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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研究述评

!

葛小涛，张述林
（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H###H)）
摘要：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对于长江三峡旅游开发及其旅游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随着三峡工程的竣工和长
江三峡旅游的发展!关于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在全面分析近 $# 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
运用地理学、旅游学相关研究方法，着重评述研究了几大热点领域：长江三峡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
旅游交通发展、区域旅游联合开发、旅游开发及其区域影响以及旅游产业地理。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可以得出!长江
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对于完善国内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研究方法缺乏创新、理论支撑较
少、案例的研究重视不够。据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学科体系，拓宽研究范围；加强理论创新；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转变
研究思维，扩展研究视野等建议，以期能为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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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游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休憩疗养、康
乐消遣同地理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
门学科。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旅游地理学还是
一个年轻的学科，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旅
游地理学的研究目前已呈现出密切地结合学术研究
和社会实践、理论研究趋于系统化，注重预测分析，
逐渐重视对国外理论的应用和总结等特点，这源于
旅游地的开发热潮，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长江三峡是我国一条知名的旅游线路，在国际
上也有越来越大的知名度。独特的自然景观加上厚
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其发展旅游业的巨大优势。
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研究的进
程，从 G# 年代中期到 C# 年代中期伴随长江三峡大
众旅游的产生，一些学者注意到旅游开发及旅游产
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加大了应对方面的研究；C#
年代中期到大坝截流后，关于三峡旅游地理方面的
研究大量涌现，这时期三峡成库后库区旅游发展方
面的研究引起关注；三峡成库以后，关于长江三峡旅
游地理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各个方面，研究成果众多
且不断涌现，研究水平和实用价值逐步提高。目前
关于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具有不断深化的趋
势，研究的领域逐步扩展，研究的思维也更加全面，
创新性更强。通过对近年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研究的内容主要为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活动与
地理环境、旅游交通发展、区域旅游联合开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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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及其区域影响以及旅游产业地理等方面。

$ 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 长江三峡”有以下几种看法：一
是微观的长江三峡，指西起重庆奉节白帝城东到湖
北宜昌南津关的 $CB L5 江段的瞿塘峡、巫峡、西陵
峡这 B 个大峡谷的沿江地带，跨奉节、巫山、巴东、秭
归、夷陵 J 个区县；二是中观的长江三峡，即通常所
说的三峡库区，是指三峡水利枢纽建成后受到淹没
影响的有移民搬迁的区域，地域范围包括 "C 个县、
市、区（ 其中重庆 "J 个，湖北 H 个），从重庆江津的红
花堡到湖北宜昌，地域面积约 J( G 万 L5" ；三是宏观
的长江三峡，即指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角度划分
的三峡地区，地域范围包括重庆市和湖北宜昌市、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含 JH 个县、市、
区，地域面积约 $H 万 L5"［"］。

" 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近年来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文献进
行梳理和归纳，得出目前关于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
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长江三峡旅游资源开发
在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研究中，旅游资源开发是
研究最多的一项内容，包括长江三峡自然旅游资源
开发、人文旅游资源开发以及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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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利用等各个方面，也有研究人员对长江三峡
