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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客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影响机理研究
——以传统手工艺苏绣为例
张希月 1,2,3，陈 田 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
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旅游产品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开拓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目前非遗旅游产品市场
存在诸多问题。非遗传统手工艺旅游开发更是陷入了一种旅游购物单一开发模式的困境。以
苏绣为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从游客感知的视角实证研究影响非遗传统手工艺旅游产
品开发的系统机理。研究发现：① 遗产吸引力感知、市场问题感知和展示内容偏好对旅游者的
遗产保护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展示内容偏好、展示方式偏好对旅游者的旅游产品开发态
度有显著正向影响。③ 旅游者对遗产保护的态度越强烈，其支持旅游产品开发的态度越明
显。④ 旅游者对旅游产品开发的支持度越高，其对参与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越高。⑤“对旅
游产品开发态度”是
“对遗产保护态度”和
“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两者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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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迄今为止有 38 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入选数量最多的国家。社会各界对于非遗的关注
度日益提高，地方名片、产品商标、企业推介、舞台表演经常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字
样，非遗的资源价值已是人所共识。
旅游开发是非遗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1,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紧密关系已
经被广泛讨论。学术界已广泛认同保护性开发的理念，要求在保护的基础上满足旅游者
需求，形成利益相关者多元统一的保护开发体系[3-5]。
尽管国内非遗旅游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实际问题也很严峻。开发方式上，粗放式开
发较多[6]。手工艺类非遗往往陷入了以旅游购物为单一开发模式的困境，没有充分挖掘和
展示遗产的文化内涵。在开发内容上，观赏性内容比较多，参与性内容比较少。在缺乏
科学管理和效果反馈机制下，非遗旅游极易陷入过度商业化，造成文化失真。手工艺类
非遗的“唯商品化”，表演类非遗的“唯舞台化”都是过度商业化的体现[7,8]。
“游客视角”即以游客的心理感受与体验的角度为出发点看待旅游组织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和主体，游客的心理需求、旅游行为等主体要素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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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不亚于目的地的旅游产品建设[9],从游客角度去研究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所呈现的问题
是建立效果反馈机制，通过游客的感受这一最终效果的评判与分析反向指导旅游组织过
程。游客视角的研究内涵包括游客心理与感受的多方面，比如需求、价值观、认同度、
满意度等[10,11]。从游客的视角切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得到代表文化遗产游客心理
与体验的感知、偏好与态度等 7 个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分析内部影响机理。

