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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bodies the wisdom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is an 
important tourism resource. This paper has combed the status quo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arbi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tourism in Harbin, 
further expound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cultural tourism in 
Harbin in the fu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n 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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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人类发展的智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本论文梳理了哈尔

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同时通过对哈尔滨市的非物质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

一步阐述了未来哈尔滨市发展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对策，有利于促进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的开发。 

1．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哈尔滨市于1994年被国家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哈尔滨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量丰富，哈尔滨市从2008年至2014年，先后进行了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

和评定工作，现有非遗名录131项，国家级名录3项，省级名录53项，代表传承人99人，保护

单位44个。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了旅游资源中的文学、音乐、舞蹈、杂技与竞技等

十个种类，是哈尔滨市发展旅游业重要资源。文化游因其依托于旅游文化性的本质，能够满

足人们求新、求知的心理需要，因此通过把非物质文化表演艺术类遗产加工成为舞台形式、

工艺品等丰富的形式展示给游客，将具有重大的旅游吸引力。哈尔滨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

游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从开发的形式来看涵盖了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

所有形式，其中中华巴洛克、关东古巷已成为进行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常态场所，并且已经成

为哈尔滨市文化旅游的标志，实现了强大了品牌效应，也为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积

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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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2.1  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投入经费有限，缺乏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宣传和旅游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目前、政

府部门每年都会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因资金来源单一、数额有限还远远无法满足众多项目

的开发。以五常东北大鼓为例，其演出空间多分布在农村地区，演出价格较低且市场有限。

同时，能够表演此种演出的剧团多为县级基层剧团，财政供给率低，演职人员工资待遇低，

演职人员流失严重。使得戏曲面貌陈旧，难以获得更好地传承和创新。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生存土壤丧失和后继乏人的局面 

适宜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需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及人们生活条件及思想认识的变化，一些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已经有所改变，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存空间的压缩使其时刻面临着中断和失传的危险。例如，许多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都还

固有着“传女不传男、传家不传外”的旧思想，使文化遗产遭到封存。做为满族传统体育项

目的珍珠球是哈尔滨市十大非遗项目之一，目前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人们平时已经很少进

行这项体育项目，现在只有在民族节日时才玩起这种运动。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口心授，如其继承者在传承过程中缺乏归属感、认同感及历史感那很可

能造成此项遗产的消亡。方正剪纸种类繁多，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传承人叫倪秀梅，随着剪

纸老艺人故去，原有古朴稚拙、深厚粗犷的剪风本地型剪纸已基本消亡。为追求风尚，某些

剪纸艺人的剪风让方正剪纸固有的风格大打折扣。 

2.3  开发比较零散，缺少系统规划 

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前提是系统、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目前,虽然在开发

中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因

其内部整合程度较低,开发比较零散。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宣传和展演市

由文体局负责，而旅游项目规划是由旅游局负责。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物质文化

旅游的发展，由于保护和开发归属两个部门，所以在旅游规划、市场分析和项目开发可行性

论证方面会出现一些断层，不利于从整体上一盘棋的进行旅游规划，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开发

处于无序、自由的状态, 重复建设、盲目跟风现象频现，大大降低了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

游的价值和品位。 

2.4  对外宣传不到位 

哈尔滨历史悠久，早在 22000 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活动，曾是金、清两代王

朝的发祥地，拥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地区旅游的重点一直集中于冰雪旅游、松江湿地、

避暑夏都、欧陆风情等方面。近年来，哈尔滨市逐步重视文化旅游的发展，但是从旅游形象

宣传的重点和旅游线路开发可以看出，更加偏重于冰城夏都的自然特征的宣传，及欧陆文化、

都市新貌、节庆会展等文化旅游的发展，对以非物质文化的宣传仍然主要集中于文化部门，

旅游局的网站，手机、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推广和宣传较少，宣传途径单一致使相关非

物质文化旅游活动的客源范围狭窄，外地游客了解的极少。此外、非物质文化旅游在宣传过

程中也极少与景区、旅行社联合，酒香也怕巷子深，在很大方面也不利于非物质文化旅游的

开发。 

3．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对策分析 

基于对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游的现状和旅游价值评价，结合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优劣式分析，对于其旅游的开发，更应做到有保障，有计划、有步骤，保护与旅游发展有

效互动，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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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不断完善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保障机制 

3.1.1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随着《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哈尔滨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成立，已经使得哈尔滨市相关保护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在未来，政

府应进一步出台相应政策，完善志愿者机制和各类文化、技能培训机制，畅通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各类学术机构的沟通，发挥传统艺术表演团体、公共文化机构、文化艺术研究机构

