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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各地区保留有大量的优秀文化资源，为区域旅游

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资源基础。但在区域旅游发展实践中，丰裕的文化资源并不意味着发达的旅游

经济，拥有深厚文化底蕴、保留较多文化遗存的地区，旅游产业可能发展滞后；而一些文化遗存相对较

少的地区，旅游经济却异军突起。这些现象无疑使人产生思考：文化资源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

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相互作用机制如何？如何促进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

有效耦合与互动？

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从最初的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与保

护研究（梁学成，2006；陈耀华，2012）到在开发过程中的社区参与（保继刚，2006；王纯阳，2014）、旅游

者与居民的地方感（苏勤，2014；唐文跃，2011）、文化旅游地意向（沈苏彦，2011）等问题的专项研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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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从以往研究也不难发现，学者们更加关注文化资源开发前的价值评估，开发

利用过程中的策略方法以及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现象，而通过开发后的旅游经济指标去反思文化资源

与旅游经济的内在关系机理的研究不多，以至于区域文化资源的旅游经济转化路径机制，区域旅游经

济对文化资源的反馈、优化机制等科学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研究方法上，定量化的区域文化资

源与旅游经济指标关系研究较少，缺乏有效的定量评价工具。因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构建区域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评判模型，定量测度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程度，探讨区域文化资

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作用机制，在理论上尝试为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关系研究提供定量方法依

据，为促进文化资源深度开发与利用，促进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有效耦合与互动，提升区域旅游

与文化产业竞争力提供参考。

二、案例地选取与耦合评判模型构建

1. 案例地选取

江苏文化底蕴深厚，拥有吴、金陵、淮扬、中原四大多元文化及地域特征，区域内历代名人辈出，文

化资源丰富，有苏州园林、明孝陵、中国大运河等世界文化遗产和昆曲、雕版、扬州剪纸等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丰裕的文化资源造就了江苏发达的旅游经济，但与地域文化多元性一样，各地区旅游产业

发展同样差异显著。苏锡常三市虽同处于吴文化特色鲜明的江苏南部，旅游发展却各有千秋：苏州传

统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达；常州文化遗存相对较少，旅游产业发展势头也照样强劲。而在江苏

北部，拥有较多楚汉文化遗存的徐州，多年来旅游产业发展始终停滞不前。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和旅游

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使得江苏成为本次研究的典型案例地。

2. 耦合评判模型

耦合原本作为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

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对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配合得当和良性循环程度的度量。本研究将区域

文化资源和旅游经济定义为两个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系统，通过构建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

和旅游发展相对优先度模型，定量测度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调发展程度。

（1）耦合度模型。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王毅，2015；Guanwei，2015），采用变异系数推导区域文

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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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耦合度，k为调节系数，本研究取k=4，x、y分别为文化丰裕度指数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2）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经济的整体水平与协调发

展程度的度量：

R= C ×P
P= αx + βy
公式中R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P为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

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权重，本研究取α=β=0.5。
（3）旅游相对优先度模型。旅游发展相对优先度是区域旅游经济相对于文化资源丰裕度超前发

展或滞后发展程度的度量：

P=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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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为旅游相对优先度，y、x分别为旅游经济指数和文化资源丰裕度指数。本研究认为，当P>1.2
时，区域旅游发展相对超前；当0.8 ≤ P ≤ 1.2时，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与文化资源丰裕度同步；当P<1.2
时，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滞后。

3. 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测度模型

对于旅游产业发展来说，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不仅是区域文化资源数量众多，而且是资源数量、等

级、类型、组合状况等多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文化资源数量较多只能说明可供开发的潜力文化资源

较多，文化资源等级和类型则决定了文化资源的旅游市场吸引力，是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成效的关键，

文化资源的组合状况影响了文化资源的可进入性和与其他旅游产品的竞争与合作能力。本研究使用

文化资源丰裕度的概念来衡量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并借助于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区域文化资

源丰裕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文化资源丰度，文化资源类型，文化资源等级，

文化资源组合4个一级指标。文化资源丰度指标由文化资源总量，文化资源密度，文化资源品牌类型

数量3个二级测量指标构成，其权重分别为0.1412，0.0778，0.0667；文化资源类型指标由文物数量，建

筑群数量，遗址与遗迹数量，文化场馆数量，非物质文化资源数量5个二级测量指标构成，其权重分别

为0.0475，0.0717，0.0442，0.0356，0.0263；文化资源等级指标由世界级文化资源数量，国家级文化资源

数量，省级文化资源数量3个二级测量指标构成，其权重为0.1643，0.1075，0.0834；文化资源组合指标

为文化资源通达度，文化资源空间临近度，与区内自然资源组合度3个二级测量指标构成，权重分别

为0.0593，0.0476，0.0269。
三、江苏省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测度

