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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经济背景下,面对庞大的旅游需求,处处彰显壮族特色的酒店吸引广大游客前往入住体验,
是当下酒店空间设计考虑的主要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壮族的组成部分“黑衣壮族”为例,分析黑衣壮族
的文化在酒店空间设计的运用,以为壮族特色酒店空间设计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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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aphic Symbol on Hotel Space of Heiyi Zhuang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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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background, in the face of the huge tourism demand, the hotel which
display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 nationality everywhere attracts the masses of tourists to check in for
experiencing, which is the main problem that the hotel space design considers at present.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eiyi Zhuang nationality", which is a part of Zhuang national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Heiyi Zhuang nationality" culture in the hotel space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the
hotel space design with Zhuang nationalit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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