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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旅游产品的层次结构
———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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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周庄古戏台、三毛茶楼、高密莫言旧居和济宁水泊梁山为案例,采用参与观察和访谈,研究文学旅游产

品的层次结构。研究表明:文学旅游产品的层次结构可以划分为材料层、形式层和意蕴层三个层次,各个层次间存

在递进关系。其中,材料层是文学旅游作品的物质载体,不同类型的文学旅游地,对材料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与真

实生活关联的文学旅游地多选择作者生活中的器物、居住环境、学习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与作品关联的文学旅

游地往往会挑选文学作品中的著名人物、经典场景和故事情节;形式层以材料层为基础,材料影响着形式的表达,

与作者相关的文学旅游地多借助于照片、书信等,形式相对单一,与之相比,与作品关联的文学旅游地表现形式相

对丰富,可以选择雕像、表演、影视、音乐、曲艺等多种形式;意蕴层是文学旅游产品的深层结构,它需要借助材料和

形式加以表达,一般来说,文学旅游产品的意蕴要遵循作者和作品的原意,虽然文学旅游地的意蕴主要是由开发商

安排,但读者有选择和重新编码文学意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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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学大国,作为

社会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折射,文学不仅对个人品格

修养发挥巨大作用,对民族精神建构更起着价值观

的奠基与导引作用。在当前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

大背景下,文学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得到广泛的开发

与利用[1]。文学与旅游是两个有着不解之缘的历久

弥新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会议上也多次强调,中华民族自古就把旅游和读书

结合在一起,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旅游

创作文学作品,而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意象又对游

客产生吸引力。统计显示,我国4768处人文景点,

54%与文学有关[2]。国外也有很多旅游景区与文学

相关[3-5]。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旅游产品,文学旅

游地是由虚构环境与实际位置共同构成的[6]15,是
艺术世界与旅游世界的融合体,对读者和游客有着

极强的吸引力。然而,从旅游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学

旅游的社会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从20世纪90年代

西游记宫的昙花一现,到文学名人故居的无人问

津[7]。一些学者把文学旅游产品失败的原因归结为

审美要素无法融入到旅游产品之中[8]。
旅游是一种集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生活美于

一体的综合性审美实践活动[9]20。旅游体验无时不

处于美的背景之中[10]3。审美贯穿旅游活动的始

终。现代旅游活动的主要内容,吃住行游购娱无一

不与审美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美是旅游的动

力,是旅游产品的有机构成[11]8。但是,(文学)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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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不同于艺术产品,它对美的素材和表达没有艺

术品那么严谨,无论是与作者相关的真实的文学旅

游地,如故居、工作地、生活场所、墓地,还是与文本

内容相关的想象的文学旅游地,如文学作品发生地、
文学场景复原、文学主题公园等,都是如此。本文从

本体论出发思考如下。文学旅游产品是一个相对模

糊的概念,首先是它的内涵和构成要素的外延太广。
尽管学者们指出,文学旅游产品是一类与文学作品

或作者相关的旅游目的地,并提出文学旅游地的两

个构成要素———作品和作者,却没有明确这种关系

的紧密程度。是作品的创作地、故事的取材地、作品

内容的复原地? 还是作者的出生地、工作地、生活

地、死亡地、纪念地? 其次是文学旅游产品的边界不

清晰。纵观文献中的案例地,可谓是纷繁复杂,边界

的模糊给它的分类带来很大困难。最初,Herbert
根据文学旅游地的定义将它分为两大类:与作者相

关的文学旅游地和与作品相关的文学旅游地[3]。尽

管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修补,但依然没有解决产品

的结构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文学旅游产品的

构成要素、要素间的结构问题进行回答,希望此回答

能够对文学旅游产品的美学设计和文学遗产的现代

化传承有所帮助。
一 从艺术作品到文学作品再到文学旅游产品

对文学旅游产品的层次结构分析,首先需要从

艺术作品谈起。黑格尔将艺术作品分为“外在因素”
和“意蕴”两个层次,前者是指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

西,后者是指它的意蕴或内容[12]4。苏珊·朗格持

相同的观点,也认为“表现性形式”和“意味”是文学

作品的两个层次[13]9。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的是,
桑塔亚那把艺术作品分为材料、形式、表现三个层