本研究选取1998-2013年江苏13个地市

旅游总收入的平均值作为旅游经济指标。由

于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和旅游经济的数量级

和量纲各不相同，因此利用改进的极差法将

数据归一化为0.1-0.9之间的数值，利用耦合

评判模型计算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

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旅游发展相对优先

度。结果如表1所示。

1. 总体耦合度分析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江苏13地市旅游

经济与文化资源耦合度都大于0.8，且均值达

到0. 9070，耦合程度较高，说明江苏省内各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总

体来说，文化资源丰裕度越高，旅游经济越发达，并不存在经济学中资源诅咒现象。苏州是江苏省内

文化资源丰裕度最高的城市，其旅游总收入平均水平也居江苏省第一位，耦合程度最高，文化资源的

旅游经济转化率较高；而宿迁市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度为0.8079，为省内最低，文化资源的旅游

经济效应有待提高。

2. 耦合协调度分析

江苏省13地市耦合协调度分异显著，苏州市旅游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源丰裕度都居江苏首位，两

者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宿迁、盐城两市耦合协调度较低，文化资源禀赋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都

排在全省末尾。根据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江苏各地市进行聚类分析，发现：苏州、南京、无锡三市为

表1 江苏省13地市旅游经济与文化资源耦合协调度评价

地市\项目
苏州
无锡
常州
镇江
南京
扬州
泰州
南通
盐城
淮安
宿迁

连云港
徐州

耦合度C
1.0000
0.9124
0.9139
0.9771
0.9886
0.8134
0.9269
0.9712
0.8147
0.8642
0.8079
0.9571
0.8107

耦合协调度R
0.9487
0.7334
0.5472
0.5831
0.8835
0.5672
0.4204
0.5132
0.3239
0.4152
0.3235
0.4652
0.5107

旅游发展优先度P
1.0000
1.3544
1.3507
0.8587
1.1132
0.6336
0.7589
0.8427
1.5757
0.6816
0.6288
0.8110
0.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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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苏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旅游优先度聚类

高水平耦合协调型城市，文化资源丰富，旅游经济发达，两者都处于全省前三位；扬州、常州、镇江、徐

州、南通、连云港为中度耦合协调型城市，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优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省第二

梯队；泰州、淮安、宿迁、盐城四市为低水平耦合协调型，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水平较低，旅游经济发展

位于全省末尾。

3. 旅游发展相对优先度分析

根据各地市旅游发展相对优先度计算结果，高水平耦合协调型城市中，苏州、南京为同步发展型，

文化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经济水平大致相当；无锡市为旅游发展优先型，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其文化

资源丰裕度，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效率较高。中度耦合协调型城市中，常州为旅游发展优先型，其区

域内虽没有重量级文化旅游资源，但通过文化旅游资源的创新开发利用，近年来，旅游经济总量稳居

全省第四位；扬州、徐州为旅游发展滞后型城市，其区内保留有较多高品质文化资源，但开发利用效率

不高，文化资源的旅游经济产量

有待提高。低水平耦合协调型

城市中，泰州、淮安、宿迁为旅游

发展滞后型，需加大区内文化资

源的旅游开发力度，促进文化资

源向旅游经济效益转化；盐城为

旅游发展优先型，主要由于区域

内湿地、珍禽等自然旅游资源丰

富，旅游效益显著，因此其旅游

经济水平显著高于文化资源丰

裕度水平。

四、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作用机制

1. 耦合作用机制分析

文化资源是区域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基础，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能够带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

发展；同时，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对文化资源具有积极的反哺作用。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地方财政

收入的增加，为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资金保证，增加了居民就业机会，唤醒了社会公众的文化保护

意识，有效促进了区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此外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地区相关文化产业的发

展，从而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繁荣。基于江苏省13地市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测度发现，区域文

表2 江苏省13地市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类型划分

地市
苏州
南京
无锡
扬州
镇江
常州
徐州
南通

连云港
泰州
淮安
宿迁
盐城

耦合协调度R
0.7334

~
0.9487
0.4652

~
0.5831

0.3235
~

0.4204

耦合协调类型

高水平耦合协调

中度耦合协调

低水平耦合协调

旅游优先度P（y/x）
1.0000（0.8~1.2）
1.1132（0.8~1.2）
1.3544（>1.2）
0.6336（<0.8）

0.8587（0.8~1.2）
1.3507（>1.2）
0.6312（<0.8）

0.8427（0.8~1.2）
0.8110（0.8~1.2）
0.7589（<0.8）
0.6816（<0.8）
0.6288（<0.8）
1.5757（>1.2）

优先类型
同步发展型
同步发展型
旅游优先型
旅游滞后型
同步发展型
旅游优先型
旅游滞后型
同步发展型
同步发展型
旅游滞后型
旅游滞后型
旅游滞后型
旅游优先型

