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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jian Village, located in the scenic spot behind Tianzhu Mountain, Qian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will welcome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opeway.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matter to draw up a plan for tourism construction. Because food tourism
can not only generate income for villagers but also avoid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and rural
hollowing, it is one of the optimum choices to consider among tourism industries. Employ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earch and field study, the author looked in-depth into the situation of Wanjian villag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iculties of food tourism in Wanjian Village, and also introduces its resources, its characteristic food and cultu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and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Because other rural areas may now face similar situation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tourism, the paper may have suggestive gestures for future planning for
rural food touris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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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于安徽省潜山市天柱山后山景区的万涧村在索道建成后将迎来大批游客，做好旅游建设已经成为一件
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发展食品旅游符合保护与发展并行的原则，在为村民创收的同时避免当地被过度商
业化与空心化，因而是发展旅游业的一个优选。笔者通过查找文献与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万涧村的情况进
行了深入的了解。本文围绕万涧村食品旅游的发展与困难，介绍了当地的资源、特色食品与饮食文化、
发展食品旅游的要素、当下面临的困境等。而这些情况与其他农村地区的食品旅游发展也或有一定共同
点，对于乡村食品旅游的实际规划有着启发意义。

关键词
食品旅游，乡村旅游，构建策略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背景介绍
坐落于天柱山后山风景区的万涧村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但与寻常旅游地不同的是，万涧村
同时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传统保护村落，基于这样的双重身份，如何能够确保当地经济发展能与传统特
色文化传承并行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紧要。目前，中规院对老房子的保护与改造正在进行中，景区的建设
正由当地相关部门着手规划，村子的合作社也在尝试着做一些特色农产品，但是对于如何满足即将涌入
的游客的饮食需求、如何保护并传承当地饮食文化这两点上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缺的。
有道是“民以食为天”，美食在中国人的心中总是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而在旅游六要素“吃、
住、行、游、购、娱”之中，吃更是位列第一[1]。如果希望万涧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能够取得各种意义
上的成功，食品旅游就被应当提上议程。此外，食品旅游拥有成本低、可操作性强、受众广的优势，对
万涧村村民而言实为自主经营的一项好选择。本文中的食品旅游概念包括了史密斯和肖(Smith and Xiao)
对厨艺旅游的定义—以体验文化为目的的旅游，沃尔夫(Wolf)对美食旅游的定义—以品尝美食为目的旅
游，和霍尔和米切儿(Mitchell)对食物旅游对定义—以参观加工过程为目的的旅游[2]。

2. 万涧村食品旅游发展现状
2.1. 客流量
万涧村虽确实位处天柱山风景区内，从天柱山东关下山理论上能够到达万涧，但一直以来只有东关
处于为开放区域，从东关开始的下山路则由一道铁门阻断，直接阻挡了大部分天柱山景区的游客分流至
后山，少数游客或费心思绕路以从后山侧下山，但未加固缺少保护的土路往往会让其退却。故此，尽管
天柱山风景区在 2019 年国庆期间客流量高达 611.3 万人次，来到在后山景区的万涧村的游客却是寥寥无
几。而缺少游客的光顾，万涧村仅有的一家位于主路旁的有招牌的餐馆也已停止营业。

2.2. 线上食品销售
村合作社目前在微店平台上售卖皇菊、毛笋干、野茶、萝卜丝等以烘干为主要加工方式的食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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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不同规格的皇菊销量最高，定价 38 元与 88 元的两种累积销量分别为 2486 件与 200 件，其它产品销
量均在 50 件以下，回头率为 19%。
在与合作社相关负责人员的交流中，笔者得知平台的选择是出于资质考量，在淘宝京东等更为成熟
的电商平台上开店售卖加工食品需要办理一定的经营资质并缴纳押金，而微店的流量则相对较小，加上
顾客多为通过朋友圈了解到的熟人，在售后被恶意质疑风险会缩小不少。而熟人购买这一特征也解释了
销量与回头率：对于得到朋友圈推广的、定价较低的皇菊，销量显著的高于其它产品；因为是出于卖人
情或类似助农的原因购买而非对商品本身对兴趣，二次购买的可能性较低。除风险考量外，有限的加工
设备与也限制了产能和产品多样化的可能。例如目前合作社有大量的皇菊苗，但烘干设备无法全部进行
加工，而单一的设备(目前只有烘干设备)限制了加工工艺，需要深加工的即食产品只能暂时空缺，但正是
这类商品比烘干半成品有更多竞争力与制定价格的能力。
虽然线上销售食品看似与食品旅游的用食物吸引游客到旅游地消费的初衷是背离的，但事实并非如
此，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可以回避线上平台这一机会其实是因噎废食的。因为发展食品旅游
的另一个目的在于用经济效益延续当地饮食文化，在景区没有完全开放客流量尚不多的当下，线上售卖
食品也能起到类似作用，作为一个发展食品旅游的过渡是十分理想的。

