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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象视角下城市历史街区游客
满意度测评及影响因子分析

———以都江堰市西街历史街区为例

郭 凌1,周鹏程2

(1.四川农业大学 旅游学院,成都611830;2.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杭州310058)

  摘要:伴随游客旅游体验方式的转变,深入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意象,为游客塑造高峰旅游体验成为历史街区

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本研究基于文化意象理论和文化旅游空间的结构及生产过程,综合考虑城市历史街区自身

文化特性和游客旅游行为特征,构建城市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

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测评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并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文化意象理论视角

下,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由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三个维度构成,受街道状况、街区景点、建筑形制、文化传

播、特色定位、主客互动六个因素影响,且六个影响因素间存在相关性。文化意象视角下,游客对都江堰西街历史

街区旅游发展较为满意,同时还可以通过重新进行街区特色定位、加强文化传播、重塑社会互动、推动主客互动等

途径提升西街历史街区的游客重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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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意象是文化和意象相结合的产物,它由于

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城

市历史街区作为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遗存和

城市地段,不仅见证了漫长的城市发展历史、集中展

现着相对完整的城市历史肌理,也融合了相应的城

市功能和城市生活内容[1]。在文化意象语境下,城
市历史街区已经成为链接时间和空间的桥梁,凝结

着当代游客对过去文化的主观情感[2]。城市历史街

区旅游承载着游客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游客满

意由此成为衡量历史街区旅游产品质量的重要指

标[3]。但长期以来,无论作为理论依据还是背景知

识,文 化 意 象 在 旅 游 研 究 中 受 到 的 关 注 度 都 不

高[4]18-3[5]。无论从创汇导向的旅游目的地发展到以

游客满意为导向的国民旅游福祉提升的旅游发展立

场[6],还是出于满足游客对历史街区旅游高峰体验

的需求、提高历史街区旅游产品的质量、保证该类旅

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求,都有必要基于

文化意象理论视角对城市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进行

测评并识别其影响因素。
一 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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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满意度作为游客旅游后的一种情感状态,
基于游客比较旅游之前的期望同实地旅游的体验而

产生[7]。出于对“没有满意的游客就没有稳定的规

模化客流”的认知共识,现阶段围绕游客满意度的研

究已经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学术成果。从研究内容而

言,集中在对游客满意度的理论构建[6,8]、感知维

度[9]、影响因素[10]、内在机制[11],以及满意度测评和

发展策略等方面[12-13]。并且,由于以旅游者视角来

评价旅游目的地综合服务质量软环境,迎合了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的实践需要,因此对游客满意度的测

评也成为不懈探索的学术话题。目前,对游客满意

度测评的方法多样。基于经典顾客满意度指数模

型[14],因子分析法[15]、模糊综合评价法[16]、IPA分

析法[17]、结构方程模型[18]等定量研究被大量用于

测评的过程。此外,以扎根理论为代表的定性测评

方法,也逐渐得到重视和运用[19]。根据划分依据的

差异,游客满意度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对象。例如,
以服务和产品为划分界限,现有文献呈现出对旅游

