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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 40 a，
在中国各种形式的产业结构中，对乡村聚落保存贡献较大的是乡村旅游的

开展。新时代大旅游发展模式中，游客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景区内，而向景区周边环境及区域环
境扩展，周边环境的充分利用对于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乡村大院景区皇城相府周边环
境为例，采用统计分析、ENVI 解译和 GIS 方法对其演化的机理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周边环境空间
演化过程的 3 个时期和先天条件、管理、需求 3 个影响层因素，发现景区周边环境演变机理的根本

性原因是管理层因素，即自主性强、环境宽松的集体体制与目标明确、踏实奋斗的管理人员的共同
作用。这一演化机理对于古村落、乡村民居旅游开发及乡村振兴具有推广意义。其中集体经济体

制使得景区内部以及周边环境的管理主体唯一，有利于协调管理，对山西其他乡村大院旅游开发
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并为国家和全球治理提供微观视角。
关 键 词 ：皇城相府；村落大院型民居；景区周边环境；深层演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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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a 来，中国各省经济发展强烈依赖

筑、古院落古民居恰恰因为分布于偏僻的农村而能

的是工业化路径，但很显然，工业思维带来的不全

够较完整和较大规模地保存下来，这些景区的周边

是社会正效益。工业化可以发展城市经济，却难以

环境开发建设，由于能产生连带经济效应和扩大化

促成乡村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对乡村人力、物

影响，因此对于乡村扶贫脱贫具有典型的推动作

力资源的剥夺。乡村是中华文化传承和依存最重

用。景区周边环境是挨着景区的延伸部分，分布于

要的形态和载体，新时代国家农业农村部的成立，

一定的界线内，并能对景区的重要地位和生存发展

说明保留农村形态的重要性，也意味着乡村城市化

加以影响的周围环境［2］。其中周边环境开发利用是

的发展思路需要收敛。在中国各种形式的产业结

最主要部分。另外，在新时代大旅游模式中，旅行

构中，对乡村模式保存贡献较大的是乡村旅游的开

社不再是中国旅游业的龙头，其在旅游市场的份额

展。而国家重点扶贫区几乎全位于山区，因此树立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散客旅游成主流。游客活动范

“ 旅 游 化 ”的 发 展 思 路 对 于 乡 村 振 兴 至 为 重 要 。

围不再局限于景区内，而向景区周边环境及区域环

2018 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 25 × 10 人次，旅游消费

境扩展或移动。其中，全域旅游的理论和实践发展

振兴战略的必要内容 ，也以其适应乡村发展的产

周边环境中，布局多种旅游服务设施和多样活动场

业特征和功能，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许多古建

所，满足游客到访后高品质的体验需求成为必然，

8

规模超 1.4 × 10 元，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家落实乡村
12

［1］

应运而生，中国的小旅游时代结束。因此，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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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使周边环境不断演化发展。景区周边环境

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上述

演化可以是周边地块、空间得以逐步合理利用从而

研究的或是整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地，未将景区与

产生强经济效益的过程，也可以是随着景区效益不

周边环境剥离，或未专门针对景区周边环境的演化

佳而日渐衰落的过程，因此如何优化景区周边环境

过程来探讨其演化机理。本文以村落景区皇城相

布局，使其得以高效利用，对于地区的综合发展十

府周边环境为例，通过探索周边环境的演变机理，

分重要。

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中国景区

国际上对景区周边环境的认识，最早来源于自
然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其“保护思想”散见于

所塑造的美好周边环境及其快速演变，对于国外旅
游发展及体制机制改革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际组织的一些公约和建议，
《西安宣言》则经过深
入的分析归纳，将这一命题首次延伸和系统化。如
1931 年雅典宪章指出“应注意对历史古迹周边地区

［3］
的保护”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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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为周边环境需要通过建立
缓冲区加以保护。2005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
安宣言》第一次系统地确定了对古迹遗址的周边环
境进行保护规划，提出周边环境的概念。保护或规
划范围从单个建筑物、建筑群到历史街区、周边环
境，对象从有形的自然文化遗产扩充为无形遗产［4］。
以上文献研究比较丰富。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外研
究多采用人本主义的方法，注重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交流［5-6］。PENDLEBURY 指出将世界遗产周边环境
作为多样化、动态化的城市背景，并对其管理利用
的难度加以关注［7-8］。本研究关注的是在周边环境
保护、规划基础上的空间利用及演化。在景区周边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皇城相府是明清古堡式大院民居建筑，在山西

