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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遗产地旅游发展与乡村建设息息相关，因此探究遗产地乡村社区

参与旅游及其背后发展变化的机制问题，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文章运用扎根理
论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为案例，梳理了遗产地邻近乡村社区参与旅游 20 余

年的发展历程，并通过三级编码构建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机制概念模型。［结果］ 遗产地乡村社区
参与旅游呈现阶段性，经历了早期的“搭便车”型参与、自发组织型参与到目前的衰退型参与等 3 个阶段，
易受外界环境干扰，呈现脆弱性，在政策和旅游地头衔变动后，社区参与旅游逐步走向衰落；遗产地乡村

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机制包括“遗产制度约束—地方决策失衡—社区响应滞后”3 个维度，遗产制度是旅游
地属性变动下的外部制度性约束，地方决策是政府治理模式下的管理性失衡，社区响应是群体发展意识与
能力欠缺下的内部反应性滞后。［结论］ 遗产旅游地日渐兴盛之下，边缘型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受不同层级制
度约束，地方政府有效规划、合理配置资源，社区居民提升自我能力，促进社区参与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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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并列入 《世界遗产保护名录》 的人类罕见且

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世界遗产公
约》 和 《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工作手册》 中明确提出将社区作为可持续旅游的核心，当地社区参与及支
持对旅游发展成功与否十分关键[1]。然而，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社区参与会受到来自位置、资源、政策等
多种要素的影响，并且伴随着不同要素的发展变化，社区参与也会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较早探讨了在旅游地演化不同时期，东道主社区参与呈现的阶段性变化，即社
区参与领域、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外来资本的介入，社区参与决策权逐渐弱化，会失去对自身发展的管
理控制[2]。有学者也发现社区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和旅游地发展程度成正相关[3]。20 世纪末，国外学者认为
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正处在咨询式和象征式两种阶段[4]。Tosun 进一步将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旅游划分为
压力产生、内外压力影响中央政府、地方行政管理重构 3 个阶段[5]。国内学者开始剖析探究社区参与旅游
发展动态过程，胡志毅等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划分为 4 个阶段：个别参与、组织参与、大众参与和全面参

与，总体发展为“近 S 形”曲线[6]。沿着胡志毅对社区参与发展路径的分析，众多学者展开案例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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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研究区自身的社区参与阶段，例如根据参与规模发展的个别参与阶段、组织参与阶段、全面参与
阶段[7]；按照参与的主导力量划分的劳动力为主的初级阶段、资金为主的中级阶段、社区精英为主的高级
阶段[8] 以及稍有差异的无组织个体参与、政府和资本主导式组织参与、社区精英群体主导式大众参与过
程[9]。显然，由于旅游介入社区，地方乡村由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转向新型的旅游经营[10]，整个过程中亦
伴随着当地居民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转换[11]。这些研究揭示了社区参与旅游呈现阶段性发展的规
律，但就其背后的发展机制却未做出更多的解释。
已有研究从参与主体的感知、资本、制度、权力等单方面探讨社区参与旅游的问题，有助于认识对
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变化。例如，社区居民主体感知[12,13]、参与动机[14]、能力[15] 会促进抑或限制社区参与
可持续发展；土地资本推动社区生计方式的转变[16]，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与居民参与旅游程度呈正相
关[17]；不同主体间的制度关系[18]以及制度的嵌入性[19]成为影响地方社区参与的制度性因素，也体现了参与
过程中居民主体的权利、话语[20]。透过影响因素探究社区参与内部互动机制问题，当前多采用实证主义方
法构建影响机制模型，分析旅游支持度、参与能力、感知等因子与社区居民参与度之间的复杂影响机
理[21]。此外，“制度嵌入性”理论、“增权理论”等也被用于试图揭示背后的参与机制，但这些研究较少涉
及社区参与旅游的动态问题。
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梳理、总结，不难发现：以往研究发达地区或知名景区的社区参与旅
游，集中在总结社区参与的模式或探讨矛盾与冲突问题，较少关注在旅游地快速发展而社区参与旅游却
逐渐势微的现象。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总结形成诸多模式、发展阶段及相应的理论。随着社区参与
旅游愈加深入，学者们将视线转移至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从内外部综合要素分析社区参与呈现差异
性的影响因子，并试图从实际出发提出对策建议。固然，影响因素研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各因子在社区
内部发挥的作用，然而将诸多因素视为单一独立的存在，割裂了彼此间的联系与互动。同时当前学界多
采用的实证主义定量研究过度将作用机制指标化，未能从整体、全局维度解析社区参与的整个过程。研
究对象上，国外学者关注于乡村旅游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内则侧重知名旅游地，如黄山、九
寨沟等。当前偏重于研究成熟旅游地下的社区参与发展，然而现实情况下，国内存在更多相较于成熟旅
游地之外的欠发达旅游地，它们往往散布于偏远地区，地理位置和旅游发展程度处于劣势，学界也需适
当关注这一类旅游地社区的研究。
社区参与旅游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其中各要素都处在社区系统网络之中，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只有探究各因子构成的社区运行机制才能全面深入地解析社区参与过程。然而，这一过程中旅游地乡村
社区参与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性变化？乡村社区为何难以良性、有效地参与旅游之中，甚至是在遗
产地品牌加持下社区发展仍然受限，这背后的驱动机制又是什么？基于此，文章选取了地理位置上西部
偏远地带、经济发展程度上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通过回顾社区参与旅游发
展历程，明晰当前社区参与现状与困境，探析限制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机制问题，以期为边
缘乡村社区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参考。

