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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背景下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
——以安徽宏村为例
卫丽姣，王朝辉，崔春于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以安徽省古村落宏村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其旅游景观的生产方式与机制进行研
究。结果发现，随着商业化发展，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由原来单一的文物古建保护向更趋复杂化转变，针对 3 种不
同类型的旅游景观采取相应的生产方式。宏村旅游景观生产背后是多种力量参与的生产机制：政府与开发商强强
联合，是旅游景观生产的主导力量；当地居民依然扎根宏村，是旅游景观生产的核心灵魂；景区商家热衷于打造
“店铺景观”，是旅游景观生产的积极分子；外来游客提出的改进建议则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参考。4 种力
量集团本着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彼此间相互合作，影响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最终结果。最后提出，古村落旅游景
观生产需要还原原住居民生活化场景，借旅游商业化发展之势，建立均衡、可持续的景观生产机制与合理的利益
分配体系或许是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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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不断丰
富，旅游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衷的休闲活动和生活
方式之一，旅游市场需求快速增加。同时，旅游产
业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及其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强关联
性也使得旅游业本身成为各地政府和企业家日益关
注的焦点。在此双重作用下，旅游商业化现象不可
避免。在各类旅游地中，古村落因其古老的房屋建
筑、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和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而
备受游者青睐，大规模的外来人员入侵与随之而来
的商业化发展势必会对古村落带来影响，其中，旅
游景观及其生产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法国思想
家居伊•德波（Debord, 2007）在他的《景观社会》
中批判性地指出景观的商品本质，认为景观是“金钱
的另一面”，是某种具体的、物化了的世界观。而在
现代日益商业化的旅游环境下，景观已经由单纯的
物质（风景名胜）转化为资源（旅游资源）进而被
打造为资本（景区景点），这进一步印证了Debord
的上述观点。然而，面对旅游景观的商品化，我们
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景观的“被消费”和旅游者的“被

