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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在国外旅游学研究领域

中，旅游地的地方依附问题成为了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开始渐渐关

注游客与旅游地环境之间的互动以

及产生的情感依附问题[1]。目前在国

外旅游地形象设计上，一个重要发展

方向就是用旅游意象空间及构成去

分析旅游业发展问题,在激烈竞争的

市场中赢得游客、延长旅游区生命周

期，旅游规划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旅游

意象空间的规划[2]。瑞夫认为，游客与

旅游地之间的关系，可以随着游客与

旅游地的互动而产生对旅游地情感

依附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游客最初

的“映象源”[3]。巴洛格鲁和布恩伯格

进一步研究认为旅游地整体意象可

由认知意象和情感意象所组成，并通

过这两种意象来评估游客对旅游地

的认知[4]。因此，地方感源于个人与环

境之间产生的特殊情感或经验性的

记忆，是人对景观实体环境产生的情

感知觉反应。游客会随着对旅游地直

接或间接的意象而产生出情感的依

附作用，这种关系形成了旅游过程中

人与地方意义之间的复杂现象[5][6]。

1 对地方理论的建构

人文地理学把地方（Place）定义

为日常生活的空间、行为文化场所或

者可以解释为个人对地方产生依附

感的来源；地方理论（Place theory）从

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或道

德等不同角度来阐述人与地方之间

的关系。

1.1 地方与地方感

1.1.1地方

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

从空间现象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

地方理论是“人-地”环境关系研究的

本质，人居住在地方或经常性接触地

方，就会对地方产生各种强烈和持久

的情感反应[ 7 ]。地方如果充满着具有

意义的真实经验或发生过动人的事

件，个体就会形成一种对地方的认同

感、安全感或关心(concern)等，这样

的空间实体物理环境就被转化为地

方[3]。

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

上著名的旅游景点，不仅因为它长期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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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一个相同的地方，还在于这个

地方包含了各种事件的累积，这些累

积被记载在历史书、纪念碑、节庆、遗

址遗迹、旅游项目或旅游产品当中，

从而成为人们延续历史传统的一部

分[ 8 ]。地方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符号标

志，它还被人们视为一个有意义的感

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附

着的焦点、一个令人感觉充满意义的

空间。地方有三个涵义(见图1)[9]。

1.1.2 地方感与地方依附感

地方感是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

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反应，因

为人的记忆、感受与价值等情感因素

与景观环境之间会产生情感意义上

的互动，所以个人就会产生对地方的

依附行为[10][11]。

1.2 地方依附的旅游学意涵

最早对地方情感有所描述的是

朱丽安妮与菲尔德曼，其研究认为被

迫迁移到外地工作的人，思乡情怀

(homesickness)最能够表达出人对于

居住地点的情感反应，这种强烈的反

应与居住地点的情感联系有关[13]。游

憩者会经常去一些自己熟悉、舒适、

危险性小的区域进行探险活动，而且

这些区域会让人产生依附感[ 1 4 ]。后

来，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探讨游客

依附情感与行为的研究成为旅游研

表1 地方依附的意涵
范围与对象 地方依附的内涵 影响因素
居住地域 拥有家一样的感觉氛围 1.人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居民 对特定的小镇或房屋，熟悉的邻里氛围产生强烈的依附 2.地方的功能性—提供安全的住所、庇护所。

3.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的网络架构。
旅游地 环境塑造的氛围与属性如景观价值、历史文化，场所氛围等 1.外在环境因素：地方的属性、社会的状况、

环境的状况、居住时间。
游客与地 具有强烈地方属性，能激起游客的情感体验，就会有很深的依恋 2.个人内在因素：社会经济背景、文化认知能
方居民 力、旅游特质、专业化程度等。

图1 地方内涵的解构

图2 地方依附感的形成

图3  旅游地地方依附金字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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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的重要议题。研究注重旅游地的

功能性与人的情感互动。对旅游地熟

悉程度、拜访次数以及游客的身份特

征、价值观念等都会影响地方依附感

的形成[12][15]。

2 地方依附应用旅游研究的认知构成

与评价

2.1 地方依附感的认知构成

国外对旅游地地方依附感的研

究，按照旅游者与旅游地相互联系

的紧密程度以及身份特性的不同，

形成地方依附的不同的认知面向(见

图3)[16]。

2.1.1地方熟悉感(Place Famili arity)