1
1.1

研究案例与研究方法
研究案例
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 （图 1），于 2014 年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被成

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地范围包括云台山、杉木河和黑冲 3 个景区。云台山景区以喀斯特山地景
观为主、风景秀丽，集奇峰、异水、流云为一体；杉木河景区因清澈的水质开发漂流，有“矿泉水上的
漂流”之美誉；黑冲景区以施秉喀斯特景观而闻名，开发观光和徒步运动。
遗产地缓冲区内有若干村寨，其中聂家堰、牌楼冲和黑冲作为景区门户社区参与旅游，时间或长或
短，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聂家堰作为杉木河漂流的终点，村民从事农家乐经营、漂流衣物售卖以及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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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秉喀斯特遗产地及社区地理位置

易小吃等，参与旅游时间为每年 5—10 月 （与景区开漂时间一致），季节性明显；牌楼冲空间位置上紧邻

云台山景区入口，目前参与方式主要为农家乐；黑冲社区一直以零散游客接待为主，近年在政府支持下
出现农家乐，2017 年由于贵州麻卡黑冲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入驻开发景区，部分村民在当地临时从事
旅游基建工作。
1.2

数据来源
以施秉喀斯特遗产地为例，广泛收集了施秉县政府有关遗产地旅游发展的规划文本、遗产地保护管

理规划、十三五规划等资料。基于此，实地调研了遗产地 3 个邻近村寨的参与旅游概况。2017—2019 年集

中开展 5 次为期 20 余天的调研，重点访谈 61 位相关对象，其中包括政府人员、公司人员、组长、村民、

农家乐户主等，访谈时长多在半小时以上。访谈内容主要：村民回忆参与旅游历史及发生的重大事件；
政府人员回顾旅游地发展历程、解释旅游发展规划和扶持社区参与相关政策；杉木河公司和麻卡公司对
景区的经营策略以及未来规划等。
1.3

研究方法
采用扎根理论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基于访谈录音资料，转译为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

和选择式编码。开放式编码是将原始资料初步的概念化，形成抽象范畴的过程，以从资料中发现表征概
念类属的意义单元加以标注；轴心式编码是用来确定各概念类属之间的有机关联；选择式编码是分析各
概念类属，最终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并再其间建立观点性联系，逐渐走向命题性结论的过程[22]。

2

施秉喀斯特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历程
根据社区参与旅游的规模、内容、形式，施秉喀斯特遗产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经历了“搭便车”型

参与、自发组织型参与以及当前的衰退型参与等阶段。
2.1

景区开发初期“搭便车”型参与
旅游地开发初期，施秉遗产地门户社区村民利用空间位置的邻近性，呈现社区“搭便车”参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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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量稀少，仅由少数几户村民集体经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聂家堰村民最先利用杉木河下游的水坝空地，售卖粉面、烧烤等小吃简食；牌楼