晋城阳城县的皇城村（图 1），它是《大清相国》主人

公——一代明相陈廷敬旧居。整个建筑由内外两
城组成，面积为 1 × 105 m2。景区于 1998 年开始旅游
营业，被誉为“东方第一双城古堡”，有 5A 级景区、历

史名村、十佳小康村等诸多称号，是由 5 个景点构成
的总面积 15 km2 的文化生态景区，核心景点是皇城

相府双城古堡大院。选取皇城相府作为研究对象，
其典型性和重要性在于：
（1）位于晋东南连片山区，
区位条件很差，知名度不高，但发展速度惊人，是人
们争相驱车前往的旅游目的地；
（2）景区周边环境
的旅游化建设程度高，变化大，演化速度快；
（3）这
是山西大院民居中旅游效益最好、周边环境旅游服

环境的建设开发方面，国内研究认为，可以布局地
产与旅游业联手的房产模式［9-10］，也可以形成一种
以旅游、休闲、游憩或与商业结合导向型的土地综
合开发模式［11-13］，或者建设扩大化的旅游景观及嵌
入相应的服务配套设施［14-15］。国外多研究在乡村旅
游或滨海旅游开发过程中通过多种措施保护和优
化周围的环境［16-17］，或者旅游发展对周围土地利用
产生的生态和结构影响［18-19］。在景区周边环境演化
方面，国内研究表现在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结构的
演化［20-21］，城市、旅游小镇、古村落土地利用形式和
空间演化过程［22-24］。外文文献多关注景区推动周边
地带演化的因素分析［25-26］。以上研究表明，中国的
旅游+城市化进程、旅游化建设和景区周边环境开
发及多种业态利用程度，显然是快于国外发展的，
国内的演化是有意识的推动，而国外研究仍停留在
旅游引发的影响变化上。
由此看出，旅游业发展和景区竞争早已延伸至
景区周边环境范围，景区周边环境的科学利用对于

图 1 研究区分示意布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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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经营最好、对周围景区带动最大的景区。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情况：
（1）实地调研。皇
城相府是研究者单位的实习基地，从 2013 起一直都
有积累的记录和数据。最近一次调研是 2018 年 3

月 25 ~ 27 日（包括周末双休日），对皇城城府集团所

属的各个景点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目测了最新的
游客量和旅游经营状况，就景区历史、经验、影响和
当前问题对皇城相府的张经理和苗经理、九女仙湖
的宋经理、相府庄园的吕经理进行了访谈，并针对
游客做了 100 份问卷调查，有效问卷是 92 份（本文

未体现问卷统计），经统计和定性分析整理后，这些
资料和数据都表现在论文的一些观点上。
（2）统计

图 2 2002—2017 年皇城相府景区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Fig. 2 Four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study area
in 20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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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景区旅游人次、收入、综合收入情况及村落
人口、人均收入由皇城相府集团和村集体提供，并
查询和核实对照了阳城县统计年鉴。皇城村、集团
网站信息等相关数据体现在分析皇城村的演变历
史中，这些数据主要运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
（3）遥
感解译和 GIS 分析。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下载
Landsat TM 30 m 影像资料。截取皇城相府周边环

境演化节点的 1999 年、2010 年、2015 年的 Landsat5

和 Landsat7 遥感影像，经由 ENVI 软件目测解译并结
合 GIS 处理，获得 3 个时段演化节点上的地块用途
面积，主要体现在演化过程的分析中。

2

景区周边环境空间演化过程研究
景区周边可以主要用以服务游客，多布置一些

基础服务设施和活动，与景区景观和功能相似，依
附于景区存在于其外围，与景区关系丝丝相扣，因
此周边环境演化与景区旅游发展密不可分。根据

图 3 2002—2017 年皇城相府景区门票收入、周边环境
收入占综合收入比重及旅游增长率变化趋势
Fig. 3 Ticket income of the Royal Prime Minister’
s Palace,

proportion of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income accounting for
the comprehensive income and the trend change of tourism
growth rate in 2002—2017

化较大的时间节点以及景区周边环境地域利用情
况，
将皇城相府周边环境空间演变划分为 3 个过程。
1998—2002 年的初始探索时期，围绕唯一景

2002—2017 年景区及周边环境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点，周边环境开始配套基本而必须的服务设施，局

