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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感视角下旅游地居民感知对旅游业发展态度的影响
陈红玲
( 广西大学商学院ꎬ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４)
摘

要: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ꎬ以防城港金滩和白浪滩居民

为样本ꎬ将地方感、旅游成本、旅游利益作为居民的主要感知因素ꎬ以满意度为中介ꎬ构建了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模型ꎬ实证考察
了居民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ꎮ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居民的地方感知对其满意度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ꎻ居民对旅游
影响的正面感知与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有显著正相关关系ꎮ 结论对选取、评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有重
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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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１.１ 理论依据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而
构建ꎮ 社会交换理论主要是一种在互动的情境下ꎬ
了解个体或者群体之间资源交换的社会学理论 [１] ꎮ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从事某项互动行为ꎬ
是由于他们在寻找物质、心理等价值ꎮ 当个体或者
群体在评估交换的成本和收益符合自己的预期时ꎬ
才会进行这项交换ꎮ 对于交换结果ꎬ每个人或者群
体都会有自己的感知ꎬ有自己的评估标准ꎮ 因而每

个人对于交换结果的感知是不同的ꎬ进而会对交换
有着不同的评价ꎮ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ꎬ滨海旅游地
的居民对当地发展旅游业的态度也会受到其感知
的影响ꎮ
１.２ 相关研究
当前对居民感知和满意度的研究较多ꎬ但是将
居民感知、满意度、对当地发展旅游态度同时考虑
的研究则很少ꎮ 对于居民感知及对旅游的态度ꎬ张
安民等 [２] 研究发现居民参与旅游建设意愿是“ 感知
价值→情感→ 意愿” ３ 个阶段前后推进的结果ꎮ 周
学军等 [３] 实 证 结 果 表 明: 社 区 居 民 的 旅 游 影 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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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态度、参与意愿间均呈现显著正向关系ꎮ 汲忠
娟等 [４]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不同影响因素与居民感
知、态度之间的关系受发展阶段与条件的左右ꎬ需
进一步结合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特殊形态进行实证
研究ꎮ Ｃｈｏｏｎｇ － ｋｉ [５] 建立的测量居民对博彩旅游感
知和态度 的 关 系 模 型 是 被 引 用 频 率 较 高 的 模 型ꎮ
因为该模型不仅考虑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这三
个主要方面ꎬ并且考虑了这三个方面的正面及负面
感知ꎬ因此是从六个角度较为全面的研究了居民对
旅游影响的感知情况ꎮ 虽然该模型考虑范围广泛ꎬ
但是模型只将居民的旅游感知综合为利益这一个
维度ꎬ导致该模型无法清晰地揭示旅游负面影响感
知同居民对发展旅游态度之间的关系ꎮ 卢松 [６] 在
研究历史文化村落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
时ꎬ提出了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模型( 图 １) ꎮ 卢松构
建的模型中包含了旅游利益、旅游成本、地方感、满
意度、对旅游的支持态度这五个主要变量ꎬ卢松首
次将地方感这一因素放进模型中ꎬ将旅游成本、旅
游利益、地方感作为居民的主要感知因素ꎬ并且考
虑了满意度的不完全中介作用ꎬ构建了较完整的居
民感知与态度的模型ꎮ

