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設計學報, 第1卷，第1期，pp. 11-25, 2021

© ISDS. 版權所有.

11

11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路徑探索及其

建構載體解析

徐媛媛 周之澄
（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上海 200240）

（東華大學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上海 201620）

摘 要：作為一項具備廣闊市場前景的旅遊類型，花卉旅遊的可持續發展依賴

於目的地供給端的獨特性本質與高品質保障，即能夠為旅遊者呈現出一個具有吸

引力的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本文從系統性的形象建構戰略層面梳理出花卉旅遊

目的地“內源式”與“外生式”的多元建構思路，進一步提出“傳統資源的活化”、

“對自然的再創造”、“異化形象的移植”這三條形象建構路徑，並分別對花卉旅

遊目的地抽象形象的依托載體——花卉景觀、花卉節事和花卉旅遊商品進行解

析，以期為花卉旅遊理論研究與設計實踐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路徑；載體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s and Carriers of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Abstract :As a popular tourism type with a a huge potential market, flower-themed tourism could

only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a destination with uniqueness and consistent

high quality，that is, constructing an attractive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for visitors.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iscussed both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solu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 and put forward with three

construction paths: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 recreation of nature and transplantation of

exotic image, and analyzed flower landscape, flower festivals and events, and flower tourism

commodities in detail, which are the three main image construction carriers of this tourism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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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ing to provide a positiv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esign practice in this field.

Keywords: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construction, paths, carriers

引言：城市與鄉村是中國區域發展的兩大主體，早期“工業先導、城市偏向”的

發展戰略以及“挖鄉補城、以農哺工”的資金積累模式造成了城鄉二元分化格局[1]，

為應對鄉村振興的迫切需求，發展鄉村生態旅遊成為在經濟、就業、生態等多方面能

夠促進和平衡城鄉關系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曆史上傳統花卉旅遊繁榮發展的契機來

源於民眾在自然界中找尋休閑遊憩的樂趣；現代花卉旅遊因其具備觀賞、科教、養生、

購物為一體的組合功能滿足不同特征的旅遊者群體需求，從而豐富了國民休閑遊憩的

選擇。中國大部分花田資源位於城郊或鄉村，因此在這些地區發展花卉旅遊可以成為

促進鄉村旅遊和生態旅遊產業融合、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以花卉為主體的生態

旅遊以農促旅，將鄉村優質的種植資源和環境資源集中挖掘和加工，留住和保持城市

所稀有的農村資源的原真性；此外還能夠有助於打破城鄉壁壘，增進城鄉良性互動，

改變城鄉人口單向流動的現狀，更好地促進城鄉一體化。

目的地形象是旅遊地競爭優勢的核心籌碼，直接影響旅遊者的出行決策與行為意

圖。從頂層設計與整體設計的思路出發探討花卉旅遊目的地設計問題可落腳於考

慮如何塑造與維系一個優質的、有差異化的、具備可持續吸引力的花卉旅遊目的地形

象，從而指導花卉旅遊設計過程中更高效地兼顧技術與理念的創作表達，成就融合“形”

與“情”的花卉旅遊空間，使花卉旅遊者體驗到可感知、具體化的場所精神；可以說，

該形象的建構依賴於空間各要素在物質實體與社會實踐層面的合理有序的安排，從而形

成一種記憶內容與表達方式。本文擬從建構戰略視角分別探討與解析花卉旅遊目的地形

象的建構路徑與建構載體，以期為花卉旅遊的設計發展實踐提供策略思路。

1多元選擇的建構路徑

建構路徑是支撐空間結構、創造空間氛圍的通道，能夠賦予空間內容與活力。花

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建構路徑呈現多元化的特征，從類型上主要分為從目的地本土特征

和設計者態度表達中挖掘潛力的“內源式建構”以及借助外部力量、以整體形象的借鑒與

模仿為主要策略的“外生式建構”。其中，內源式建構包括了“開發式創新（exploitation

innovation）” 與“探索式創新（exploration innovation）”兩類分支,這兩個概

念源於管理學研究領域中將代表組織能力的“雙元化（ambidexterty）”引入創新活

動的結果：開發式創新注重現有技術、產品和資源的改進，以此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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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式創新注重對新產品、新技術與新知識的學習和探索[2]。從形象的建構來看，改造