冲少数几户村民发现云台山游客的餐饮需求，由几家集体制作农家饭，初步形成男性招揽客人、女性负
责做饭的运作模式。
此时，旅游地景区尚属开发初期，游客量稀少，村民参与旅游仅仅作为务农之外的副业，同时伴随
着参与混乱无序，产生矛盾与冲突。但正是由于早期的“搭便车”契机，邻近村寨得以参与旅游之中，
成为社区参与的开始。社区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一定收入的同时，呈现经营的无序状态，也对环境造成负
面影响。
2.2

21 世纪初社区自发组织型参与

聂家堰和牌楼冲村民在经历早期的经验积累后，于 2000 年后，随着景区客流量增多，开始了自发组

织地参与旅游。在其后的 10 来年以农家乐为主要的参与方式得到快速发展。

2004 年左右，聂家堰村民在早期摆摊经营中发现，游客漂流结束后就餐需求的商机，村民组长吴通

兵组织号召村寨一起创办农家乐。共有 16 户家庭参与其中集资经营，收益风险共担。服务人员由各家派

遣 1 人，女性负责后勤，男性则负责招揽客人、收账等，所得利润年底共同分红。其时，农家乐收益从开
始 7 000~8 000 元/ （年·户） 到后来 2008 年的 1 万~2 万元/ （年·户）。聂家堰农家乐发展至鼎盛。

2003 年前后，牌楼冲组长最先开始在自家房屋经营农家乐，其他村民纷纷效仿紧随其后，掀起当地

创办农家乐的热潮，2010 年约有 16 户农家乐。10 年施秉政府在接待外来单位考察云台山时，就近选择牌
楼冲就餐，当地农家乐得以快速兴起。2014 年施秉工商局引导个体农家乐加入微型企业，给予资金支持

和税收减免，当地欣怡农家乐等 14 位户主积极响应。至此，转型为微型企业的农家乐开始步入稳定发展
阶段。
2.3

近年来的衰退型参与

2014 年施秉喀斯特申遗成功以来，作为邻近社区的聂家堰和牌楼冲面临困境，参与规模缩减、参与

力度减弱；黑冲则在外来公司进驻下，居民参与旅游尚无清晰构想与实际行动。

聂家堰由于邻近杉木河，申遗成功之后受限于遗产地管理制度，农家乐无法扩大规模、改善条件，
经营状况不佳。加之，杉木河景区周边其他村寨介入参与旅游，对聂家堰农家乐发展带来竞争与冲击，
于 2016 年农家乐转让本寨 2 户村民承包。此外，杉木河公司招聘当地村民从事保洁和护航，目前仅有少

量女性在景区清洁卫生，尚无男性从事护航工作。整体而言，当地居民保持旅游旺季参与经营，淡季务
工的季节性状况。

图2

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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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中央八项规定》 之后，施秉县政府根据有关要求取消接待附近就餐安排。由于缺少政府稳

定的客流量，牌楼冲农家乐开始一蹶不振，越来越多村民外出务工。直至 2018 年，当地 4 户农家乐退出

微型企业，仅少量农家乐在前期资本积累基础上扩大规模、改善食宿条件，几乎垄断了前往农家乐就餐
客流。

2014 年黑冲受施秉工商局支持创办 5 户农家乐，成立微型企业。然而景区客流量集中节假日，日常生

意清淡，农家乐收益极为有限，逐渐成为务工和务农之外的副业。2017 年麻卡公司入驻黑冲景区，利用

喀斯特自然景观打造休闲度假旅游地。为此，公司招聘当地村民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后勤服务。在实
际调研中了解到，目前景区建设处于收尾阶段，仅有 10 余位村民尚在其中工作。更为关键的是，公司在
试图将景区建设与社区发展整合的规划中，目前尚无具体的实际行动。

3
3.1

施秉喀斯特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机制
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初始概念提取
遵循扎根理论开放性编码的要求，将访谈录音转译为文本资料，着重围绕“遗产地社区参与旅游”