图１

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模型

１.３ 研究假设
采用卢松构建的居民感知与态度模型作为本
研究的理论模型基础ꎬ提出相同假设ꎬ以研究滨海
旅游地的居民感知与态度情况ꎮ ７ 个假设情况如下
所述ꎮ
Ｈ１: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对居民满意度
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Ｈ２:居民对地方感的感知对居民满意度有显著
正向相关关系
Ｈ３: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负面感知对居民满意度
有显著负向相关关系
Ｈ４: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与居民对发展
旅游的态度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Ｈ５:居民对地方感的感知与居民对发展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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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Ｈ６: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负面感知与居民对发展
旅游的态度有显著负向相关关系
Ｈ７:居民满意度与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有显
著正向相关关系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测量指标的选取
根据研究模型所示ꎬ本研究模型共有五个潜变
量ꎬ分别是旅游利益、旅游成本、地方感、满意度以
及对旅游的态度ꎮ 为了更为精确地测量旅游利益ꎬ
从经济利益感知、社会利益感知、环境利益感知和
旅游支持条件四个维度进行划分ꎮ 旅游成本包括:
经济 成 本 感 知、 社 会 成 本 感 知、 环 境 成 本 感 知 [７] ꎮ
地方感分 为 地 方 依 恋 和 地 方 认 同 两 个 测 量 维 度ꎮ
本文将满意度进行了划分ꎬ分为总体感受满意度、
经济满意度、环境满意度、游憩满意度、社区服务满
意度ꎮ 旅游态度变量选择当前学者们使用比较普
遍的 ２ 个观察变量ꎬ测量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态
度与支持程度ꎮ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
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ꎮ 本研究选取的其他变量
表较成熟ꎬ这里仅对地方感做因子分析ꎬ以检验其
信效度ꎮ
首先对地方感的测量题项进行信度检验ꎬ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 为 ０.７４４ꎬ超过了 ０.７ 的标准值ꎬ说明信度
较好ꎮ 接下来进行效度检验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５７ꎬ大于
０.５ 的标准值ꎬ而且在 ０.０１ 的水平下显著ꎬ所以可以
进行因子分析ꎮ 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ꎬ地方感所有
的测量题项可提取 ２ 个特征值大于 １ 的因子ꎬ一共
可以解释 ８３.３４％的方差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ꎮ 且旋
转后的成分矩阵ꎬ因素载荷值均大于 ０.８ꎮ 由此可以
得到 ２ 个因子ꎬ第一个因子命名为地方依恋ꎬ第二个
因子命名为地方认同:地方依恋有 ４ 个观察变量ꎬ主
要了解居民对当地的依恋情况ꎻ地方认同有 ３ 个观
察变量ꎬ主要了解居民对在当地满意ꎬ表示认同的
情况ꎮ

３ 实证研究
通过在广西防城港金滩、白浪滩附近的居民点
发放问卷 ２７５ 份ꎬ排除漏选严重、答案重复严重的问
卷 ９ 份ꎬ有效问卷共 ２６６ 份ꎬ问卷回收率为 ９６.７３％ꎮ
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法对假设进行验证ꎮ
３.１ 测量模型的验证
在验证整体模型之前ꎬ需要对所有的潜变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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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维性的评估ꎮ 在本文中ꎬ旅游利益、旅游成本、
地方感和居民满意度均需要进行一维性的验证ꎮ
３.１.１ 旅游利益测量模型验证
旅游利益共分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
益、旅游支持条件感知四个维度( 图 ２) ꎮ 由表 １ 可
见旅游利益测量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ꎮ

表２

旅游成本模型拟合程度

指标 ＣＭＩＮ / ＤＦ ＲＭＲ 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标准 (１ꎬ３) <０.０５ >０.８ >０.５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０８
结果

１.６７５

０.０６１ ０.９７３ ０.４６ ０.８８６ ０.９５１ ０.９４８ ０.０５

３.１.３ 地方感测量模型验证
地方感共分为 ２ 个维度ꎬ分别是地方认同与地
方依恋( 图 ４) ꎮ 接着ꎬ将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进行
测量模型检验ꎬ表 ３ 可见地方感测量模型的总体拟
合程度较好ꎮ

图４

表３

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测量模型
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模型拟合程度

指标 ＣＭＩＮ / ＤＦ ＲＭＲ 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标准 (１ꎬ３) <０.０５ >０.８ >０.５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０８
结果
图２
表１

评价 ＣＭＩＮ /
ＲＭＲ
指标 ＤＦ

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的拟合程度
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标准 (１ꎬ３) <０.０５ >０.８ >０.５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０８

