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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7年，中国旅游市场高速增长，旅游人数高达50.01亿人次，比

上年同期增长12.8%₁。新加坡旅游业作为新加坡经济的支柱产业，游客

人数也每五年增加大约30%。旅游业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个产业链包括餐饮业、酒店业、零售业、会展业、娱乐业，以及交通运

输业等多个领域，从业人员约佔当地劳动力总数的7%，对新加坡GDP的

贡献率达到10%₂。旅游业作为经济的第三产业，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同

时也对环境有极低的污染，因此发展空间非常大随着旅游观光业的兴起，

文化遗产所受到的保护也开始了演变的历程。文化遗产的特质和吸引力带

动了全球的旅游业旅游观光业，吸引更多人通过旅游来到访世界各地的文

化遗产。此外，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促使更多人向往到访文化遗产，感受当

地的文化韵味和文化气息，进一步推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文化

遗产知名度的提升也筹集了更多的资金用于保护与完善文化遗产。旅游业

从经济上，人文精神，传承意义，都深深地影响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

，旅游观光业到底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更多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便是本文

的研究重点。  

---------------------------- 
₁“2017年全年旅游市场及综合贡献数据报告”，中国国家旅游局，2018年2月6日
http://www.cnta.gov.cn/zwgk/lysj/201802/t20180206_855832.shtml 
₂ “探索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历史”，新加坡文献馆，2013年7月18日 
 



二，研究问题 
 

研究价值 

首先，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光靠政府拨款与民间捐款，既

远远不够，也难以持续。旅游观光业所能带来的利润是无限的，跟工业不

同的是：旅游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与破坏相对来说少了许多。作为第三产

业的旅游观光业也能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持续不断地带来的资金。同时，

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需要游客慢慢品味才能了解其真谛；可是旅游业希

望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更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招待尽可能多的游客

，来创造经济价值，造成了文化的扭曲与变质。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₃进行分析。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文献分析法具体分

为针对性文献检索与评述、相关性文献查阅两部分。在针对性文献检索与

评述部分，我将采用权威的检索系统对旅游业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还有丽江

古城等与论文研究选题相关的专业期刊、会议论文和高校硕博论文数据库

进行较为详细的检索。同时，广泛阅读与论文研究选题相关的文献，例如

丽江古城与旅游文化业的关系。笔者也针对这些进行客观、细致、较为全

面的分析、比较和综合,并重点选取具有相应价值的论文进行进一步的学

习和分析。 

 

 

-------------------------------------- 
₃百度百科，“文献分析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文献分析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7%8C%AE%E5%88%86%E6%9E%90%E6%B3%95


本文也通过了定量分析法进行分析₄。定量分析法是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

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笔者在新加坡植物园实地收

回103份调查问卷，并对初步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对比。103份调查问卷中

涵盖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与年龄段的游客的受访资料。 

 

综上，本文希望能够调查和探讨旅游观光业对文化遗产保护所带来的正面

以及负面影响以总结研究中国旅游观光业如何跟文化遗产保护形成良好的

互动，并提出建议以及解决方案。 

 

研究对象 
笔者需要澄清：本文不是将新加坡植物园和中国丽江古城进行直接比较，

而是旅游业对新加坡植物园以及中国丽江古城这两个文化遗产的保护所带

来的影响进行对比与研究。 

 

研究目的 
1. 以中国丽江古城和新加坡植物园为例，比较分析新中两国对通过旅

游观光业对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上的差异。 

 

2. 总结研究新中两国旅游观光业如何跟文化遗产保护形成良好互动，

并提出建议以及解决方案。 

 

 

------------------------- 
₄百度百科--定量分析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9%87%8F%E5%88%86%E6%9E%90%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9%87%8F%E5%88%86%E6%9E%90%E6%B3%95


关键词定义 

 
文化遗产是经历了久远的历史发展，所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具有不

同的分类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₆的定义

，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

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笔者根据专业学术论文的定义以及自身的看法，总结出文化遗产应当具备