这一研究议题，反复阅读文字资料，以开放性心态、抛去个人“定见”和研究“成见”，试图从原始资料
中提炼初始概念。依据这一原则，从上万字的访谈语句中进行编码，最终形成地理位置受限、扩建农家
乐受限、资金投入到县城、制定旅游规划文本、村民默默服从、住宿条件差等相关开放性语义的 100 余个
初始概念 （表 1）。
3.2

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范畴构建

在对访谈资料提取初始概念基础上，研究尽量使用访谈资料中的原始信息作为范畴，以免出现主观
性表达导致的错误。按照聚类逻辑提取出遗产管理标准、遗产核心区、景区发展规划、社区依附型参与、
社区旅游参与去权、市场需求更新、社区参与意识与能力欠缺等 7 个范畴。基于此，为进一步明晰解释范

畴的性质与内涵，确定彼此间的关系，对上述 7 个范畴进行二次编码，归纳总结出遗产制度、地方决策、
社区响应 3 个主范畴 （表 2）。
3.3

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作用机制

（1） 遗产制度约束。申遗对于旅游地而言，是赋予其拥有特殊含义的头衔，并伴随着旅游地属性的
变动，遗产地保护管理制度对其产生约束，所属国需严格遵循遗产公约规章加强对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
保护。治理视角出发，从全球到国家再到地方，不同层级下多元主体管辖的遗产地治理势必更为严苛，
尤为对开发保护有着更为明晰的要求。这其中，包括对遗产地周边乡村社区的管理，通过限制参与旅游
的位置、空间边界、规模等社区自主行为，以试图最大程度地约束人类活动而减少遗产地破坏。
施秉由舞阳河风景名胜区的国家旅游地属性转变为南方喀斯特遗产地的世界自然遗产属性，为遵循
遗产地核心区和缓冲区的有关保护要求，自上而下制定法律法规，强化管理细则。由于严格的环境标准，
施秉政府更是对杉木河景区周边社区明确禁止扩建房屋等基础设施，同时将参与旅游居民统一集中管理，
村民在缺失自主权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发展的积极性，开始退出旅游，外出务工。
（2） 地方决策失衡。遗产不仅意味着旅游地属性变化带来的管理变动，也代表了遗产地品牌背后蕴
藏的经济、社会效益，对外塑造地方形象，对内推动旅游经济。为此，地方对遗产地景区给予政策倾斜，
投入众多人力物力。然而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容易决策失衡，倾其所有于遗产地，对比之下社区成
为决策中被忽视的一方。同时伴随政府的强势介入，社区在遗产地旅游规划、乡村发展、参与旅游方面
缺失话语权[23]，角色被迫服从，无疑加大社区参与的难度。

2014 年施秉申遗成功以来，政府致力于打造“山水施秉”形象，一方面规划旅游景区、完善遗产管

理体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美化景区环境；另一方面，加速遗产品牌对外宣传，举办黔东南州旅发大
会，重点推出云台山、杉木河景区。在这一系列举动背后，对社区扶持显得格格不入，施秉政府仅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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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开放编码示例

原始语句

初始概念

以前给规划图，说哪里哪里搞什么，只看到图，没看到行动。有几块田规划搞住宿

村寨规划耽搁，尚无具体行动

搞申遗是好事，无论知名度，还是经济用途，或者对乡村发展都是好事，但是搞要有钱。申遗是申遗云台
山，钱全部建设到城里面，对这里一点好处都没有，越搞越穷

村 民 支 持 申 遗 ，资 金 投 入 到 县
城，当地变穷

14 还是 15 年，还没申遗之前，风雨桥还有摆摊位房子的规划，还有观景台，到现在观景台也没建，只建了风
雨桥和摊位这两样，其他都没建

提 出 发 展 规 划 ，原 先 规 划 未 实
施

14 年农家乐修建的时候，政府扶持，按照政府要求把房屋住宿条件搞好，补贴床、电视、冰柜、冰箱、饮水
机、麻将机等

政府补贴农家乐

当地发展旅游业也没得商量，都是自家发展自家的。就算开会也是叫些男的

发 展 旅 游 没 有 商 量 ，各 家 各 户
自食其力，叫男性开会

有事就和旅游局谈，谈不拢就和县政府谈。有一次闹僵了，只能往州，县里面当官的派人用车到处拦截

和政府谈判，追求利益被阻拦

发展旅游是政府、旅游局的事，我都不知道商量什么。没考虑过去景区里面工作（觉得自己没文化，做不
来，他们不会要）。为了发展旅游业，原因保护环境，不会去乱砍，他们说哪里可以砍才去砍

