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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Guizhou ethnic villages as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uses 6416 online reviews of Ctrip tourists as 

data sources and explores touris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of Guizhou ethnic village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of Guizhou ethnic village is composed of tourism 

environment,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facilities and tourism 

services. The ethnic village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beautiful 

scenery, unique culture, simple folk customs and so on, but 

some villages also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serious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or sanitation. 

On this basi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ethnic village tourism. 

Keywords—ethnic villages,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image 

perception, online reviews 

摘要—选取贵州民族村寨为研究对象，以携程游客的 6416

条网络评论作为数据来源，运用内容分析法探讨游客对贵州民

族村寨旅游地形象的感知。结果表明，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地形

象感知由旅游环境、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构成，民

族村寨具有景色优美、文化独特、民风淳朴等优点，但部分村

寨也存在交通不方便、商业化严重、卫生条件差等问题。在此

基础上进而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促进贵州民族村寨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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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旅游地形象作为影响旅游者决策和旅游地竞争力的
重要因素，是评价旅游地发展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良
好的旅游地形象有助于提高旅游地发展水平、改进管理
方式以及营造深度旅游体验等。尽管如此，民族村寨在
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资源破坏、环境脆化、文化失
落、管理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民族村寨旅游地形象遭
到严重破坏。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
通过撰写网络评论来表达和反映其对旅游地形象的感
知，网络评论已成为旅游地形象感知研究的重要数据来

源。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如何采集有效数据，通过网络
评论探寻游客对民族村寨旅游地形象的感知，塑造理想
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形象，成为学界和业界亟待解决的问
题。 

II. 相关研究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初，Hunt 首次提出旅游地形象感知的
概念，1984 年之后成为国外旅游研究领域的热点并持续
至今。例如，Hunter（2016）通过比较网上的照片与印
刷在手册及旅游指南上的传统投影影像来了解首尔的旅
游地形象感知[1]。Stylos 等（2016）验证了旅游地整体
形象感知在预测游客重游目的地意愿方面的中介作用
[2]。Foroudi 等（2018）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积极的旅游地
形象感知有助于提升游客的再访意愿与推荐意愿[3]。伴
随着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传播下的旅游地形象
感知成为旅游研究的重点。Mak（2017）对在线图片进
行分析发现台湾东部地区的旅游地形象感知主要由自然
环境、基础设施、特色活动、旅游景点构成[4]。Roig 等
（2018）分析 2015 年访问加泰罗尼亚游客的 8 万条英文
在线旅游评论发现旅游地形象感知在空间、认知和情感
方面存在差异[5]。Liu 等（2019）运用情感分析模型比较
了中国游客和国际游客对澳大利亚旅游地形象的感知
[6]。 

国内对旅游地形象感知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我国的旅游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例如，刘锐等（2018）
实证研究发现城郊型乡村旅游地游客感知形象通过旅游
体验与满意度间接影响游客的行为意向[7]。近年来，基
于网络信息的旅游地形象感知研究也是国内旅游研究的
热点。例如，李萍等（2017）对百度旅游和携程网的 10

万余字的游客点评内容进行文本挖掘，比较了不同旅游
社区的认知形象、情感形象以及总体形象感知[8]。整体
而言，学者们主要利用内容分析法聚焦于对景区[9]、古
城[10]、城市[11]等的旅游地形象感知进行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旅游
地形象感知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民族村寨旅游地形象感知的研究，基于网络文本对其进
行探讨的学者更是鲜少。鉴于此，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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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高频词汇表 

排名 词汇 排名 词汇 排名 词汇 排名 词汇 排名 词汇 

1 苗寨 13 侗族 25 梯田 37 特别 49 民族 

2 景区 14 晚上 26 体验 38 建议 50 风情 

3 寨子 15 景色 27 观景台 39 旅游 51 吊脚楼 

4 值得 16 比较 28 建筑 40 观光车 52 免费 

5 商业化 17 很好 29 当地 41 小时 53 漂亮 

6 西江 18 里面 30 客栈 42 开发 54 还不错 

7 苗族 19 方便 31 肇兴 43 交通 55 环境 

8 门票 20 游客 32 气息 44 排队 56 太多 

9 感觉 21 原生态 33 住宿 45 原始 57 长桌宴 

10 千户 22 鼓楼 34 生活 46 携程 58 价格 

11 特色 23 贵州 35 推荐 47 酒店 59 喜欢 

12 夜景 24 风景 36 文化 48 感受 60 演出 

 

深入剖析游客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地形象的感知，为完
善与提升民族村寨旅游地形象以及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实
践提供依据。 

III. 研究设计 

A. 案例地概况 

贵州，简称“黔”或“贵”，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
区腹地。贵州民族村寨在喀斯特地形的“封闭性保护”
下，不仅保存有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而且各民族丰富
多彩的传统文化没有被现代普世性文化和都市生活过多
的侵扰，像这样全面、系统、集中、原生态地展示地方
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有大量“活的”人类文化遗产的地
区，在我国乃至全球已经不多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开始，贵州先后选择了安顺的布依石头寨、黔东南的上
郎德、南花、青曼、西江苗寨等八个民族村寨作为旅游
开发试验点。经过三十多年的积极探索，目前民族村寨
旅游已成为贵州旅游业的重要支柱，对其旅游地形象的
研究具有较强的典型代表性。 

B.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研究对象的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
统、量化分析的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传播学、情报
学、社会学等领域。本文采用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究团
队研发的 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作为内容分析工具。