的三大功能。 

 

首先，文化遗产需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

特殊的见证。 

 

其次，文化遗产需要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文化遗产需要能够传承文化遗产的精神意义。 

 

因此笔者将使用这三大标准来判断在旅游业的发展下，文化遗产是否达到

自己应当具备的功能。笔者也会比较分析新中两国对通过旅游观光业对文

化遗产保护方式上的差异；总结研究新中两国旅游观光业如何跟文化遗产

保护形成良好互动，并提出建议以及解决方案。 

 

 

----------------- 
₅₅张巍，《以旅游开发为主导的丽江古城遗产保护案例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₆“第7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三，案例分析 

 

3.1 新加坡植物园及其旅游观光开发过程 

 
本论文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位于新加坡的植物园。植物园 (Botanic 

Gardens) 是新加坡首个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

，。2015年7月4日，第 39 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宣布新加坡植物园列为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与柬埔寨吴哥窟和中国长城等地标齐名，为新

加坡“花园中的城市”美誉再添佐证₇。新加坡植物园是新加坡旅游业的招牌

，每年有近400万游客到访植物园。作为国家人口只有不到六百万的国家

，游客到访量是相当惊人的。新加坡植物园一直以来都是居民生活的一部

分，但在2015年第 39 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宣布新加坡植物园列为教科

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时，新加坡植物园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促使更多游

客到访植物园。 

 

植物园承载了新加坡的英殖民文化；植物园内的许多建筑都是欧式风格的

建筑物与设景。新加坡植物园是英国热带殖民植物园的杰出典范，自成立

以来以其保存完好的景观设计和目的的连续性而着称。1822年博物学家史

丹福·莱佛士爵士在新加坡福康宁的政府山上建立了第一个新加坡“植物学

实验园”；1866年植物园的天鹅湖竣工；1930年建设八角凉亭，多年来一

直保留了原有的样式。植物园是新加坡发展史的缩影，旅客到访新加坡的

必去景点之一。 

 

---------------------------- 

₇新加坡植物园，心想狮城 

http://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nature-wildlife/parks-gardens/singapore-botanic-g

ardens/ 

http://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nature-wildlife/parks-gardens/singapore-botanic-gardens/
http://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nature-wildlife/parks-gardens/singapore-botanic-gardens/


新加坡植物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第一个和唯一的热带植

物园。新加坡植物园是热带岛屿繁茂的缩影，结合了原始树林和专业花圃

，拥有20000多种亚热带、热带的奇异花卉和珍贵树木，可分为热带、亚

热带常绿乔木、棕榈、竹类园艺花卉、水生植物、沼生植物、寄生植物和

沙漠植物等植物，包括了许多濒临灭绝的品种。植物园内枝繁叶茂、百花

齐放的宽阔绿地，不仅是慢跑、用餐或闲逛的理想休闲场所，还是领先的

植物和园艺研究中心。 

 

3.2 中国丽江古城及其旅游业开发过程 

 
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丽江古城位于中国云南省丽江市。丽江古城更是旅游

业蓬勃发展的典范，海内外游客到访量更是在2015年达到3000万人。它

的旧城区1997年12月4日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并在

2007年获颁发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较高综合价值

和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它集中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风情

，体现了当时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

系、风格统一的建筑群体、尺度适宜的居住建筑、亲切宜人的空间环境以

及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内容等，使其有别于中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古城

建设祟自然、求实效、尚率直、善兼容的可贵特质更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

的城镇建筑中所特有的人类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 

 

丽江古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它的存在为人类城市建

设史的研究、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瑰宝，符合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理由₈。同时，丽

江古城也是中国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之一。 

 