人们在选择游憩地点时，其行为

决策常常反映了个人可以自由地、并

依照自我意志地选择，对记忆中潜在

熟悉的意象产生情感(affective)经验

或特殊关系。因此，就会出现游客对

旅游地的重游现象。地方熟悉感是游

客赋予旅游地的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它可能源自于游客对特殊地点的熟

悉感觉，但是还没产生出强烈的认同

感或依赖感[17]。

2.1.2 地方归属感(Place  Belong ingness)

随着人们记忆和经验的增加，人

对地方就会产生出一种“属于这个地

方”的感觉，把自己视为这个地方的

一份子，融入当地的环境氛围中，于

是就会产生出一种对地方的归属感

(Milligan, 1998)。地方归属感与人的

社会地位有关联，归属感会让个人觉

得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一员，像拥有

“会员身分”(membership)一样。

2.1.3 地方认同感(Place Identity)

人在进行旅游活动时，因为是不

断地重复探索地方与情感联系的过

表2 地方依附感的指标评价体系
地方依附感程度 问卷内容
地方熟悉感 1.我能大概说出这个地方的位置及区位。

2.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且我很熟悉这里。
3.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

地方归属感 1.这个地方对我的感觉是很亲密的。
2.我热爱这个地方。
3.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比得上这个地方。
4.我觉得我就像这里的一分子。
5.我觉得我很适合这个地方。

地方认同感 1.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很特别。
2.我非常依恋这个地方。
3.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意义重大。
4.我非常认同这个地方。
5.拜访这里，可让我认清自己。
6.我感觉这里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地方依赖感 1.这里是我进行旅游活动的最好地方。
2.相对其他地方而言，这里是最重要的。
3.没有其他的观光地点能够和这里相比。
4.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风光更让我满意。
5.去过这里之后，我会喜欢和这个地方相似的地方去观光。

地方根深蒂固感 1.这里是我唯一渴望进行观光活动的地方。
2.除了这里我几乎不想去其他地方进行观光活动。
3.假如不能去这里观光，我几乎不想出去旅游。
4.当我想去旅游观光时，我只想去这个地方。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21].

程，所以就会产生出来自生活目的的

情感象征与意义之间的自我认同感
[ 1 8 ]。游客在旅游活动中，从信仰、偏

好、感觉、价值、目标与行为的参与

中，会由自我认同延伸出对地方的认

同感。

2.1.4地方依赖感(Place Depen dence)

当地点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特

定需要时（如旅游区中某些特殊地点

满足游客需求的功能性的时候，游客

通过旅游活动要获得身心上的愉悦、

交友或是为了解异地风情等各种不

同的需求）就会产生出对旅游地的依

赖感。如一些特殊旅游爱好者周末总

喜欢到茂密的森林里去探险，去呼吸

那里的新鲜空气，度假探险已经成为

他们生活中的习惯，他们对这种地方

已经有了依赖感。

2.1.5 地方根深蒂固感(Place Roote

dness)

根深蒂固感是指能够让人感到

对地方有非常强烈关注的情感连结，

就像家一样，不需防备[8]。人对一个地

方进行长时间的活动接触，就会使人

产生想要拥有和定根在此地方的愿

望；当人们变得想要停留此地，甚至

想要拥有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产生了

根深蒂固感[19]。如许多的外国人来到

阳朔西街，就被那里的风土人情以及

优美自然风情所吸引，甚至有人产生

长久居住在那里的念头，这就是一种

人对地方根深蒂固感的表现。

2.2 对游客地方依附感的评价

地方依附感的强弱程度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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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国外学者做过一些相关研

究，如威廉姆和罗根布克以已经参

访过荒野地、偏僻的农村地区

(backcountry)、无道路(roadless)、自

然区域的4所大学的129位学生为调

查对象，设计调查问卷进行研究[11 ]