村民对发展旅游没有话语权，
被动听从，未考虑参与其中，默
默服从

发展旅游业，政府没得和老百姓商量，都是旅游局说了算

政府权威，村民没有决定权

现在都是靠回头客，没得回头客生意就不行，游客吃得很少

依赖回头客，游客消费少

游客讲究新鲜无污染、现在要求高条件

游客要求高

当前农家乐由于发展过早，现有的农家乐标准达不到游客要求（尤其无独立卫生间、只有一个公共卫生
间）

农家乐发展早，农家乐条件差

离起漂点较远、规模太小，没有特色，同时没有卫生间，无法吸引游客留下住宿，并且游客一般在店铺随意
吃点小吃就赶路，因此生意一般

没有卫生间，住宿条件差、规模
小、缺少吸引力，生意差

农家乐都是有客人吃饭就做，不像县里专门的，都是自家房子

自 建 房 作 为 农 家 乐 ，达 不 到 县
城条件

家里住宿条件还不达标，没有独立卫生间。之前重庆来了个团有 30 多个，但是家里住不下，分给了别人家

住宿条件差，房间少

村民都想搞农家乐，但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无法扩张（政策不允许，领导说是旅游核心区）。目前，组长
一直与县里沟通，希望进一步发展农家乐，县里是希望按照规划要求，按部就班

村 民 发 展 意 愿 强 烈 ，地 理 位 置
受限，农家乐无法扩建；政府希
冀规划式发展

但是现在政府不允许农家乐扩建（房子太小只能扩建），说是会影响景区形象。关于发展的组长还带着村
民跑来好多次政府机关，都没用；政协、发改委、城关镇政府、县政府都跑过了，县政府就一句话：只要旅发
委同意他们没意见，旅发委就说：我们这是核心景区之内，扩建农家乐影响整体面貌，他们也没有权利

村 民 发 展 意 愿 强 烈 ，扩 建 农 家
乐 影 响 遗 产 地 保 护 ，地 方 政 府
权力有限，无法决定

建设与旅游发展按照风景区规划，保护按照遗产保护规划。实际上，遗产保护规划并不是法定规划，所以
按照合法性而言，舞阳河规划才是法定的，也是执行的核心、重点与依据。遗产地上面部分纯粹保护，不
准修建任何与景区保护无关的设施。遗产地核心区分为遗产展示区（可以修建旅游基础设施，但不能修
建大型设施例如酒店）、遗产保护区（任何设施禁止建设）

遗 产 地 划 分 ，保 护 管 理 要 求 标
准

前段说修玻璃桥，然后游客都来要看玻璃桥，人多。后来说不合格拆了，就没人来了

修 建 玻 璃 桥 吸 引 游 客 ，玻 璃 桥
违规，被迫拆除，客流量骤减

村面貌、道路交通、农家乐内部设施方面提供浅层次帮助，并未将社区与景区视作遗产地发展的统一体。
正因如此，地方决策失衡导致的社区发展滞后，形成当前景区分离社区、超前独立发展现状，成为进一
步制约遗产地社区参与旅游的要素。
（3） 社区响应滞后。申遗初期，旅游市场需求骤升、客流量突飞猛进，遗产地一跃成为新的旅游热
点。而当地方旅游供给仍处于传统模式，短时间内无法支撑骤然增加的游客量、满足多样化需求。在缺
少发展意识与能力和外在支撑力量背景下，旅游供给主体无法更新旅游产品、完善旅游服务。当旅游供
给长期得不到充分提升，必然造成旅游体验差、重游率低，客流量逐渐流失。如此，社区参与旅游将陷
入“鸿沟—产品无法提升—客流量缺失”的恶性循环中。
施秉在申遗之后，客流量于初期实现突增，成为贵州省新晋旅游目的地。在伴随着遗产地名声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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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范畴