服务的满意度和旅游产品的满意度两类研究;而根

据旅游服务提供者的不同,又细分为对旅游公共服

务[20]、旅行社[21]等其他旅游服务的游客满意度的

研究;根据旅游产品内容的差异,现有文献又围绕节

庆旅游 产 品[22]、自 驾 旅 游 产 品[23]、路 线 旅 游 产

品[24]、景区旅游产品[25]等游客满意度展开研究;而
区分旅游产品的地域类型,对游客满意度的研究则

大致可以分为城市旅游[26]、乡村旅游[27]等研究主

题。
城市历史街区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对城

市历史街区的游客满意度研究,也未脱离游客满意

度的理论构建、感知维度、影响因素、内在机理的传

统框架和“期望—满意度”支撑下的传统满意度测评

体系[28]。然而,尽管研究者一般承认城市历史街区

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但基

于文化意象理论视角进行的城市历史街区游客满意

度研究却比较有限。此外,无论把城市历史街区作

为研究对象,还是将游客满意度作为研究领域,既有

文献都较少出现文化意象这一理论视角。具体来

说,以城市历史街区作为对象展开研究的文献,仅见

戴湘毅等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对福州双杭历史街区文

化意象的现象描述[4]和李运基于文化意象理论对宽

窄巷子历史街区文化特征的归纳[29]9-11,更多涉及

“游客意象”而非“文化意象”的研究范畴。而游客满

意度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从不

同理论视角出发探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的结果之间

会出现偏差。况且,城市历史街区较之城市其他旅

游目的地也具有明显的特性。因此,尽管以其他理

论视角研究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已较为成熟,或以

文化意象理论视角探讨其他旅游目的地的游客认知

已有良好起步[30]48-54[31],但往往难以有效解释文化

意象理论视角下城市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的成因。
都江堰西街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古代南丝

绸之路入藏羌的“第一街”。通过2008年汶川地震

灾害重建,西街从川西传统的居民生活区变身成为

主题文化产品聚集、文化遗产体验的代表街区,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鉴于此,本文选取四川省都江堰

西街历史街区作为案例地,基于文化意象理论和都

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的具体情况,构建城市历史街区

游客满意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进一步检验变量

对于历史街区体验度和满意度的影响,最终完成对

西街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测评和影响因子分析。
二 理论模型构建

目前,学界依托文化意象理论探索游客满意度

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相关代表

性研究也不多,有戴湘毅、王晓文以“空间意向”、“物
态意向”、“行为意向”三个维度构建的文化意象概念

性分析框架[4]。和张建忠、孙根年从“意”和“象”两
个维度进行的五台山文化意象分析[32]。

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理论,为本文提供了构建历史街区

文化意象的概念性理论维度。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

理论,就静态结构而言,城市空间是物理空间、精神

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33]46-53。而在文化旅游中

“作为物质存在”的“旅游空间”,既是文化旅游资源

和产品的形态,也是旅游者活动的空间范围和表现

形式。在游客眼中,旅游空间是相异于日常生活空

间的特征和符号内涵,有着主观的建构性[34]34-35;作
为旅游对象,旅游空间是通过规划者“有意图生产出

来的旅游产品”;就旅游空间本身来说,其内涵兼容

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历史

文化遗产和常态民俗生活文化等内容,是具有明确

地理空间范围的旅游主客体互动的社会文化空

间[35]。从旅游空间的构成看,城市文化旅游空间也

被视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合。
因此,本文依托文化意象的内涵、列斐伏尔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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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理论以及文化旅游空间构成和生产过程,构建起

历史街区旅游发展中文化意象的三个呈现维度,并
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文化意象背景下历史街区游客满

意度指标体系。
三 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首先,本文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三

个维度,结合西街具体情况,采用李克特(Likert)5
分量表,设定29个题项(题项及来源详见表1)。另

外,还设置了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六个人口特征

题项。
历史街区的物理空间指历史街区空间的物质基

础,也是社会构成的具体地点,表现为街区在点、线、
面上的组合和格局。本文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