[20]。通过对地方依附感强弱程度的

调查能够为景区管理以及形象策划

提供参考依据，并能指导当地旅游

的发展。

图4 旅游意象形成的动力机制

图5 感知意象结构

3 旅游感知意象的地方观解构

3.1 旅游目的地意象产生的动力机制

意象是由信念、观念、想法或是

主观意识等所组成的，基于对空间

感知基础上的，且有系统连续性所

形成的整体架构。旅游意象则可视

为游客在心理上所留下的印象，且

是经历游客认知评估后的一种空间

行为表现[29]。包含个人在旅游目的地

所获得的信仰、知识、经历与印象等
[ 3 0 ]。旅游意象受到旅游目的地的环

境、人文、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旅游意

象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31]：①原

始意象（Organic Image），意指游客并

未主动取得任何关于旅游目的地资

料，而是通过其他方式（电视、报纸杂

志等）得知了解该旅游目的地，进而

形成原始意象，是游客对地方由陌生

到熟悉的一个过程。②诱发意象

（Induced Image），是指游客在获得原

始意象后，促使其产生旅游动机，进

一步而产生的诱发意象，它是游客由

地方熟悉感到地方认同感的一个过

程。③复合意象（Complex Image），指

游客在收集相关资料后，评估选择所

欲前往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体验后，

所产生的意象。它是游客由地方认同

感到地方依赖感甚至地方根深蒂固

感的一个过程。

3.2 影响旅游地感知意象形成的因素

3.2.1 传统意义视角下旅游地感知意

象的影响因素

从空间意义上来说，意象可以是

地图上的符号标识，也可以是旅游地

内部用来指引方向和识别的物体。凯

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到，

城市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城市的识

别性和易读性，而人们建构城市意象

时使用五种关键元素为：①通道②边

缘③区域④节点⑤地标[22]。这些关键

元素可以用来辨识环境，它们是地方

感的来源，个人必须能够了解地方感

的来源，才能区别出此地方与其他地

方的不同。若不能识别环境的关键向

度或组织视觉元素，那么地方对人们

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更不会产生情

感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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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国外地方理论应用研究综述
研究者与年代 地点类型 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
威廉姆等人(1992) 荒野游憩地 游客、探险者 地方依附感与区位替代性、社会特质、经验模式、

旅游特质、游憩敏感度及荒地环境状况有关。
穆尔和格雷夫(1994) 自然环境 游客 地方依附感与拜访的次数、游客年龄有关。
开特布朗(1997) 南挪威山谷附近 从事农牧经营者 地方依附感与地方氛围、环境属性及环境特色等

的国家公园地点 有关。
米利甘(1998) 家 学生 地方依附感与距离远近与时间因素等有关。
布瑞克和克思泰特(2000) 游憩地点 游客、泛舟激流运 地方依附感与高专门化与地方认同、生活形态有

动爱好者 关，而地方依赖不会影响专门化的层级。
海德尔格和赫尔南 居住地 当地居民 居民对于临近地点的依赖是最弱的，且依赖程度
德斯(2001) 会随着年龄和性别而改变。
开特布朗和威廉姆(2002) 挪威国家公园 当地居民与游客 居住和游客经验对于影响地方依附感。
穆尔和斯考特(2003) 国家公园与废弃 游客、摄影师 不同类型的游憩地点，其地方依附层级表现有所

铁道艺术区 等使用者 不同，个人参与活动频率和类型也会影响地方依附。
威廉姆和瓦斯科(2003) 森林游憩区与 学生、游客、游憩者 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之间的效度分析和概念架构。

国家公园
普瑞德等人(2003) 居住地 当地居民 发现不同年龄的居民认同与停留此地的喜好程度不同。
凯利等人(2004) 自然环境 环境使用者 社会与环境状况会影响地方依附的程度。
哈米特与布莱克鲁等(2004) 钓鱼泛舟地点 游客及运动爱好者 高层级使用经验者对于地方情感联结较高，而新手与游

客对于替代性行为较高。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6][9][12][18][20][24][26][27][28]整理所得。