回顾旅游产业开发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 

 
旅游业开发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而如果想要分析旅游业开

发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那必须从旅游业开发之前到旅游业开发之后的

转变进行对比。本文将从两个时间段进行切入分析：1990年；旅游业还没

有正式发展的时期，以及2018年旅游业已经蓬勃发展近三十年的丽江古

城。原因为1990年新加坡植物园还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旅游业，而2018

年旅游业的发展也进入了空前的盛况。2018年旅游业已羽翼丰满的中国丽

江古城比起1990年的丽江古城保护程度显著下降，而文化遗产也受到了严

重的威胁，可说是过度，过快开发的典型例子。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三大功能 
本文将以之前所总结出文化遗产应当具备的三大功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

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

分；并能够传承精神意义，来对比新加坡植物园和中国丽江古城。 

 

 

 

 

 

 

------------------------- 

₈₁₁同上 “http://www.yn.gov.cn/yn_yngk/yn_sjyc/201201/t20120104_2779.html” 

 



4.1，是否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见证 

 
笔者根据专业学术论文的定义以及自身的看法，总结出文化遗产应当具备

的三大功能。首先，文化遗产需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

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其次，文化遗产需要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

分。最后，文化遗产需要能够传承文化遗产的精神意义。本文将在这三个

标准上来比较旅游业对新加坡植物园和中国丽江古城的保护带来的影响。 

 

4.1.1，物质层面 

 
如果要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见证，那就得从实体遗

产的保护做起。从实体遗产的保护来分析，2018年的丽江古城的古城维护

质量明显比1990年的丽江古城差了许多。丽江古城的著名3/11事件，是保

护实体遗产的一个重大漏洞。2013年3月11日，丽江古城光义街现文巷突

发火灾，此次火灾烧毁民房107间，涉及13户，其中客栈4家，6个院落，

过火面积2243.46平方米，持续燃烧的时间长达3个小时才被扑灭，烧毁了

许多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建筑。而其中为何大火会如此快速蔓延，并持续燃

烧长达3个小时才被扑灭归根于城内河道里水量太小，灭火供水不足；二

是起火地段巷道狭窄，大兵力扑救困难。而这两个因素都是旅游业发展所

造成的。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下，丽江古城的街道上纷纷建起了酒店和客栈

，造成道路拥挤不堪，增加了救火工作的难度。此外，大量的游客涌入丽

江古城也造成水供不足，城内河道里水量太小，对火灾的救援进行了阻

碍。因此，从实体保护来分析，在旅游业的发展下，的确是对丽江古城的

实体遗产保护进行了阻碍并增加了困难。 

 



新加坡植物园相比之下实体遗产的保护非常完善。新加坡植物园设立了不

同的区块₉，比如：保护区，树木保护区和自然区。园内有44棵古树，以

及一些受保护的建筑物/结构，如前莱佛士学院的1至5号房屋，莱佛士大

厅等等。新加坡植物园受到新加坡规划法案保护，而该法案调节了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开发。在这个法案下，想要对植物园这个文化遗产进行新开发

或工程的公司需要先向政府获得许可证。政府部门也对植物园的规划定期

进行审查，并制定具体的开发控制计划，确保旅游业的开发不会对植物园

的实体遗产造成负面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对实体遗产的保护原则进行监督

，为新加坡植物园制定了管理计划，其主要目的是确保有效保护，保护，

展示和传播场地突出植物园的普世价值。该计划也为财产管理提供了总体

框架，确保植物园不会被过度开发。 

 

4.1.2，非物质层面 
 

丽江古城体现了丽江与纳西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风情，体现了当时社

会进步的本质特征。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风格统一的建

筑群体、尺度适宜的居住建筑、亲切宜人的空间环境以及独具风格的民族

艺术内容等。 
 

新加坡植物园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传承植物园原本的精神，从刻意原封不动

地保留植物园的原貌以及古树就可以看出新加坡植物园对于传承新加坡从

前作为英殖民地时的风貌。此外参观新加坡植物园是免费的。 

 

-------------------------------------- 
₉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483 

 



4.2 是否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旅游业对当地人群的改变 

首先，丽江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在居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对比1990年和