五要素为基础[36]35-64,结合西街实际情况进行题项

设置,设置了10个题项。
精神空间是概念化的空间,在西街旅游发展中,

街区的建筑形制、建筑材料、色彩基调以及公共服务

设施的实际情况等,都是规划者、科学界、官员“由话

语、文本、逻各斯等要素”组成的“书写和言说的世

界”,因此,设置了9个有关的题项。
社会空间是历史街区居民运用意象、象征与社

会生活隐秘联系的符号体系。文化意象在社会空间

的呈现,是街区居民在历史发展中,在生产生活方

式、社会交往规则、礼仪和节庆等方面体现出的意

象。因此,设置了以历史街区的商业活动、演艺活

动、历史沿袭为代表的7个题项。
其次,问卷还关注游客在街区旅游之后的整体

满意度和体验度,以及是否愿意再次前来旅游的旅

游忠诚度。设置3个题项,包括体验度、整体满意度

以及游客忠诚度,将游客对西街的总体感受加以量

化。
(二)数据收集与整理

研究者于2016年5月1-4日、8月15-18
日、10月1-3日分三次向西街游客发放问卷,现场

收回问卷102份,其中无效问卷7份;网络问卷共收

回104份,其中无效问卷13份。据此,有效问卷共

计186份,问卷有效率90.29%。
描述 性 分 析 发 现,男 性80人,占 总 人 数 的

43%,女性106人,占总人数的57%,性别比例较为

协调。在年龄分布上,18-25岁占据35.7%;26-
60岁占据48.4%,其中26-40岁的有28.5%、41

表1.问卷题项及来源

维度 题项 来源

物

理

空

间

西街街道的长度

西街街道的宽度

西街街道的铺设材质

西街街道的曲折程度

西街与其他街道的关联程度

西街的交通通达度

西街的明代古城墙

西街的懋功寺

西街的董寿平故居

西街的朱成当代雕塑艺术馆

灌县志[37]164;

戴 湘 毅 等[4]18-3;

凯文·林奇[36]35-64;

郭 杨 波[38];钟 晓

华,寇 怀 云[39];李

运[29]9-11

精

神

空

间

西街房屋的建造材质

西街房屋的整体色彩

西街房屋的建筑风格

西街的旅游基础设施(厕所等)

西街的特色餐饮

西街的民宿客栈

西街的酒吧氛围

西街的酒吧表演

西街的特色旅游商品

戴湘毅等[4]18-3;

陈丽玲[5];

李运[29]9-11;

钟晟[30]

社

会

空

间

西街商家的服务态度

西街游客的文明程度

西街居民对游客的态度

西街作为“松茂古道起点”的还
原程度

西街的导游讲解

西街的旅游广告宣传

西街与都江堰文化的契合程度

戴湘毅等[4]18-23;
陈丽玲[5];
李运[29]9-11;
钟晟[30]48-54

游客
总体
感受

西街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西街之旅让我满意

有机会我还愿意来西街并推荐
朋友来

钟晟[30]48-54

-60岁的有21.9%;60岁以上游客仅占15.9%。
从职业来看,主要由六部分群体构成,其中37.8%
是学生,15.1%是退休人员,11.3%是事业单位工作

者,10.6%是公司职员,9.4%为公务员,5.1%为其

他。游客的受教育程度良好,大专及大专以下学历

者仅有13.9%,本科学历者占66.5%,研究生学历

者占19.6%。就月收入而言,2000元以下受调查对

象 占 39.7%,2000 到 5000 元 受 调 查 对 象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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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5000元以上受调查对象占21.4%。客源地

中,四川省内占69.4%,非四川省游客有30.6%,分
布于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东等地。历史街区旅

游属于典型的文化目的地旅游,调查样本也侧面证

实了这类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并有

着较高文化素养。
四 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

(一)研究过程

1.信度分析

经济、社会学研究中,信度系数Cronbach’sAl-
pha值超过0.6即可通过检验,值越高,代表数据越

可靠。本文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921,具有较高的

可信度。而效度系数KMO值大于0.8则比较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本文问卷的KMO值为0.819,Bart-
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X2 值为2090.879,自由度190
且达到显著水平(p=0.000<0.05),这些均表明获

取的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探索性因子分析

信度检验说明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因此使

用SPSS22.0对问卷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

维处理,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载荷大于0.45为抽

取因子的标准,经过正交旋转后得到六个公因子,累
计解释总体方差的75.161%。由于“民宿客栈”等
六项的载荷值均低于0.6,因此本研究中不予采纳。
将六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街道状况”、“街区景点”、
“建筑形制”、“文化传播”、“特色定位”以及“主客互