3. 万涧村食品旅游资源
3.1. 农林业资源
万涧村耕地面积不大，耕地总面积 600 亩，其中水田 473 亩，旱地 127 亩，人均占有耕地 0.23 亩，
粮总产量 24 万公斤，人均自给粮 94 公斤。目前除去合作社(用于种野茶、黄菊、玉米)共有的耕地外，村
民种地仅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每家耕种的作物并不固定。
但万涧村坐拥万亩竹海，全村山场面积 2.2 万亩，毛竹蓄积量 80 万根，木材蓄积量 1 万立方米，村
集体所有的山场面积 3000 亩，外地插花山面积 1000 亩，竹、木资源丰富[3]，且缺少开发，竹资源十分
丰富。此外背靠大山的万涧拥有可日常使用的山泉水。

3.2. 历史文化遗产
万涧村最为出名的建筑莫属杨氏古戏楼，《潜山县志》记载其历史可追溯到清乾隆初年，1998 年被
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CCTV 和安徽电视台曾多次来此拍摄专题片[4]。此外也有诸
如杨家老屋、杨家大屋、张家老屋、齐云道院、杨家祠堂、黄家老屋等传统建筑。作为天柱山后山景区
的一部分，一旦后山与现在开放的景区打通，这些古建筑会吸引来大量游客，因此，在这些已经存在的
景点附近以餐车等方式出售食品，或这把可以使用的建筑内软装修改装成餐馆都是可以参考的。优先将
当地历史文化特色与食物进行有机结合即是保护与开发并存最好的选择。

3.3. 特色食品与饮食文化
在万涧，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可口菜肴种类繁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菜品也有不少，发展食品旅游业，
先天条件可以说是不错的。笔者着重记录了万涧当地点心类食品及其制作工艺，包括肉蒸面、观音豆腐、
山芋团子等。
3.3.1. 观音豆腐
具有当地特色的观音豆腐、黄栗豆腐、woerli 豆腐都形似黄豆制成的豆腐，但其实相去甚远，而在
这之间又以观音豆腐芳名远洋。食用观音豆腐的地区跨遍半个中国，在四川、浙江、安徽等省份都能看
到，不过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观音豆腐还是陌生的。其原料观音柴叶片的营养价值在多篇文献中都有所证
DOI: 10.12677/sd.2020.103050

413

可持续发展

刘子佩

实：豆腐柴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其果胶质含量约占干重的 41.3%，蛋白质含量 21%~34%，维生素和氨
基酸含量丰富[5]。此外，观音豆腐的由来也有一个故事：在饥荒年代村民无以果腹，偶然间发现一种果
树叶子味道清香，揉碎取其汁液和上草木灰，静置后取下层沉淀能制成一种形似豆腐，之后便冠以豆腐
之名，又因村民相信这是观音菩萨的庇佑，故称其观音豆腐。
传统的观音豆腐制作方法为全人工，勤劳能干的妇女制作七八斤观音豆腐大概耗时一小时，加上采
集叶片和后续半成品加工，人工成本不可谓不高，但这也可作为销售亮点，定位在高端产品上，毕竟时
下绿色无污染手作对城市居民对吸引力相当大；换一种思路，即是通过改良工艺减少人工成本，例如加
工成粉末状然后随作随取用，既省时又能破除观音柴叶季节性的限制。
3.3.2. 黄栗豆腐与 woerli 豆腐
比起观音豆腐，黄栗豆腐与 woerli 豆腐而言知名度很小，但更为珍贵，因为它们的原料是两棵百年
古树的果实、制作周期长达二十余天，且受到古树结果的季节性限制只在秋季能进行取材。村民会在每
年秋季不时去两颗古树旁看看，当看到古树果实落地时整村的人都会跑来捡拾古树果实，制成豆腐后还
会为常年在外的子女冻上一些留到过年一家人一起分享。而基于这两种食物本身的特点，作为旅游食品
的定位可以是限定、限量款。
3.3.3. 部分万涧村特色食品的传统制作工艺
部分万涧村传统食品的传统制作工艺如下表 1。
Table 1. Raw materials and the flow of making Wanjian traditional food
表 1. 万涧传统食品的传统制作工艺*
序号