２.７９

０.０５８ ０.９６３ ０.４４７ ０.９１１ ０.９４１ ０.９３９ ０.０８２

３.１.４ 居民满意度测量模型验证
本文将满意度分为了 ４ 个维度ꎬ如图 ５ 所示ꎮ
对居民满意度测量模型进行检验ꎬ结果见表 ４ꎮ 居
民满意度测量模型中多数拟合指标达到标准ꎬ所以
满意度测量模型拟合程度总体来说可以接受ꎮ

结果 １.７８７ ０.０６１ ０.９２８ ０.６６９ ０.８６６ ０.９３６ ０.９３５ ０.０５４

３.１.２ 旅游成本测量模型验证
旅游成本包括三个潜变量( 图 ３) ꎬ对旅游成本
进行测量模型检验ꎮ 由表 ２ 可见ꎬ旅游成本的测量
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ꎮ

表４

图５

居民满意度测量模型

居民满意度测量模型拟合程度

指标 ＣＭＩＮ / ＤＦ ＲＭＲ 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标准 (１ꎬ３) <０.０５ >０.８ >０.５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０８
结果

图３

旅游成本测量模型

２.９５２

０.０７７ ０.９２１ ０.５６７

０.８

０.８５８ ０.８５４ ０.０８６

３.２ 总体测量模型
通过对所有主要变量测量模型的检验ꎬ可见本
次调研的结果整体较好ꎮ 所以接下来将假设模型
进行检验ꎮ 总体测量模型如图 ６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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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ꎬ接下来将该模型
的路径系数对假设进行验证ꎮ 由表 ６ 可知ꎬ模型中
所有路径的 Ｃ. Ｒ 值只有地方感对满意度的影响和
旅游利益对旅游态度的影响这两条路径超过了 １.９６
这个临界值ꎬ并且在所有的基础模型路径中也只有
这两条路径的 Ｐ 值在 ０.０５ 的水平下显著ꎮ 因此ꎬ本
文提出的假设只有 Ｈ２、Ｈ４ 这 ２ 个假设成立ꎬ其余假
设均不成立ꎮ

注:Ａ１ 代表经济收益 Ａ２ 代表社会收益ꎬＡ３ 代表环境收益ꎬＡ４
代表旅游支持条件ꎬＢ１ 代表经济成本ꎬＢ２ 代表社会成本ꎬＢ３

自变量
旅游利益

代表环境成本ꎬＣ１ 代表地方依恋ꎬＣ２ 代表地方认同ꎬＭＹ２ 代
表经济满意度ꎬＭＹ３ 代表环境满意度ꎬＭＹ４ 代表游憩满意度ꎬ
ＭＹ５ 代表社区服务满意度ꎬＴＤ１ 代表“ 您支持本村旅游的进一
步发展” ꎬＴＤ２ 代表“ 您认为旅游是本村发展的正确选择” ꎮ

图６

总体测量模型

３.３ 结构模型的验证
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法进行验证ꎬ通过将有效的
问卷数据 导 入 总 体 测 量 模 型 中ꎬ 选 择 标 准 化 的 结
果ꎬ可以得到如图 ７ 所示的结果ꎮ

图７

总体测量模型的标准化

由图 ７ 可见ꎬ旅游利益对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０.１９ꎬ地方感对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０.６８ꎬ旅游成本
对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 ０.０４ꎮ 旅游利益对旅游态
度的路径系数为 ０.８３ꎬ地方感对旅游态度的路径系
数为 ０.０４ꎬ旅游成本对旅游态度的路径系数为 ０.１６ꎬ
满意度对旅游态度的路径系数为 ０ꎮ 此外ꎬ潜变量
与观察变量的路径系数也基本高于０.５ꎮ 接着探究
本模型的拟合程度ꎬ本文将该理论模型的相关数据
与标准进行了整理( 表 ５) ꎮ
表５

模型拟合程度

指标 ＣＭＩＮ / ＤＦ ＲＭＲ 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标准 (１ꎬ３) <０.０５ >０.８ >０.５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０８
结果