2 文献回顾
2.1 文化遗产旅游者的体验
去遗产地旅游是一种情感体验，旅游者追求心理感受，而不仅仅走马观花[12]，旅游
者是旅游活动的核心，旅游者体验对于文化遗产旅游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作为一项跨
学科综合性的课题，有关旅游体验质量的研究呈现出多种类型：① 将旅游体验质量定义
为旅游者的满意度水平；② 旅游体验作为旅游者心理利益的满足程度；③ 旅游体验兼
顾认知和情感表现[13]，其中认知与情感表现最适合文化遗产旅游的旅游体验诠释。本文
在此基础上将旅游体验的内涵解构为感知、偏好与态度。旅游体验的深度呈现出层次
性，越是深度的旅游体验，越能让游客感到旅游的意义。旅游体验质量的影响因素是重
点研究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影响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因素包括旅游者对遗产地的认
知、怀旧情结、童年经历、文化原真性等[14-17]。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特殊性的资源
进行旅游活动开发，影响旅游体验的影响机理有着独特性，值得深入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原真性、个体交流和非正式学习的体验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价
值，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活态性、动态性和地域文化性，旅游产品的组织过程
如何充分展示文化遗产以使游客的体验深度达到更高的层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于非
遗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待加强。本文从旅游吸引力、市场问题、展示方式和展示
内容等方面以探索性的方式进行因素分析，以获取更贴近实际的非遗旅游体验特征。
2.2 遗产旅游管理
在国际范围内，非遗展示内容日益丰富，实景演出、手工艺制作展示、体验旅游专
线等发展模式广受欢迎。如韩国的假面戏表演，意大利的傀儡戏木偶成为当地最著名的
旅游产品[18]。国内已经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主要包括舞台表演、博物
馆、主题公园、综合街区、旅游商品开发、节事活动、体验旅游 7 种模式[19-21]。
从国内非遗实际情况来看，在非遗的旅游开发和展示方面出现了多类问题。开发方
式上，资源开发的集约性不高；开发内容上，观赏性内容比较多，参与性内容比较少；
开发目标上，经济效益考虑多，社会效益考虑少[6]。国内对于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已
有不少研究成果[7,8]，最根源的问题是由于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变异和过度商业化给遗产带
来的原真性丧失。文化的变异和移植最终会影响旅游者的真实性体验 [17]，这是遗产旅游
管理不当造成的后果，而对旅游市场问题的现有研究多是从遗产地文化生态保护的视角
出发，缺少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出发进行问题的分析。
2.3 文化遗产展示
旅游解说、展示和原真性历来是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关注的重点[22]。旅游解说对遗产
保护有重要作用，第一，旅游解说使旅游者理解遗产的文化意义，提高游客对遗产的保
护意识[23]；第二，成功的旅游解说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第三，旅游解说对遗产管理有
促进作用，有助于遗产原真性的呈现；第四，解说对于文化的宣传和展示功能有助于实
现可持续旅游发展[24]。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没有固定的物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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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载体，依靠动态过程、技艺技法展示、游客体验参与活动、和手艺人的交流等多种
动态方式综合而成，展示方式的选取和展示内容的组织编排更加重要。
旅游者对于文化遗产展示的效果有选择偏好。考察游客的感知与偏好,是建立对旅游
活动效果的反馈机制，能够提高旅游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水平 [25]。旅游偏好既包括对物质
实体的心理倾向，也包括对抽象的因素的喜好程度，如展示方式、文化氛围等。展示方
式偏好的研究表明，静态展示方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和提高大众保护意识的有
效手段，如博物馆展示[26]；动态的展示方式能够影响展示效果，如游客亲身参与体验等
方式[27]。那么非遗旅游活动中，游客认可度高的展示方式和展示内容到底是什么，仍然
需要进行实证研究。
2.4 旅游者对遗产的态度
对旅游者的感知和态度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28,29]。遗产旅游者体验质量、感知
价值、满意度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被探讨[12]。国外研究表明文化旅游者希望社区居民
保持传统文化的原真性、原始性，不赞成文化商品化[30]。而对游客对于传统手工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态度与行为意向的研究比较少。
支付意愿是旅游者态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外已经有广泛探讨，国内涉入
的还较少。一方面，西方学者致力于探究支付意愿的经济学计算方法，提出了支付意
愿、边际支付意愿等概念的经济学研究范式[31,32]。另一方面，支付意愿作为旅游者态度的
重要方面，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旅游学者关注的重点[33,34]。支付意愿已经成
为西方国家旅游者调查中的重要问项[35,36]。
已有研究表明，旅游者的地方依赖和地方依恋对游客的资源保护态度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37]，而地方依恋也与支付意愿有影响关系[35]，但是并没有研究对旅游者的遗产保护
态度和支付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做过研究。本文在旅游者对遗产保护的态度和遗产旅游
的支付意愿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旅游者对遗产保护的态度、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和对遗
产旅游的支付意愿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以推进旅游者的遗产态度研究的理论深度。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选择
以苏绣作为手工艺非遗旅游开发研究案例，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苏绣是传
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
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百次作为国礼馈赠国外元首。第二，
苏绣有多样化衍生产品。苏绣技艺技法具有极高的观赏性，适于进行现场展示，衍生出
现场展示、亲身体验刺绣等动态的、可参与体验的旅游活动；苏绣成品具有收藏价值、
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可产出实用性的旅游商品、观赏性的苏绣作品和高升值潜力的收
藏品，旅游购物和文化商品的种类丰富。第三，苏绣参与旅游开发的形式多样。包括以
苏绣为主题的街区，如中国刺绣艺术馆景区；博物馆展示，例如苏州博物馆的苏绣展
馆；旅游购物商品，平江路、山塘街等商业街区的苏绣店铺；融入综合型旅游景区的开
发，如周庄古镇的苏绣文化展示。因此，选择苏绣作为案例进行问卷调查。调研地点选
择苏绣核心产地苏州市，问卷发放地点选择苏绣与旅游结合密集的多种类型旅游景点如
山塘街、平江路、苏州博物馆和镇湖绣品街。
3.2 数据采集
问卷设计采用李克特 5 分量表形式，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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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或“非常不喜欢、不喜欢、一般、喜欢、非常喜欢”分别由低到高赋 1~5 分。预
调研于 2015 年 5 月 23-24 日进行，发放问卷 100 份。正式调研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6 月 5 日
进行，调查地点选取山塘街、平江路、苏州博物馆，苏州镇湖绣品街内。共随机发放问
卷 534 份，回收有效问卷 49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13%。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对问卷
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对缺失的数值采用序列均值代替法进行处理。使用 Amos 17.0
进行模型建构和计算。
3.3 研究方法
分四步进行：第一步通过预调研获取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
析，以确定测量量表。第二步构建假设模型。第三步通过正式调研获取数据，对测量模
型进行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和拟合度检验，以评估假设模型与调查数据的配适性。第四
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感知与态度模型进行修正。