名称

原料

制作工艺

1

肉蒸面

面条(盐、水、面粉)油

当日晚上和面，后擀平切成小条放瓦缸。次日早上五点前拉扯成
细面并晒干，待需要时取用。开水煮面后凉水浸面，肥肉炼油后
浇到面上，上锅蒸熟。

2

观音豆腐

腐婢树叶、草木灰、水

腐婢树叶装入布袋揉出汁液，加入草木灰并混合后静置。

3

黄栗、woerli 豆腐

古树果实、水

晾晒晒果实后去壳，凉水浸泡 20 天。把果实磨粉，和开水搅拌
浆，并边搅拌边加热，后倒至容器中静置。

4

山芋团子

红薯、水

红薯磨碎，去杂质后加水静置，取沉淀(淀粉浆)晒干成粉末状，
需要时取用。
红薯淀粉加到热水中，一边加热一边搅拌，在半生半熟时关火，
团成球，之后入油锅煎炸。

5

鲜玉米烙

玉米、水

新鲜剥下的玉米粒和着水碾压成浆状，后加入小麦粉搅拌均匀，
双面煎制。

6

韭菜鸡蛋摊饼

韭菜、鸡蛋、面粉、水、盐

炒干韭菜水分后加蛋和面粉、水、盐，混合均匀后煎熟。

7

麦粑

面粉、糖、盐、水、酵母

混合所有原料后和面、一次发酵、整形、二次发酵后上锅蒸制。

8

鸡汤面

鸡肉、抻面、水

提前熬好浓鸡汤并捞出鸡肉，鸡汤煮面。

*

注：表格中记录的品名、原料、制作均来自当地居民的口述。

3.4. 国家扶持政策
相对而言，万涧村是幸运的，因为迄今为止中规院已经在当地联合起村民创办了由村民主导的合作
社，意图逐渐实现带动当地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当地的有着历史底蕴的特色建筑的保护也已经
在进行中。而这些对于有投资意愿万涧村食品旅游业的当地的或者外来的投资者而言都是利好消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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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的存在无疑加速了村民之间的、投资者与村民间的沟通，中规院的支持能够省去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不必要的周折与损失，而特色建筑的保护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也就是潜在的消费者。

4. 发展乡村食品旅游的要素
4.1. 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需求
对于较为保守的消遣型的美食旅游者，在旅行途中，他们更倾向于品尝熟悉的食物，因此一些家常
菜的加入会提高他们的对旅游体验的满意度，例如万涧村的麦粑、韭菜鸡蛋饼等。而对于试验型的美食
旅游者追求的是新潮的美食。最新的食材、配方和新型饮食方式都是他们所喜爱的。此时突出当地食材
的地方性与制作工艺上的独特加上一定的创新就是博得此类旅游者欢心的妙药。譬如将观音豆腐做成甜
品或者做出新颖的外形。最后，存在主义型的美食旅游者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希望能学习当地美食的
相关知识[6]，所以体现出当地的饮食文化和有关本土食物的知识也是有必要的。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在
售卖观音豆腐时讲述观音豆腐的起源与传说，或者也可以是像顾客展示或设计付费项目体验制作过程。
总的来说，来到万涧的游客将会有不同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所需要的建设理论上可以同时进行，但考
虑到人力、财力等因素，应当综合可行性、回报率来做取舍。