动”。“街道状况”和“街区景点”包含了西街的道路、
景观节点等变量,反映了物理空间维度的游客满意

度情况。“建筑形制”、“文化传播”和“特色定位”包
含着都江堰市在西街旅游发展中通过旅游宣传、风
貌整治、产品开发等手段,表达和改造空间活动的变

量,对应着精神空间维度的游客满意度情况。“主客

互动”是呈现街区游客、商家和居民之间,通过社会

和文化互动,实现交流与融合关系的变量,对应着社

会空间维度层面游客的满意度情况。数据显示,六
个公因子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75,说明六个公因子

的信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再对二十个指标变量取

均值得到六个公因子(观测变量)的数据,进而用同

样的方法再对六个观测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得到一个公因子(潜在变量),命名为“文化意

象”。由此,本文建立起潜在变量-观测变量-指标

变量三个层次的指标体系(见表2)。
表2.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指标变量 因子载荷 平均值 特征根 累计方差贡献率 信度系数

文化意象

街道状况

街区景点

建筑形制

文化传播

特色定位

主客互动

街道长度 0.766
街道宽度 0.665

街道曲折程度 0.696
与其他街道的关联程度 0.786

交通通达度 0.744
懋功寺 0.842

董寿平故居 0.894
朱成当代雕塑艺术馆 0.884

房屋建造材质 0.819
房屋整体色彩 0.901
房屋建筑风格 0.867

“松茂古道起点”的还原程度 0.757
导游讲解 0.848

旅游广告宣传 0.797
与都江堰文化的契合程度 0.764

酒吧氛围 0.8
酒吧表演 0.838

商家服务态度 0.784
游客文明程度 0.811
居民对客态度 0.733

3.467 3.006 15.029% 0.822

3.152 2.512 12.562% 0.893

3.758 2.605 13.025% 0.901

3.043 2.848 14.238% 0.85

3.123 1.812 9.062% 0.788

3.579 2.249 11.245%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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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相关分析结果

街道状况 街区景点 建筑形制 文化传播 特色定位 主客互动

街道状况 1 0.614** 0.386** 0.206** 0.197** 0.489**

街区景点 0.614** 1 0.272** 0.350** 0.186* 0.375**

建筑形制 0.386** 0.272** 1 0.171* 0.377** 0.401**

文化传播 0.206** 0.350** 0.171* 1 0.220** 0.361**

特色定位 0.197** 0.186* 0.377** 0.220** 1 0.226**

主客互动 0.489** 0.375** 0.401** 0.361** 0.226** 1

  注:***p<0.001,**p<0.01,*p<0.05。

表4.西街历史街区文化意象体验度、满意度的回归结果

因子 体验度标准系数 体验度显著性 满意度标准系数 满意度显著性

街道状况 -0.016 0.809 0.127 0.065

街区景点 0.073 0.276 0.107 0.116

建筑形制 0.082 0.225 0.115 0.097

文化传播 0.254 0.000*** 0.253 0.000***

特色定位 0.273 0.000*** 0.244 0.001**

主客互动 0.176 0.015** 0.056 0.446

体验度 - - 0.696 0.000***

  注:***p<0.001,**p<0.01,*p<0.05。

  3.相关分析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2),本文继

续采用SPSS22.0对萃取的六个公因子进行相关分

析,以检测由六个公因子所建构的理论模型之间的

相互关系(见表3)。数据显示,六个公因子之间存

在着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文化意象在历史街区“物
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呈现,表现出不