4 模型构建
4.1 初始题项生成
在回顾相关文献并与游客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初步获得 35 个表述游客对非遗旅游的
感知题项，和 13 个对遗产的态度的题项，经过 3 位旅游学者和 6 位游客对题项内容准确
性的反馈，删除或合并 9 个题项后，形成 39 个测量题项 （表 1）。
4.2 初始量表生成
为保证量表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对量表进行了预调研。应用 SPSS 17.0 分析软件对
83 份有效问卷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克朗巴哈α值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0[38]，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效度分析结果表
明：KMO 统计量值为 0.886，巴特勒球形检验的 P 值为 0.000，表明本次调查数据可以采
用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保留特征根
大于 1，因子载荷大于 0.5 的题项。得到 32 个题项构成的 8 个公因子，采用项目总体相关系
数分析，3 个题项的相关系数小于 0.4 并且独立组成一个公因子，删除这 3 个题项后得到
29 个题项组成的 7 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2.554%，大于 60%的最低要求 （表 1）。
4.3 概念模型构建及研究假设
根据各公因子的内容和特征，对 7 个公因子进行命名。第 1 个公因子为“遗产吸引力
感知 （ξ1） ”，含 5 个题项 （X1-X5）；第 2 个公因子为“市场问题感知 （ξ2） ”，含 4 个题项
（X6-X9）；第 3 个公因子为“展示内容偏好 （ξ3） ”，含 5 个题项 （X10-X14）；第 4 个公因子
为“展示方式偏好 （ξ4） ”，含 4 个题项 （X15-X18）；第 5 个公因子为“对遗产保护的态度
（ξ5） ”，含 3 个题项 （X19-X21）；第 6 个公因子为“对旅游开发的态度 （ξ6） ”，含 3 个题项
，含 5 个题项 （X25-X29）（表 1）。
（X22-X24），第 7 个公因子为“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 （ξ7） ”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基础上，构建旅游者手工艺类非遗感知与态度假设模型 （图 1），
该模型包含 7 个潜变量和 29 个观测变量，提出 8 种假设关系：H1：遗产吸引力感知与对
遗产保护的态度存在正相关关系；H2：市场问题感知对遗产保护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3：展示内容偏好对遗产保护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H4：展示内容偏好对旅游开发态度
有显著正向影响；H5：展示方式偏好对旅游开发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H6：对遗产保护
的态度对旅游开发的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H7：对遗产保护的态度对遗产旅游支付意愿
有显著正向影响；H8：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对遗产旅游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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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活动的感知与态度因子分析

Tab. 1 Factor analysis of touris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ICH tourism activities
维度与项目

因子载荷

遗产吸引力 （ξ1）
X1 苏绣商品的收藏价值

0.613

X2 苏绣商品的观赏价值

0.75

X3 感受苏绣文化

0.689

X4 精巧的手工技法

0.737

X5 苏绣知名度

0.644

市场问题感知 （ξ2）
X6 商业化气息过重

0.749

X7 缺乏游客可参与的活动

0.68

X8 商品价格太高

0.736

X9 无法辨别商品质量

0.736

展示内容偏好 （ξ3）
X10 对刺绣历史文化的展示

0.66

X11 对普通作品的展示

0.751

X12 对刺绣精品的展示

0.617

X13 对刺绣过程的展示

0.573

X14 对刺绣大师的介绍

0.668

展示方式偏好 （ξ4）
X15 刺绣过程现场展示

0.591

X16 专业人员讲解

0.592

X17 游客亲自体验刺绣

0.783

X18 与绣娘互动交流

0.761

对遗产保护的态度 （ξ5）
X19 我尊敬苏绣的手工刺绣人

0.81

X20 我尊重苏绣文化

0.845

X21 我认为保护苏绣是有价值的

0.694

对旅游开发的态度 （ξ6）
X22 我认为苏绣值得开发深度旅游

0.694

X23 我愿意了解更多苏绣知识

0.709

X24 我愿意参与苏绣相关的游客体验活动

0.733

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 （ξ7）
X25 我愿意为保护苏绣而支付更多费用

0.785

X26 我愿意为手工绣品而支付更多费用

0.775

X27 我愿意为获取苏绣知识而支付费用

0.833

X28 我愿意为尝试刺绣而支付费用

0.729

X29 我愿意为欣赏刺绣过程而支付费用

0.752

特征值

贡献率

2.68

10.681

1.436

8.495

2.003

9.047

1.553

8.604

1.254

8.165

1.022

7.019

8.408

11.288

5 模型验证与结果分析
5.1 测量模型检验及修正
5.1.1 信度检验 测量总量表的克朗巴哈α值为 0.892，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模型中 7 个基本维度的克朗巴哈α值在 0.729~0.864 之间 （表 2），均大于 0.5 的标准[38]，说
明各测量题项可信。组合信度 （CR） 在 0.79~0.94 之间，表明观测变量内部具有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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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在标准
值 0.5 附近，表示观测变量可较好解
释对应潜变量[38]，不用删除测量项。
5.1.2 效度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
果显示，所有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负荷
取值在 0.585~0.906 之间 （图 2），符
合大于 0.4 的标准。结构方程模型进
行路径系数分析结果显示，8 个假设
中有 7 个在 0.01 水平上达到显著。
5.2 结构模型检验及修正
通过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对假设模
型进行拟合度检验。结果显示，假设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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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旅游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旅游产品的感
知与态度假设模型
Fig. 1 Hypothesis model of touris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f ICH