次[14]3;杜夫海纳对此略作改动,将艺术作品划分为

质料、主题、表现性三个层次[15]6。
相对于比较宽泛的艺术作品,波兰现象学美学

家英伽登着眼于文学作品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形式结

构中内在的客观依据,将其界定为“意向性客体”,指
出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分为语音层、意义单元层、图
式化观相层和再现的客体层四个层次[16]7。英伽登

认为,字词、句子组成了最基本的语音层次,它们是

其它三个层次的物质基础;意义层次属于主观意识

活动,通过意指客体,与字音组合为“意向性对应

物”,场合不同,意义随之发生改变;图式化观相层是

意向性关联物的有限性问题,它指的是任何一部作

品都只能用有限的字句表达有限时空中事物的某些

方面,并且这些方面的呈现与表达只能是图示化的

勾勒;再现的客体层是指一切通过名词或动词显示

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事物、过程和事件。这些都是

虚构的,它们组成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语音层次意

向性地投射出意义,意义单元意向性地投射出图示

化了的意向性关联物,最终,这种图示化的意向性关

联物经由阅读主体的想象对其“未定点”和“空白”加
以填充使之具体化,由此生成为再现的客体。

通过对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层次结构的

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需要由以下几

个层次构成:首先是作品的材料层作为物质载体,如
黑格尔所言的“外在因素”,或桑塔亚那的艺术质料,
在文学中表现为英伽登的语音;其次是形式层,形式

层与材料层相联系,是材料的形式化,如苏珊·朗格

的“表现性形式”,或桑塔亚那的形式和表现,或杜夫

海纳的表现性,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英伽登所说的

图式化观相层;最后是意蕴层,如黑格尔的“意蕴”,
或苏珊·朗格的“意味”,或杜夫海纳的主题,在文学

作品中,英伽登将其称之为意义单元层,“意蕴”作为

审美对象,很难通过逻辑判断加以把握。“意蕴”在
不同的场合会有所变化,不同的读者会将其想象为

不同的再现客体。
尽管文学旅游产品不同于艺术作品或文学作

品,但是,它们对美的素材选择和形式表达是相似

的,只不过对美的界定标准有所下降而已。将文学

素材开发为文学旅游产品时,美的场所发生了变化。
旅游世界不同于艺术世界,既不是丹托眼中的艺术

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17],也不是迪基所说的体制

性环境[18]11[19]116,而是游客的休闲娱乐场所。为了

适应游客审美消费的需要,文学旅游产品需要对美

的形式表达做出改变。当前文学旅游产品主要表现

为文学人物和场景的景观化,即是采用物质手段对

文学素材作图示化表达。至于文学旅游产品所表达

的意蕴是不是作品的原意,随着“后现代阅读”方式

的兴起[20-21]和读者地位的提升,追求作者原意和文

学意义的唯一性已经不再可能。如今大众旅游蓬勃

发展,游客参与其中带来了文学意义阐释的多元性,
加上不同游客阅读经验、知识积累和审美趣味的不

同,文学旅游所再现的客体是多种多样的。鉴于此,
本文将文学旅游产品的层次结构划分为材料层、形
式层和意蕴层三个层次就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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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旅游的学术研究来看,国外关于文学与

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80-90年代逐

渐发展与成熟,2000年以来成为国际学术热点。人

类学、社会学、文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开始介入,研
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话题不断拓展,如文学旅游产