蒙蔽”，更不能粗暴地否定其现实意义，摸清其背后
的作用机制从而探寻更加适宜的景观打造与生产方
式才是景观生产研究的应有之义（马秋穗，2010）
。
在地理学中，景观泛指宏观的地貌特征。这里，
我们只关注景观在旅游研究中的含义，即“景观”
是在旅游情境下，旅游地原本存在或后天被制造出
来的，游客的注意力被吸引和调动的旅游吸引物，
是一种异质的、具有审美趣味的空间格局、自然风
光、建筑设计、行为事件和文化情境的组合。
“景观
生产”，指的是旅游地后天被制造或在原始景观的基
础上改进旅游吸引物的过程，即区别于无人类参与
的纯自然景观生成。旅游景观生产牵涉多方利益，
是空间化权力关系的体现，对旅游景观生产的研究
可以借鉴空间生产理论。二战后，迅速蔓延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化进程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
击，同时也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这激发了
Lefebvre关于空间生产理论的思考与不断完善。他
突破了过去仅仅把空间作为事物发展的物理容器和
人们的思想产物的观点，提出空间具有社会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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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空间不仅充斥着社会关系，也生产社会关系
考。陈岗等（2010）认为，旅游地景观生产必须打
和被社会关系生产”（Lefebvre, 1991）。而Foucault
造当代精品景观，其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能够永续
（1980）认为：空间、权力与知识三者密切相关，空
地支撑各种利益诉求；而刘润等（2016）也建议，
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和容器，知识则是其运作的依
在旅游地视觉景观生产方式上，应积极构建多主体
托，为其提供合法性。Harvey（1976，1982）提出
参与的视觉景观权力关系，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
空间生产的3个要素：资本、阶级和上层建筑，其与
衡的关系格局。上述研究已涉及到景观生产概念辨
Foucault均强调空间生产背后的不平衡逻辑并追求
析、生产机制、结果影响与改进建议等，但关于古
主体性的解放。总之，旅游景观生产背后存在着生
村落类型旅游地景观生产的研究较少涉及，而且古
产者之间的利益与权力之争，而空间生产理论能够
村落不同于一般的旅游地，其所具有的多重属性赋
有效地解释多个主体参与作用下的空间变迁现象，
予了其多重价值：作为旅游目的地，具有经济价值；
可以为旅游景观生产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作为文化遗产地，具有文化价值；作为村民居住社
自旅游活动诞生之日起，旅游景观便一直被人
区，具有社会价值。多重价值的叠加使得古村落的
为改造和生产。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旅游景观的
旅游开发牵涉到不同人群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发展的
生产源于外部游客凝视与其所带来的内部认知觉醒
多个方面，成为旅游开发中的“聚焦点”与“敏感
（Grace, 2017；Urry, 1990；吴晓，2010；谢小芹，
区”，而旅游景观生产作为其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重要
2017；赵红梅 等，2011）。Foucault认为，“凝视”
方面，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鉴于此，
与“被凝视”之间存在权力关系，而权力具有生产
笔者将世界文化遗产地——安徽宏村作为研究案
性（Foucault, 1963; 1975）。在游客的“凝视”之下， 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其旅游景观生产处于
被凝视者产生自省与反思，认识到自身潜在的旅游
怎样的一种状态？具有什么样的生产特征？其背后
价值并进行挖掘开发，从而实现旅游景观生产与改
的生产机制是什么？生产力量有哪些？在此基础上
造（Urry, 1990）。在这一过程中，潜藏着多种力量
试图探索适合古村落这一特殊类型旅游地的景观生
如政府、市场、社会等之间的权力博弈（赵红梅 等， 产方式，以期为古村落旅游开发与景观生产提出参
2011）。Walker等（2003）曾言，“景观政治（即对
考意见。
景观实现控制并决定其呈现方式）已成为多变的人
1 研究案例与研究方法
与环境博弈中的一个关键问题”，Sierra乡村的景观
1.1 研究案例
冲突揭示了不同形式的农村资本主义竞争、阶级冲
突、社会控制以及文化摩擦等多方面的矛盾，而成
安徽宏村是典型的皖南古村落，有“中国画里
乡村”之称，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5A级景区、
都宽窄巷的视觉景观生产过程中也隐藏着政府、开
发商、商家、居民与媒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刘润 等， 全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2008年中国奥组委向全世
界推介的8大名片之一。精致绝伦的徽派建筑、巧夺
2016）
。景观的生产结果，影响的不仅是游客的“凝
视”体验与生产者利益的实现，更关乎旅游地居民
天工的水系设计与古韵悠然的生活环境是其吸引游
的生活变动、
情感诉求与当地原初文化的本真传承。 客的主要原因。2016年，宏村景区接待游客204.5万
Moline市中心“后工业”景观的生产诉诸了商业精
人次（黟县统计局，2017），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
英 的 诸 多 目 的 ： 恢 复 资 本 积 累 、 打 造 Deere &
Company的形象以及依托旅游产业实现持续发展
1997年，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后简称
（Crump, 1999）；云南玉水寨的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合 “中坤集团”）与黟县政府签订了为期30 a的租赁经
理的价值发掘与文化景观重构重获生命力（桂榕，
营合作协议书，使得宏村旅游发展开始正式步入市
场化运营。随着外来资本的进驻与景区知名度的不
2013）
；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以北京文
化符号替代了老商业区的文化符号，削弱了老商业
断扩大，当地政府对宏村进行了文物修缮保护、特
色事件与活动打造和整体环境氛围营造等一系列景
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和城市内部文化的多元性（周尚
意 等，2010）；而丽江政府主导下的旅游景观空间
观生产行为，改变并丰富了宏村的旅游景观。因而
本文以开发商中坤集团进驻宏村的1997年为时间节
再生产破坏了丽江古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浓厚
的血缘及地缘关系（明庆忠 等，2014）
。旅游景观
点，对1997—2017年这20年间宏村的旅游景观生产
进行研究分析，拟探讨其景观生产特点、机制及生
的生产该如何合理有效地进行，值得学者们反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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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量来源，
为古村落型旅游地景观生产提供范例。
1.2 研究方法
采取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式，深入宏
村景区内部，展开实地调研。调研日期为2017-10-27
—30，访谈对象主要包括宏村景区游客、居民和商
家等，访谈内容包括1997年以来在宏村所进行的旅
游景观生产行为、旅游景观生产对景区居民工作生
活影响以及游客对宏村旅游景观的参观与体验感受
等方面。本次调研共有31个访谈对象参与，根据研
究需要，精选其中12个典型访谈对象（表1）进行深
入分析。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Tab.1
编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性别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年龄/岁
约 60
约 30
约 30
80
66
约 30
40
约 30
40
26
28
约 30

身份

景区居民

宏村小组组长/宏村工艺品市场管理员
景区商家
景区治安队队员
外来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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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村旅游景观生产及其特征