假设模型信度检验结果

Tab. 2 Reliability test of hypothesis model
基本维度

遗产吸引力 市场问题 展示内容 展示方式 对遗产保护 对旅游开发
感知
感知
偏好
偏好
的态度
的态度

对遗产旅游的
支付意愿

克朗巴哈值
(Cronbach's α)

0.768

0.729

0.777

0.773

0.864

0.747

0.834

组合信度 （CR）

0.80

0.82

0.81

0.79

0.94

0.82

0.85

平均变异提取量 AVE

0.45

0.46

0.46

0.48

0.57

0.56

0.63

图2

模型参数估计

Fig. 2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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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绝对拟合度χ2/df=2.635，GFI、AGFI、NFI、NNFI 在 0.85~0.9 之间，（适配标准＞
0.9）。为降低卡方值，增加显著性，尝试修正模型。修正模型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增
加因素提高模型的拟合度，二是通过删除或限制因素使模型变得简约[39]。故删除不成立
假设的相关关系，同时根据修正指数 MI 值，增添测量误差变量间的因素关系进行模型修
正。经过修正后发现，χ2/df=2.097，虽然 AGFI 和 NFI 未达 0.9 标准，但临近 0.9[9]，标识模
型拟合度可以接受 （表 3）。图 3 显示了各变量间的最终影响关系路径及路径系数。

6 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影响机理分析
6.1 遗产吸引力感知对遗产保护态度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遗产吸引力感知对遗产保护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0.331
表3