品的概念[3]、文学旅游的文化意义和价值[5]、文学旅

游与乡村经济发展[22]、文学旅游的形象塑造与营

销[3]、文学旅游的游客感知与真实性[23]、文学旅游

的文化政策[24]、影视改编对文学旅游的影响[25]。
这些研究强调理论分析工具的应用,重视研究方法

与典型案例地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列的理

论层面的思辨。
国内对文学旅游研究相对较少,目前文学旅游

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很少有关于亚洲

案例的研究,而且多侧重于应用层面,主要探讨文学

旅游资源的价值与开发[1],很少有理论层面的机理

分析。近年来,才有学者探讨了文学旅游产品建构

与重构的问题[26]。但总体而言,国内对文学旅游研

究的基础较为薄弱。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这些

案例都是作者近5年对文学旅游研究的经验总结和

理论反思,它们代表了文学旅游产品的不同类型,都
可以从材料层、形式层和意蕴层三个层次得以体现。
本研究的实地调查跨越了2011至2015年五年时

间,对周庄的古戏台、三毛茶楼、高密莫言旧居和济

宁水泊梁山四个案例分阶段进行。选择这四大案例

是因为它们在文学旅游产品的设计上代表了三个层

次的不同渐进过程,对此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

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旅游产品的层次结构,找到成

功和失败的原因,为今后的产品设计提供指南。
第一个案例古戏台在文学旅游产品的材料层较

为模糊,形式层单一。它是周庄古镇昆曲表演的主

要场所。昆曲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称号,已有六百年历史。周庄政

府为了发扬民俗传统,将电影院改造为古戏台,定时

表演昆曲节目,作为一个旅游产品供游客欣赏。第

二个案例周庄三毛茶楼在文学旅游产品的材料层较

为丰富、形式层单一、意蕴层依托游客想象。它是本

地作家张寄寒为了纪念三毛而开设的休闲旅游茶

楼,他将三毛的书信、报纸、书籍、绘画、照片等一一

布置在茶楼里。大众游客来到三毛茶楼会翻翻三毛

的作品,并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将这些记录在准备

好的记事本上。也有很多文学爱好者会经常过来,
回忆三毛的往事,与朋友谈谈最近的文学创作经历,
如今三毛茶楼已成为周庄供文学爱好者阅读与再创

作的重要文学旅游吸引物。第三个案例高密莫言旧

居在文学旅游产品的材料层较为丰富、形式层单一、
意蕴层表现单一。莫言旧居位于高密东北乡平安

庄,现已变成莫言笔下的一个创作文学王国。莫言

旧居一共5间屋子,极具乡土特色,从莫言的曾祖父

算起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莫言1955年出生于

此,1988年搬到高密南关居住。第四个案例济宁水

泊梁山在文学旅游产品的材料层和形式层都非常丰

富、意蕴层多种多样。梁山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梁山

县,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发祥地。2005
年以来,梁山先后开发建设了忠义堂、问礼堂、莲台

寺、杏花村、宋江马道、一关、二关等20余处文学景

观,塑有主要人物宋江、李逵、武松、花荣等雕像,在
景区大门、忠义堂有文学故事情节的舞台化表演[8]。

对这四个案例的调研时间安排如下。周庄是作

者最早关注的一个点,在2011-2013年期间对其进

行了三次调研,具体时间分配为2011年10月中旬

7天,2012年12月下旬10天,2013年2月10天,
总计27天。在莫言旧居的调研时间为2015年8月

1-9日,总计9天。在济宁水泊梁山调研时间为

2015年8月10-19日,总计10天。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本研究获取一手资料

的两种方法。参与观察主要是为了解文学旅游产品

的材料层和形式层,例如观察三毛书信、报纸、书籍、
绘画、照片、休闲工具的摆设;观察莫言旧居的房间

家具布置;阅读游客留在茶楼里的散文、诗、绘画以

及个人日记;欣赏古戏台昆曲表演,梁山水浒英雄表

演、人物雕像、山东快书,高密的泥塑、剪纸、茂腔等。
访谈以游客为主体,当地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其他

经营管理者为补充,访谈控制在半小时到2个小时

之间。访谈内容主要是围绕意蕴层展开,包括对文

学旅游主题、内容和意义的亲身感受及其联想和想

象,征得被访者同意后进行录音。总计访谈游客92
位,各案例点分配如下:古戏台18位;三毛茶楼20
位;水泊梁山22位;莫言旧居32位①。

数据收集后,对每位被访者进行编号,用 Ta、

Tb、Tc、Td代表四个案例地,将游客依次编码为

Ta01,Ta02,……Ta18,Tb01……Tb20,T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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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22,Td1……Td32。借助定性分析软件Nvivo8,
对这些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处理和定性分析,包括数

据降维、解释和主题词分析,围绕文学旅游产品的三

个层次,将材料置于三个层面所处的位置,进行深入

而详细的描述分析。后续,在2016年7月和2017
年8月又对案例地进行抽样调研,对48份游客资料

进行再分析,发现资料范畴已达到“理论性饱和”,于
是停止访谈。

三 结果分析

(一)材料层分析

从四个案例均可以发现,材料层是文学旅游作

品的物质载体,在不同类型的文学旅游地,对材料的

选择是不一样的。现有研究将文学旅游地划分为两

大类[4-5]。一类是与真实生活关联的文学旅游地,
它往往是作者的出生地、工作地、主要作品创造地、
墓地等,如英国的大湖区[5]、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