自1997年中坤集团对宏村景区实行承包并将其
纳入商业化运营以来，宏村的旅游景观生产方式相
较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背后的作
用机制也更趋复杂。
2.1 早期景观生产方式
宏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后经历代扩建发展，
逐渐演变成如今的宏村景区。自新中国成立起，宏
村古村落就受到了下至县政府、上至国家部门的高
度重视与保护，但由于宏村建筑风貌与人文历史的
特殊性和早期国家旅游产业发展的局限，其旅游景
观在发展初期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
的对原有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表2）
。更确切来
说，除作为我国徽派古村落的典型代表用于接待外
宾外，宏村的文物古建修缮更多是出于对历史文物
的保护而非将其作为一种“旅游景观”来进行商业
化运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早期对宏村古村
落的重点关注和组织保护，为其景区化发展打下了
伏笔。
2.2 当前景观生产方式
1997年，中坤集团与黟县政府签订《黄山市黟
县旅游区古民居、旅游项目合作协议书》
，并根据协

表 2 宏村发展初期旅游景观生产方式
Tab.2

Production mode of the Hongcun Village’s tourism landscape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年份

机构

1949—1982 年

黟县人民政府

1982 年

黟县文物管理所

1984 年

黟县人民政府

1985 年

黟县文物管理局

1997 年

黟县人民政府保护规划领导组

宏村旅游景观生产
对宏村的祠堂、庙宇、书院和承志堂收为国有，采取统一管理、保护。
专门对宏村明、清民居建筑群进行保护、古建维修。
编制宏村总体规划，加强对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与指导。
对宏村明、清民居建筑群及附属文物进行全面普查，建立古民居保护档案。
组成保护管理工作组，多次深入宏村进行综合整治，保护古民居。

资料来源：
“宏村”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宏村镇/66538?fr=aladdin&fromid=356736&fromtitle=宏村。

议成立了由黟县旅游局、文物局参与的黄山京黟旅
游开发总公司，负责开发管理包括宏村在内的3个皖
南古民居村落，至此，宏村正式步入景区化管理与
运营，其旅游景观的生产打造方式也开始变得多样
化。为便于对宏村当前的旅游景观生产及其特征进
行细致分析，故根据旅游景观特性与游客参与体验
程度将其划分为静态凝视性景观、动态参与式景观
和情境打造式景观。
2.2.1 静态凝视性旅游景观生产：规范化保护景观
真实性，精细化提升景观完整性 静态凝视性旅游
景观是指旅游吸引物本身多处于静止状态，游客静
静观赏品味的物质景观，主要包括人文建筑、自然
景观和景观小品等。自1997年宏村被中坤集团承包

进行景区开发以来，其原有的承志堂、南湖书院、
汪氏宗祠、
“牛”形村落布局等人文古建和南湖、月
沼、古树、雷岗山等自然景观就被纳入更加制度化、
规范化的保护之中。不同以往的是，由于开发商的
介入与投资力度的加大，对宏村原有景观的保护方
式从以政府强制管理为主导向政企联合、通过经济
补偿提升村民保护意愿的方式转变。多年来，政府
陆续将行政办公、学校、企事业单位等迁出景区，
宏村没有新建或改建一栋古建筑，基本保持村落原
有形态和布局，定期对古建民居木结构局部糟朽，
墙体下沉、开裂、酥碱，白蚁及粉虫侵蚀等情况进
行检查与修缮，对于湖泊、山体和植被等自然景观
定期进行污水处理、湖水清淤、封山育林、名木古