與活化花卉旅遊目的地現有的花卉資源屬於“從有到有”的開發式創新，在目的地本土

資源缺失情況下創造自然景觀的方式則屬於“從無到有”的探索式創新，通過跨地區的異

化形象的移植屬於從目的地外部獲取資源的外生式建構方式（圖1）。

圖 1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建構路徑

Fig. 1 Construction paths of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1.1 傳統資源的活化

從組織資源視角來看，已被獲取的常規性資源對開發式創新能夠產生正面影

響[3]。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采納開發式創新的代表路徑就是對目的地傳統資源的活化，

這裏的“資源”主要指向花卉主題的資源。開拓花卉資源新視野、盤活目的地存量旅

遊資源的前提是梳理花卉資源譜系，從資源的質量與類型出發考慮活化策略的針對性與

可行性，充分發揮被忽視的傳統資源的功能與價值。此處將花卉景觀資源的豐富性與

花卉文化資源的獨特性作為資源活化矩陣的兩個維度（圖 2），花卉景觀資源的

豐富性是指目的地由於曆史連貫性或社會生產緣故所留存或附帶的花卉資源的質量

以及體量的評價結果，花卉文化資源的獨特性是指基於地域社會發展與居民生活習慣，

區別於其他地區所形成的與花卉相關聯的文化屬性的可鑒別程度。

圖 2 花卉旅遊目的地傳統資源的活化矩陣

Fig. 2 Matrix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activation in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s

在這一矩陣下，第三象限是兩個維度的極端消極狀態，目的地的花卉景觀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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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文化雙重資源處於匱乏狀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並不適用通過“活化”

途徑建構形象。除此之外，其他三個象限基於傳統資源的特征提出三條活化路徑。

1.1.1 漸進式活化

與歸屬於第一象限的“景觀-文化綜合型”資源相匹配的建構方式是漸進性活化，

該類目的地兼具高質高量的花卉景觀物質資源與差異化的地域花卉文化資源，在“先

天”條件方面占據一定優勢，因此此路徑的重點在於傳承、完善和擴展，是對現有

資源打磨與提升的柔性化建構策略。以在魯迅筆下“像緋紅的輕雲”的日本東京上

野恩賜公園（ Tokyo Metropolitan Ueno Park）櫻花祭為例，作為日本的第一座

公園，上野公園自江戶時代寬和年間（1624-1644）以賞櫻聞名，這歸功於當時寬

永寺開祖天海僧正（Tenkai）在當地區域廣植櫻花；現如今公園內部有以染井吉野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櫻花品種）為主的櫻花達800 株，形成著名的“櫻花隧道”；

日本獨特的賞花民俗——“花見”從舊時代的“貴賤群集”流傳至今，形成花下的

“群食”、“群集”特征[4]；日本上野公園開放燈籠火光下的“夜櫻” 景觀，既呈

現了魅藍夜空中朦朧浪漫的夜櫻美景，也為旅遊者提供把酒暢談的異質性社交空間，

這正是在日常賞櫻基礎上豐富旅遊者觀感、營造另類體驗的一種漸進式活化方式，

這一舉措促使遊覽時間延長至夜間，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公園白天賞櫻人群的擁

堵壓力。

1.1.2 發酵式活化

具備獨特的花卉文化，但在花卉景觀方面較為薄弱的目的地在活化矩陣中被鑒

定為擁有“文化依賴型”資源，這可能源於曆史更迭、區域發展周期、社會發展重

心等多種緣故使得當地盛極一時的花卉文化蒙上曆史遺忘的面紗，使得人們的花卉

情節遮掩於內心不常開啟的角落，但往昔的記憶必定在這片土地上保有印記。這種

類型目的地所匹配的建構路徑是發酵式活化，目的在於不盲目彌補花卉種植的體量

缺陷，而另辟蹊徑通過創意、創新的主題與手段複興與強化花卉文化，將其作為旅

遊開發的原型酵母，通過發酵、裂變、催生出獨具一格的花卉旅遊文化形態，同時

帶動當地花文化衍生產業。法國“鮮花小鎮”的評選正是通過競賽方式刺激和引導

居民回歸家庭園藝的習慣，將“精致的花卉勞作的日常化”作為對外旅遊的吸引點，

並借此機會實現自下而上花卉景觀的美化效果。

1.1.3 嵌入式活化

處於矩陣第四象限的“景觀依賴型”資源的目的地，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源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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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產的生產型花田，作為農業生產的副產品，包括果木型、糧油及經濟作物型、花卉

