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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旅游国际化进程中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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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饮食文化是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人类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同时，地方

饮食文化也是一种融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游客通过对地方饮食文化资源的体验，不仅

可以增进对旅游目的地美食的了解，获得丰富的感官体验：而且还可以深入了解旅游目的地的饮食风俗、风

土人情和文化特征等，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成功开发旅游饮食文化资源，不仅能够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及

品质，也能繁荣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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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饮食是旅游者六大消费要素中的首要和基本

要素，而具有鲜明历史文化性的地方饮食则是一种

独特的文化资源，能够吸引人们产生旅游动机并进

行旅游活动，有着广阔的旅游市场开发前景。l-特别
是饮食文化的旅游开发是以民众的生产活动为旅

游开发的客体，对异地旅游者有极大的吸引力，便

于其参与、亲身体验异域文化特征。因此，饮食文化

不仅能成为旅游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

本身就是一类旅游产品．参加宴席、品尝具有地方

特色的名吃、名菜、名点在许多地方已成为重要的

旅游项目．美食旅游已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活动。

如何把我国宝贵的饮食文化资源同动态的旅游活

动相结合，把饮食文化资源做成一个主题突出的文

化旅游产品，是近年来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的重

要课题。

黄山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在推进

黄山旅游国际化的背景下，景区的许多软硬件配套

设施、生态环境的保护、旅游服务等得到了完善和

提升，但是旅游产品的开发程度还较低，观光旅游

仍然占了很大比重，游客的人均消费水平并不高，

尤其是在旅游与地方文化的结合上，还没有形成有

特色的旅游文化产品。其中关于饮食文化资源的旅

游产品更是少之又少．根据我国2007年旅游年鉴

的统计，游客消费比例中用于饮食的消费仅为

15％，而黄山的游客，旅游饮食消费比例还低于此标

准，因此合理进行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对于

黄山旅游的国际化发展进程具有现实意义。

1．推动黄山旅游的国际化发展。繁荣地方经济

根据黄山市旅游委员会的统计资料，在黄山游

客的旅游消费中。用于饮食的消费平均仅占不到

15％，这表明黄山旅游国际化进程中的餐饮市场潜

力巨大。故合理开发饮食文化资源，可以促进地方

的观光旅游、商业、娱乐业的发展，繁荣地方经济，

并且饮食文化资源能给游客以知识的启迪、美的享

受和精神上的乐趣，其开发过程中必然会推动地方

文化品味的提升．间接改善城市规划建设，从而促

进黄山旅游的国际化进程，因此它的开发是一项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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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开发。其产生效益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是多方面

的，能够成为黄山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

2．丰富黄山旅游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品质

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消费者已不能满

足于单纯的游山玩水，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求，黄

山旅游文化资源必须得到进一步开发，旅游产品必

须不断丰富，将黄山特有的饮食文化资源作为一项

旅游产品来开发，真正使旅游与地方文化相结合，

形成黄山特色的旅游饮食文化产品，不仅可以丰富

黄山旅游内涵，而且能够提升黄山的旅游品质。

3．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黄山地处吉徽州地区，徽州文化内涵丰富，保

存完好。而饮食文化是这个地方文化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徽菜是随着徽商的形成及兴盛而自成一

派。从而成为中国八大地方菜系之一。2007年1月

徽菜制作技艺被安徽省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在挖掘和开发古徽州饮食文化资源的

过程中，既保留传统的地方饮食特色，又根据现代

市场需求进行改进与创新．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二、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分析

1．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界定

文化旅游资源是以一定的文化特色为背景．突

出某种文化主题。满足旅游者某方面精神需求并激

起其旅游动机的各种因素的综合。闼所有文化旅游资

源都有其物化的表现载体。包括与自然资源的交融。

以某种文化为主题划分。文化旅游资源大致可分为

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园林

文化资源、建筑文化资源、饮食文化资源等类别。四

根据上述概念界定。可以得出饮食文化旅游资

源的大致范畴，即指在自然或人类社会中凡能对旅

游者产生吸引力、并可能用来开发成旅游消费对象

的饮食文化资源。具体来说是指特定社会群体的食

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

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

想和哲学，由人们饮食生产和饮食生活的方式、过

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41

2．黄山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

黄山有着丰富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从饮食的

历史发展来看，徽商对徽菜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徽菜兴起于徽商的鼎盛时期，清末民初徽菜

