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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社区所处的弱势地位，本文探讨了社区、旅游社区以及增权、社区增权、旅游社区增权

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旅游增权对象、增权途径以及研究方法，并归纳整合，指出目前旅

游社区增权研究在理论、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三方面的不足，以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即构建本土化增权模式和评价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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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1 研究背景

随着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凸显和重

大国际旅游会议的陆续召开，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已势在必行，而旅游社区居民的参与相应的成为

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 1997 年 6 月，

由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

合制定颁发的《关于旅游业的 21 世纪议程》，明确

提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应将居民作为关怀对象，

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和不可缺少的环节［1］． 社区增权理论、社区参与理

论和可持续旅游发展三者的联系是: 社区参与是实

现区域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 社区参与在理

论基础和可操作性上均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社区

增权细化了社区的诉求，补充和完善了社区参与理

论，提升了社区参与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因此，基于

社区增权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社区参与的纵深发

展，为实现区域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可能．
1. 2 研究意义

中外学者对于社区增权的意义表现出较强的趋

同性，如 Akama［2］、Pearce［3］、Sutawa［4］、左冰［5］在相

关研究中都对旅游社区增权的意义有所说明: 增权

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有利于形

成新的均衡的权力关系，平衡、实现利益相关者各方

的诉求，确保最终实现区域可持续旅游发展． Coria
和 Calfucura［6］在回顾、梳理生态旅游社区成功与失

败的基础上，强调土地所有制和社区增权在提高土

著居民参与旅游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牛然和李学

东［7］在生态旅游研究中指出社区参与和利益分享

尤其应受到重视，只有实现多方参与和利益共享才

能使当地的生态旅游持续发展下去．
本文通过社区、旅游社区以及增权、社区增权、

旅游社区增权概念分析，综述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

旅游增权对象、增权途径、研究方法，分析目前旅游

增权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深入开展

社区参与、旅游增权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2 社区增权理论回顾

2. 1 内涵、外延

2. 1. 1 社区和旅游社区

1887 年，弗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出

版《社区与社会》( Community and Society) 一书，标

志着社区的概念开始进入学科研究视野． 社会学家

乔治·希拉里［8］对社区概念的统计研究表明，截止

到 20 世纪 50 年代学术界对社区概念的界定多达

90 多种，其中 69 种都将地理范围、共同纽带和社会

交往作为构成社区的三大要素． 在现代社会，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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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依然众说纷纭． 目前大家一致认可的社区概

念是: 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

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9］．
专家对旅游社区概念的讨论涉及较少． 孙诗

靓［10］认为旅游社区是单一或同时满足旅游者需求

或社区就业需求功能的一种社区类型，是旅游地的

社区化或是社区在旅游介入和发展过程中形态或功

能旅游化的产物． 旅游社区是社区的一种类型，但并

非所有社区都是旅游社区，只有当一个社区在旅游

介入和发展过程中形态或功能旅游化时，它才属于

旅游社区．
2. 1. 2 增权

国外学者对增权理论的研究较早，且对增权的

概念观点不一． Zimmerman［11］指出增权是指通过外

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

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指向

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
Herbert-Cheshire［12］认为增权是“人们在不受任何行

为限制的情况下，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进而提

高其个人能力的过程”． 增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而

不是一个可以给予的东西，增权过程是个人的也是

集体的; 增权最核心的含义不是外在的给予或允许，

而是对内在的能力的确认和自立自强的行动［13］． 此

外，国内学者对其概念也进行了探讨． 吕秋琳［14］在

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增权并非赋予个体权力，而在于

挖掘或激发个体的潜能，恢复被剥夺的个体的尊严

和自由．
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增权的概念尚未统一，但是

学者们的观点都折射出了“权能”的重要性，并且从

增权主体自身和外部力量的角度指出增加权能的方

式、方法． 增权不能仅靠外部干预或者是个人意识的

提高，必须“内外兼备”、同时满足着两个支撑点，即

外部力量的推动以及内部自我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才

能实现社区增权，而自我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是前提．
2. 1. 3 社区增权

社区增权理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国家社

区研究中盛行． 西方国家对社区增权理论研究主要

分为两个阶段，即理论探讨阶段和实证研究阶段． 第

一阶段主要是对该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理论渊源

以及社区增权必要性的探究; 第二阶段主要是围绕

增权模型的建构和应用进行． 我国对社区增权理论

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社

区增权理论的梳理和综述; 二是对本土化增权模式

的探讨，具体体现在对妇女、农民工和青少年等弱势

群体增权途径的探索．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区增权理论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且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社区增权的概念仍然

没有定论． 纵观研究成果，可以肯定的是该理论是增

权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延伸和应用，强调维护社区的

权益，实现社区权益最大化．
2. 1. 4 旅游社区增权

旅游社区增权是增权理论在旅游领域的一个应

用，同时，该理论又是社区参与旅游呈现出诸多局限

性、研究进入整合阶段的产物． Scheyvens［15］于 1999
年在生态旅游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旅游增权理论，并