6期

卫丽姣等：商业化背景下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以安徽宏村为例

树复壮等保护，极大程度上使宏村的整体布局、单
体建筑和自然环境等保持了宏村景区开发前的真实
风貌和原始形态。
“村里人建房子只能去村子外围，村里面不能
建了，只能修……房屋修建要报村、镇、县、文物
办审批，房子维修也要政府来人看，随便修是不行
的。”
——访谈对象A
“政府每年会定期检查老房子，免费给治白
蚁……房子装修时院内布置可以变，但外部墙体高
度不能变，只要外面能看到的都不能改……菜园地
不能建房，会改变村落格局和景观风貌。
”
——访谈对象C
相对于政府和开发商对宏村人文古建和自然景
观的规范化保护，景区商家更热衷于打造体量较小
的景观小品来点缀空间，营造氛围，吸引顾客。实
地调研发现，除部分建筑景观小品（如堂匾、楹联、
“三雕”等）被政府合理保护，部分设施景观小品（如
灯柱、座椅、垃圾箱等）由开发商统一规划设计外，
其余大部分的景观小品均由景区商家自发地进行个
性化、精细化生产。政府除了强调此类景观与整个
宏村环境的一致性外一般不会多加干涉。在宏村的
住宿业态中，房东往往会利用古玩字画、东“瓶”
西“镜”
、根雕盆栽、八仙桌、太师椅等打造客房与
大厅景观，利用木质秋千、凉亭、石凳、草木花卉、
镂空墙体等打造农家院落景观；在购物业态中，店
主一般会按照商品类型和游客审美需求在自家店铺
内部和门面上进行特色化装饰（如风铃、插花、匾
额、灯笼、藤蔓植物等），或者播放民谣与古典音乐，
营造轻松休闲的氛围，这在餐饮、娱乐、休闲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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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旅游业态中均有所体现。景观小品的
“精雕细琢”、
细节化添加与整个宏村景区旅游景观融为一体，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古建筑景观因年代久远而在生活
化、情调化气息方面存在的缺失，提升了宏村景观
的多样性与完整性。
“卖的商品尽量还是找一些别人没有的，另外
装修啊，灯光啊，环境啊也很重要，有没有灯光肯
定是不一样的……背景音乐会放一些民谣，有文艺
气息……”
——访谈对象F
“这边很注意保护宏村的形象，有些商家在门
口挂牌子，政府就会让他做一些符合宏村整体风格
的东西，哪怕是一个牌匾，也要仿古的，这点就会
比其他地方好一些，不会搞得像商业街一样。”
——访谈对象H
2.2.2 动态参与式旅游景观生产：权力与资本联合
打造特色化事件旅游景观 动态参与式旅游景观是
指由景区设计规划的以当地文化为元素、以吸引客
流为目的、以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参与体验为主的
事件活动，主要包括节日节庆、文化演绎、赛事活
动和名人参观等特色事件。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旅游事件营销成为政府和开发商强化当地文化品
牌、提升景区知名度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宏村为例，
政府一方面凭借对宏村的行政管理权，积极策划打
造节日节庆、文化演绎等活动；另一方面利用超脱
的政治地位积极争取摄影、展览、赛事、研学等活
动在宏村的承办权，邀请各界名人造访宏村，引起
媒体关注与报导，而在此过程中，一切事件的打造
和活动的举办都离不开开发商提供的资金支持（表
3）。

表 3 2016 年宏村景区特色事件汇总
Tab.3

Characteristic Events in Hongcun Scenic Area in 2016
事件名称

活动地点

2016-02-16

举办时间

宏村镇第三十二届民俗赛鸟活动

文化广场

2016-02-22

“诵读经典”徽文化研学活动

2016-03-26

大型实景文化演出《宏村·阿菊》重磅上演

2016-03-26—27

南湖书院
奇墅湖国际度假村

斯柯达 HEROS 第十一届中国黄山（黟县）国际山地节

2016-03-27

“情定徽州”——宏村传统婚礼秀

2016-03-28

戏梦宏村——同程网女神约拍

2016-04-17

印度尼西亚国家旅游部长率队访问宏村

2016-05-07

非洲四国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联合考察团一行莅临宏村访问

2016-07-20

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一行走进宏村采风

2016-09-08

著名节目主持人、演说家乐嘉一行到宏村参观游览

2016-09-25

汪氏宗亲祭祖仪式

2016-10-15

首届（南京—黄山宏村）单车 24H 耐力赛完赛

2016-10-16

奥运名将吕秀芝莅临宏村

2016-11-10

2016 年中国黟县摄影节

资料来源：黄山京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http://www.hongcun.com.cn/info.asp?base_id=1。