種子生產基地以及開花型中藥材等類型；二是受植物分類學驅動，以植物收集栽培、引

種馴化與研發利用為使命的植物園；兩者的旅遊職能都是在順應時代潮流後開發的結

果，同時面臨著應對旅遊需求的轉型陣痛，應對於此的方法即嵌入式活化，遵循花卉栽

植曆史的連貫性，在利用生態元素吸引的同時嵌入多樣化的功能模塊，將賞花行為豐富

至遊花行為，例如上海植物園推出的“牡丹·漢服文化遊園會”，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

藝術嵌入賞花目的地，以此尋求到花卉與藝術之間的融通點，複刻漢唐盛世下的賞花遊

樂圖景。

1.2 對自然的再創造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內源式建構的第二類方式是在無花卉基礎資源條件下的一

種探索式的創新，是在人力作用下對自然的再創造，強調將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核心

要素，創造者面對著荒蕪的“空地”或曆史遺留的“廢棄場”，需要具備的是建立一

個“從無到有”的花卉空間的信念、勇氣與執行力。對這類建構理念的討論需要將其

置於特定的時代橫截面中， 因為對自然的再創造必然源於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社會需

求，特別是沉浸於該社會情境下的創造者強烈的內心意願。以下從該建構路徑的三類

代表性驅動力為例作詳細分析。

1.2.1精英身份的自我表達

個體的名譽與身份的地位內嵌於其消費方式和生活風格之中，能夠通過使用的

產品與享用的服務表現出來。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在滿足最基本的生理、安全等

需求之後，自我實現占據了行為意向的支配地位；當社會供給不能滿足於個體需要，

個體傾向由被動的消費者位置轉向生產方與消費方的共同體，即通過自身的力量作

用於社會，通過產品與文化的生產達成一種自我實現，同時傳輸著占據社會話語權

階層的身份信息。古代中外帝王修建宮苑園林，廣植花木，一方面是愛好的寄托，

另一方面則成為彰顯王者權貴財富與身份的工具和象征；在近代社會，基於個體權

利自上而下對自然的創造與加工現象逐漸消逝，有閑階級的誕生使得凝聚著閑情文

化的私人花園一一出現，士人大夫在私家園林的賞花賦詩活動難免透露著對超越媚

俗生活的企盼；而在當代社會，擁擠忙碌、充滿焦慮的生活節奏促使社會精英們反

芻審視自己的生活態度與人生意義，豐富的文化資本的崛起給予他們實現“回歸田

園，花意生活”廣闊的運作空間。無異於時代的先後，這些花木園林除實體價值外，

更多是灌注著創造者的理想、價值、偏好與情懷，皆反映了精英文化對自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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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再創造。或主動展示， 或被動分享，呈現在世人面前供其觀光、瞻仰、遊玩。

1.2.2區域治理的生態轉型

一方面，現代技術的更迭發明淘汰著舊時代生產生活所依賴的部分工業資源，

失去活力的工業廢棄地帶急需重新激活、再次利用，另一方面，飛速發展的現代工

業主義在為人類帶來便利生活的同時，不斷挑戰著地球的自然承載能力，城市擴張

的土地壓力時刻存在；在這兩大現實背景下，區域管理者與居住者不得不從工具理

性的思維方式跳脫出來，向生態轉型尋求解決方案、拯救家園。采石工業作為曆史

悠久的工業活動，其結果是嚴重破壞了山體面貌與地表植被，導致生態退化，當采

石工業的生產意義喪失後，采石礦坑淪為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之間的廢棄棕地[5]，