模型拟合度检验

Tab. 3 Test for model fitness
拟合指数

绝对拟合指数

增值拟合指数

精简拟合指数

χ /df

GFI

RMSEA

RMR

AGFI

NFI

CFI

IFI

NNFI

PNFI

PCFI

理想值

1~3

＞0.9

＜0.1

＜0.05

＞0.9

＞0.9

＞0.9

＞0.9

＞0.9

0~1

0~1

初始模型

2.623

0.884

0.055

0.034

0.861

0.859

0.907

0.908

0.897

0.770

0.813

修正模型

2.097

0.910

0.045

0.033

0.890

0.890

0.939

0.939

0.930

0.778

0.821

2

图 3 修正模型
Fig. 3 Modifi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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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4.667），H1 假设成立。其中，精巧的手工技艺技法 （X4, 0.769），感受苏绣文化 （X3,
0.690），苏绣作品的观赏价值 （X2,0.679） 是遗产吸引力最重要的感知因子。
调查结果发现，92.68%的游客对“苏绣对我的吸引力在于精巧的手工技艺技法”持
“非常同意”或“同意”态度。传统手工艺经过历代传承，技艺技法是凝聚了历代匠人创
造力与智慧的宝贵财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客体对象。通过游客访谈发现，技
艺技法对游客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是游客对苏绣的最直观感受。因此，在进行旅游
开发过程中，应该重视对技艺技法的展示、讲解、示范，这是满足游客对非遗的探寻心
理的重要方面。其次，非遗体现出的文化性 （X3） 也是遗产吸引力的重要部分。“感受苏
绣文化”吸引力感知均值为 4.29。文化差异性是旅游驱动力的重要因素，了解异地风情
和习俗是重要旅游动机[40]。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所以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的呈现对旅游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再次，手工艺作品的观赏性
（X2） 对游客有较高吸引力。苏绣作品的观赏价值感知均值为 4.53，是题项中最高的。苏
绣是一门价值多元化的手工技艺，苏绣商品具有实用价值、美观价值、收藏价值，在这
三者中，旅游者的吸引力感知均值排序依次为审美价值 （4.53），收藏价值 （4.24） 和实
用价值 （3.56）。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对遗产吸引力的感知的均值高于男性，女性对于审
美价值 （4.55） 和收藏价值 （4.31） 的感知较高，男性对于实用价值 （3.63） 的感知高于
女性，但是依然弱于自身对审美价值 （4.46） 和收藏价值 （4.13） 的感知。总体而言，手
工艺非遗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中，美观性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是比实用性更加具有吸引力
的开发方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价值较大。
综上，向游客展示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吸引力方面应该从技艺技法展
示、文化内涵展示、手工艺作品的美观性展示着手。现在的市场开发只进行了手工艺品
美观性的展示和商品购买，仅仅是遗产有开发价值的一个方面，技艺技法活态展示、丰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等吸引力因素仍未得到市场的重视。
6.2 市场问题感知对遗产保护态度的影响
市场问题感知对遗产保护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0.201 （CR=3.894），H2
假设成立。由于认识到市场存在的问题，所以游客对遗产保护的赞同程度更高。其中，
对遗产保护态度影响最强烈的是缺乏游客可参与的活动 （X7,0.692），其次是无法辨别商
品质量 （X9,0.644）。
调查统计发现，认为现在的传统手工艺旅游开发过程中“缺乏游客可参与的活动”
的游客达到 79.27%。已有研究发现，游客参与活动对于展示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25]。可
参与性强是传统手工艺的特性，也是市场开发的优势。游客可以跟随手工艺人学习，亲
身体验制作过程从而获得更深刻的旅游体验。实地调研发现，传统手工艺市场开发利用
以成品展示和购物为主，没有开展游客亲手制作、儿童手工艺制作等活动。对于游客参
与活动的忽视是非遗旅游开发普遍存在的问题。旅游购物市场中，游客普遍认为“无法
辨别商品质量”（87.2%）。通过访谈了解，一方面大众缺乏非遗相关知识，这是文化教育
和审美教育的缺失的结果，大众接受的文化教育中非遗文化的内容太少，造成了大众普
遍对于非遗的认识不足，自然对商品质量无从分辨；另一方面原因是市场的展示和讲解
不到位，非遗的市场开发“唯商品化”，忽视对文化的宣传和展示，让大众认识不到非遗
的价值，从而对商品缺乏兴趣。充分的文化宣传是进行非遗市场开发的重要前提，一方
面大众的文化教育要强化非遗文化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非遗市场相关环节需要承担起
文化宣传的职责。游客对市场存在问题的感知程度分别是无法辨别商品质量 （4.34）、商
品价格太高 （4.19）、缺乏游客可参与的活动 （4.14）、商业化气息太重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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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市场开发中的“唯商品化”和“唯购物化”现象是遗产开发的偏失，缺乏对