宏村景区

汪氏宗祠
宏村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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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村·阿菊》是中坤集团在宏村斥资2.3亿元
倾力打造的安徽首台、国内一流的大型文化实景演
出，其以古徽州文化为背景，再现了徽州女人勤劳
勇敢、贤惠持家以及忠贞如一、保卫家园的新形象，
现已成为宏村旅游推介的一大卖点。如此大手笔的
文化实景演绎剧目制作的背后是宏村政府给予的土
地政策倾斜与中坤集团的巨额资金投入。可以说，
《宏村·阿菊》的成功打造正是政府与开发商优势互
补，强势联合，积极打造动态化旅游景观的有力佐
证。目前，中坤集团正着手打造另一部大型旅游剧
《梦寻徽州》
，其与宏村当地政府的合作仍在继续。
另外，
《宏村·阿菊》由国际化团队主创并制作，融
入多种全新的剧场艺术元素，是中坤集团参与宏村
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动作之一，为宏村原有的古韵
悠然、画里乡村的形象增添了一抹现代科技与新奇
创意的色彩，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暗合了旅游商业
化的进入对中国传统古村落带来的异质化影响。
“每年都会有山地自行车赛，今天世界小姐在
西递巡游，明天就会来宏村了。之前还有宏村诗会，
摄影节什么的，元宵中秋的时候也会有舞龙舞狮什
么的，很热闹。”
——访谈对象A
2.2.3 情境打造式旅游景观生产：根植于历史记忆
和日常生活中的跨时空情境再现 情境打造式旅游
景观是指景区由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背
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一种无形的氛围与底蕴，这种
氛围和底蕴的营造与养护往往与当地的历史记忆、
地缘关系、俚语方言、传统风俗和生活方式等密切
相关。直到今天，宏村居民基本上仍然沿袭古代传
统的风俗习惯和生活节奏，保持着旅游开发前的生
活方式，比如仍然遵循清晨8点前在水圳里洗菜，8
点后才能洗衣的乡规民约，仍然制作着当地传统美
食（如毛豆腐、臭鳜鱼、烧饼、乌饭等）
，保持冬季
腌菜腌肉储备冬粮的习惯。本地人交流仍然使用黟
县当地方言，婚丧嫁娶仍照旧俗，传统节日仍然会
举行富有当地特色的庆祝活动。村口广场仍然是村
民们休闲纳凉、交流情感的重要场所，红杨、白果
两棵古树依然在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特殊日子里扮演
着重要角色……这种极富古典韵味、充满烟火气息
的古村落生活场景正是对宏村“中国画里乡村”这
一称号的最好诠释，其带给人无限遐想仿佛穿越时
空般的“桃源仙境”感也是古村落这一特殊类型旅
游地对外来者产生强大吸引力的本质所在，更是维
系古村落传统文化原真性与生命力的根系所在。而
这一切都归功于依然扎根宏村的原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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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的大树是我们村子里的风水树，一个红
杨，一个白果，昨天村里有个人去世了，就绕着白
杨树转了三圈，很多游客都在看。”
——访谈对象A
“冬天村民洗白菜、雪菜、萝卜什么的用来做
腌菜，还做火腿，这都是村民自然而然做的，一直
以来就是这样的，这和婺源那边自己策划的‘晒秋’
是不一样的……现在村里有人结婚还是会骑马，抬
轿子，这都是原来的习俗，我跟我老婆结婚就是这
样的。”
——访谈对象B
随着旅游商业化的发展与外来力量的增多，宏
村的旅游景观生产方式已不再只是早期单纯的对历
史文物的保护修缮，而是迎合市场需求，在有效保
护文物景观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开发利用与生产打
造，根据不同类型的旅游景观采取相应的生产方式，
即针对静态凝视性旅游景观，在规范化保护文物遗
产真实性的同时，利用细节化的景观添加提升景观
完整性；针对动态参与式旅游景观，政企联合，通
过多样化的特色事件与活动打造丰富景观类型，加
强对外营销；针对情境打造式旅游景观，传承当地
古老习俗，保留原住民生活方式，为当地文化的原
真性和生命力提供深厚土壤。

3

宏村旅游景观生产机制分析

同空间生产一样，旅游景观的生产已不仅仅是
所在物质空间的更迭，而更多的是观念意识的“强
制”展示和“无形”传递，正如Crump（1999）所
言，“无法被看到的东西自然也就无法被听到”，人
们只能“被动地”观看掌权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
观，也只能接受其所传递的信息和观念。宏村的旅
游景观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归根结底是因为随着旅
游商业化的发展，多种利益集团介入宏村景区发展，
凭借各自的力量对宏村旅游景观
“指手画脚”；同时，
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抗与妥协又进一步导
致宏村旅游景观生产机制复杂化（图1）。
3.1 “政府＋开发商”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主导
力量
目前，中国依然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发
展状态中（牛涛，2008），政府依然在人们的生活生
产中占有绝对的把控地位，出于保护文物、服务社
区和政治诉求等多种目的，政府必然会在宏村旅游
景观生产过程有所表现。与此同时，旅游产业的日
益兴盛与高回报率引得开发商竞相入资。政府发展
宏村旅游必须借助开发商的雄厚资金实现对旅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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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宏村旅游景观生产机制
Fig.1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the Hongcun Village’s tourism landscape

关业态的打造和基础设施服务建设，而开发商作为
外来者进驻宏村必须通过政府权威获得土地、房屋
和景区的经营权，二者达成合作，各取所需，必然
导致开发商借政府之势进入景区旅游景观生产队伍
并发出重要声音。
“97年村里请了一个退休干部来搞旅游，用的还
是书呆子那一套，死脑筋，就没搞起来，不到一年
就走了。后来当时的县委书记跟中坤的人认识，就
让中坤来做了。搞旅游还是要搞经济的人来干，搞
行政的那一套不行。”
——访谈对象E
“家里没地了，都卖给中坤建房子、做绿化啦，
只要是把地卖给公司，家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
就可以拿300块的生活费。”
——访谈对象D
“政府＋开发商”强强联合是政治与资本权威的
结合，政府所拥有的行政管理权为其对下辖的古村
进行景观打造提供合法性，而开发商的巨大资本使
整个景区的规划建设得以实施，
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两者出于对各自利益的追求在对整个宏村景区进行
运营与管理的同时，在宏村的旅游景观生产中“大
展拳脚”：政府与开发商一手把控作为古村落旅游景
观基底的文物建筑与自然景观，使其步入制度化、
规范化的保护之中，而特色旅游事件景观作为权力
与资本展现实力的主场，更是得到政府与开发商的
充分打造，宏村政府往往负责中间牵头，而中坤集
团则负责做好资金投入、对外宣传与活动举办，二