２.７４

０.０４７ ０.９０２ ０.６０１ ０.８２９ ０.８８４ ０.８８２ ０.０８１

由表 ５ 可见ꎬ总体测量模型的相关指标基本符
合标准ꎮ 因此ꎬ总体测量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ꎮ

地方感
旅游成本
满意度

表６

因变量
满意度

模型路径系数表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

满意度
对旅游态度
对旅游态度

Ｐ

Ｌａｂｅｌ

０.５８１ ０.３６４ １.５９６ ０.１１１

０.１９１

０.７０５ ０.１５７ ４.４８９

０.６８５

１.０６０ ０.２６４ ４.００９

对旅游态度

满意度

Ｃ.Ｒ.

∗∗∗
∗∗∗

０.０１８ ０.０８８ ０.２０４ ０.８３９

０.８２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５ －０.５２２ ０.６０１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８ １.８０３ ０.０７１

０.１６５

对旅游态度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４ ０.９８１ －０.００５

注:∗∗∗表示差异极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 ꎮ

４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 ２ 点结论ꎮ
１) 居民对地方感的感知对居民满意度有显著
正向相关关系ꎮ 作为外地经商户ꎬ当地居民的态度
会较大程度的影响外地人对当地的满意程度ꎮ 通
过调研知ꎬ当地待客热情的民俗民风依然存在ꎬ而
且在与外地经商居民访谈时了解到:他们对世居于
此的居民比较认可ꎬ认为原著居民待人热情ꎬ不会
欺骗、欺负外地经商的人员ꎬ也并不会因为外地人
赚钱较多而产生摩擦等ꎬ因而感知到的地方感较强ꎮ
即使在当地经商的收入并不比其他城市高ꎬ但是良好
的社区关系ꎬ使得大多数外地经商户不愿意离开ꎮ
２)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与居民对发展
旅游的态度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ꎬ这个结果也验证
了社会交换理论ꎮ 从理论上看ꎬ滨海旅游地在发展
旅游业的过程中ꎬ一些居民可能会从事到当地的旅
游业中ꎬ并且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较多的利
益ꎮ 这些从当地旅游发展中获得利益的居民必然
会对当地发展旅游业持积极的态度ꎮ 从调研的实
际情况看ꎬ 由 于 本 次 调 研 的 受 访 居 民 以 景 区 内 经
商、景区正门附近村庄的居民为主ꎬ这些居民有许
多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ꎮ 这些居民通过当地旅游
业的发展ꎬ获取了比没有参与到旅游业发展的居民
更多的经济收益ꎬ因而也会相较其他的居民更为支
持当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ꎮ
( 下转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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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葛仁余ꎬ马国强ꎬ刘小双ꎬ等:微分求积法在常微分方程教学中的应用

微分方程待求函数 ｙ′( ｘ) 的数值解与精确解对比

３ 结语
１) 在用人工的解析方法求解常微分方程问题
的精确解教学中ꎬ我们可以适当地借助数学软件、Ｃ
语言或者 ＦＯＲＴＲＡＮ 语言编程计算获得近似解ꎮ 这
一教学过程既让学生体会到微分方程求解方法的多
样性ꎬ也让学生们掌握编制程序解决问题的一技之
长ꎬ对他们今后的学习与工作都有较大帮助ꎮ 同时ꎬ

图６

 ５７

微分方程待求函数 ｙ″( ｘ) 的数值解与精确解对比

也让学生明白:不能用人工的解析方法获得精确解的
微分方程ꎬ可以借助数值方法近似获得计算结果ꎮ
２) 在课堂教学中ꎬ定时安排学生们上机实验ꎬ
加强 Ｃ 语言或 ＦＯＲＴＲＡＮ 语言的实际操作训练ꎬ可
以提高学生熟练运用计算机的能力ꎬ用编制通用程
序替代复杂的人工方法计算ꎬ既可以节省时间ꎬ增
加课堂的授课内容ꎬ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兴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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