风靡中国大江南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饮食

的思想来看。徽州作为“新安医学”的发源地，秉承

以食养身、药食同源的中国传统饮食思想，如：汪及

的《解毒编》、鲍元则的《野菜博录》等医学著作对人

们的食物种类。对人体的作用以及食物中毒的解决

办法都有记载说明；嘲从徽菜的工艺特色来看，其地

方风味浓郁，大多就地取材，烹饪技法擅长炖、蒸，

调味多以火腿佐味、冰糖提鲜，菜肴讲究原汁原味，

清鲜醇浓；从饮食民俗来看，徽州民间非常重视祭

祀和传统节令习俗．如正月十．／＼朝的赛琼碗活动，

为纪念越国公汪华所举办。是徽州民间的神会祭祀

活动，也是典型的民间徽菜美食博览会，供奉菜肴

点心达288盘(碗)之多；从物产资源来看，有休宁火

腿、问政山笋、毛豆腐、五成茶干、黟县腊八豆腐、蜜

枣、石耳、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等地方特产。

然而在黄山开发的文化旅游资源中．有以世界

文化遗产地为代表的西递、宏村，以徽州古建筑为

内容的古村落，以徽州历史文化为内容的歙县牌坊

群、徽州文化博物馆，以徽州园林为内容的鲍家花

园等一批具有强烈徽州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但唯

独与黄山饮食文化资源相结合的旅游项目却很少。

在黄山旅游股份公司给出的2007年黄山风景区营

销计划中。没有一个是以饮食文化资源为中心内容

的旅游项目．可见在黄山推进旅游国际化的过程

中，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和利用还停留在起步

阶段。

3．黄山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过程中的问题及

原因分析

黄山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仍处于初级阶

段，在开发中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

我国许多旅游城市和旅游区。主要表现在：

(1)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起点低

黄山旅游要国际化。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

文化产品是必然的。为做好饮食文化与旅游的结

合，黄山市专门修建了美食城，其场地和规模都足

够大气。也是黄山国际旅游节中——美食节的主会

场，通过美食节汇聚众多的餐饮企业，不仅向广大

游客和市民展现了黄山的饮食文化精华。同时对徽

菜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仅此向游人

展示黄山饮食文化丰富的内涵，显然力度不够。此

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就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

发，仍将其界定为整体旅游产品的配角部分——旅

游餐饮的发展阶段上，美食旅游的开发尚未引起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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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旅游界相关人士的足够重视。

(2)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与旅游规划结合度

低

由于缺乏对黄山饮食文化资源的了解。大多数

旅游项目在规划时，侧重点都在旅游自然资源的开

发、旅游路线的设计和旅游商品的出售上．对于饮

食文化资源的开发不够重视。游客在旅游的过程

中，饮食文化资源更多是以快餐的形式出现，而将

旅游的重心都放在对景区景点的欣赏以及旅游购

物上。这是因为在整个旅游线路的设计中，没有考

虑到游客对饮食方面的消费和需求，而将饮食消费

置于次要地位，仍旧是缺乏美食旅游的观念。

(3)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缺乏深度与品味

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过程中。鉴于菜肴

是饮食文化中体验性最强的表现形式．能够直接反

映地方饮食文化的特色，开发的难度较低，投资回

报率较高，因此开发的重心往往倾向于菜肴资源。

在黄山市星级酒店随处可见，地方特色的酒楼也比

比皆是。游客在此虽然能品尝到徽菜的口味，却并

不能体会诸如古徽州的饮食文化发展渊源、饮食思

想、饮食风俗等饮食文化的精髓。问题的关键在于

目前黄山市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还处于起步

阶段，在旅游开发中更多关注的是饮食文化资源所

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略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地

方饮食文化资源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以及饮食文化

资源在旅游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三、黄山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建议与措施