4.2. 针对当地人口特色
对于农村食品旅游业到整个农村旅游业的发展而言，以当地村民为核心与商业旅游开发应该是并行
的。没有前者作为基础，无论是办的多么有声有色的旅游开发也无法成功惠及当地村民。因此，加强人
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整体化规划，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并注入新的发展契机，使乡村维持自身发展
动力[7]是尤为重要的。其中，又以人口规划最难以实现，毕竟人的迁移是无法被强行限制的，故目前中
国农村地区大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外流，尤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为显著，而万涧村也不例外。
发展食品旅游旨在延续传统饮食文化和经济发展互相促进，以实实在在的收益留住年轻的一代、激励年
轻人自发传承传统美食。
4.2.1. 万涧村青壮年人口流失情况
万涧村跟许许多多村落一样正面临着“农村空心化”，即青壮年劳动力都去往城市，留在村中的都
是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士。
在万涧村的调查结果显示(表 2)，12 位调查对象中仅有两位各有一位子女选择留在万涧村(工作在临近的
龙潭村)，此外，多数有高龄老人的子女依然都选择了外出工作，表明在村内工作的回报显著低于在外工作。
Table 2. Statistics of young people work outside Wanjian village
表 2. 万涧村老人子女外出工作情况统计
调查对象

年龄

常驻子女数量

外出子女数量

外出子女工作地

回村时期

杨家夫妇

小于 60

0

2

广州，哈尔滨

重要节日

刘大妈

57

0

2

合肥，南京

重要节日

江大妈

63

1

2

合肥，天津

重要节日

杨大爷

66

1

2

合肥，天津

重要节日

杨大爷

75

0

2

合肥，潜山

重要节日

杨大爷

80

0

3

天津，潜山

重要节日

徐阿姨

69

0

3

潜山，苏州

周末

仰大爷

61

0

2

潜山

重要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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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杨迎东阿爷

66

0

2

潜山，北京

重要节日

杨桂青村支书

55 左右

0

2

芜湖，安徽

重要节日

杨天宇爷爷

72

0

3

潜山

一个月两次

杨大妈

55

0

3

镇江，南京

周末

4.2.2. 万涧村食品旅游如何起步
万涧村目前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主力青壮年的离乡已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发展当地旅
游业的第一步应该从留守在村的老年人开始。万涧村的老年人现在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收入来源于在外子
女寄钱回家而非务农，所以有一定的经历与时间可以投入到经营小食店或小餐馆。尽管访谈过程中不少
村民在被问到“游客多起来时是否愿意自己开店售卖吃食”时，认为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足以独立经营
运作店铺，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合作经营即是不错的解决方案，同时可以分摊成本降低
风险。不少村民也表示愿意以摆摊的形式向过路游客直接售卖农产品，并且对收益的要求并不高，基本
处于“能卖出去有收益就可以”的态度。也很好的证明留守的村民是有着一定积极性的，只要有合适的
机会他们愿意主动把握。
此外，村子里的老年人，尤其是妇女是最了解当地传统食物的人，对于制作当地食物有着年轻人没
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当食品旅游开始起步，村民们看到未来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了，再加以一定的
优惠政策，吸引在外年轻人和留下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也将不再困难。

5. 万涧食品旅游面临的困境
5.1. 政策的不确定性
早在 2009 年 2 月在天柱山官网上就可以看到“天柱山将开发后山景区”的消息，在 2016 年 8 月索
道建设的规划选址工作正式开始，并在之后确定把山下的索道站设在杨氏宗祠对面。对后山景区的开发
正在逐步进行，但是到底在哪一天万涧村能迎来人山人海的游客却仍是未知。村民们都深知万涧村拥有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都盼望着旅游业能给村子带来实际效益，但同时，这种期待也在日复一日的等
待中逐渐被消磨殆尽。

5.2. 利益分配不均
万涧村又分上涧、中涧、下涧，目前合作社覆盖的主要为下涧，“发起人”也都来自下涧，而中规
院的传统建筑保护改造也主要是针对下涧，因此中涧、上涧的村民心有不满，此前也有一些村民对合作
社的一些项目加以阻挠导致项目流产。这种种迹象表明了现在万涧村民间的合作还很有限，也没有完全
达成发展的共识，也预示了未来如果万涧村哥区域各户发展不均衡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这种恶性影响会
作用在方方面面，对于村落的延续、发展都很不利。
此外，万涧合作社的发起人皆为男性，一定程度上已经导致了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感受到被代表的
妇女会更加警惕合作社从而拒绝加入。因为为家庭烹饪了几十年的妇女是名副其实万涧特色料理的专家，
她们对万涧饮食文化的了解最为全面，这样话语权的缺失也注定合作社在食品旅游的发展只能起到有限
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绘制万涧食品旅游业蓝图时也需要将这些因素一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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