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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thnic tourism situ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research place identit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even rarer.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is research gap, this paper chooses a representative of 

Xishuangbanna Dai Park , as an example of this stud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enticity and place 

identity, it constructs a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motivation, expectation, authenticity and 

place identity.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by Smart P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m motivation and expectat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objective and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and tourism motiv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art of place 

identit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xpectation and place identity, objective authenticity and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als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lace ident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make up for 

researchvacancies on authenticity and place identity in national tourism, expand the research areas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tourism, provide a new model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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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民族旅游背景下，真实性和地方感是两大研究热点，但关于真实性与地方认同之间关系的探究有所缺乏。为弥

补研究空白，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园，来探究真实性与地方认同的关系，构建了探究旅游动机、期望、真实性与

地方认同关系的模型，使用 Smart PLS 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得出，旅游动机与期望对真实性产生积极影响，旅

游动机对部分地方认同产生正向影响，而旅游期望则与地方认同之间并无显著关系。本研究结果将弥补在民族

旅游中关于真实性的与地方认同的研究空缺，扩大了民族旅游领域的研究范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

模型。 

关键词：民族旅游；客观真实性；存在真实性；地方认同 

1．引言 

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活动开始走入大众的视

线，民族旅游越来越被人们熟知，民族文化村寨、民

族风情园等旅游项目的发展更是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3]。人们期待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并探索民族文化

的真实性，游客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节庆产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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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为了满足游客的好奇心以及旅游需求，但不打扰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由此产生了各类民俗

文化村寨等旅游项目，旅游项目的开发对民族文化资

源进行了大量包装，引发了一系列真实性问题 [4]。民

族文化的真实性代表了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文化特征，

是地方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客在寻找真实性的过程

中，会对旅游地产生认同感[5]。真实性与地方认同都

是与民族旅游紧密相关的，但缺乏探究民族旅游中的

游客真实性感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文献。 

研究的主要目的探究民族风情园中民族旅游者的

感知真实性对其地方认同构建的影响，本文将对先前

学者提出来相关模型及量表进行整理归纳，探究旅游

动机和期望对进行民族旅游者的客观真实性和存在

真实性的影响，同时探究真实性对地方认同构建的影

响，进一步探究旅游动机、期望与地方认同之间是否

存在直接联系，并提取出六个适合本研究的地方认同

的维度，去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游客的真实性

感知以及其对民族地区的地方认同，提出对于民族风

情园等旅游项目的改进措施以及发展前景，给民族旅

游目的地经营者提供科学的经营方案，在满足游客对

民族文化需求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的实现民族风情

园的真实性，让民族旅游这项旅游活动得到游客更多

的认可以及带给游客更好的体验。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相关概念 

真实性在民族旅游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旅游

研究中，真实性最初关注的是博物馆语境下的真实

性，它的判断标准通常是是否由本地居民依照他们的

风俗习惯和传统来建造或展示[6]。MacCannell在1973

年首次将真实性的概念引用到旅游动机和旅游体验

的研究中，使真实性正式进入旅游研究领域并成为对

旅游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引起国内外各学者的热

烈讨论与探究[7]。王宁根据真实性的发展历程，将其

分为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和后现代主义

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存在主义真实性[8]。其

中，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以及后现代主

义真实性主要从旅游客体的角度出发讨论真实性，而

存在主义真实性更多的讨论的是旅游主体在旅游过

程中所感知的真实性。 

地方认同被认为是通过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观

点、信仰、偏好、感觉、价值观和目标，以及行为倾

向和技能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所建立的与物理环境有

关的个人认同，涉及到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维度的

一个多维概念，并将地方认同概念引入到环境心理学

中，认为地方认同可以延伸到客体和事物、空间与地

方[9]。关于地方认同的维度划分学术界普遍认为地方

认同是一个多维度概念。Lalli的研究中提出了评估、

熟悉、依恋、连续和承诺五项关于地方认同的特性与

衡量维度[10]。根据Breakwell和Lalli等学者地方认同维

度的划分研究[11]，结合研究需求，本文94将从民俗文

化、环境、区别性、依恋、自我效能和承诺六个维度

去探究地方认同。 

2.2. 研究假设 

在民族旅游文化领域，地方认同相关的研究大部

分集中在民俗节庆对地方认同的建构以及影响、居

民地方认同对旅游的影响等，极少数研究探究了民

族旅游中真实性与地方依恋的关系，但是探究民族

旅游者地方认同的研究却不多，而民族旅游中关于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地方认同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目前并未发现有直接的研究来说明真实性与地方认