2018年这两个年份已经呈现巨大的反差。文化遗产在居民生活中扮演的角

色应该是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

见证，老百姓享受文化遗产带给他们的特殊的文化，文化遗产也必须能够

融入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1990年的丽江古城旅游业还停留在发展的初期

，老百姓享受着丽江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带来的民族韵味，是老百姓选择安

居乐业的好地方。2018年的丽江古城却是另一个面貌。随着旅游产业的发

展，商品价格、土地价格、生活费用也极大的增加，导致了当地居民的反

感。商品价格的增加，土地价格的上涨，生活费用的增加，造成当地居民

对丽江古城这个文化遗产滋生了不满的情绪，甚至出现了厌恶和反感的情

绪。当地居民并不享受和欢迎丽江古城这个文化遗产也体现于丽江古城原

住民的迁移。 

 

丽江古城作为一座城市，也是丽江人生活和居住的场所，是人们赖以生存

的家园。同时他也是贸易交流交易的场所之一，但随着旅游业在当地的蓬

勃发展，丽江古城本身的的功能也开始逐渐改变。 

 

其一，古城的居住功能在旅游业发展之后明显受到削弱。丽江古城本地的

居民甚至在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失去了决定自己房屋的修建以及拆除的权

力。而随着游客数量增多，许多原居民的居所也被一座座宾馆，酒店，餐

厅取代。而这都让原本宁静的丽江古城充满了喧嚣，拥挤不堪，失去了古

城原有让人向往追求的宁静。 

 



其二，古城当地居民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迁出古城。原因有人们因为

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应而日渐充裕的经济财富，让当地居民有能力到大城

市生活。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降低，当地居民的个人

隐私也由于络绎不绝的游客而受到侵犯。古城居民的正常生活被打破了，

人们纷纷选择搬出古城。根据 “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的调查，1986 

年底，丽江古城有居民 4269 户 15279 人。到 1999 年底,已有 1527户迁

出古城。1987 至 1999 年平均每年有 117.5 户迁离古城。照此推算再过 

26 年间，丽江古城中的居民将全部迁离古城₁₉。 

 

其三，古城的纳西人搬了出去，而外地商人则掺了进来。但这一群人却不

富含纳西人本身的文化内涵以及生活经验，难以真正融入纳西民族之中，

进而改变了丽江古城本身的人文环境以及精髓。 

综上，旅游业让丽江古城本身的纳西因子逐渐稀薄乃至消失殆尽，让古城

居民的归属感不复存在，这破坏了人群之间的情感交流，让文化遗产难以

得到传承。同时，这也对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性大打折扣₂₀。 

 

 

 

 

 

 

----------------------- 
₁₀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的调查, 滇西北保护与发展项目联合办公室，2001年6月1日 

 



 

 
图表1为受访者对植物园游客数量的看法。可见，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植物园里的游客

并不会太多，跟丽江古城呈现出很大的反差。 

 

笔者在植物园实地收回103份调查问卷，并对初步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对比

后，发现84.3%的人认为新加坡植物园里的游客人数刚刚好，10.8%的人

认为太少了，只有4.9%的人认为游客过多。由此可见，新加坡植物园跟

中国丽江古城是两个极端。新加坡植物园的游客人数较为合理，使旅游业

可续发展。然而，中国丽江古城却只注重利益，造成丽江古城的过度开

发。 



 

 
图表三，显示了到访新加坡植物园的到访者多数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证明新加

坡植物园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是扮演重要角色的。 

 
图表四，显示受访者来到植物园的频率。 

 



据统计，目前古城内（含束河和白沙）居住着原住居民6200多户、2.5万

多人，而最多的时候原住居民有5万多人。到访丽江古城的游客中，多数

到访者都是从外地前来的。真正居住在丽江古城的居民是不会到访丽江古

城的。从到访频率和受访者比例来看，植物园仍是本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诚然，丽江古城已经成为游客的”专利品”，完全脱离本地人的生活。旅游