从饮食文化资源的角度挖掘旅游开发的潜力．

提高旅游业的市场竞争力。使之成为黄山市旅游经

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

题。针对以上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

题，如何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好黄山的饮食文化资

源，将饮食文化与现代旅游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

来，增强旅游地的综合吸引力，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与措旆。

1．做好徽州饮食文化资源的展示

在黄山市十大工程中。打造精品文化长廊与屯

溪老街文化娱乐休闲这两项工程，都是将旅游与地

方文化相结合，进而转化为旅游文化产品的重要项

目。在文化长廊项目中包括了徽州文化博物馆的建

设，可在博物馆中专门设立一块以徽州饮食文化资

源为内容背景的展区，让游客对徽州饮食文化的渊

源及发展有一个很直观的了解和认识，激发游客对

当地饮食文化资源的兴趣：在屯溪老街文化娱乐休

闲项目中，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徽菜制作技艺

的表演，请游客现场品尝，诱发游客对饮食文化产

品的消费。

2．增强游客对黄山饮食文化资源的体验

本地菜肴是旅游者感受当地饮食文化最基本

载体之一，餐馆则是旅游者感受饮食文化最为重要

的场所。要使游客对黄山饮食文化资源的体验有较

高的满意度，首先在菜点价格、餐馆的设施设备、用

餐环境、服务质量等方面就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甚至部分能高于旅游者先前期望。其次给游客提供

不同的体验形式，除了单纯的品尝菜点，还可以让

游客亲自加入到菜点制作的过程中来，从头到尾体

验菜点制作过程中的乐趣。最后，合理设计旅游路

线及内容，在为游客设计的旅游路线中。穿插以体

现饮食文化资源为中心内容的项目，游客观光之

余。还可品味徽州美食文化。

3．提升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层次和品味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品尝的美食，是饮食文化资

源作为旅游产品的基础层次。当游客对美食的追求

已不再是单一的品尝或满足食欲时，就，必须提升该

旅游产品的层次和品味。徽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

一，需要根据游客和市场的需求，进行改革和创新，

建立不同需求层次的宴席和菜肴；将传统菜肴与历

史传说、创新宴席与制作过程相结合，形成丰富的

菜肴文化，以提高游客对徽菜的认识，进而加深对

徽州饮食文化的体验。此外我国历来就讲究“以食

养身、药食同源”．注重食物对身体健康功效的饮食

思想。因此可以将吉徽州的新安医学、黄山特有的

药材与现代烹饪相结合。形成具有黄山特色的药膳

食品。不仅能丰富黄山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产品品

种。使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不再滞留在餐饮产

品的初级层次，同时进一步宣传古徽州文化。

4．政府部门对饮食文化资源的整合

政府部门作为主导，对黄山的饮食文化资源进

行有效整合。将饮食文化资源纳入到黄山旅游体系

中来。根据黄山饮食文化资源的内容和特点，建立

一个包括徽州文化博物馆、酒店与餐馆布局、餐饮

产品、饮食文化资源旅游线路设计、区域旅游饮食

协调机构等内容的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体系。

徽州文化博物馆是地方饮食文化资源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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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游客在游览时可以了解徽菜的历史与故事，欣

赏徽菜艺术，学习徽菜技术，品味徽菜美食，体会制作

徽菜的快乐；酒店与餐馆的布局应规划合理、等级

明晰，设计可以根据游客的旅行轨迹予以布局，同

时将餐饮场所变成地方饮食文化传播的一个窗口；

餐饮产品应逐步完善地方风味饮食体系与外来风

味饮食体系，建立不同消费档次的餐饮产品，重点

突出徽州特色菜肴；饮食文化资源在进行旅游线路

设计时，应与黄山的其它旅游资源合理配置；区域

旅游饮食协调机构直接接收和处理游客在旅游过

程中，针对餐饮产品的投诉，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

同时机构下设信息服务中心，用专业手段收集、整

理和发布旅游饮食信息。比如建立黄山饮食文化资

源网站。

四、结语

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是适应现代旅游业

发展需要和满足游客需求的一种专项文化旅游产

品开发。在黄山旅游的国际化进程中。对于饮食文

化资源的有效开发，不仅需要可持续发展观与完善

的旅游规划予以指导，同时需要建立正确的品牌权

属意识以及科学的资源评价体系。开发利用好吉徽

州特有的饮食文化资源，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

展，从而促进黄山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最终谋求

人与资源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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