提升，但增幅显然比景区要大，空间上景区周边环

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此时间点前后中国的

境的剧烈变化促进了景区知名度以及经济效益的

旅游业开始如火如荼发展，村落民居、古建筑的旅

不断提高。皇城相府在 2002 年、2010 年分别升级为

游修复开发意识觉醒［27-28］。皇城村位于山区，储藏

综合收入在这两个时间段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图

收入，但在资源日益衰减的情况下，村委会决定探

见图 2、图 3，周边环境收入随着景区效益的增高而

限于景区入出口及附近，如图 5a 所示。1999 年旅游

4A、5A 级景区，其周边环境收入、游客人次、门票及

着丰富的煤矿，1998 年之前，村集体主要依靠煤炭

2、图 3），同时图 2 显示，各项经济指标在 2015 年开

索一条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民居建筑旅游开发成

始下滑，说明旅游业发展进入成熟期。结合景区周

为突破口。于是，皇城村开始对皇城相府景区的核

边环境在营业初期的 1999 年、各项旅游指标变动最

心景点（陈廷敬故居），进行大规模的旅游投资开

年的 Landsat5 和 Landsat7 遥感影像数据，通过 ENVI

套基本的旅游服务和设施，因此皇城相府周边环境

大的 2010 年、以及旅游发展处于成熟阶段的 2015

软件进行目测解译后如图 4 所示，根据图 2 ~ 3 中变

发。仅有旅游吸引物还不行，景区要发展还必须配
得以初步建设，布置了简单的食、宿、行要素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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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景区周边环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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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Land use condition

图 5 周边环境布局
Fig. 5 Layout of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还形不成产业。从图 4 可以观察到服务设施用地主

时期，景区旅游人数、周边环境收入、门票收入和综

要围绕皇城相府核心景点展开，范围较小。此时间

合收入都在缓慢提高。皇城村居民认识到发展旅

段景区还没什么名气，旅游者也不多。

游业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开始更多地加入到旅游业

2003—2010 年的渐进开发时期，核心景点（陈

廷敬故居）周围由近及远开发出多个景区景点，周
边环境呈众景点依附主景点的共同用地情况，如图
5b 所示。景区于 2002 年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单位，

游客数量初具规模，景区需要分流，更需要延长游

客的驻停时间。周边环境中陆续出现了紫云阡、西

各项服务中，相应地也促使旅游化利用的周边环境
向外扩展。比较图 4a ~ b，可以明显看出，随着不断
增加的景点、服务配套设施以及越来越多的居民参

与服务，皇城相府景区周边环境旅游建设用地大面
积扩展。
2011 年以来的快速扩张时期，图 5c 显示，由区

山院等景点，形成既可提供农家住宿餐饮又可供游

内旅游交通连接起核心景点之外的各个景点分布

览参观的村民住宅小康新村，2008 年兴建提供商务

于周边环境中，其中，相府庄园和生态观光园位于

业资源的生态观光园［29］。为了匹配 4A 景区的标准，

远。景区在 2010 年成为晋城市唯一的国家 5A 级景

件，在原旅游六要素方面配套了十几项旅游服务及

得人们对于传统民居、怀旧旅游资源、田园风光充

设施。景区由单个景点成为景点群，游客观光时间

满了向往，皇城村的大院民居型建筑正好适应和迎

增多，名声进一步提高。从图 2 ~ 3 中可以看出这个

合了这一旅游市场需求。同时凭借山西大院群在

会议、休闲度假功能的相府庄园，以及依托乡村农

更好地服务游客，周边环境继续优化硬件建设条

皇城村北边，在起伏的山上，距离皇城相府景区最
区。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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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品牌效应和沁河古堡群的宣传之势，皇城相
府名声大噪，游客范围从山西、河南、陕西、北京等

3.1.1 先天条件层（供给） 由 3 个子项构成。
（1）旅

省市向全国扩张，旅游人次增长迅速。从图 2 ~ 3 可

游资源禀赋好。景区是康熙皇帝名相、
《康熙字典》

的拐点，周边环境经济效益同样快速提升。景区整

内城、外城、芷园等部分组成，属于乡村院落古建筑

合周边环境中由近及远的各个景点，区内小交通由

精品，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

村南至村北串接，主要为连接村北崎岖山路上的相

有致，具备一定规模，展现出官宦大院、文人故里和

府庄园及观光园。旅游接待设施和农家乐项目有

沁河古堡的鲜明特色，并珍藏有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定发展。图 4c 显示皇城村西北部旅游用地大大