在数据来源方面，本文以携程旅行网作为游客评论的获
取渠道。携程网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在线旅游经营商，网
站开通时间最早，知名度最高，用户访问量最大，旅游
评论十分丰富。本文利用八爪鱼采集器爬取了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时间段的携程游客评论，剔除部分重
复内容后，最终得到 6416 条有效网络评论。 

IV. 结果分析 

A. 高频词汇分析 

通过词频分析并删除无实际意义的词汇后，本文从

游客评论中提取了前60个高频词汇，具体结果见表1。

从词性来看，高频词汇包括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其

中，名词词汇数量最多，主要应用在景点、位置、景色

等方面，形容词主要反映游客对村寨的印象及其环境感

受，动词主要表现游客的具体活动。对高频词进行分析

可知，“苗寨”、“侗族”等说明游客到贵州主要以游

览苗寨和侗寨为主；“值得”、“很好”等体现了游客

对村寨较高的满意度；“客栈”、“民族”、“长桌

宴”等说明村寨的住宿和饮食餐饮具有民族特色；“排

队”、“小时”等说明村寨高峰期游客过多，还需进一

步加强管理；“商业化”、“原生态”说明不同村寨环

境氛围有明显差异；另外，“门票”、“免费”情况也

是游客极为关注的。 

B. 情感分析 

由表 2 可知，游客对村寨的整体认同度较高。 

表 2 游客情感分析 

情感类别 比例/% 强度 比例/% 

积极情绪 74.84 一般 35.70 

  中度 25.16 

  高度 13.98 

中性情绪 14.84 / / 

消极情绪 10.32 一般 7.74 

  中度 1.94 

  高度 0.22 

总计 100.00 / 100.00 

表 2 中，积极情绪所占比例最高，为 74.84%，主要
表现在景色优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村民热情好
客、民族风情浓郁等方面。但是也有 10.32%的游客持消
极态度，大多表现在交通不方便、商业化严重、卫生条
件差、餐饮性价比低等方面。此外，有 14.84%的游客对
村寨印象持中性态度。总体而言，游客对村寨的情感态
度趋于良好，对其宣传形象认同感强。 

C. 语义网络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村寨游客评论语义网络结构主要包
括四个层次：一是最里层，即核心层，表明贵州村寨以
苗寨和侗寨为主，游客评论焦点主要是村寨的门票价格
以及商业化程度；二是里侧第二圈，即次核心层，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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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游客对村寨内主要吸引物的关注；三是里侧第三
圈，说明游客对村寨总体评价和认识，对于村寨景色比
较满意；四是最外圈，即最外层，主要牵涉游客对村寨
交通、住宿、管理、景点等的讨论。 

 

图 1 样本语义网络分析 

D. 旅游地形象感知分析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地形象感知构成主要表现在旅游环
境、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 4 个方面：①旅游
环境。游客对贵州民族村寨环境感知的评论较多。综合
而言，大多数游客对村寨环境的情感态度是积极的，总
体评价较高，使用了很多认可的词汇，如“值得”、
“很好”、“推荐”、“漂亮”、“还不错”、“喜
欢”等。但是也有一些负面态度，比如，部分游客觉得
商业化太严重导致大部分村寨千篇一律，还有游客表示
村寨卫生也不太好。②旅游资源。“鼓楼”、“梯
田”、“吊脚楼”、“建筑”、“文化”、“演出”等
词汇表明村寨旅游资源以人文资源为主，其对游客具有
较高的吸引力，比如，一些游客从侗寨的鼓楼、苗寨的
吊脚楼等旅游吸引物体验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③旅游
设施。很多游客反映村寨的对外交通不太方便，“停车
场”表明村寨仍然存在停车问题，这会影响到游客的游
览体验。④旅游服务。“门票”出现频率较高，表明游
客较为关注村寨门票的价格。大部分游客认为门票较
贵，性价比不高。但是“方便”一词说明游客认为网上
购票、自动取票机上快速取票的方式非常方便。 

V. 结论与建议 

A.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游客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地
形象的感知，得出如下结论：①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地形
象的感知可以归纳为旅游环境、旅游资源、旅游设施、
旅游服务四大方面。②游客对村寨旅游满意度较好，整
体评价较高，凸显了村寨旅游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强大的
竞争实力。③游客对村寨旅游地形象感知以积极情绪为
主，但消极情感也占有一定比例，不能忽视，村寨应进
行有效的管理和改善。④游客对村寨清新的空气、宜人
的气候、优美的景色、独特的文化、淳朴的民风等方面
充满向往与认可。同时，游客对村寨也存在一些负面的

评论，如交通不方便、商业化严重、卫生条件差、餐饮
性价比低等。 

B. 对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地形象建设
提出以下建议：①不仅要拓宽国内旅游市场空间范围，
还要对国际化旅游市场进行定位，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
客前往村寨旅游。②开发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致力于
旅游商品的供给创新，重视村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推
广，深度挖掘村寨特有的民族文化。③充分利用周围环
境，因地制宜地建造停车场，合理扩充停车位，树立明
确的指示牌，以满足游客需求。还要加强旅游交通建
设，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加强假期的人流疏导工作，提
升高峰期管理质量，完善旅游自助服务。④实际考察游
客对门票价格的接受程度，从而对门票价格进行调整，
并在宣传过程中增加相关门票信息，以向游客提供更多
的便利。⑤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餐饮质量服务标准，
以提高餐饮服务质量。适当增加村寨内餐饮，合理调节
餐饮价格，并对相关营业单位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同
时，也需要对村寨环境卫生实施合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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