為解決這一問題，在廢棄地上進行自然的再創造從而建立新型的後工業景觀成為一

種流行的做法，實踐中通過建造花園進行生態修複不乏成功案例，例如加拿大布查

特花園（Butchart Garden）、美國斯特恩礦坑花園（Sterns Quarry Park）、上

海辰山植物園的礦坑公園等都是由廢棄礦山改造形成的下沉式花園旅遊目的地。

1.2.3市場導向的逐利行為

如今人潮蜂擁的賞花風潮成就了“現象級”的熱門旅遊目的地，企業商人所具

備的一元化“經濟人”屬性促使他們從“供不應求”中嗅出商機，希冀通過營造全新

的花卉旅遊目的地作為盈利與攬財的工具，因此各類花海項目紛紛登場。創造者基於

逐利的目標進行資源配置，建構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時更多考慮如何迅速抓住旅遊者

眼球、避免同類競爭對手的壓制和利益侵蝕、縮短資本回收資金周期以及謀求利益最

大化。逐利一方面能夠激勵創造者通過求新、求異的差異化戰略吸引旅遊者群體，促

進形象創新；但另一方面也非常容易出現急功近利的文化；花卉作為季節性的生態資

源，需要長期的培育和維護，因而花卉旅遊目的地的形象建構並非一蹴而就，需要持

續的耐心投入，急功近利易造成粗放式、跟風式的設計與管理結果，損害形象質量，

甚至出現“花海變菜地”的爛尾怪相。

以上三例分別從不同的驅動力視角解釋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探索式創新的出發

點，其目標指向不同，建構的側重點及對旅遊功能的指向性亦不同，因根據不同情

況分類應對（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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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驅動力下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比較

Table 1 Comparative study on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s under different motivations

1.3 異化形象的移植

好奇是人類探索新知識與新信息的重要動力，能夠引發對陌生客觀環境的探

索性行為；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代表的

文化心理學派曾提出：每個民族呈現多樣化的價值體系與特征，形成獨特的文化模

式；因此，不同文化模式之間的差異性激發了人類追求異質的跨文化旅遊動機，可謂

“距離產生美”。然而，在時間與財力的約束下，一部分旅遊者群體無法實現跨境旅

遊，所以凝聚著異域景觀特色與異質性文化的仿造性旅遊目的地成為了一項折中的解

決方案，試圖滿足這類旅遊者群體在心智上對異域的想象，這被也稱為“用想象的方

式解決生活困難的心理捷徑”：人們一邊向往著日本櫻花、荷蘭鬱金香、法國薰衣

草等，一邊從臨近自己地理位置的目的地尋找自己想象意識中的相似景觀的替

代品，這種需求催生了一類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建構路徑——移植異質性形

象。

從形象移植的兩種基本形態來說，一是跨時間；二是跨地域。跨時間的形象

移植從目的地縱向的發展脈絡中截取有價值的曆史形象橫截面，是一種源自本體

資源的建構方式，可以歸屬於上文界定的“發酵式活化”範疇；此處重點討論的

異化形象的移植主要指向第二類形態——跨地域的移植，是基於文化距離的吸引

力、借助目的地之外的異域資源營造形象的外生式建構理念。從形象的建構環節

來說，形象移植包括：（1）命名移植，在形象來源地的名字基礎上進行加工，如

大豐荷蘭花海、東方普羅旺斯薰衣草莊園等；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 名稱成為旅

遊者“第一印象”的信息來源，目的地的移植式命名激發旅遊者喚起對形象來源

地的聯想，產生“人如其名”的期望，這將對旅遊目的地價值產生溢出效應；（2）

景觀移植，沿用形象來源地的花卉品種、花木配置、花鏡設計、建築設計等，再

現異地景觀；（3） 氛圍移植，屬於形象移植的高階行為，將形象來源地與花卉

相關的文化氛圍、傳統習俗、居民活動遷移至本土目的地。還有一類形象移植的

特例是國外品牌海外擴張的結果，即以合作的形式建設全球計劃落地於中國的分

序號 建構理念 驅動力 建構側重點 旅遊功能

1 精英身份的自我表達 心理 個人主義，審美標准的唯一性 被動指向

2 區域治理的生態轉型 環境 地形改造、生態修複 附帶指向

3 市場導向的趨利行為 利益 迎合市場、重視消費者偏好 主動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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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項目，如源於英國康沃爾郡的“伊甸園計劃”（Eden Project）是全球最大的