业的过度开发使丽江古城脱离了本地人生活，而植物园在旅游业的发展下

还仍然是本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4.3  是否传承文化遗产的精神特质 

 
文化遗产精神的传承也经过这近30年的发展被扭曲。在旅游业进行开发之

前的古城产业是以铜银器制作、皮毛皮革、纺织、酿造业为主的传统手工

业，已淳朴的民风远近闻名。但是近年来的古城留给到访者的印象却已不

再是那民风淳朴，传统优良的历史古城，而已经变成了犯罪、酗酒、色情

等威胁古城社会安定的摇篮。据统计，77.3%的人认为色情在旅游产业发

展的同时获得了极大的增加；71.6%的人认为犯罪在此期间有所增加；

56.8%的人认为酗酒有所增加₂₁。显然，丽江古城作为文化遗产的精神传

承已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下被扭曲。受访者对于丽江古城的印象应该是正

面的：完整体现纳西文化精华，宋、元历史风貌的缩影。然而，现今的丽

江古城给到访者的印象却是，色情行业泛滥，犯罪猖獗，酗酒问题日益严

重的 “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该有的文化精神的传承无疑已被旅游业发

展的冲击腐蚀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连串伤风败俗的行业。 

 
现今的丽江古城却只注重利益最大化，毫不在意丽江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应

该传承的精神。专家表示，景点实际供给能力并不是很大，但不愿放弃节

假日的超额收入，纷纷“超量”接待游客导致不完善的疏导预案。此外，根

据年报，丽江旅游（公司）2016年总营收为7.79亿，与上年基本持平；净



利润为2.23亿，同比上涨13.47%，创上市以来新高，毛利率高达87.15%

。丽江古城的淳朴民风已经在旅游业的发展下是橱窗化和标本化。虽说还

看得见这些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但是已经变得封锁起来，并不是贴近生活

的文化遗产，而是仅供游客观赏的一种表演。在大众看来，丽江古城不再

是传承民风淳朴，传统优良的历史古城，而已成为充满铜臭味的旅游景

点。 

 
 
 

 
图表二，显示最吸引到访新加坡植物园的游客是植物园的自然风景。 

 

新加坡植物园和中国丽江古城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

独特的见证。新加坡从前的英国殖民文化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已经不复存在



，只有在植物园这个文化遗产才能看得见英殖民文化留下的印迹。凡是英

国殖民地，必定会有英国人所建的植物园。新加坡植物园一直以来都致力

于传承植物园原本的精神，从刻意原封不动地保留植物园的原貌以及古树

就可以看出新加坡植物园对于传承新加坡从前作为英殖民地时的风貌。 

 

 