者分别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景区景观提升与增值。
“我们这个队伍是受雇于政府的，景区里面一
共有10个人，平时就检查检查景区里面的卫生、治
安和解决一些小纠纷。
另外政府里还有分管旅游的，
跟公司（中坤集团）不冲突，不会插手公司的事情，
主要就是监督和一些基本的管理。”——访谈对象I
“我们这个市场（宏村工艺品市场）是中坤公司
建的，之前大家都在南湖边、路上摆摊，上面说影
响美观，不好看，就建了这个市场。中坤负责管理，
营业执照、食品安全啊、健康证（健康体检与卫生
培训合格证）都得有，年年都会来检查。
”
——访谈对象G
3.2 当地居民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核心灵魂
不同于大多数古村古镇旅游发展中当地居民的
大批外迁与身份转换，宏村景区开发中原住居民依
然居留在古村而未曾迁出。一方面，当地居民是宏
村旅游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宏村的
“主人”，
村民沿袭千百年来流传的古老生活方式与传统习
俗，为宏村旅游发展营造了原始古朴、带有跨时空
气息的情境氛围，即使略有现代化的痕迹也属于宏
村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自然发展。其日常化的生活
轨迹因为处于古村落而在外来游客眼中成为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也就是说，当地居民不仅生产景观，
其本身也在无意中成为景观中的元素。再者，正如
郭凌等（2014）所言：
“脱离传统日常环境的遗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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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护’无法持续维系其生命力”，当地居民的存在
为宏村古村落遗产提供了一个传统的、生活化的社
会环境并赋予其灵魂，只有参与到芸芸众生的一日
三餐和寒来暑往中，宏村才能保持烟火气息和持久
的生命力，而不至于沦为冷冰冰的“文物展厅”和
彻底的“景观商品”。
“宏村挺好的，比我们去的其他地方要好，乌
镇（发展旅游）就是居民全都迁出来，外来人来开
店，那种民风民俗都没有了，老房子是有很多，但
都没有那种氛围了。”
——访谈对象L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通过地方权利出让助推宏
村旅游景观的生产。宏村村民世代生活在古村中，
作为地方主体，对宏村景区化发展拥有地方权利，
开发商与外来商家的进驻无不通过与当地居民进行
权利置换来进行。当旅游活动的兴起和外来游客的
涌入侵入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甚至是房屋、
土地等有形资产时，村民便有权利向带头促成这一
切的政府和开发商提出补偿性要求，要么是直接的
经济补偿，要么是能从中获利的工作岗位和店铺经
营资格。这也就相当于景区居民因为利益补偿而对
其地方权利做出适当让步，而这种让步实则为其他
利益集团对景区景观进行生产改造打开了方便之
门。
“村里每年都有旅游款（门票分红）
，是一年年
慢慢涨的，刚开始就几百。去年每人（按户口）发
了4000块，还有200块的洗澡费（为保持宏村景观整
体风格一致，限制景区居民安装太阳能，村民只能
去村外洗澡）
。
”——访谈对象E
3.3 景区商家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积极分子
景区内的商家依靠为景区游客提供住宿、
餐饮、
购物和休闲娱乐等服务实现盈利，相较于服务当地
居民，其商品种类、经营方式、店铺装饰风格等往
往更多地迎合游客的需求和喜好。为了吸引游客，
实现对经营利润的追求，景区商家积极参与旅游景
观生产。但受限于政府集体管制和有限的资金投入，
商家的景观生产往往只能局限于店铺尺度的景观小
品打造。商家打造的“店铺景观”由于直接面向游
客，能够更加密切地关注游客需求，及时采纳游客
意见，往往也就更加符合游客喜好，另因其规模较
小，体制灵活，因而生产的景观更富有创意性与机
变性，在宏村众多旅游景观中具有独特魅力。
“自己喝的话就喝喝米酒、桂花酒，没有这么
多种类，因为要卖给游客嘛，就又做了其他的，那
边的玫瑰酒、蓝莓酒、桃花酒啊都是后来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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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瓶（塑料）包装是专门找人定做的，看着美观嘛，
送人也有面子。那种竹筒（包装）的是村里人做的。”
——访谈对象G
3.4 外来游客意见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参考
宏村景区打造本质上是旅游产业的发展，而旅
游景观作为旅游产品最终要面向消费者即景区游
客。随着现代自媒体的发展与旅游服务的日趋精细
化，游客不再是旅游产业链的最后一环，而是正在
不断形成一个意见反馈机制，如微博游记、景区官
网评论和景区留言簿等。在这个机制中，游客通过
发表自己的旅游见闻与游览感受等来对景区的旅游
景观进行“吐槽”或“点赞”，从而对景区旅游景观
的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提出建议。游客虽未亲自对旅
游景观进行生产打造，
但其作为景观消费与体验者，
本着对自身感官享受与娱乐体验的追求，却能对旅
游景观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与“审核”
，直接表
达自身的要求与偏好，找出旅游景观中存在的问题
与痛点，是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参考方面。可以说，
游客对宏村旅游景观的生产更多地发生在微观层面
和后期提升阶段，而这也正是提升景区景观质量、
实现旅游长期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因而，重
视游客个性化的娱乐诉求和游览体验，能够有针对
性地对宏村旅游景观进行改进提升，提高游客满意
度。另外，外来游客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宏村
的自然景观造成破坏，时尚、多彩的外来文化对传
统村落的原始性与纯粹性形成威胁，这一点也值得
我们深思。
“这里的商品没有什么特色，本来想买个纪念
品，但找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自己（本地人）加工
的东西，竹子算是，但又不是宏村独有的。”
——访谈对象K
“这个地方依山傍水的，环境很好，古朴气息
很足……印象最深的还是建筑，真正的老房子跟后
来做旧的还是不一样的，有一种中国古典的味道，
原汁原味。”
——访谈对象L
旅游商业化背景下，政府与开发商、当地居民、
景区商家与外来游客四大生产主体都积极投入到旅
游景观的生产中，巩固或改变着宏村景区对外形象，
同时他们彼此之间又本着对各自利益的谋求，时刻
进行着利益与权力的较量与妥协，其中最为突出和
敏感的当属当地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纠葛。与
其他主体间较为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
务的两两关系不同的是，当地居民与开发商间的矛