同的关系，从而本研究整理地方认同的相关维度，

建尝试建立起地方认同与真实性相关的模型。Kolar 

和Zabkar在研究游客在罗马式遗址的旅游经历时，

建立了一个用来研究游客文化动机，真实性和行为

后果的概念之间关系的模型12]。本研究根据已有的

真实性模型，根据研究需求对模型进行调整，最终构

建民族旅游真实性与地方认同的概念模型（图1）并

提出假设： 

H1 民族旅游动机对期望产生积极影响 

H2 民族旅游动机对客观真实性产生积极影响 

H3 民族旅游动机对存在真实性产生积极影响 

H4 民族旅游期望对客观真实性产生积极影响 

H5 民族旅游期望对存在真实性产生积极影响 

H8 民族旅游动机对地方认同产生积极影响 

H9 民族旅游期望对地方认同产生积极影响 

H10客观真实性对存在真实性产生积极影响 

 
图1  真实性与地方认同概念模型 

3．研究设计 

3.1. 问卷与量表 

问卷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民族旅游者的

旅游动机和期望,对应11个问项；第二部分为真实性的

测量,测量游客对客观真实性和存在真实性的感知程

度,对应8个题项,；第三部分为地方认同的测量,从民俗

文化、环境、区别性、依恋、自我效能、承诺这六个

维度来判别民族旅游者地方认同形成以及认同的程

度，共有19个问项；第四部分是受访者的个人基本资

料,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出行方式以及停

留时间等方面调查受访者的人口特征。问卷使用李科

特七点量表来进行衡量,一代表非常不同意、二代表有

点不同意、三代表不同意、四代表一般、五代表同意、

六代表有点同意和七代表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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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卷发放与回收 