将增权的受体界定为社区． Sofield［16］ 在 Scheyvens
四维增权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旅游社区增权

理论，以所罗门群岛和斐济旅游为案例地探究社区

参与旅游局限性的原因，同时指出了社区增权的必

要性． 左冰和保继刚［17］首次将社区增权理论引入

到我国的旅游研究中，并指出增权是由权利、无权、
去权以及增权等核心概念构建起来的，并分别解释

了它们的概念，并强调权力和权能是增权理论的基

础概念． 王会战［18］则将增权理论看作是一种理论和

实践、一个目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一种介

入方式，其实质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中

的决策权．
旅游社区增权理论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指出突破

社区参与局限性的有效措施． 换句话说，社区增权的

实现为社区居民更有效地参与旅游发展提供了权力

保障． 但是，国外研究成果侧重于旅游增权的对象是

社区，而国内则更倾向于个人增权． 个人增权和社区

增权是相辅相成的，应该讲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

为社区居民更有效地参与旅游发展保驾护航的目

的． 因此，本文认同张彦［19］的观点，即旅游社区增权

是指在既定权利规定不变的情况下激发社区居民的

潜在优势，提高其对内外环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

后在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资源控制力普遍提高的

情况下，扩大居民的权利，推动居民权利和利益的转

移和再分配．
2. 2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内容

基于旅游社区增权理论的产生背景，以下对社

区参与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和梳理。Murphy［20］首

次从社区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开发与规划，并进一步

提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可以减少社区居民

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 自此，“社区参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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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并逐渐成为衡量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社区参与的内容基本集中在经济、政治、环境、

文化这四个层面． Tosun［21］指出社区参与主要体现

在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和参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

面，前者实际上是社区参与的内容和手段，后者才是

社区参与的目的． 王林［22］则倡导社区直接参与到旅

游开放与规划中去，增加了对居民生活本来面貌的

“人本主义”考虑． 刘云［23］认为社区主要从经济、政
治、环境和文化这四个方面参与旅游发展，并概括性

的指出了各自的实现方法． 左冰［24］认为社区参与不

仅仅是一种经济或技术过程，而是社区在旅游发展

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权的过程，要深入理解政治以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

与过程中的重要性．
2. 3 旅游社区增权对象

增权对象 的 研 究 探 讨 的 是“对 谁 增 权”的 问

题． 增权理论最早诞生于社会工作领域，事实上是

对社会弱势群体工作批判性反思的结果［25，26］． 目

前，国内增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妇女、老年人以及

青少年学生，从多个角度出发探讨弱势群体的增

权途径． 然而，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的增权对

象的研究均较少，最多是在社区参与或者社区增

权相关文献中有所提及，且集中在妇女增权的角

度． 张一恒［27］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角度指出，社

区居民内部参与的矛盾已经成为社区居民顺利全

面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条件，这些矛盾主要是指:

社区妇女的传统责任和任务与妇女参与旅游之间

的矛盾、社区男子对妇女参与旅游的态度与妇女

自身参与意愿之间 的 矛 盾． Ferguson［28］对 旅 游 和

“千年发展目标”( MDGs)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同时聚焦性别平等和妇女增权问题，指出

旅游为妇女增权提供了可能． 可见，距妇女全面参

与旅游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而鉴于妇女在

旅游发展过程中主力军的地位，因此，妇女应是旅

游社区增权的重点研究对象．
2. 4 旅游社区增权途径

目前，有关社区增权途径的研究基本划分为两

个派别，即三个层面的增权途径和斯彻文思四维增

权途径． 其中三个层面通常指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

制度层面，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个人增权( personal
empowerment) 、行 政 性 增 权 ( empowerment through
administration) 和政策性增权 ( empowerment through

policy ) 3 种 形 式［29］; 四 维 增 权 途 径 是 指

Scheyvens［15］在生态旅游研究中提出的包含政治、经
济、心理和社会四个维度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

西方的增权途径主要集中在信息增权和教育增

权两个方面． 随着增权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兴起

以及中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

学者王宁［30］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制度增权，认为仅

有社区居民个人的识别能力或自我保护能力是远远

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套正式的制度来保障社区居民

的利益，而且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供给和保障这样的

环境． 赵芳梅和李华［31］在分析了镇北堡西部影城

景区周边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后，从个体增权、社会增权、制度增权三个层面提出

了促进社区增权的建议． 于萍［32］认为个人增权是社

区增权的核心; 社会增权是社区增权的基础; 制度增

权是社区增权的保证．
实证研究方面，保继刚和孙九霞［33］注意到云南

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从村民自发参与到社区集体

参与过程，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部分政

治增权，创新了社区参与旅游和自我增权的路径和

选择． 惠红和杨梅［34］认为社区增权的机制包括: 成

立社区参与服务的组织; 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 建立

良好的评价系统． 滑海［35］把社区参与扩展到社区增

权的层面，并从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三个

维度详细指出了相关措施． 此外，潘植强等［36］在以

往制度增权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自主增权的重

要性，并就如何将制度增权和自主增权相结合展开

了讨论，为实现旅游社区增权的途径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
2. 5 旅游社区增权研究方法