盾由来已久，且夹杂了当地政府这一中间因素。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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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于不满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没有大幅
增长的旅游收入，关于宏村旅游资源产权归属的争
论（1997年，黟县政府以宏村古民居资源和土地使
用权入股，与中坤集团进行股份合作）导致宏村村
民与政府矛盾加深和激化；同年，宏村村民联名将
黟县县政府作为被告，北京中坤集团和黄山京黟旅
游总公司作为第三人告上法庭，但法院未予受理。
后经多方协调，自2002年起，对之前的旅游门票分
配作了调整，并沿用至今，基本稳定了村民与政府
和开发商之间的关系。全部门票收益中，67%归京
黟公司；33%归地方，其中向县政府上交20%，作
为文物保护基金，镇政府占5%，村民占8%（含村
截留部分）。根据实地调研，2016年底宏村居民实
际可得景区门票分红4 000元/人，相当于2001年（75
元/人）的53倍。此外，宏村居民有300余户（全村
共437户）从事与旅游相关行业（农家乐、客栈、饭
店、小卖铺等），家庭经济收入得到明显提升。由
此可见，景区居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关系经历
了由不明显到逐渐突出，由激化到协调平缓的一个
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各方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起
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其实正是景观生产中多方利益
争夺的具体表现，也启发我们对和谐的古村落旅游
景观生产机制建立进行深入思考。
“村民的思想是会慢慢转变的。
中坤刚来的时候
村民天天跟他打官司，去停车场那里把他们拦住，
不让他们进来，村民不理解，我们的房子凭什么让
他们来收门票。后来政府慢慢地引导，中坤也依靠
自己的平台把宏村推广出去了，村民可以拿分红，
也可以做些农家乐和小买卖挣钱，慢慢地也就不排
斥了。”
——访谈对象B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宏村这一典型古村落旅游地为例，采用
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研究方式，探究其旅游
景观生产特征及其背后的生产机制。研究结果如下：
1）更趋复杂的旅游景观生产方式与特征。宏村
早期旅游景观的生产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文物保
护与修缮；随着旅游商业化的发展和利益集团的入
驻，其旅游景观生产方式变得复杂。针对静态凝视
性旅游景观，宏村采取规范化保护景观真实性，精
细化提升景观完整性的生产方式，既对文物古建和
自然景观进行有效保护，又利用景观小品提升景观
质量，烘托景区氛围；针对动态参与式旅游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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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政企联合打造特色旅游事件的方式，丰富景观
类型，加强对外营销；针对情境打造式旅游景观，
最大限度保留宏村传统风土习俗和村民日常化活
动，创造跨时空旅游情境。
2）多种力量参与的旅游景观生产机制。宏村旅
游景观生产的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合作与博
弈。政府和开发商二者强强联合，凭借政治和资本
力量对景区实施经营管理，实现各自对政绩与利润
的追求，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主导力量；宏村居
民一方面延续传统的生活习俗，成为“景观”中的
一员，并为宏村遗产生命力延续提供日常化社会环
境，另一方面通过地方权利置换间接助推其他景观
生产者的空间实践，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核心灵
魂；景区商家凭借其与游客的近距离接触来使店铺
景观更加符合游客审美，从而达到吸引客源、提高
收益的目的，是旅游景观生产的积极分子；外来游
客意见是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参考，其以自身多样
化的审美体验与娱乐需求为指引，凭借在旅游产业
链中的消费者地位间接指导旅游景观生产。宏村旅
游景观生产中的上述多方力量在经过20年（1997—
2017年）的磨合适应与利益调解中已逐渐达到一个
相对平稳与均衡的状态，彼此之间虽偶有冲突但仍
然可以维持现状。
4.2 讨论
居住功能是古村落的首要功能，宏村作为一个
社区，其旅游发展首先看重的是社区的发展而非旅
游的发展（孙九霞 等，2006）。另外，完全由政府
和开发商“谋划”的、充满“设计感”的旅游景观
无法真正让游客感受到古村落之美，以上两者皆呼
唤古村落原住居民的回归和景区的朴实化、生活化
场景再现，这也符合俞孔坚等（2004）所倡导的“足
下文化和野草之美”。宏村作为世界遗产古村落，在
其旅游开发中原住民依然居留其中，这在很大程度
上为古建遗产的保护建立了真实、融洽的外在环境，
也为传统文化的原真性保留和自然发展提供了健
康、适宜的原生土壤，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旅游商
业化发展对宏村旅游景观生产带来的影响中的不良
方面，使得宏村在大体上仍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古朴
自然之美，这一点值得其他古村落类型旅游地学习
借鉴。
旅游大热的时代背景下，古村落旅游商业化发
展已不可逆，一味抵制旅游商业化对古村落带来的
冲击毫无意义。再者，作为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的
重要背景之一，科学规范的旅游商业化运营模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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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解决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缺资金”难题，
对于文物遗产的合理保护、文化价值的开发利用和
多样化、特色化旅游景观的打造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积极作用。古村落旅游地景观生产应该在坚守
遗产保护、文化原真性传承和原住民合法利益实现
的前提下，借助旅游商业化发展之势，均衡多种景
观生产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建立合理、可持续的旅
游利益分配体系，这才是古村落旅游景观的生产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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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Village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Hongcun Village in Anhui
