经典登上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殿堂。
受到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的影响，成吉思汗祭奠正在面临着文化变迁的挑战，面临着“文化
再生产”的问题。保护成吉思汗祭奠免受外来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保持其作为珍贵文化遗
产的本真性，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后，一个很
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从根本上说，它是表现
在文化多样性当中的人的创造力。对它的保护，就是对不同文化形式和价值的尊重，是对文化多
样性的保护。在全球化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可能获得了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
极大的威胁。很多原生态文化，在一种单一化、标准化的全球性商业文化的冲击下迅速衰落了，
拥有这些文化的人也随之消失了。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来看，已经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
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
，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该公约，2005年中国启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
工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纳入国家管理日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做好资源普查工作，完
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体系，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建立科学有效的
传承机制。
鄂尔多斯力争打造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为世界精品工程，并围绕此目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进
一步扩大成吉思汗陵的知名度，保护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使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入选全国第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照片 3 ）
。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划分方法，成吉思汗祭奠大部分内容
属于这一范畴。其中包括蒙古族祖灵观念，天祭、洒祭、火祭等传统祭祀方式，各类祭祀仪式，
各类祭词、祭歌，口头传说等。成吉思汗祭奠是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延续 8 个世纪的珍贵文化遗
产，这一文化现象仍保留着萨满教文化根基的“本真性”
，这也是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足
点和价值所在。
成吉思汗祭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达尔扈特人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体现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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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照片 4

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2012年色音摄于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陵守陵人 ― 达尔扈特

2012年色音摄于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

于1956年建立成吉思汗陵后，原有达尔扈特内部结构和祭祀仪式等方面的简化和省略 ；另一方面，
由于近年旅游业的突飞猛进，本身在达尔扈特人中出现了为迎合游客的需求某种程度上的“表演”
成分，而正在远离自己原有的职责。保护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以保持其原生态，保持其按内在
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为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文化，其精髓是与该项目代表性的传承
人密切联结在一起的。由于达尔扈特人在整个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中处于承载其他各要素的重要位
置，因此，对他们的保护，包括恢复其原有组织机构等应该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照片 4 ）
。
根据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保护文化遗产的主体包括国际组织、国家、群体个人
等非政府组织三个层面。而其中第三个层面，即“群体、个人等非政府组织”是文化遗产的实施
者，在保护程序中处于最前线位置。除了国际和国家层面的保护、支持外，作为文化遗产的实施
者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如何关心自己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在保护文化遗产过程中，最重要的
是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非物质文化是民族文化根源的土壤，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带来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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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生存土壤的却失，如果人们再没有保护的意识，文化的消失则会是必然的。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在当今全球化潮
流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中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确立我国文化身份的重要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传承中华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3．旅游业背景下的成吉思汗祭奠
随着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已经开始由一种单纯、静态的“遗产保护”逐步走向一种动态的“资源化”的高度。
高丙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整合性的学术概念的成型》一文中提到，
“正面界定非物质文
化遗产潜在价值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资源”
，在各种具体的论述中常常用作‘人文资源’
、
‘民俗
资源’
。‘资源开发’是由此衍生的一个概念。较多的研究所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开发
主要是民俗旅游（高丙中 2007）
。
”
面对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保护政策，成吉思汗陵也经历一个不断响应国家政策调整发展思路
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的深入，成吉思汗陵于1985年向国内外打开了封闭几
百年的大门，而且通过逐步的扩建，到1985年，建设了九十九级台阶式步道，仿元门庭，牌楼，
种植了大量树木，完成第一批壁画，使陵园基本具备了接待游客的条件。1985年 5 月 1 日，中共
伊克昭盟委员会和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决定将成吉思汗陵对外开放。从此，成吉思汗陵旅游事业迈
出了第一步（旺楚格 2004 ：248）
。
”此后，成吉思汗陵先后得到了多次大规模的扩建，先后荣获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旅游景区示范点”
、
“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
，全国首批“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的称号。2011年成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照片 5 ）
。

照片 5

参观成吉思汗祭奠的游客

2012年色音摄于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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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成吉思汗龙年大祭祭坛