旅游资源进行了泛泛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开发的策
略。这和长江三峡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关，除了
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风情，区域内的文化、
饮食 、民居、礼仪、信仰、文学、艺术、节庆等资源都
是可供旅游开发的对象。关于长江三峡旅游资源的
开发，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如下论述和分析。
!）长江三峡自然旅游资源开发。关于自然旅
游资源开发，大多是提出了发展的模式和战略，并且
不是孤立地来研究，而是结合其他旅游资源一起论
述。张立明［"］通过分析景观特征和三峡工程对景观
的影响，提出了实施“ 点—轴—网”的战略开发模式
和可持续利用的战略。郑宇飞［#］则从三峡山水景观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国际、国内导向方面进行了分
析，
提出了三峡山水景观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应以生
态、文化、度假、体育、科考方向为主。
$）长江三峡人文旅游资源开发。长江三峡的
人文旅游资源具有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涵义博大精
深、形式艳丽奇崛等特色［%］，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在这方面有一些案例的研究，比如三峡石刻旅游资
源开发［&］、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旅游开发［’］、三峡
民居 建 筑 的 旅 游 开 发［(］、古 盐 业 遗 址 旅 游 开 发［)］
等。在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现在研究人员大多
是概括性地提到了资源开发策略，虽然有了一些具
体的案例研究，但是这方面还是比较缺乏，研究应该
更加系统化。
"）长江三峡非物质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人员
对长江三峡非物质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视角多是在
民俗文化方面，刘文星［!*］、袁瑛［!!］、郑璐［!$］都对民
俗文化旅游资源 的 开 发 进 行 了 论 述。彭 琰［!"］、王
美［!#］、沈中印［!%］则分别对军事文化和宗教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进行了研究。胡绍华［!&］指出了三峡库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指
出了要遵循开发的原则，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
实性、完整性，创建文化底蕴深厚的旅游产品。
#）长江三峡旅游资源开发策略和综合利用。
［!’］
许曦 认为三峡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要坚持开
发与保护并存的措施，打破地区限制，突出特色和加
强管理。在资源开发的空间布局方面，王顺克［!(+!)］
提出三峡 库 区 的 旅 游 资 源 的 开 发 将 形 成“ 一 个 依
托，三大中心，四条主线，七大特色版块”的空间布
局，并指出了三峡库区旅游资源的开发要向可持续
方向转变。在资源整合方面，骆永菊［$*］提出了“ 一
线、三点、四区”的思路与对策；王儒述［$!］也探讨了
整合旅游资源的问题，提出了建设精品资源和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对策。

长江三峡的旅游资源极其丰富，众多学者从不
同的角度对库区的资源进行论述，大多都有自己的
角度和看法。长江三峡地区目前的旅游开发程度还
比较低，很多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还没有利用或没
有充分利用；旅游产品的档次还比较低，观光型的旅
游产品较多，度假型、科考型等专项的旅游产品比较
少；旅游资源开发的特色也不太鲜明。开发利用三
峡旅游资源是一项庞大和系统的工程，必须本着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使长
江三峡的旅游资源得到最优化的开发。
$, $ 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
!）自然环境与旅游活动。长江三峡的旅游活
动和其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研究人员主要是从长江
三峡的山水资源、生态资源、气候资源的旅游意义角
度对此进行研究。三峡成库后，山水景观格局有了
一定的变化，自然景观格局的变化对旅游活动的意
义影响较大，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生态资源的
旅游意义方面，研究人员多是从环保、可持续发展与
整合的角度来考虑［$"］。在气候资源的旅游意义方
面，邹旭恺［$#］分析了长江三峡气候资源的特点和优
势，
通过舒适度级别指数的研究得出了最佳的旅游
季节，这样的研究较有新意，对指导长江三峡的旅游
活动也具有实际意义。
$）人文环境与旅游活动。人文环境与旅游活
动的研究较多，主要为三峡工程对旅游活动的影响
方面。三峡工程建成后，东起宜昌三斗坪，西到重庆
江津白沙镇，形成了一个长 &$* -.$ 的左右大的湖
泊。水库在淹没一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同时又
增加了一些新的景点，这对长江三峡地区的旅游环
境产生很大影响。三峡工程的修建直接影响了三峡
库区水平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影响了三峡地区的
旅游资源。除此之外，很多原有景点的开发价值也
得到大幅度提升。张述林［$%］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
了三峡水面的变化对其旅游业的影响、三峡库区重
庆沿江地区旅游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对策。
王顺克［$&］通过研究三峡工程对三峡地区旅游产品
空间分布的影响，提出了应对的建议。吕斌［$’］通过
分析三峡工程对三峡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影响因
素，提出了旅游地空间组织引导原则以及旅游地空
间变动趋势与重构，以应对三峡工程对旅游业的影
响。向旭［$(］指出了蓄水后三峡旅游格局的变化，认
为三峡地区应该树立新的旅游理念和和采取新的旅
游开 发 策 略。 此 外，赵 小 鲁［$)］、魏 志 红［"*］、李 国
平［"!］、骆永菊［"$+"#］、吴怀连［"%］等也在三峡工程对旅
游活动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研究。大多学者已经注意