范畴

遗产制度

遗产地保护管理标准

扎根编码
初始概念
地理位置受限
村民发展意愿强烈，但扩建农家乐受限

遗产核心区、缓冲区

遗产地区划划分
玻璃桥违规，被迫拆除

地方决策

景区发展规划

资金都投入到县城
制定旅游规划文本

社区依附型参与

政府补贴农家乐

社区旅游参与去权

发展旅游村民没有商量

成立微型企业
和政府谈判追求利益被阻拦
村民对发展旅游没有话语权，被动听从
政府绝对权威；村民没有决定权；村民默默服从
社区响应

市场需求更新

游客要求高
住宿条件差、房间少

社区参与意识、能力欠缺

培训积极性低、认为作用不大
村民不正当竞争、参与混乱
缺少互联网技能

的同时，由于周边乡村社区村民
文化水平低、服务技能有限，未
能及时应对市场的瞬息万变，处
于被动接受状态，无法自我更新
完善，所能提供的旅游产品仍较
为初级。遗产地建设初期，政府
尚处于旅游发展的探索阶段，周
边村民更是无经验和能力做出积
极响应，长此以往客流流失，社
区参与走向衰退。

4
4.1

结论与讨论
结论
研究围绕“遗产地乡村社区

参与旅游机制”这一关键性问题，
通过对施秉喀斯特遗产地的案例
分析，梳理了社区参与旅游历程，

图3

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作用机制

并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研究发现如下。
（1） 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呈现阶段性，参与过程经历早期“搭便车”型参与、自发组织型参与、

当前衰退型参与等 3 个阶段；易受外界环境干扰，呈现脆弱性，在政策和旅游地头衔变动之后，社区参与
短暂停留于稳定发展阶段，而后参与旅游发展面临困境，前途迷茫。

（2） 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机制包括“遗产制度约束—地方决策失衡—社区响应滞后”3 个维
度。其中，遗产制度是旅游地属性变动下的外部制度性约束；地方决策是政府治理模式下的管理性失衡；
社区响应是群体发展意识与能力欠缺下的内部反应性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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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社区参与话题在国内旅游界讨论多年，随着国家层面“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战略的宣传与建

设，乡村、社区愈加成为学界关注热点。同时，旅游作为当下所推崇的发展方式，也将日益影响居民的
生产生活实践，未来必然伴随更多问题亟待发现与解决。
研究所选案例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西部欠发达乡村地区，反映出资源优越性与经济发展落后性
二者间的矛盾，以探讨当前中国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困境背后的问题。研究所关注的旅游地邻近
社区参与，不仅需要政府在资金、设施、旅游培训上提供支持，更需要在如何整合景区与社区协同发展、
激发社区活力、提升居民的参与能力等方面进行前瞻性的思考。
研究尽管具备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鉴于研究时间、数据以及水平等，仍存在诸多不足与局限，
有待之后研究继续补充完善。未来研究，一方面持续跟踪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情况，时刻关注影响
机制的变动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影响要素；另一方面，扩大研究范围，将研究视线延伸至不同区域、不
同类型的乡村社区，尤为关注遗产地邻近社区，以探讨不同地方背景下社区参与的发展路径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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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Karst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sit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rural

construction.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rur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in heritage sites and the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took the Shibing

Karst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 as a case study, used the grounded theory-ba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sorted out the process of portal rural communities surrounding with heritage site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further constructed a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heritage site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through the three-level coding. The results were listed as

follows. Rural communities in heritage site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resented the stage feature from the early“free

rider” participation to spontaneous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ecline. Rural

communities in heritage site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were susceptible to external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s,
showing fragility. After changes in policies and tourist destination titl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kippe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stage and regres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heritage site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included three dimensions:“constraints of the heritage system—imbalance of local decision-making—
delayed community response”. The heritage system was an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under the change of the

attributes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local decision-making was a managerial imbalance under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community response was an internal response lag due to lack of group development

awareness and capacity. In summary, with the increasing prosperity of heritage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 marginal
rur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i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levels of systems. Ther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effectively plan and allocate resources rationally,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should enhance their own
abili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Keywords

world heritage site；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influencing mechanism；grounded theory；

Shibing cou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