同维度之间的“两两互为动态辨证关系”[40]。同时

也说明游客对历史街区文化意象的感知过程中,考
虑的角度是多元且相互关联的,构建单一要素的滞

后和缺失都有可能导致游客体验感的下降,从而影

响游客对历史街区的满意度。
此外,从六个公因子之间的关系来看,“街道状

况”与“街区景点”、“主客互动”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

(标准系数为0.614、0.489)。由于发展文化旅游需

要将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文化内涵“再现于游客

所能理解的社会文化背景中”[41],文化意象视角下

的游客体验由此成为一种“以写实为基础且超越写

实的主观想法”。而物理空间本身具有可为游客直

接感知的“直观性”,同时也是游客开展旅游活动的

重要载体,是进行主客互动的重要场所。因此,游客

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感知也最为明显。

4.多元回归分析

进一步对六个公因子与西街文化意象体验度、
西街旅游满意度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西

街文化意象体验度和旅游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进

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数据

显示,体验度对满意度的影响十分显著,说明历史街

区良好的文化意象体验能够提升游客对历史街区的

整体满意度;西街的体验度和满意度受“特色定位”
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的影响非常显著,影响标准

系数为0.273、0.244以及0.254、0.253。此外,“主客

互动”也对游客的体验度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文化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主客互动”反映着游客

和居民、商家以及游客之间的文化互动和社会关系

的交流与融合[41]。这说明体验与日常生活相异的

文化氛围,是游客到西街开展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
通过“特色定位”塑造文化意象和以“文化传播”来表

达文化意象,则是历史街区文化旅游发展中实现“主
客互动”的重要途径,不同文化的体验能让游客从旅

游中获得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愉悦。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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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客满意度总体分析

使用SPSS22.0对20个指标变量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见表5),得到其均值和标准差值,并按照

均值大小对指标变量进行了排序。如表5所示,游
客对“房 屋 整 体 色 彩”(3.80)、“房 屋 建 筑 风 格”
(3.79)题项的满意度最高。说明都江堰市政府在旅

游规划中,通过营造街区建筑风貌,在精神空间维度

较好的呈现了街区文化意象,并很大程度满足了游

客的文化想象,从而获得了游客的共鸣和认同。
此外,游客对都江堰西街社会空间的满意度较

高。“商家服务态度”、“游客文明程度”和“居民对客

态度”三题项平均值分别为3.59、3.58和3.57。说

明在西街的社会空间维度,具有较高素质的文化旅

游者、服务质量优良的商家和淳朴的当地居民之间

社会关系较为协调。游客、商家、居民的良性互动带

来了“游客-商家-居民”为代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

相对稳定,最终有助于游客体验的增进。
然而,以“酒吧文化”为文化特色和以“懋功寺”

等为主要景点的西街,五个题项的分值均排在中下

游。在调查中,游客不满西街酒吧的整体氛围,认为

千城一面、特色不突出;景点仅供参观浏览、功能单

一,“朱成当代雕塑艺术馆”打着雕塑艺术馆的牌子

销售乌木。这表明,政府和规划师“打造与丽江酒吧

文化媲美的休闲娱乐之地”的街巷功能定位,距离游

客对西街文化旅游产品体验的愉悦性需求甚远。同

时,西街在景点打造中,也更多地关注文化遗存的陈

列与展示,导致游客被动参观、很难融入街区文化情

境。此外,“导游讲解”(2.99)和“旅游广告宣传”
(2.99)两项得分均低于3分,处于“不满意”层次,折
射了西街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规划

者们在历史街区旅游发展中要深思的问题是:怎样

以轻松的方式来展示和外化厚重的历史?
游客的体验度、满意度的平均值分别为3.66和

3.63,均属于较为满意。尽管重游意愿的平均值

(3.52)也属于较为满意,但是较之体验度、满意度的

平均值略低。并且,三个题项的标准差值都在0.6-
0.7之间,说明游客对西街的总体感受具有一致性。

表5.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及排序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指标变量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排序