岛[23]、爱尔兰耶茨的故乡[24]、中国的鲁迅故居、贾
平凹旧居以及本案例莫言旧居。第二类是与作品相

关联的文学旅游地,有文学作品的发生地如本案例

水泊梁山,文学场景的复制地如中国的北京大观

园[25],文学主题公园如哈利波特的想象王国[27],还
有一些想象的文学旅游地如埃及的亚历山大城[28]

和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29]。有时候,这两类文

学旅游产品并没有严格的界线,游客也很难将这两

个世界区分开来[30]。
与真实生活关联的文学旅游地,在选择材料时,

首先会考虑作者当时生活中所用的器物、居住环境、
学习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莫言旧居案例中保留

了5间极具乡土特色老房子,院子里种有萝卜、蔬菜

(后来被游客拔掉),屋里屋外的钟摆、炕、锄具、灶、
老式煤油灯、磨盘、水缸,这些都是当时日常生活要

用到的器具。很多游客都提到:“我家以前就是这样

子的,家里的炕砖头、烂石做的什么都有,院子没这

么大,院子里还有猪圈、厕所。”(Tc22)除此之外,旧
居周围的小学、胶河、红高粱地等也是游客关心的素

材,很多与莫言年龄相仿的中老年游客都提到:“这
种教室的桌子还不是我们当时的桌子,就莫言那会,
教室的桌子是水泥的,水泥打成板,砖头垒起来。从

家里拿小板凳。”(Tc09)连同高密的泥塑、剪纸、茂
腔等民间艺术也都被加以利用。三毛茶楼是一个具

有休闲旅游性质的文学场所,因此,楼主除了将自己

与三毛的书信、报纸、书籍、绘画、照片等陈列在茶楼

的不同位置外,同时增加了一些休闲游戏的器材,如
扑克、象棋、围棋和茶水、瓜子、花生、糕点等小吃,此
外还把游客的散文、诗、绘画和日记制作成记事本,
挂于墙头。

与作品相关联的文学旅游地,在选择材料时,往
往会挑选文学作品中的著名人物、经典场景和故事

情节进行旅游开发。在水泊梁山,宋江、李逵、武松、
花荣等都被制成雕像,安放于景区的旅游线路上。
精心打造了梁山好汉的议事大厅忠义堂:“上到山

顶,只见忠义堂前一根大旗,上书四个大字:替天行

道,自打晁盖晁天王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成了忠义

堂,忠义堂里面立着108位首领的大旗和座位。”几
个经典的故事情节被改造为实景表演,如杨志卖刀、
真假李逵,每天都会在忠义堂门口定时表演,武松打

虎会有说书艺人在断金台为游客现场表演山东快

书。与前者不同的是,周庄以古戏台作为弘扬昆曲

的专业场所,目的是为了提高周庄旅游的文化品位,
但是缺乏稳定的曲目作为主题。很多游客是第一次

来到周庄,对《牡丹亭》、《山门》等曲目本身就不是很

了解,演出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团队和角色,尽管锡剧

表演将沈万三和朱元璋的传说表现得比较精彩,游
客对此有一定的阅读和影视欣赏经验。总体而言,
古戏台对文学材料的选择上缺乏重点和主题。

(二)形式层分析

形式层是材料的形式化。由于材料不同,形式

表达也存在差异,不同的形式表达影响游客的审美

接受。两类文学旅游地在形式表达上存在较大的差

异,与作者相关的文学旅游地远没有那些与文本相

关的文学旅游地那么生动。因此,游客对它的接受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或许只能勾起少数有着丰富的

阅读经验和知识积累的文学旅游者的回忆和想象。
在莫言旧居,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器物,还是居住

环境、学习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都不能把莫言形象

生动地表达出来。在很多游客看来,这些材料在农

村地区是司空见惯的,不会因为看到这些而在脑海

中勾勒出莫言的形象。其实,阅读莫言作品比看这

些寻常之物效果要好得多,仅从莫言旧居展现莫言

形象的手段来看,主要有这三类:第一是旧居房间里

所挂有的莫言小学、青年时的照片;第二是院子里的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照片;第三是莫言二哥(与莫