到了三峡工程成库前和成库后对三峡地区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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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但在系统性方面的研究还较少，今后还需注
重对三峡成库后社区居民及其旅游文化影响方面的
研究。
!）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矛盾的解决———可持
续旅游。面对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矛盾，特别是
三峡工程的建设带来的与旅游活动的矛盾，研究主
要集中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试图提出解决方
案。吴殿廷等［!"］提出了重新审视和定位三峡旅游，
使老景区景点焕发青春，再造辉煌；使新景区景点迅
速被接受，产生轰动效应；使特种旅游、生态旅游迅
速形成规模效益是长江三峡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靳俊喜［!#］则是从旅游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研究
长三峡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实施科技化、特色
化、旅游市场资源与旅游企业的整合等战略。曹诗
图［!$］侧重于对三峡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
究，认为应建立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
%& ! 旅游交通发展
由于长江三峡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三峡旅游交
通以游船为主，目前对于长江三峡旅游交通的研究
也主要集中于游船旅游方面。三峡库区的旅游交通
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规划，通过旅游交通的整合来促
进库区旅游业的发展［!’］。王宁等学者在长江三峡
游船旅游方面研究较多，内容涵盖游船服务质量评
价［()］、游船旅游行为特征［(*］、游船现状与特征［(%+(!］
等各方面。提出的游船发展对策与战略包括：注重
游船 发 展 规 划［((］、管 理 模 式 的 创 新［(,］、调 控 运
力［("］、创建绿色游船等［(#］。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对
游艇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发展游艇经济的独特优势
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思路［($］。随着三峡地区经
济的发展，交通格局的演变，研究人员应开始注重对
水陆空立体旅游交通格局进行研究，构建长江三峡
旅游交通的新局面。
%& ( 区域旅游联合开发
在长江三峡经济建设过程中，旅游业日益发挥
重要的作用，一个大三峡旅游经济圈正在形成。为
了应对这种局面，区域旅游联合开发与三峡黄金旅
游带建设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不断增加。由于长江三
峡涉及到不同的地域，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区
域旅游联合开发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研究方向主
要为重庆与湖北的区域旅游合作，此外也有金三角
［(’］
［,)］
（ 巫山—奉节—巫溪）
、新三 角（ 忠+石+丰）
等
的区域旅游联合。
区域旅游协作与联合开发方面的研究大多给出
了对策与 思 路，例 如 湖 北 与 重 庆 构 造 无 障 碍 旅 游
区［,*］，建立两地旅游监管和协调机制；长江沿岸旅
游联合开发［,%］；长江三峡旅游一票制［,!］；三峡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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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目 的 地 建 设［,(］；长 江 三 峡 旅 游 黄 金 水 带 构
建［,,］；中心 城 市 对 流 辐 射 作 用［,"］等。此 外，程 丛
喜［,#］、罗兹柏［,$］、阚如良［,’］、牟红［")］等从大三峡旅
游区建设的不同角度对长江三峡区域旅游联合开发
进行了研究。
目前对长江三峡旅游联合开发的研究较多，但
是研究内容较浅，大多只停留在加强政府联合方面，
缺乏更深入的研究。长江三峡旅游开发应该树立全
局的思想，统筹开发，打破区域界限，使之符合市场
化的发展规律，加强大三峡的旅游空间、旅游资源、
旅游产品、旅游形象、旅游要素及旅游相关产业的整
合力度。
%& , 旅游开发及其区域影响
*）旅游开发模式。生态旅游开发模式：生态旅
游是与环境保护结合最紧密的一种旅游形式，它是
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保护环境和贯彻可持续发展
为前提的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关于长江三峡生态
旅游的分类，孙守琴［"*］认为应分为农业生态旅游、
森林生态旅游、水域生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关于
长江三峡生态旅游模式，丁增富［"%］认为三峡库区生
态旅游的理想模式为“ 市场+资源+环境中心型社区
参与库区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关于生态
旅游开发策略，向旭［"!］认为生态旅游的开发必须落
脚到具体的旅游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上；田强［"(］提出
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张述林［",］认为要重视生态旅
游产品的开发和加强生态旅游的管理，重视生态旅
游的教育和宣传。
体育旅游开发模式：长江三峡由于其拥有多样
的旅游资源，体育旅游也是可以大力开发的模式，比
如漂流、冲浪、赛艇、越野、攀岩、蹦极、高尔夫等。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较少。张世威［""］提出发展
三峡库区体育旅游长廊的设想，提出要发展水体体
育旅游、山体体育旅游、人文风情体育旅游等体育旅
游项目；雷选沛［"#］提出打造具有三峡特色的民族文
化体育旅游品牌；万星［"$］主张充分利用旅游资源，
开辟专业旅游线；许江红［"’］认为应建立监督机制，
加强安全保障。体育旅游是新兴的旅游方式，目前
长江三峡旅游地区还缺乏专门的体育旅游从业人员
和管理人员，这是制约其发展体育旅游的主要方面。
%）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长江三峡旅游开发