3.2.2基于地方感视角下旅游地感知

意象的影响因素

人对地方经验的认识和了解，会

影响感知意象的产生与情感反应，意

象的形成与地方熟悉感概念相似[15]。

奥特曼和罗尔认为地方依附的发展

源自视觉景观，并可从视觉景观中发

现隐含的意义[23],由地方景观来组织

空间，地方的历史将被替代或被有意

识地保存下来，人们可从景观的元素

中获取一些具体的设计经验，用来加

深人对旅游地的情感，而那些视觉景

观所具有的可辨识的关键元素便形

成了地方感，并提供了完整的经验以

及较高层次地方感的产生。

有些学者从情感和符号依附角

度阐述旅游地具有商品隐含的意义，

旅游地像商品一样是可以替换的，也

可以创造出或提供替换属性相似的

旅游商品或项目给游客[24]。对游客来

说，旅游活动不只是选择商品本身，

更重要的是体验商品背后所潜藏的

符号意象[25]。

4 地方理论应用旅游研究的策略

国外地方理论应用研究比较广

泛，涉及到建筑学、旅游学、地理学以

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尤其在旅游研

究中，借取地方理论为旅游管理、旅

游市场营销、旅游空间规划布局和社

区参与旅游规划等方面都有重要的

贡献。因此，对地方理论进一步的深

入探究将为我国当前所倡导的人本

主义旅游规划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对丰富我国旅游规划研究的理论与

实践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1 应用旅游市场营销策略

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以及

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游客在休闲的

同时，常常远离常规的生活圈去异地

寻求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文化观光

近年来是比较热门的大众旅游市场，

但是核心或者有目的性的文化观光

市场仍然是一个较小利润的市场。因

此，可以通过旅游意象的塑造来寻求

地方的核心文化价值，营销地方特

色，或通过旅游意象的塑造让游客对

旅游地形成依附感，进而影响游客的

旅游动机或行为决策，来提高游客的

重游率。

4.2 应用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通过对游客地方依附感的问卷

调查，可以从客源市场角度了解哪些

旅游产品是游客所期望的，这为景区

旅游产品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在旅

游规划中可配合旅游地意象结构的

设计，让浅层旅游经验的游客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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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景区内的产品文化特色或特色

的旅游行程，并加强交通便利性及广

告媒体的运用，吸引以目的性和探索

性的游客前往。

4.2 应用旅游资源保护策略

地方发展旅游观光的同时，除了

要善用当地资源与文化底蕴外，更应

加强对旅游资源的生态保护和管理。

因此地方依附可以为景区对游客的

管理提供策略，可以让游客用附加费

的机制来加强游客对景区内生态自

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古迹的保存和爱

护[20]。一般来说地方依附感较高的游

客对旅游资源的使用和破坏的程度

就会越小，他们会愿意牺牲自己的不

便或容忍旅游利益的被干扰，来提高

对旅游地环境保护的意识。

4.3 应用旅游管理与规划策略

地方理论研究有助于从管理者

角度去更好地了解旅游相关者的利

益、态度与行为,从而使管理政策措

施得到更多的认同与支持。同时也为

社区参与旅游规划提供新的决策依

据。在旅游规划设计上,地方理论研

究有利于规划设计者了解特定场所

对使用者的特殊意义与价值,特别注

重从当地居民的角度去审视地点或

场所意义，从而对其进行特别的规划

设计,以维系游客、居民与旅游企业

管理者与特定地方的情感联结关系。

4.4 提升整体旅游意象塑造策略

旅游景区可提供环境解说服务

系统，让有兴趣的游客从中捕捉信

息，并实际体验和了解地方文化特

色，以认知意象来提高游客的地方依

附感。还可以通过增加活动的设计，

以及借由各种节事活动的举办或文

化体验等，来加深个人与地方的情

感。例如亲身体验型的或动手做的活

动，如在景德镇的游客可以通过自己

动手做陶窑彩绘或粄条制作，从中增

加与地方间的互动，以提升对旅游地

的依附表现。

总结

人类社会的目标无非就是在人

与环境之间创造人心归依的感觉，而

地方理论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

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

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旅游

意象塑造的研究是地方理论应用旅

游规划研究的重要方面，人在旅行的

过程中，建构自己旅游“意义”，这些

景观区域构成了旅游地的“意象区”。

旅游意象塑造的“地方观”及其

空间建构原理还处于学术争论阶段。

但该理念应用前景比较广泛，可为城

市规划中城市形象的塑造、建筑设计

中人性场所的设计、社区形象与邻里

氛围的塑造等提供基础、原理与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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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方是一个充满经济社会文化意义的空

间，人们日常生活行为承载的地点也称

为场所，地点理论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认

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旅游地是一个

具有多重行为意义的空间，旅游的地方

特性彰显出旅游地的地方感，人对地点

特性感知基础上，建构出旅游地形象感

知的差异。本文回顾分析国外地方理论

研究进展，从地方依附感的旅游学认知

架构与旅游形象建构角度，探讨游客地

方依附感的形成与感知意象差异。最后

从旅游规划与管理角度，提出地方理论

应用旅游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地方；地方理论；地方依附感；旅游意

象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asic

connotations and progresses of place

theory in using the traveling research

from abroad, and analyzes the place at-

tachment apply to the research of tour-

ism image.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mage and

place attachment, the cognitive style of

the place attachment, and the degree of

tourist knowledge to the destination im-

age feeling of the place attac h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

terms of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to strength the perceptions

toward particular tourism destination

through cognitive image and affective

image perceived the destination can raise

the emotional bonding toward place des-

tination by adding or improving the in-

terpretative service or activity program

in tourism destination.

Key words:place;place theory;place

attachment;tourism 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