言外貌相似)每天与其夫人在旧居门口为莫言代言

销售莫言作品。无论是照片还是二哥都只能展示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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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肖像,并不能把莫言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描绘

出来,最后还需要求助于文本世界。同时,不同年龄

段的游客对莫言的印象存在很大差异,同龄人因为

经历了莫言那个时代,有过类似的生活体验才能与

人物产生共鸣。正如游客Tc09所言:“我这个年龄

段对过去这段时间有些印象,来到旧居,读起他的小

说有点亲切感,自己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的这

种沉默,他的这种无奈,他的那种感觉,(年轻人)就
没那种体会,我的体会还可以。(年龄)越大,越接近

他这个年龄,就越有印象。读起他的小说来就有共

鸣,有同感。”三毛茶楼的情况与此类似,表现三毛形

象的手段相对单一,但不同的是,三毛茶楼除了有照

片和三毛作品,还有游客的日志、留言和再创作,这
是游客通过想象对三毛形象的再现,很多已将自我

的形象融入其中。
较之莫言旧居,水泊梁山对著名人物、经典场景

和故事情节等材料的形式表达要丰富得多。在《水
浒传》成书之前,就已经有了水浒的话本、民间故事、
戏曲等形式,施耐庵将其改编成小说,丰富了一百零

八个英雄好汉的形象,例如宋江的谦恭、林冲的忍

让、李逵的率直等,故事情节也更加贴近生活。后来

很多艺术领域如京剧、影视、音乐、相声、曲艺等对

《水浒传》进行了再创造。这些都为文学旅游开发提

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从静态的雕像到动态的表演,
从视觉的文学景观到听觉的音乐曲艺,而且《水浒

传》从小学时代就已经深入我们的内心,影视改编又

进一步加深了游客对它的印象。例如游客Td02谈

到:“水浒传电视小说都看过,从小就看,我们读书的

时候就看这些书,对一些战争场景,三打祝家庄,曾
头寺都非常熟悉。”同样是与文本相关的文学旅游

地,古戏台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可能是开发的初衷

和主题不明确有关;更重要的一点是语言形式的表

达,昆曲的艺术语言是演员长期培训形成的,大众游

客很难理解。据调查,很多游客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听不懂这里的话,估计上海人、本地人能懂些。”
(Ta01)即使当地人亦如此,“我们(当地中年人)也
听不懂,只有少数老年人能听懂一点。”(Ta10)其结

果是游客中途离场,根本无法进入昆曲世界。
(三)意蕴层分析

意蕴是美感的对象。一般文学作品只有在被阅

读的时候,读者才能感受和领悟其中的意蕴。文学

旅游产品不同于文学作品,无论是与真实生活关联

的文学旅游地,还是与作品相关联的文学旅游地,游
客对意蕴的理解需要有一定的阅读经验和知识积

累,它一般是与作者作品有关联。但是,真正的文学

旅 游 者 少 之 又 少,在 很 多 研 究 中 都 有 印

证[4,6,8,25,31,32]。而导致文学旅游产品失败的原因,
很 大 程 度 上 就 是 没 有 把 这 种 美 的 意 蕴 表 达 出

来[1,7]。因此,对文学旅游产品来说,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何使意蕴以适合游客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直接关系到文学旅游产品的长期生存。

文学作品的意蕴在不同的场合会有所变化,不
同的读者会将其想象为不同的再现客体。一般来

说,文学旅游产品的意蕴要遵循作者和作品的原意,
在两种类型(与真实生活关联的文学旅游地和与作

品相关联的文学旅游地)的文学旅游地都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文学旅游地的意蕴主要是开发