研究选取西双版纳傣族园作为目的地，傣族园作

为傣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风情园，是游客体验

傣族传统文化的不二选择。在众多民俗风情园中，

傣族园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它集自然风光、民族村

寨、传统建筑、服饰等真实的傣族风情习俗以及舞

台化的傣族歌舞节庆与一体，被许多研究民族旅游

的学者所青睐。 

本研究问卷的发放方式通过纸质版在傣族园门口

和园内进行发放，对到访游客进行实地发放问卷，

同时联系傣族园内的民宿老板，对前来住宿的游客

进行派发，并借助问卷星对曾经到访西双版纳傣族

园的游客进行网络问卷发放。本研究在2019年2月6

日到2月13日春节期间进行发放，共收到437份问卷

， 有效问卷380份，问卷有效率达到了87%。 

4．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样本人口统计性描述 

在性别方面，男性游客153人，占总样本的40.3%

，女性游客占总样本的59.7。从年龄分布来看，游客

年龄集中在18-45岁，占总样本的84.7，18-25岁、

26-35岁、36-45岁三个年龄阶段游客数量分别为总样

本的31.1%、26.8%、26.8%，分布平均。从游客教育

程度来看，本科学历游客数量最多，有145人，占总

样本的38.2%，高中/中转/技校学历游客有113人，占

总样本的29.7%，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游客数量为81

人，占总样本的21.3%。在职业方面，各种职业分布

较为平均，最高的为自由职业游客，有91人，占总

样本的23.9%，其次分别为服务行业工作人员、个体

经营、学生、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 

4.2. 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 

使 用 spss23.0 对 问 卷 进 行 信 度 分 析 ， 采 用

Cronbach’s Alpha系数来检验问卷信度，本研究问卷

分别从动机、期望、客观真实性、存在真实性以及

地方认同的6个维度，一共11个因素对380份问卷进

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917、

0.847、0.845、0.870、0.889、0.873、0.858、0.885、

0.873、0.847，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

0.8，说明问卷各变量有着很好的内部一致性，问卷

可信度高。旅游动机、期望、客观真实性、存在真

实性民俗文化、环境、区别性、依恋、自我效能、

承诺十个变量的各个 

题项的因素载荷系数均大于0.7，符合标准值；组

合信度CR均大于标准值0.8，符合标准值；平均异变

抽取量均大于0.6，符合标准值，说明十个变量的各

个题项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构面与不同构面题目

的因素载荷系数均小于个题目因素载荷系数，AVE

平方根均高于各构面间的相关系数，由此证明该量

表具有良好的鉴别效度。综合上述对收敛效度和鉴

别效度的分析，可以认为本研究的问卷具有良好的

效度。 

4.3.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与假设结果 

4.3.1. 模型结构分析 

采用偏最小二乘方结构方程（PLS-SEM）对所提

出的模型假设进行分析检验。PLS-SEM相对于传统的

SEM，能够更好的处理各个潜变量的之间的复杂关

系，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通过Smart PLS 3.0 

软体对数据进行分析。 

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为0.042，小于标准

值0.05，标准拟合指数（NFI）为0.851，大于标准值

0.8，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期望的R2为0.64，

表示旅游动机解释了64%的旅游期望；客观真实性的

R2为0.727，表示旅游动机和旅游期望共同解释了

72.2%的客观真实性；存在真实性的R2为0.745，代表

旅游动机、旅游期望和客观真实性共同解释了74.5%

的存在真实性；民俗文化、环境、区别性、依恋、自

我效能和承诺的R2分别为0.6、0.588、0.499、0.487、

0.465和0.522，分别代表了旅游动机、旅游期望、客

观真实性和存在真实性共同解释了60%的民俗文化、

58.8%的环境、49.9%的区别性、48.7%的依恋、46.5%

的自我效能以及52.2%的依恋。以上R2中，客观真实

性、存在真实性的R2>0.67，其他变量的R2均大于

0.33，说明本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从Q2来看，

所有构面的Q2均大于0，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

相关性。 

表1  模型配适度 

4.3.2. 假设分析 

为判断路径是否成立，本研究采用Bootstrapping

从原始样本中反复抽样5000次，得到各变量间路径系

数T值和P值，由此来判断假设是否成立，具体路径分

析与假设结果如图2所示。 

民族旅游动机对期望、客观真实性、存在真实性、

地方认同下民俗文化、环境、区别性、依恋、自我效

能5个维度的P值均小于0.05，所代表假设成立，但对

地方认同下承诺维度的P值为0.12，大于0.05，所代表

假设不成立。民族旅游期望对客观真实性、存在真实

性、地方认同下承诺维度的P值均小于0.05，所代表

假设成立，但对地方认同下民俗文化、环境、区别性、

依恋、自我效能的P值均大于0.05，所代表假设不成

立。客观真实性对存在真实性、地方认同下民俗文化、

环境、区别性、依恋、自我效能、承诺六个维度的P

 R2 Q2 SRMR NFI 

期望 0.640 0.414 

0.042 0.851 

客观真实性 0.727 0.465 

存在真实性 0.745 0.503 

民俗文化 0.600 0.462 

环境 0.588 0.395 

区别性 0.499 0.364 

依恋 0.487 0.401 

自我效能 0.465 0.352 

承诺 0.522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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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小于0.05，所代表假设成立。存在真实性对地方

认同下环境、区别性、依恋、自我效能、承诺的P值

均小于0.05，所代表假设成立，但对地方认同下民俗

文化的P值为0.373，大于0.05，所代表假设不成立。 

5．结论与讨论 

对假设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民族旅游中，民

族旅游动机对游客的旅游期望、客观真实性、存在

真实性以及游客的地方认同形成都产生积极影响；

旅游期望对客观真实性与存在真实性都产生积极影

响，但与游客地方认同的形成却没有太多关联；景

区的客观真实性对游客地方认同产生积极影响；游

客的真实性感知（存在真实性）对游客地方认同产生

积极影响；客观真实性对存在真实性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研究结果发现，景区的客观真实性对游客的

真实性感知以及地方认同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为了

使民俗风情园能够更好的发展，笔者从以下几几个

方面给出建议； 

重视景区的真实性发展。对于民族旅游目的地来

说，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必须要重视，让游客感受到

旅游吸引物的真实性，从而提高旅游主体的真实性

以及地方认同的形成，而旅游目的地的真实性是旅

游吸引力最为重要的影响，极大的影响游客的真实

性感知体验。 

重视游客地方认同的形成。开发多种形式的民族

旅游项目，让游客能够从多方面了解傣族文化，更

加全面的深入了解傣族文化，提高游客对傣族地区

的民俗文化认同；在众多民俗风情园快速发展的时

代，傣族园要加强景区的独特性开发，使游客在傣

族园中获得不同于其他民俗风情的感知，从而从区

别性感知提高游客的地方认同。对傣族园的环境加

强维护，傣族园中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都会对游

客的地方认同产生影响，随着傣族园的不断开发，

游客量的增加，景区的自然环境也会随之被破坏，

包括游客产生的垃圾、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等，景

区管理者要提高景区内的环境保护，在保护傣族园

中植被的同时，也要对整个景区的环境加强管理，

给游客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旅游环境，加强游客对

傣族园的环境认同，从而培养游客的依恋程度，进

一步提高游客的地方认同。同时要完善景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如旅游谘询以及旅游指引等公共服务，

以满足游客的日常需求，为游客提供舒适省心的旅

游环境，从而提高游客的自我效能，加强游客对傣

族园在自我效能以及承诺方面的地方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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