文化意象

街道状况

街区景点

建筑形制

文化传播

特色定位

主客互动

体验度

满意度

重游意愿

街道长度 3.53 0.839 11
街道宽度 3.55 0.812 10

街道曲折程度 3.55 0.864 10
与其他街道的关联程度 3.32 0.896 14

交通通达度 3.38 0.857 13
懋功寺 3.12 0.868 18

董寿平故居 3.23 0.829 16
朱成当代雕塑艺术馆 3.11 0.869 19

房屋建造材质 3.68 0.736 3
房屋整体色彩 3.80 0.763 1
房屋建筑风格 3.79 0.767 2

作为“松茂古道起点”的还原程度 3.03 0.815 20
导游讲解 2.99 0.822 23

旅游广告宣传 2.99 0.867 23
与都江堰文化的契合程度 3.16 0.865 17

酒吧氛围 3.23 0.892 16
酒吧表演 3.02 0.86 21

商家服务态度 3.59 0.789 6
游客文明程度 3.58 0.769 7
居民对客态度 3.57 0.777 8

西街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3.66 0.632 4
西街之旅让我满意 3.63 0.646 5

有机会我还愿意来西街并推荐朋友来 3.52 0.7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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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西街文化意象在物质空间维度的满意度

分析。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2),西街的“街道

状况”和“街 区 景 点”的 平 均 分 分 别 为3.467和

3.152,处于六个公因子中的中游。但回归分析则显

示,二者对游客的体验度和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空间整体来看,物质空间是支撑着西街成为文化

旅游目的地的物质基础,游客不仅在街道的地域范

围开展活动,街道景点也是游客游览的重要路线节

点。西街有着较强街道机理和相对固定的旅游路

线,游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因此,在历史街区

文化旅游中,街道状况和街区景点所散发的文化感

染力成为承载游客历史街区文化想象的物质基础;
街道和景点的塑造极为重要,能否在较短路程中给

予游客印象深刻的文化体验和心理满足,极大程度

影响着历史街区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大小。
其次,西街文化意象在精神空间维度的满意度

分析。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2),建筑形制公

因子的平均得分为3.758,在六个公因子中最高。然

而,“建筑形制”对体验度和满意度的影响却并不显

著。此外,归属于精神空间的“特色定位”、“文化传

播”两项平均得分偏低,分别为3.123和3.043。而

二者对西街整体体验度、满意度的影响又比较显著。
究其原因,“酒吧一条街”的特色定位已脱离了西街

“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积淀,和“藏羌汉多民族

文化交融”的历史文化底蕴,未能满足游客对街区的

文化意象。可见西街旅游发展中对自身的特色定

位———是以酒吧文化为特色的休闲娱乐街区,这对

游客满意度的提升发挥着负面影响。由此,“建筑形

制”、“文化传播”、“特色定位”的数据分析结果共同

表明,西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主要停留在街区观光

和传统消费的阶段,并不适合于历史街区文化旅游

的发展目标,也不利于历史街区型的旅游目的地的

可持续开发。
最后,文化意象在社会空间维度的满意度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见表2),“主客互动”(3.579)
仅次于“建筑形制”(3.758),在西街游客满意度中排