和民间团体的作用。建立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游管理机构，负责和监督哈尔滨市整体非物

质文化旅游项目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建立政府协调主导和社会参与共同发展的模式，通

过非遗保护联席会制度，切实解决政策保障问题。 
3.1.2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完成好项目可行性研究之后，

应鼓励国家和政府进行财政拨款，利用好政府公益性财政补助、专项基金等政策措施。推动

各类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增加对于旅游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纳民间资本，进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社会化运作，政府负责建立投资项目库及投资指南，牵头完善高效、简明

的资金管理制度和项目审批程序，通过良好的项目投资效益分析进行招商引资，完善旅游项

目投资管理体系并实施监督管理。 

3.2 加强保护，力求旅游发展“长远化” 

传承人的发现和培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

从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虽然国家会出资专项基金用于维持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但

至今人才的流失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与它匹配的生存、

传承、发展的环境，所以单一依靠输血式的保护，一方面会增加政府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

也因其“钱途”渺茫而使继承者放弃。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提供资金的支持的同时，还可增强继承者的保护意识，同时通过对非物质文化旅游产品

的开发，还会吸引社会上更多的有素质的爱好者参与其中，以旅游为带动，使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获得动态继承的同时获得了保护。 

3.3 资源整合，做到旅游开发的“规模化” 

哈尔滨市有着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因为各类资源的差异性及政府及旅游企业

的经济能力的限制，单一的对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 ，其对游客的吸引力都是有

限的。故将多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整合，有利于使旅游形成规模化，增强旅游吸引

力。哈尔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集中性，主要集中在阿城、双城、

五常等几个区市，因此，结合哈尔滨市旅游已经打造“中国·哈尔滨之夏国际文化旅游节”

城市品牌， “湿地节”、“啤酒节”、“哈夏音乐会”、哈洽会和地方系列节庆活动。通过，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同时通过便捷的交通，将与各个分散、独立的资源有效地连

接起来，建立规模宏大的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区，这样既避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迁移和复制，保持了其原生态的特征，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当地民俗、观光、乡村旅游的发展。围绕文化、冰雪、生态等旅游产品体系，不断推出休闲

度假、体验性、娱乐性的旅游精品。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应当依附哈尔滨市特色的

物质文化遗存，打破单纯以城市风光旅游为主的旅游线路格局，全面打造城市风光、民俗风

情，以非物质主体的吃、住、行、游、娱、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旅游线路，深入挖掘内

涵，在游客获得偷悦的同时，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同一空间相互促进、扩大影响。 

3.4 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做到营销手段“创新化” 

目前，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先后进行了哈尔滨市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展示暨授牌仪式活动；参与哈尔滨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主办、中心承办的哈尔滨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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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大图典首发式、优秀项目展示展演活动；组织编纂了《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图典》；相继举办“金源神龙杯” 满族传统莫勒真大会及黑土情愫.黑龙江剪纸艺术

家作品展等活动。这些活动有效地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和传播形式，增强了哈尔滨

市的文化吸引力。今后，还应进一步结合哈尔滨市旅游发展要求，积极发挥品牌效应，通过

哈尔滨市特有的非物质文化资产资源的传播，加强报刊、电视、网站等渠道的宣传力度，吸

引更多的旅游者的到来，从而促进当地旅游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通过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哈尔滨市旅游局、哈尔滨市文化广电新闻部门，以

及各大电视台、报纸等机构进行宣传，及时更新相关内容，让人们了解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了解各项活动的举办时间、地点。同时，积极与旅游景区、酒店、旅行

社进行合作与宣传，给予旅行社相应优惠折扣，将部分旅游项目纳入的常规旅游线路中，开

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旅游。 

3.5 不断发展促进传统文化“博物馆化” 

开发博物馆模式是进行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一种有效尝试。博物馆模式开发

可建立在社会结构、经济情况和精神生活及自然环境相对完整的文化生态中。哈尔滨市阿城

金源文化旅游区可以其具有浓厚的满族文化色彩，良好生态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等特

点建立活态的博物馆，向游客展示出能够体现完整、活态的经济、文化、环境完整的非物质

文化活标本。可将其建设成为满族民族文化的展示单位，以让游客全方位的了解满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特色。目前， 哈尔滨市已经开发出了独特的公助民办办馆模式，北方民艺精品馆、

大众肉联集团历史博物馆、哈尔滨艺术宫版画博物馆已经在进行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和保护

过程张做了有效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未来除了利用企业改制,引导行业办馆；利用城

市改造,扶持民间办馆；利用政策导向,倡导社会办馆，还应在实践中形成更多的适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旅游开发和保护的博物馆办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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