对区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移民、扶贫、就业等几个
方面。在移民方面，长江三峡旅游开发为库区移民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旅游业正在发挥着开发式
移民安置的作用，已经成为三峡库区移民后续安置
并致富的有效途径［#)］；在扶贫方面，要构建起旅游
扶贫的战略运行框架［#*］，也有学者专门对三峡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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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艺术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和发展进行了研究［!"］；在
就业方面，由于旅游业是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综合
性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长江三峡的旅游
开发对旅游就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刘
德秀［!$］等对三峡库区居民对旅游产业影响的知觉
与态度的调查研究表明，三峡库区绝大多数居民对
旅游产业在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方面的积极
影响的知觉强烈，赞同度高，认为在三峡库区发展旅
游产业利大于弊。
"% & 旅游产业地理
旅游产业地理的研究主要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及
对策分析。万先进［!’(!&］对三峡地区旅游资源、旅游
产业、旅游市场等方面进行了旅游产业发展的比较
优势分析，并对三峡旅游产业竞争力主要问题进行
了研究，分析了提升三峡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赵小鲁［!!］提出了三峡旅游产业“ 一轴贯通，两极辐
射，三区协调，腹地延伸”的发展总体格局。除此之
外，
向家俊［!)］、刘平清［!*］、赖小玉［)+］等对长江三峡
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 结论与启示
#% , 结论
,）长江三峡旅游地理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与
资源优势而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研
究人员众多。近 ,+ 年来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
被广泛重视，而尤以三峡地区的研究成果居多，包括
重庆和湖北等三峡利益相关体；研究的进展不断加
快，
深度不断增加，成为指导长江三峡地区旅游发展
的重要力量，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
考。
"）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对于完善国内旅
游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其丰富的
人文、自然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使得这里成为国内旅
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
#）目前研究领域与范围还不均衡，旅游者行
为、旅游需求、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开发的社会和
文化影响、旅游规划和旅游区划、旅游信息和旅游地
图等内容涉及较少。
$）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定性研究居多，实证性
的定量研究比较少，多种定量方法的使用有助于探
究不同因子对长江三峡旅游的影响度。
’）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理论支撑少，多是对现
状和对策的研究。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目前还
缺乏理论创新，关于指导旅游地开发的理论研究不
是太多，现有的研究多是运用已有的旅游地理学的
成果，理论的研究还缺乏深度。

&）案例的研究重视不够，大多是整体的、抽象
的研究归纳，缺乏细化。
#% " 启示
,）完善学科体系，拓宽研究范围。长江三峡旅
游地理的研究，对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构建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旅游地理学学科理论在长江三
峡旅游研究中发挥着重大的和主导性的作用。研究
应开始重视旅游者行为、旅游需求、旅游地生命周
期、旅游开发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旅游规划和旅游区
划、
旅游信息和旅游地图等内容，完善长江三峡旅游
地理的研究，拓宽研究的范围。
"）加强理论创新。长江三峡旅游在国内旅游
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显
得非常重要。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上，应该继续探索
和完善旅游地理学的理论，加强理论基础、基础理论
和核心理论的创新，并把理论创新置于首要地位。
尝试不同的理论方法，拓宽研究的手段，灵活地运用
多种理论、多种技术方法参与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
研究，使这些研究成果为长江三峡地区旅游业的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构建研究方法体系。长江三峡的旅游发展
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长江三
峡旅游地理的研究要在现有的定性研究的基础上，
增加定量研究；增加综合集成技术、复杂性科学等研
究方法；应该注重思想方法、战略方法、技术方法、信
息方法等的创新，注重关键技术及方法体系的构建。
$）转变研究思维，扩展研究视野。随着长江三
峡地区经济的发展，旅游者收入的提高，对旅游的个
性化需求也将增多，因此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
应该增加具体而深入的案例研究，要加强趋势预测。
长江三峡旅游地理的研究者需要更加解放思想，拥
有全局观和大局观，在更大的区域观念下思考问题，
而减少狭隘的区域利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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