序第二。但“主客互动”呈现出对游客体验度的影响

显著、对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的情况。这说明,良性

的“主客互动”对提升游客体验度和满意度均有较大

影响,但游客却很难感受到主客互动在提升自己体

验度进而达到满意方面的积极意义。这是由于在西

街旅游发展中,政府大量外迁街区原住居民的行为,
打破了街区悠然闲适、知足常乐、尊老爱幼的文化土

壤与居民多代同堂聚居生活环境的联系。目前西街

旅游活动中,更多的是以行政管理规范经营行为的

商家,本应具有地方性、原生性和个别性的文化旅游

产品,被简单化、同质化的旅游服务所替代,这使具

有较高文化修养、通过自我约束而规范游览行为的

游客难以获得满意体验并产生重游意愿及需求。这

也说明,现阶段西街的“主客互动”还未成为吸引游

客的核心因素,其所代表的社会交往空间还远远不

能满足游客在文化旅游过程中的基于情感交流和经

济交往的体验需求。
五 研究结论

本文依托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概念框架构

建文化意象理论视角下的游客满意度的理论评价框

架,并基于对都江堰西街的实地调查,利用因子分析

和多元回归分析对文化意象视角下城市历史街区游

客满意度及影响因子进行了测评,研究结论如下。
文化意象视角下都江堰西街游客的总体体验

度、满意度、重游意愿平均值差异不大,均属于较为

满意。其中游客的体验度最高(3.66),其次是满意

度(3.63),重游意愿最低(3.52)。从满意度单项指

标分析、影响因素分析可知,西街可以从以下途径出

发,进一步增进游客的体验度、满意度,提升重游意

愿。首先,在物理空间层面,加强街道和景点建设,
通过挖掘街区传统文化和记忆,将沉淀在深处的物

质文化外化于物理空间建设,打造满足游客文化想

象的物质基础;其次,在精神空间层面,完善街区的

文化传播途径,找准街区的特色定位,以积极有效的

解说系统来外化厚重的街区文化,更为深入地开发

针对游客精神需求和满足游客文化想象的专项旅游

产品;第三,在社会空间层面,要考虑重塑街区传统

的社会网络体系,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居民和外

来游客创造面对面的跨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社会环

境,从而在社会空间层面形成立足西街传统社会网

络的主客互动关系。
文化意象视角下西街游客满意度影响因子分析

表明,在潜变量层面,满意度主要受文化意象的影

响,具体维度可归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
在观测变量层面上,受街道状况、街区景点、建筑形

制、文化传播、特色定位、主客互动六个因素影响。
具体到指标变量,“街道状况”和“街区景点”包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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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景观节点等变量,对应着文化意象视角下物理空

间维度的游客满意度情况;“建筑形制”、“文化传播”
和“特色定位”包含建筑材质、色彩、风格,街区的旅

游宣传、导游讲解、文化氛围等变量,对应着文化意

象视角下精神空间维度的游客满意度;“主客互动”
包含“商家服务”、“游客文明”、“居民态度”变量,对
应着文化意象视角下社会空间维度层面游客的满意

度情况。据此,本文建立起文化意象视角下西街游

客满意度评价体系(见图1)。这也从总体上说明,
物理空间是历史街区进行旅游开发的基础,社会空

间是承载主客互动的重要载体,精神空间则是展现

文化底蕴的核心。西街的文化意象塑造要以系统

化、复合化的手段进行,要兼顾游客在不同层面的感

知体验。挖掘历史街区文化内涵、塑造街区文化意

象时,也要关注不同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统筹考

虑,实现协同发展。

街区景点

建筑形制

文化传播

街道状况

特色定位

主客互动

物理空间

精神空间

社会空间

文
化
意
象
视
觉
下
西
街
游

客
满
意
度
评
价
体
系

图1.文化意象视角下西街游客满意度评价体系

  六 研究贡献与不足

本研究立足于历史街区的文化意象,依托空间

生产理论的三个空间维度,构建出历史街区游客满

意度的测评体系和评估方法,经过实证检验应用效

果较好,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满意度测评工具。与传

统的“期望—满意度”支撑下的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

测评相比,不仅实现了视角上的创新,更利于揭示历

史街区这一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满意度发生机

制,也能有效提升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测评的可靠

性和科学性。此外,还从理论层面上,再次检验了列

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适用性,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

一经典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内容。
然而,本文从游客单一视角对文化创意背景下

旅游地满意度展开测评,未能涉及到不同游客群体

之间满意度的分异规律。并且,受篇幅所限,也没有

揭示在“主客互动”、“特色定位”等层面,乃至西街旅

游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者、规划者、原住居民、外来

商家等多方利益群体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这

些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方向,
并对游客满意度结果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因而是文

化背景视角下历史街区旅游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因此,细化地探讨不同游客群体之间满意度的分异

规律,深入地分析不同利益主体对文化意象的认知

和态度,进一步揭示其在旅游发展中的相互关系,以
拓宽文化意象视角下历史街区游客满意度研究的对

象范围,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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