如不少康熙帝亲赐御书和许多碑文墨迹。文化旅

以明显看出 2011 年左右是各种旅游经济指标增长

总阅官、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大院古堡旧居，由

增加，景区周边环境旅游占地面积受自然条件限制

游及乡村旅游开发价值都较高。
（2）具有煤炭资本

在各个方向差别很大，由交通轴影响。

积累。皇城村地下煤矿储量丰富，发展旅游之前就

景区周边环境扩展的内容主要包括景点增加、
配套服务设施的增加以及不断参与进旅游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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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供需及中间协调的关系（图 6）。

服务项目的增加，但各阶段表现重点不同。

3

景区周边环境空间演化因素及机理

拥有自己的煤矿，通过低成本扩张、风险抵押入股、
并购等方式运作，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富裕了村
民百姓。1998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3 200 元，在全

县率先跨入小康村行列，煤矿累积资金为产业转型
及周边环境开发提供支撑。
（3）自然地理条件限
制。皇城村是个山村，河流位于其南部，除河流南

3.1 演化因素

部两侧分布小范围的平地外，其余基本都是山地、

从皇城相府周边环境空间演化过程可以看出，
促使其发生变化或变化快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

坡地，尤其在北边大片部分都是山地，发展旅游及

开发建设从用地上看是非常困难的。图 4 遥感图像

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可以提炼出村集体的决策、

已经显示，景区周边环境演化规律：由河水南段东

民居古堡资源、煤炭资本的积淀、旅游业的大政策、

侧向地形稍平缓的西侧发展，其中旅游用地沿崎岖

游客市场需求状况、居民参与旅游状况等等，将其

的山路向北、西北扩展，与山西最著名的位于盆地

综合为先天条件、管理层、需求层 3 个层面，本质也

的晋中大院群比较［30］，其正向演化的自然条件最为

图 6 皇城相府周边环境空间演化机理
Fig. 6 Spati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around the Royal Prime Minister’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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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但其周边环境旅游发展却最好。

游产品，这方面突出的表现就是美食旅游，一些游

3.1.2 管理层（协调） 由两个子项构成。
（1）体制。

客主要就是为了美食而出门旅游。人们的旅游需

景区 2013 年才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不像晋中大

求向体验、休闲、追求不同、深度学习、养生养性方

院群的条条管理模式，位于当地却由上级文保单位

面发展，这些变化决定着周边环境开发利用的方式

管辖，受到多种牵绊和约束。皇城相府归集体所

和服务设施的配套。如周边环境演化后期，餐宿服

有，受村委会管制，不存在复杂头绪的同级、上级管

务进行了升级，体验型的相府庄园、生态观光园、高

理部门权力交错问题，拥有充分的资产、资金调配

星级的休闲度假酒店能满足游客会议、参与的高层

权，景区内部以及周边环境的管理主体是唯一的。

次需求。景区周边环境演化受旅游者需求影响。

这样能够保障村委会政策措施的及时落地和高效

3.2 演化机理

施行，周边环境的开发建设是连续和可持续的。管
理层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决策环境宽松自由。
（2）管
理人员。决策层人员敏锐的头脑、目标明确的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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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是促进景区周边环境连续正向演化的不可或
缺因子。在景区升 5A 前的初始和发展时期，煤炭产

结合景区周边环境演化过程及演化的 3 个影响

层，来研究其演变机理。如图 6 下半部分所示。
（1）

旅 游 化 周 边 环 境 的 产 生 由 管 理 层 推 进 。 1998—

2002 年的初始探索时期，围绕唯一景点周边环境开

始配套基本而必须的服务设施。此时发挥作用的

业的弊端、危机已被管理人员清晰地认识到，他们

是景区本身的资源赋存和皇城村积累的煤炭资本，

看到了旅游业作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以及随着

自然地理条件对周边旅游用地束缚还不太大，因为

经济发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珍视，因此对皇城相府

其延伸范围较小。在这一环节的变化中，将旅游作

进行保护、修复和旅游利用，使景区周边环境旅游

为产业转型突破口的认识，以及把煤炭资本投入其

建设用地不断合理推进。在扩张时期，管理人员又

中的举措是关键，体制的强自主性给予了实施空

看到休闲度假、乡村文化旅游的巨大市场，突破自

间，管理层起着决定性作用。
（2）周边环境景点群连

然条件阻挡，跨越崎岖山路在难有平地的山顶上扩

同景区的两次升级由管理层倡导并实现。2003—

展旅游用地。

2010 年的渐进开发时期，核心景点周围由近及远开

管理人员决策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前
者主要体现为皇城相府内部及周边环境严格有序
的管理，以及对村民人性化的引导管理，如鼓励村