商安排的,但是游客有选择和重新编码文学意蕴的

能力[3]。从本文的四个案例也可以发现,游客为什

么会选择离开古戏台,因为他们不能凭借自己的语

言能力和知识经验将这些曲目解码出来,也就不能

领悟其中的深刻意蕴。在莫言旧居,虽然对莫言人

物的形式表达不是很丰富,但是一部分游客能够通

过阅读经验理解莫言及其作品的主题和内涵,另外

一部分也可以通过童年、往事、长辈的回忆,达到对

创造环境和写作风格的理解,并且能够激发游客的

文学热情和对家乡的热爱。正如Tc09所言:“我觉

得很理解家乡的故事,就是他的作品大多数出现他

的童年、青年、壮年,甚至是22年的农村生活经历,
那是计划经济年代最困难的时期。这个土地上给他

的一系列的灵感,给他的一种艺术天分,接地气的艺

术天分。离开这个环境,离开东北乡,离开胶河,他
写不出这么优秀的小说。”

水泊梁山的旅游开发形式相当丰富,不仅有雕

像、表演、音乐曲艺,甚至连门票也能够展现出梁山

英雄的豪情,加之《水浒传》小说、影视作品在国人心

中的深刻印象,游客能够以一种轻松自在的方式欣

赏文学旅游产品的意蕴。但是,游客的类型是多样

的,主要有消费型文学旅游者、研究型文学旅游者和

欣赏型文学旅游者这三种类型[8]。即便是欣赏型文

学旅游者也存在创造性顺应和创造性背离,也就是

说不是所有的游客都能够调动审美经验达到与文学

作品的一致,实现创造性顺应。调查显示,很多游客

在文学作品启迪的基础上,退回内心世界,展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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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虽然能够丰富审美体验,但可能会偏离作品的

主旨。例如游客Td08对水浒人物的解读就带有很

大的实用和功利的色彩:“万一真像孙二娘那样,我
们吃的馒头就不只是染色那么简单了,弄不好真掺

有人肉,还有双汇火腿肠也无需掺瘦肉精,直接聘孙

二娘为原料采购部经理就可以了。”
三毛茶楼案例与前者有很大的区别,其特殊之

处在于,周庄不是三毛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地方,与作

者的关系也不是很密切,它是作者想写而未写成的

一个地方,是当地作家为了纪念三毛而开设的休闲

茶楼。也就是说,它既没有作者生活经历也没有文

本基础,这就决定了游客阅读和理解三毛茶楼的方

式与前者存在很大的区别,需要游客有一定的三毛

作品阅读经验,并且进入周庄现场,根据三毛文风进

行旅行阅读,积极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文本

空白反而激发了游客极大的阅读兴趣和创作动力,
书写属于自己与三毛的话题,赋予三毛茶楼以新的

意义。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择周庄的古戏台、三毛茶楼、高密莫言旧

居和济宁水泊梁山四个案例对文学旅游产品的本体

论进行研究,基本结论是:文学旅游产品的层次结构

可以划分为材料层、形式层和意蕴层三个层次,各个

层次间存在递进关系。其中,材料层是文学旅游作

品的物质载体,不同类型的文学旅游地,对材料的选

择是不一样的。与真实生活关联的文学旅游地,多
选择作者生活中的器物、居住环境、学习环境以及社

会文化环境;与作品关联的文学旅游地,往往会挑选

文学作品中的著名人物、经典场景和故事情节。形

式层以材料层为基础,材料影响着形式的表达。与

作者相关的文学旅游地多借助于照片、书信等,形式

相对单一,与之相比,与作品关联的文学旅游地表现

形式相对丰富,可以雕像、表演、影视、音乐、曲艺等

多种形式。意蕴层是文学旅游产品的深层结构,它
需要借助材料和形式加以表达。一般来说,文学旅

游产品的意蕴要遵循作者和作品的原意,虽然文学

旅游地的意蕴主要是由开发商安排,但读者有选择

和重新编码文学意蕴的能力。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上,以往关于

文学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旅游产品(以文学

旅游地为主)[4,25,26]、文学旅游者[27,29,30][31]3和文学

旅游影响[22,24,33-34]。对文学旅游产品的研究多从

认识论的角度研究文学旅游地的社会建构[23,26],揭
示建构背后的利益群体关系。本文从本体论的角度

对文学旅游产品的基本构成进行研究,并且揭示了

各层次间的关系。除了理论的贡献,本文也具有十

分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中国文学资源非常丰富,
但是能转化为旅游优势的并不多。前面已提到很多