旅游社区增权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结合

实证研究，辅以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统计分析

法和访谈法等具体方法．
2. 5. 1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用书面形式间接搜集研究资料的

一种调查手段． 一般地，旅游社区增权问卷主要涉及

以下几个方面: 景区调查、社区居民增权感知调查以

及游客体验调查． 陈志永等［37］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

为样本地，借鉴雅克松关于旅游者空间划分的标准，

将样本地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发放

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调查问卷，以此进行民族村

寨旅游地社区增权的空间分异研究，并对其空间分

异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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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2 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是通过两两比较来发现或凸显其中

一方存在的问题，使后期的评估更加有效和可靠，同

时可为弱势一方提供相关指导． 在社区增权的相关

研究中，该方法能够使增权不足和去权问题更加清

晰明了． 盖媛瑾等［38］以斯彻文思提出的面向社区的

增权框架为依据，借鉴 Ap［39］的旅游影响评估体系

对贵州天龙屯堡和朗德苗寨两地不同乡村旅游开发

模式下社区经济增权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车慧颖［40］

通过海岛社区旅游增权评价体系对青岛市灵山岛社

区、田横岛社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对比分析法

分析了二者的旅游增权现状，进而提出海岛社区旅

游增权的措施．
2. 5. 3 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是借助统计学的软件支撑或模型方

法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具有科学性和严

谨性． 郭文［41］采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了云南香格里拉

雨崩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的轮流制模式及其社区

增权效能． 赵芳梅等［31］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

境四个方面对镇北堡村的增权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Boley［42］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社区居民在

心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增权感知进行了验证．
2. 5. 4 访谈法

访谈法是指通过访谈者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

来了解受访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

法． Duffy 等［43］通过访谈多米尼加国 12 个沿海社区

的个人、夫妻和小组，探究该国旅游区妇女就业是否

影响性别意识形态的问题，最终肯定了当地旅游区

妇女就业影响了性别意识形态这一判断．

3 存在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

3. 1 存在问题

总体而言，社区参与旅游中的社区增权研究起

步晚，所拥有的文献数量和学术成果尚少，研究的层

次尚处于初级阶段． 较多的只是将旅游增权理论单

纯运用于实践中，对旅游增权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探

讨和研究还比较薄弱，而运用定量方法对旅游增权

的研究也仅仅是初步的尝试．
1) 理论研究不足． 基于本土案例的研究多为实

证研究，理论上没有升华，社区同质化严重． 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对社区类型、社区旅游参与

阶段的划分，忽略了居民群体的差异性． 增权不是

“一股脑”、“整齐划一”的赋予居民权力，而是根据

不同社区、不同旅游参与阶段的实际情况，按照各自

所需“投其所好”． 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居民的增权

诉求又不会造成权力浪费． 此外，就目前的研究成果

来看缺乏对旅游增权对象的专门、系统的研究，即解

决旅游社区增权具体“对谁增”的问题． 在旅游业发

展过程中，妇女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除了满足妇女

在旅游发展中的诉求，还应该不断完善其他弱势群

体，诸如青少年、老年人等群体的增权问题．
2) 研究方法单一． 有关旅游社区增权的研究多

是结合实证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而定量研究不足．
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内涵、增权内容和途径、社区居民

增权感知、以及具体案例地居民增权的现状等．
3) 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目

前关于旅游社区增权的研究基本沿袭西方的研究框

架，对本土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案例的堆积，缺乏总结

和归类，势必造成对于同一类旅游社区增权的重复

研究，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 不同景区的增权现状

各有不同，不能简单、笼统的概括出增权途径，应做

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细化解决措施，强调措施的可

操作性．
3. 2 未来发展趋势

1) 本土化增权模式的构建． 截至目前，学者们

多将研究视野集中在具体案例地的研究，得出的结

论千篇一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制度障碍，面对中国

目前的政治体制条件，大多数学者表现出无能为力．
然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王亚娟［44］将制度增权划

分了 4 种类型，即正式制度直接增权、正式制度间接

增权以及非正式制度直接增权、非正式制度间接增

权，并分别讨论了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两种社区参

与旅游的缺权状态，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

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 然而，制度增权的相

关理论完善工作有赖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

社区增权的影响因素建立起来的，用来评价案例地

增权现状以及提出增权对策的系统性评估手段，它

对改善增权现状、落实增权实效的具有方向性指导

作用． 评价指标体系与统计分析法的结合使用，使分

析范围更加全面，数据结果更加可靠，相应地，增权

对策也更加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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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n Theory of“Tourism Community Empowerment”

Ding Min Li Hong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weak posi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ions of

community，tourism community and empowerment，community empowerment，tourism community empowerment． It
also sorts out the objects，ways，methods of tourism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the three aspect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namely，theory，

research method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Besides，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is pointed out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that is to build the model an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ocalization in the area of tourism
community empowerment．

Key words: tourism，empowerment，community participation，community empowerment，tourism community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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