发出多个景区景点，主景区与周边环境景点群捆绑

开始连续升 4A 级和 5A 级单位。这个演化阶段中，
先天条件层的影响已微乎其微，需求层起到了引领

民投入旅游服务中，给予村民培训机会等。后者主

作用，因为后来开发的相府庄园、生态观光园与皇

要体现在景区创意化的推介营销以及精心的设计

城相府的大院建筑，在资源上已无联系，倒是与乡

把控方面，如皇城相府成立专业的营销团队，主动

村的农业景观与山区的凉爽天气有关。因此能够

学习先进手段与高平台媒体合作。这远远超出一

实现连续升级，主要受皇城村集体所有制高效运作

个偏僻山村的通常认识。

及管理层的决策能力影响。
（3）周边环境优化利用

3.1.3 需求层（需求） 由两个子项构成。
（1）村民

的成熟布局由管理层克服地形困难创造产生。

需求。村委会自上而下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居民提
供福利，满足他们需求，让居民充分体会到发展旅

2011 年以来的快速扩张时期，由区内交通连接起核

心景点之外的各个景点分布于周边环境中，尤其是

游所带来的效益，凝聚了集体向心力，增加居民生

两个距皇城相府最远的景点，相府庄园和生态园。

活的幸福指数。相府景区除了在本村创造就业外，

此时期，景区自然地理条件和旅游市场需求都影响

还吸引来附近村民 3 000 人的就业队伍，这其中包

着周边环境的演化。从核心景点经过小康新村到

括青年劳力。受管理决策层因素影响，村民对开发

相府庄园要经过较长的崎岖山路，不仅地形上不

旅游的态度积极。可见景区周边环境旅游利用所

利，发展景区以及在新景区的附近开发旅游用地，

带来的巨大力量，树立了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

都要克服相当大的困难。这样的基础、配套设施修

良好典范。
（2）游客需求。大旅游时代，旅游产品类

建还是由管理层行为主导。除此外，周边环境的优

型越来越丰富，原旅游六要素中除核心要素“游”

化还会继续推动景区升级发展，景区升级必须增加

外，其它的任何一个要素环节都可能成为主要的旅

的新景点也会促进旅游化的周边环境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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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化过程和影响层都可以看出，至少在皇城村，

了附近郭峪古堡、天官王府等古村落的开发，未来

促进景区周边环境不断深入演化的本质是管理层

村落型景区周边环境会在全域旅游促动中打通界

因素，即体制机制与管理人员的决策。

线、连接成片，多个村落景区共享周边环境，注重区

讨论与结论

4

（1）皇城相府周边环境依托景区而发展，自

域景观整体的周边环境质量，并融入区域的联合发
展。因此，未来本研究将会继续追踪景区周边环境
的连续及不连续的跨界变化及其产生的叠加效果。

1998 年开发以来经历了 3 个演化时期。起步时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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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40 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rural tourism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preserv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various for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grand tourism

in the new era, the scope of tourists’activities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scenic area, but to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of tourist attraction. Hence, the full use of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aking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of the Royal Prime Minister’s Palace in

the village courtyard at Yangch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kes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its evolution mechanism by mean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ENVI interpretation, and GIS. Combining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and the factors from the three impact

layers of the congenital conditions, management and demand,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is the management factors. These include both the collective
system with strong autonomy, loose environment, and the managers with clear objectives and steadfast efforts which

make the result. This evolutionary mechanism has a promotion significance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and rural dwellings, as well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makes the management subject

unique within the scenic area and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coordinated management and
has a strong demonstration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other rural courtyard villages in Shanxi.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a micro perspectiv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the Royal Prime Minister’Palace; village local-style courtyard houses；tourist attractions’peripheral
environment; deep evolution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