旅游优先度聚类耦合协调度聚类耦合度聚类

257



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特征及其作用机制

2017/1 江苏社会科学· ·

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作用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不等于旅游产业优势，

旅游产业的文化反哺作用也需有效引导，两者的相互作用受到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江苏各地市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成因进行分析发现，市场、经济、政府是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发展

外部驱动因素中的核心因素，此外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科技等因素对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

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客源市场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相互耦合作用的重要影

响因素，如高水平耦合协调型城市苏州，由于靠近上海客源市场的优势，有效推动了苏州旅游产业的

发展；而徐州、宿迁等市由于距离主要客源地较远，区域文化资源的优势转化相对缺乏强大的市场推

动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投资力度，进而影响旅游项目的数量、规模和基础

设施环境，一些品味较高的文化资源往往由于缺乏足够的开发资金，难以转化成为高品质的旅游产

品，旅游经济效应不显著。现阶段，政府主导依然是影响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作用的重要因

素，在旅游规划、招商引资、旅游营销、政策扶持等方面促进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自然资源是区

域旅游发展的又一重要资源基础，文化资源通过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开发，能够有效促进区域文化资源

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及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2. 主要驱动因素作用过程

在各驱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呈现出阶段性的耦合特征。从耦合的时

间历程来看，大致可分为耦合萌芽阶段，耦合初级阶段，耦合发展阶段和耦合成熟阶段。各阶段外部

驱动力的作用强弱及机制各不相同，且呈现出相互作用和阶段性转换的特征（表3）。

表3 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驱动时序规律

耦合阶段
耦合
萌芽
阶段
耦合
初级
阶段
耦合
发展
阶段
耦合
成熟
阶段

旅游发展阶段特征
零星游客，区域文化资源
处于原始状态，没有旅游
设施，旅游经济尚未形成
文化资源开发，游客增长，
旅游产业开始发展，旅游
设施增加
旅游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旅游人数不断增长，旅
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旅游经济进入成熟阶段，
游客量处于饱和状态，旅
游品牌形成，知名度和美
誉度较高

耦合特征

无耦合

为了发展旅游经济，区域文化资源得到保护和开
发，知名度提高，耦合效应开始形成

一部分旅游收益资金开始用于文化资源保护，政府
和居民文化保护意识提高，区域内其他文化资源得
到保护，旅游发展对区域内文化产业出现带动效应
一批依托于品牌的文化产业开始兴起，在取得经济
效益的同时也增强了旅游地吸引力，旅游与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旅游对文化的反哺效应显现，传统文
化资源得到保护，新的文化资源开始积淀。

主要驱动力作用

文化资源原生吸引力

市场需求力促进了资源
开发，政府开始建设旅
游设施
政府规划、管理、促销、
推进项目建设，经济发
展中资金投资旅游项目
政府引导旅游带动文化
产业发展，市场需求促
进相关文化产品开发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建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判别模型，测度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及旅游相对优先度，并据此探讨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机制。研究发现：

（1）在区域旅游发展历程中，文化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核心动力因素之一，始终对促进区域旅游发

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江苏的案例研究中，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水平

耦合度较高，各地市文化资源优势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并不存在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现象。

（2）受区内经济水平、区位条件、政府引导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各地区旅游发展相对优先度表现不

一。相对于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有些地区旅游发展相对超前，有些地区旅游发展相对滞后。从江苏

来看，多数城市旅游发展相对滞后，说明这些城市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旅游经济功能，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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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旅游开发或者开发效果不佳，旅游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全

国来说，我国历史悠久，各地区均保留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旅游发展独特的资源优势，在文化与旅

游融合发展过程中应深度挖掘区域文化内涵，充分发挥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的核心驱动作用。

（3）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通过内部作用机制和外部驱动机制两个方面形成相互作用和多重

反馈，实现耦合与互动。文化资源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能够有效促进区域旅游的发展；区域

旅游经济的发展对于区域文化资源又具有积极的反馈作用，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又受到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市场条件、政府管理与引导、交通可进入性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区域

旅游与文化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与旅游的互动作用，在挖掘文化内涵的同时，利用市场、

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的驱动作用，推动旅游经济的增长；同时利用多重反馈机制，促进文化资金的反

哺和保护意识的提高，促进区域文化保护与传承，并通过产业融合，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4）耦合判别模型的构建有效解决了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两个评价体系相对独立、不能比较

的状况，为区域文化与旅游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与范式，特别是旅游相对优先度的建立，可

以将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进行简单而直观的定量比较，是区域文化与旅游关系研究的有益探索。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但由于其发展变

化相对缓慢，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对其进行时间序列评价，下一步研究可对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和旅游

经济的耦合状况进行长时间序列的动态跟踪研究，从而更加科学地探讨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

耦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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