五，小结 

 
从丽江古城和新加坡植物园旅游业对其文化遗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一些

旅游业内部的端倪。新加坡植物园可以保持原有的内涵和形象，但是丽江

古城虽然表面还代表着纳西族文化，本质的内涵却已发生了改变。不可否

认的是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能够促进文化遗产的发扬甚至补全文化遗

产的保护经费。但旅游业过度开发所带来的侧面伤害却也难以估量，特别

是对其人文情怀的影响更是难以弥补，这是经济收益所带来的文化损失。

我们需要认识到旅游业的发展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旅游开发商切

忌急功近利，否则后果堪忧，对文化遗产的摧残不可限量。我们仍需向新

加坡植物园的模式迈进，增强政府监管并确保旅游业的发展不会损害文化

遗产的实体，扭曲精神传承，以及在当地居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六，建议 

加强宣传与教育 

在现在这个缺失耐心的时代，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艰巨但又不得不做的

工作。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理解以及认同，对无论是物质性亦或是

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感恩之心。因此，我们需要以了解文化遗产的内涵作

为前提，对文化的性质等有一个清晰的划定，才能让文化遗产得以广泛流

传。因此，我们需要带动社会大众共同探索文化遗产这一课题，让其融合

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在真正了解了文化遗产背后所代表的一段历

史亦或是一种信仰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怀着一颗尊重之心去欣赏它，而

这，才是旅游业真正应该抱有的目的。而不是让消费者享有快餐面式的体

验，单纯的注重表面，背负一个曲解，阉割了文化遗产精髓的骂名。而通

过教育，我们希望能够让游客理解到在文化遗产的所收获到的感触和体验

不分档次或等级，让游客抱着一种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心态去体验，认识

到缘分的奇妙，从而下意识的在旅游时也能保护文化遗产。 
 

增强文化遗产维修建设 

旅游业与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互相辅助存在的。文化遗产为旅游业带来了经

济发展，而旅游业利用其经济效应的一部分回馈给文化遗产帮助其完善建

设。但问题一般都出现在建设这一方面，当利益熏心的商家忽视文化遗产

本身的维修而杀鸡取卵时，就是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时刻。因此，我们需

要尽量制止这类行为，让政府介入，确保足够的资金投放在环境建设上。

毕竟，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旅游业介入之后，更是需

要人为的的高科技手段才能恢复被破坏的文化遗产。具体来讲，政府的第

一步应该是完善现有法律以及旅游管理机制，让旅游业内部能够有一套完

善的自我监督机制。再来，旅游业应该研究当地生态环境，确保在发展时



是有系统性的，避免对环境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最后，我们在开发旅游业

时应该有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方式，但也应该尊重文化遗产背后所蕴含的历

史文化。丧失了自己独特的魅力以及价值。好比在对丽江古城的旅游资源

进行开发过程中，一些在现代化城市的年轻人要求拆除木楼，建设钢筋混

凝土的现代建筑，基于安全考虑，部分拆除了古老的石板路，铺设了具有

浓郁现代气息的水泥路便于消防车有效进出₁₁；这让人们感觉到丽江古城

消失了，后来花了大量的资金来重新完善修补，得不偿失。因此，在修葺

文化遗产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它与周围的人文自然之间的关系，不能破坏

到它们的内在价值。 

 

加强政府监管 

中国丽江古城就是因为政府监管力度不够才导致旅游业利益者猖獗地剥削

丽江古城这个文化遗产，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忽略了丽江古城的居民，环境

，也忽略了过度开发对实体遗产带来的无法逆转的破坏。中国政府可效仿

新加坡政府，通过严谨的规章程序以及严明的法律来确保每一次旅游业者

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发展时，文化遗产是不会遭到破坏的。同时，政府可推

出更广泛的监管，并要求旅游业者先聘请第三方公司来评估业者计划对文

化遗产的影响，并呈交给政府部门。只有在评估确定发展不会对文化遗产

带来负面影响，才可继续下去。 

 

 

 

------------------- 
₁₁刘丽华 <丽江古城旅游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研究>，见《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年6

月第33卷第6期（下），页109-111 
 

 

 



 

七，研究局限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的查阅来研究与分析旅游业和文化遗产之间所隐藏的千

丝万缕，并着重探讨了丽江古城这座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古城。但本文的局

限在于笔者并没有机会进行实地考察，也无缘能和专家人士进行面访。但

笔者们仔细查阅了许多相关文献以及资料，确保了本文的严谨性，专业性

以及真实性，并相信以其作为研究基础是可靠的。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

论文之中必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给予指正。 

 

 

八，结语 

 
综上，旅游业的发展对一处文化遗产所带来影响和改变不仅仅是物质环境

上的，也是社会人文上的，文化背景上的。以丽江古城为例，我们可以看

到尽管这些改变都不一定是正面的，但我们却更不能以保护为名而将文化

遗产内的人划在未来发展的范畴以外。但文化遗产在旅游业的开发以及保

护之间，是既希望能够取得旅游业的经济效应带来地方发展，也能保护到

文化遗产，既能够给原住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改善他们的生活，也需

要减少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处理文化遗产和旅游业这

两者之间所带来的矛盾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握平衡，在开发和保

护之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但许多人往往只看重了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

长远的保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想要真正的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我

们还需要政府更完善的行政体系，经济上更多元的发展方向以及正确的，

科学性强的城市规划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