2012年色音摄于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

现在的成吉思汗陵不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对象，同
时也是现代著名的人文景观、旅游圣地，是发展民族旅游业的依托资源。成吉思汗陵具有非常珍
稀的文化价值和资源优势，借助现代旅游业以文化为依托的产业性质，依托成吉思汗陵深厚的民
族文化底蕴，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
“成吉思汗陵的主体文化是对成吉思汗的祭
祀和供奉，这种神圣的文化内涵，虽然具有旅游资源的世界性、唯一性，是蒙古民族朝拜的圣地，
但是很难形成除拜谒观光旅游以外的旅游项目，经过审慎的探索与论证，东联集团将成吉思汗祭
祀文化做了放大和延伸，将新建的旅游区的文化主题明确定位为‘成吉思汗文化’
。将成吉思汗
的军事、政治思想以及他所缔造的蒙古族辉煌历史与文化，从旅游文化的角度加以全方位的诠释
（杨勇 2008）
。
”这也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成吉思汗陵文化遗产的延伸和利用。
成吉思汗陵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构成了富有古老和现代蒙古族文化为一体的成吉思汗陵文化
景观，祭祀活动和达尔扈特人作为活的文化载体又使得成吉思汗陵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活的
文化空间。这样就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祭祀现象，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旅游景观。其中达尔扈特
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陵没有达尔扈特人就没有了祭祀文化，该旅游点缺少了达尔
扈特人也就成为一个没有活力的静态的景观或博物馆了。旅游景观满足了游客参观游览的需求，
祭祀活动在其中的举行，达尔扈特人在与游客的不断接触中不仅提升了“文化自觉”的意识，也
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满足了部分游客的深度旅游体验的需求，从而更好的调和了全球化背景下
旅游业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
旅游业对促进经济发展，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但是，同时也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人文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人文生态环境污染成为目前自然消亡原因之外，造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破坏的又一重大原因。
具有特色的民俗风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祭祀民俗这一标志性民俗事项
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意识。这些“非常民俗”既具有一般民俗的特点，又具有其
“非常”之处 ：严格的礼仪禁忌，特别是宗教祭祀具有神圣性、严肃性、民族性。但是，成吉思
汗陵成为旅游景点后，经常向游客表演祭祀仪式等。这些“非日常民俗”的日常化、表演化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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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报酬，但是给旅游地带来的负面影响大 ：不按民族宗教习俗办事，把一些少数
民族不愿意展示的文化要素商业化，如果涉及到某些敏感的内容，就很容易伤害到民族的自尊和
宗教感情，甚至民族团结，升级为民族矛盾。
“所以，
“对于那些比较严肃的祭祀礼仪、宗教、婚
俗，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过分商业炒作，以确保这类遗产的严肃性和纯真性（苑利、顾军 2009 ：
21）
”
，
“民族宗教无小事”
，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对旅游开发者来说是一个考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中人文生态环境的污染正在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消逝的速度，同时，耗
竭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源头活水，弱化文化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将制约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令人纠结的一道难题。如何促进二者协调发展，是
一大问题，矛盾升级，甚至恶化，难以两全的时候，如何分出谁先、谁后，是需要探索破解的最
大难题。问题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但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价值
观偏差，由此，政策、制度制定以及执行发生相应的偏差。因此，从长远着眼，政府和社会各界
应当深化和强化理论认识，为科学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同时，配套有效的管
理机制，这才是解决的问题的根本之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人文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源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认
识片面、模糊导致价值观异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本质上就是保护与“现代化”和“发展”
的问题。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问题上，要正确把握“现代化”和“发展”的目标、本质和思
想精髓，以此作为处理保护和开发的矛盾的思想指南和相关制度以及政策的制定依据，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才可能逐步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民俗旅游日渐成为各地尤其是民族地区发展民族经济的依靠力量之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全世界掀起的新的文化保护热潮又与现代民俗旅游的发展产生新的理论碰撞和现实的交锋。
我们主张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共赢，因此，提出了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或者在保护中开
发的开发利用原则。
任何民族对待自己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态度往往是较复杂的。既想保存传统文化，又想发
展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然而所谓的“传统”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地累积而形成的。把传统文化看
作停止不前、一成不变的观念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应不断克服这种
牢固观念，用发展的观念来对待“活态文化遗产”
，不能够以“保存”
、
“保护”的名义来阻挡或
阻碍一些民族和相关族群的传统文化的合理发展。所以在今后的“活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各
地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和政策，将传统的保存
方式和新型的保存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和工作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不断
地调整和改进保存方式和保护模式，这样才能够达到既要保存和保护，又要开发和发展的“一举
多得”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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