于传统手工艺可参与性的挖掘和利用，缺乏对文化的宣传和讲解，形成了商业化气氛浓
重的旅游市场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游客体验并不高，无从了解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增长非
遗的相关知识。旅游开发过程应以文化宣传为先导，旅游市场承担起非遗文化传播的职
责。可参与性活动的打造是对传统手工艺的潜在优势特征的发挥，这可以成为市场开发
的增长点，形成多样化丰富的游客体验活动。增加对文化的宣传和专业解说，减弱商业
化氛围，提高文化氛围，让游客能够了解遗产的文化内涵。除此之外，大众教育缺失非
遗文化教育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6.3 展示内容偏好对遗产保护态度的影响
展示内容偏好对遗产保护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0.228 （CR=3.205），H3
成立。游客对展示内容的喜欢会强化其对遗产保护的态度。其中，对刺绣精品展示的偏
好 （X12,0.731）、对刺绣过程展示的偏好 （X13,0.699）、对刺绣历史文化展示的偏好 （X10,
0.674） 是对遗产保护态度影响效应最强的因子。
调查统计发现，91.87%的游客对于刺绣精品展示 （X12） 持“喜欢”或“非常喜欢”
的态度，是所有展示内容中受欢迎程度比重最高的。说明传统手工艺的展示中高水平作
品是最有吸引力的，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应该注重呈现高水准的手工艺作品。86.38%的游
客对刺绣过程展示 （X13） 持“喜欢”或“非常喜欢”的态度，认为市场缺少对刺绣过程
展示的达到 81.5%，说明现在的市场开发忽视了手工艺制作过程的展示，没有满足游客
对过程观赏的需求和对制作过程的探求欲望。过程展示是传统手工艺动态性、活态性的
集中体现，是非遗精髓的呈现。有些手工艺的制作过程精巧复杂，富有趣味性，有些手
工艺制作过程细腻美观，富有美观性。选取合适的展示角度进行过程的呈现，既能够立
体、动态地展示非遗，使旅游活动更加生动有趣味，又能够使游客加深对遗产的了解。
除此之外，85.57%的游客对刺绣历史文化展示持“喜欢”或“非常喜欢”的态度。遗产
吸引力调查中，“感受苏绣文化”（X3） 是第二大吸引力因素。通过访谈发现，游客希望
了解手艺的传承脉络、文化内涵、技艺技法、大师事迹等相关内容，但是旅游市场以商
品销售为先，对历史文化的介绍内容少之又少。“应该令更多人了解历史文化”“希望多
以向顾客分享苏绣历史为主，增加刺绣过程现场演示”这些是访谈过程中游客所普遍反
映的问题。旅游开发应该加强对历史文化的展示，减少商业化气息，在非遗旅游区配以
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设施，结合专业解说，让游客展示遗产的历史文化。
综上，手工艺旅游开发忽视了制作过程展示这一极有观赏性的展示内容，不能满足
游客对于手工艺制作过程的探求欲望，除此之外，非遗旅游开发过程融入历史文化展示
的内容不足，没有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职责。非遗展示应该围绕手工艺精品、手工艺制作
过程、手工艺历史文化进行，选取优秀的手工艺作品，增加对制作过程的展示环节，在
旅游区配以小型的博物馆或展示室进行历史文化的展示都是提升游客体验的有效手段，
改变非遗利用的商业化过重的问题，强化非遗展示的文化氛围。
6.4 展示内容偏好对旅游开发态度的影响
展示内容偏好对旅游开发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0.224 （CR=3.131），H4
成立。游客对展示内容的喜爱会提高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支持度。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游客对传统手工艺遗产进行旅游开发普遍持支持态度，但是认
为应该加强开发深度，不应该仅仅限于单一购物的商业活动。现在的市场情况已经形成
了浓重的商业化氛围，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空间、人员、手工艺资源，形成了同质化竞
争，另一方面让游客得到了负面的旅游体验，产生“过度商业化”的感受。“希望有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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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绣文化更详细的讲解”、“希望能够增加过程展示和游客互动”、“提供让游客尝试刺绣
的机会”，这些是游客自发提出的对于苏绣进行旅游开发的期望。统计数据显示，有
85.16%的游客认同“苏绣值得开发深度旅游”（X22），85.98%的游客认同“我愿意了解更
多苏绣知识”（X23），82.93%的游客认同“我愿意参与苏绣相关的游客体验活动”（X24）。
说明市场开发应该摒除单一购物式的非遗旅游开发方式，分配空间场所、服务讲解人
员、优秀手工艺品资源作为文化宣传展示用途，开展非遗知识宣讲、游客参与体验等多
样化的旅游活动，预期可以获得较好的游客反响。
综上，提高游客的旅游开发支持度应该选取游客欢迎的展示内容，将手工艺非遗旅
游开发从“购物游”转变为体验旅游。现有市场开发为游客提供了大量的购物场所，旅
游活动单一而文化展示不足，应该合理配置资源，削弱商业购物的资源配置，增加文化
宣传、游客参与活动的资源投入。
6.5 展示方式偏好对旅游开发态度的影响
展示方式偏好对旅游开发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0.285(CR=3.980)，H5 假
设成立。选取合适的展示方式能够增强游客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态度。刺绣过程现场展示
（X15,0.753） 专业人员讲解 （X16,0.665） 与绣娘互动交流 （X18,0.646） 是展示方式偏好对旅
游开发态度 3 个最主要影响因素。