WEI Lijiao, WANG Chaohui, CUI Chunyu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the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has been differen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tourism landscapes produced in ancient village are
today and to find a proper way of producing tourism landscapes. Taking Hongcun, an ancient village in Anhu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landscape b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result shows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ization,
Hongcun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mode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simple protection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ancient building to more complex. The corresponding production methods for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tourism
landscape are as follows: for the static tourism landscapes which are always gazed by tourists, people of Hongcun
enhance the integrity of landscape by adding details while protec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heritage normally; for
dynamic and participant tourism landscapes, they create diversified events and activities to enrich landscape types
and strengthen external marketing in the form of uniting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for those tourism landscapes
which are used to create atmosphere, they inherit the local ancient customs and retain the lifestyle of residents to
provide fertile soil for the authenticity and vitality of the local culture. There is a production mechanism that many
kinds of forces involved in behind Hongcun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er
form a union in which politics and capital play their roles respectively and cooperatively, they are the leading
forces of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the local residents are the core soul of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with
living in Hongcun as before and continuing the ancient way of lif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Scenic spot merchants
enjoy producing small-scale and personalized “shop landscape” to attract tourists, and they are the active member
of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from external tourists ar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Hongcun tourism landscape. The above four power group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fluencing the final outcome of Hongcun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ir own
interest.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needs to restore
the living scene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It may be a positive solution to the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by establishing a balanced, sustainable landscape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a reasonable benefit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e trend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ourism.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landscape production and richer literature on landscape
production by exploring Hongcun which is a typical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 Moreover, this research
may be an available advice for managers of scenic spot and policy makers of ancient villag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how to create new landscape o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riginal landscape.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landscape; landscape production; the Hongcun village in An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