文学旅游产品没能将文学的审美要素有机融入到旅

游产品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文学旅游产品的构

成进行深入分析,识别这些要素的特点,划分它们的

类型与层次,揭示层与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对于

文学旅游产品的具体设计与操作有较强的实践指导

价值,从材料(意象)要素的选取、形式美的构建、审
美意境的创造等对中国文学遗产的现代化传承有一

定的启迪作用。
同时,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并深化后续

研究。第一是文学作品中的美与文学旅游产品中美

的关系问题。文学作品中的美主要是艺术美,它需

要遵循艺术美的形式和标准,当然文学作品中也存

在自然美、社会生活美等其他形式的美,而旅游是一

种集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生活美于一体的综合性

审美实践活动[9],文学旅游产品是以文学艺术美为

主导的审美场所,如何挖掘文学作品美的多样性,设
计文学旅游产品,仍需思考。第二是美的泛化与控

制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进入审美消费

阶段,甚至连日常生活也出现审美化。美的泛化迎

合了现代旅游业市场发展的需要,因为游客的类型

是多种多样,即便是文学旅游者也存在消费型文学

旅游者、研究型文学旅游者和欣赏型文学旅游者之

分,这就存在一种风险,美的泛化会不会冲谈文学旅

游产品的主题? 如何加以控制? 正确引导使之实现

传承优秀文学遗产的社会功能。最后是审美培育与

文学遗产的旅游传承问题。阅读是文学遗产传承的

传统方式,然而,据2012年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

向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这就意

味着阅读作为一种文学传承方式正在遭受损毁[35]。
旅游活动催生了无数精彩的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

的人物和场景对游客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7],但游

客追求享受和快感也是事实,如何通过旅游阅读实

现美育和文学传承双重功能值得探讨?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莫言旧居和水

泊梁山,对山东方言的理解不是很到位,尽管课题组

有山东籍贯成员,由于区域口语差异可能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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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理解。其次,对莫言旧居和水泊梁山的调研时

间有限,没能把其他时间出游的游客都纳入进来,后
续有待补充。最后,在具体设计层面,没有对古戏台

和水泊梁山的规划设计者进行访谈,而事实上规划

设计的操作层面也是揭示文学旅游产品构成的重要

手段,后续还需要深入调研。

注释:
①访谈对象的详细资料可以查阅作者前期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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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StructureofLiteraryTourismProducts:
BasedonMulti-caseComparisonAnalysis

LITian-tian1,JIANGLiao2
(1.XinhuaCollege,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520;

2.ShenzhenTourismCollege,Jinan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518053,China)

Abstract:TakingZhouzhuangAncientStage,SanmaoTea House,GaomiMoYan Old
HouseandJiningLiangshanWaterParkascases,thehierarchicalstructureofliterarytourism
productsisstudiedbyobservationandinterview.Resultshowsthatthehierarchicalstructureof
literarytourismproductscanbedividedintothreelevels:materiallevel,formallevelandimpli-
cationlevel,amongwhichprogressiverelationshiplies.Materiallevelisthematerialcarrierof
literarytourismworks:differenttypesofliterarytouristplaceshavedifferentchoicesofmateri-
als.Literarytourismsitesassociatedwithreallifepreferthoseartifacts,livingenvironment,
learningenvironment,andsocialandculturalenvironmentofthoseauthors,whileliterarytourist
placesassociatedwithliteraryworksoftenchoosefamouscharacters,classicscenesandstorylines
ofthoseliteraryworks.Theformlevelisbasedonthemateriallevel,withthelatterinfluences
theformer.Literarytouristplacesrelatedtotheauthormostlyrelysimplyonphotos,lettersand
soon,whileliterarytouristdestinationformsarerelativelyrich,includingstatues,perform-
ances,filmandtelevision,music,folkartformsandotherforms.Theimplicationlevelisthe
deepstructureofliterarytourismproducts,whichneedstobeexpressedbymeansofmaterials
andforms.Generallyspeaking,theimplicationofliterarytourismproductsshouldfollowtheo-
riginalmeaningoftheauthorandhisworks.Althoughtheimplicationoftheliterarytouristdes-
tinationismainlyarrangedbythedeveloper,thereaderistheonetochooseandre-encodethelit-
eraryimplication.

Keywords:sitesofliterarytourism;productsofliterarytourism;hierarchicalstructure;mu-
ti-casecomparis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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