景区解说和文化解说对提高游客的遗产保护意识有重要意义[24]。充分展示非遗的深
厚文化需要多种展示方式和解说手段相结合。除了现场展示 （4.51） 外，专业人员讲解
（4.10）、亲身体验刺绣 （4.23）、与绣娘互动交流 （4.09） 是获得游客较大认同度的展示
方式。现在的手工艺市场开发以实物静态展示 （4.34） 为单一的展示方式，应该提供现
场过程展示、配合专业的文化解说，增加动态的亲身体验和与手工艺人互动交流的机会。
综上，市场开发的展示方式应该转变实物静态展示的单一方式，加入过程动态展
示、专业解说、亲身体验、互动交流等多样化全方位的展示方式，以“文化宣传为先、
旅游购物为辅”的思路指导开发，实现“现场展示—专业解说—亲身体验—互动交流
—旅游购物”链条化的传统手工艺旅游开发模式。
6.6 对遗产保护态度、对旅游开发态度与对遗产旅游支付意愿的关系
遗 产 保 护 的 态 度 对 旅 游 开 发 的 态 度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 路 径 系 数 为 0.335 （CR=
5.772），H6 成立。旅游者对遗产保护的支持态度对其支持旅游开发的态度起到正面影
响，即旅游者支持遗产保护的态度越强烈，那么支持旅游开发的态度也会越强烈。尊重
苏 绣 文 化 （X20,0.907）， 尊 重 手 工 刺 绣 人 （X19,0.866）， 认 为 保 护 苏 绣 很 有 价 值 （X21,
0.755） 是遗产保护态度影响旅游开发态度的 3 个最显著因素。
旅游开发的态度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0.417 （CR=
5.245），H8 成立。旅游者的旅游开发意愿越高，其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越强烈。愿意
了解更多苏绣知识 （X23,0.810），愿意参与苏绣相关的游客体验活动 （X24,0.746），值得开
发旅游 （X22,0.601） 是影响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
游客的支付行为谨慎，支付意愿偏向体验活动和手工作品，过程欣赏和获取知识属
于低支付意愿的活动。游客对于遗产旅游活动的支付意愿表现在：愿意为尝试刺绣而支
付费用 （3.56），愿意为保护苏绣而支付费用 （3.5），愿意为手工绣品而支付更多费用
（3.42），愿意为欣赏刺绣过程而支付费用 （3.33），愿意为获取苏绣的知识而支付费用
（3.28）。游客的支付意愿程度基本处于 3~3.6，介于“一般”和“同意”之间，与其他的
题项支持程度相比较，是唯一一组均分都低于 4 分的题项，表明游客的支付行为比较谨
慎，所以在市场开发过程应该找准游客的消费心理，提供最能够引起游客消费欲望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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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支付意愿最高的是尝试刺绣活动，可见游客对于亲身体验活动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支
付意愿，如果旅游市场打造游客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的体验活动，预期会得到比较好的
市场响应。虽然游客对于欣赏刺绣过程和获取苏绣知识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支付费用
的意愿是最低的。所以融入到旅游活动中的苏绣知识宣讲应该作为公益行为或者低收费
活动，不能够作为旅游经济的来源。将传统手工艺过程展示作为公益性的文化宣传与观
赏活动，如果额外收取费用会得到较低的市场响应度。
有趣的发现是，人口统计特征方面，男性游客的遗产态度 （4.58） 明显比女性低
（4.47），但是支付意愿高于女性。以年龄和性别两个维度将游客细分，中青年 （31~45）
男性群体的支付意愿最高。31~35 岁的男性支付意愿最高 （3.88），其次是 36~40 岁年龄
段的男性 （3.71），31~35 岁的女性支付意愿达到 3.68，41~45 岁的中年男性与女性的支付
意愿均分值分别是 3.64 和 3.61。虽然女性在遗产的感知、偏好和态度均比男性的敏感度
高，但是支付意愿弱于男性。女性更易成为严格的遗产旅游者，追求具有美观性、真实
性的遗产旅游体验；男性更易成为文化遗产消费者，被传统手工艺的实用性和技艺技法
所吸引。应该针对男性与女性设计不同性质的旅游参与活动和消费活动。
对旅游开发的态度是对遗产保护态度和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的完全中介变量，提
高游客的遗产保护态度和旅游开发态度能够增强游客的遗产旅游支付意愿。加强游客的
遗产保护态度，会提升旅游开发的支持度，最终提高游客的遗产旅游活动支付意愿。市
场开发应该从影响游客遗产保护态度和遗产开发态度的因素入手进行市场改革，包括强
化遗产吸引力，选取游客喜爱的展示内容并以游客偏好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
6.7 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影响机理
综上，基于游客视角的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游客的对遗产保护的
态度受到“遗产吸引力感知”、“市场问题感知”、“展示内容偏好”的正向影响，对旅游
开发的态度受到“展示内容偏好”、“展示方式偏好”以及遗产保护态度的正向影响，游
客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受到旅游开发态度的正向影响 （图 4）。
“遗产吸引力感知”、“市场问题感知”、“展示内容偏好”以及“展示方式偏好”之间
均存在显著的相互正向影响，归类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态度影响的“起因影
响”因素，共同作用于态度因素。对遗产保护态度对旅游开发态度具有“中间作用”影
响，旅游开发态度成为游客的心理与行为相联结的最关键环节，最终影响游客的行为意
愿。系统机制是“起因影响—中间作用—结果影响”三段机制整体运行的结果，即构成

图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旅游产品开发影响机理

Fig. 4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f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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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知偏好与态度影响机理。这一系统的作用结果影响游客的态
度与行为，在旅游市场中决定着游客对遗产旅游活动的喜好与支付意愿。

7 结论与讨论
结论：① 遗产吸引力感知、市场问题感知和展示内容偏好对旅游者的遗产保护态度
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展示内容偏好、展示方式偏好对旅游者的旅游产品开发态度有显著
正向影响。③ 旅游者对遗产保护的态度越强烈，其支持旅游产品开发的态度越明显。
④ 旅游者对旅游产品开发的支持度越高，其对参与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越高。⑤“对旅
游产品开发态度”是“对遗产保护态度”和“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两者之间的完全
中介变量,提高游客的遗产保护态度和旅游开发态度能够增强游客的遗产旅游支付意愿。
基于研究结论，对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市场开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化营造过程中，应该转变传统手工艺非遗旅游“唯
购物化”的盈利思路，从购物旅游向提供深度体验旅游产品转变。游客需求是旅游产业
价值链的起点和核心，单纯的购物活动不仅造成商业化浓重的旅游感受而且只是资源的
浅层次开发。追求对地方文化的深度体验是现今越来越普遍化的趋势。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旅游产品化营造过程中，应该改变静态物品陈列售卖的单一守旧模式，围绕手工艺精
品、手工艺制作过程、手工艺历史文化进行展示，以“前店后厂”式、院落式、社区旅
游等空间开敞型的旅游组织方式，进行制作过程现场展示、专业人员讲解、亲身体验手
工艺制作、与手工艺人互动交流等动态性的旅游体验活动。旅游产业价值链的实现关键
点是通过多样化的体验活动实现价值的增加，购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动态性、互
动性和体验性为特点的文化商品化比手工艺品商品化有着更加丰富的增值机会，更容易
取得产业价值的成功。
第二，针对不同游客群体进行产品设计，女性群体对活动的体验性要求高，中青年
男性群体是重要的消费群体。女性在遗产吸引力感知、市场问题感知、展示方式偏好和
展示内容偏好的得分均值都高于男性，在拥有明确的旅游目的方面，女性的无目的性
（20.12%） 低于男性 （27.45%）。所以女性更易成为目标明确的严格的遗产旅游者，追求
具有美观性、真实性的遗产旅游体验。旅游产品设计针对女性应该突出文化遗产的审美
特性和收藏特性，提供具有深刻的体验性的旅游活动。男性对传统手工艺的实用性和技
艺技法更感兴趣，中青年 （31~45 岁） 男性对遗产旅游的支付意愿最高，可以设计针对
男性的遗产保护、遗产知识讲解、技艺技法展示等消费活动。
第三，对旅游市场管理者而言，增加公益性文化宣传和专业解说是规范市场、减弱
商业化氛围、提高文化氛围的重要方式。商业化气氛过重使游客产生负面的旅游体验，
文化宣传和专业解说既能够提升游客对遗产的兴趣又能够通过旅游活动进行文化传播。
旅游市场应该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职责，通过布局传统手工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室，围
绕手工艺历史文化、手工艺技艺技法、手工艺大师等内容向游客进行公益性的文化展
示。结合专业解说，让游客获取非遗相关知识，这是大众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方
面。现在的传统手工艺市场存在高价欺客、质量难辨等乱象，与文化教育的缺失有关
系。增加面向普通游客的文化遗产知识宣传，能够提高游客的辨别度，有助于规范市
场。研究表明，游客对文化宣传和专业解说有较低的支付意愿，所以只有是公益性质的
才能够达到目的，如果额外收取费用会得到较低的市场响应度。
第四，实现“文化宣传—现场展示—专业解说—亲身体验—互动交流—旅游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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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化的传统手工艺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市场首先承担起非遗文化传播的职责，再通过
制作过程现场展示、游客亲身体验等多样化旅游活动，结合专业解说和与手工艺人的互
动交流，使游客加深旅游深度和对非遗的认识，最终与旅游购物形成一条完整的囊括多
样旅游活动的整体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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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CH)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tourists: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uzhou Embroidery
ZHANG Xiyue1,2,3, CHEN Tian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in market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CH). However,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extensive- oriented
development, poor reflection of display, over- commercialization and chaotic shopping
organization have imposed negative impacts on ICH tourism market. Therefore, systematic
research is need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construc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ntified 7 variables such as perceptions
of heritage attractiveness and influence; preferences for display means and content; attitudes
towards heritage protec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eritage tourism,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Suzhou Embroidery, which has collected 492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visitors. According to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EM calculation by applying
SPSS and Amos, the paper draws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Perceptions of heritage
attractiveness and market influence as well as preference for display content pos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ourists' attitude towards heritage protection. (2) Preferences for display
content and display mean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ourists'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3) The stronger attitude the tourists towards the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more supportive in favor of tourism development. (4) The more strongly the tourists support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high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participation in heritage tourism
activities. (5) "Attitude towards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eritage" can
be bridged by "attitude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as a full mediator. Based on the
implication of conclus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CH tourism market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Firstly, we start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display means and content, transforming the current "shopping only"
model in traditional handicraft of ICH tourism into the rich experience- oriented tour with
cheerful contents.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 ICH tourism should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fine
handicrafts, on-site product process display with a thorough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ultural taste by professional commentary, DIY experiences on making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nd interactive exchanges with masters. Secondly, to strengthe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weaken the commercial atmosphere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Thirdly, to gradually integrate all the key segments into a chain-type
development mod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clude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branding, on-site
display, professional commentary, DIY production,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and shopping PLUS.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CH); traditional handicraft; tourism development; influence mechanism; Suzhou Embroid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