單體溫室，目標是構建巨型人造生物群落系統，已收納地球80%的已知植物，“伊

甸園計劃”已選擇中國青島作為首個海外項目地，意圖創造亞洲“伊甸園”。

然而，在實踐中異化形象的移植難免會遭逢“抄襲”、“山寨”的非議，其

原因歸於兩點：本真性問題與情境化問題。首先形象的移植結果本身不具有本真

性，類比於對山寨文化迥異的認知，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身份對本真性態度的差

異造成對這類移植類形象存在話語分野、評論褒貶不一：有群體認為文化的複制

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可行性，移植形象是對景觀本真性的一種否定，從心理對這類

“拿來主義”產生抵觸，也有群體認為旅遊本身就是為滿足獵奇求新的需求，目

的地呈現的景觀和文化是否真實並不作為其形象好壞的評價標准，能夠不出國門

體驗到異域風光不失為一種“高性價比”的決策；而移植的情境化困局在於異質

性形象在本土落地時與當地地形、資源及區域整體形象等方面的不匹配與難適應，

即移植來的形象難以嵌入花卉旅遊目的地中，嵌入程度取決於目的地可行性分析、

設計、實施、運營、養護的每一項環節。從辯證角度來看異化形象的移植，它是

中國社會文化發展轉型過程中鏈接供給與需求的一種途徑，能夠彌合部分群體難

以親曆觀賞異域花卉景觀與文化的缺憾，也通過借鑒學習的方式提升本土花卉景

觀的設計質量；但同時要注意的是，盲目地跟風、粗制濫造地模仿、一味地迎合

市場及追求短期利益都將導致“形象變味”，進而引發市場反感。

2三軌並行的建構載體
形象是不可言狀、難以描述的對象，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因此花卉旅遊目的地形

象的建構必須依托於能夠表達不同空間主題概念的實體元素，即經曆將形象物化的過

程，討論對目的地形象的營造需要落腳於研究對載體的選擇、處理、分配和使用上，

厘清形象建構載體的結構與內容成為營造任務的首要問題。基於載體性質，筆者認為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建構載體呈現三軌並行的特征，分為花卉景觀、花卉節事與

花卉商品這三類。

2.1 花卉景觀的形態特征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載體之一即花卉景觀，其形態特征主要包括花卉的色彩、質

感以及空間結構。除對生物基因的改造，單株花卉植物具有較為固定的外在自然形式特

性，因此花卉景觀主要通過花卉植物的品種選擇、配置、修剪優化和提升其形式美。

2.1.1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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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表現花卉形式美的物質方式之一，是旅遊者觀賞花卉時最具有沖擊

性的外觀特征，也是在提及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時旅遊者最容易聯想到的要素；

和形狀、質感等相比， 色彩對人類視覺神經的刺激更加強烈。花卉之所以如此受人

類青睞，正是由於它是生物界中擁有絢爛多樣色彩的佼佼者。關於花卉色彩自然屬

性的討論主要圍繞其本身的色相、明度、純度、透光率等色彩學指標以及不同的環境

因素對花卉色彩的影響，如光線強弱、季相變更、視覺尺度等；關於花卉色彩社會屬

性的討論則主要關注色彩之於人在生理、心理及審美層面的作用。從花卉旅遊目的地

形象的營造來說，花卉色彩可以改變目的地景觀的三維視覺大小，起到引導視線、調整

景觀深度的效果；花卉景觀的色彩配置分為單色系與組合色系，單色系適用於種植單

一種類花卉，如純色花海；組合色系應對的是更加複雜的花卉植物群落，因此涉及到多

種色彩之間視覺配比關系的組合色系優化研究成為色彩學持續性的熱門領域，同時催

生了色彩調和理論（color harmony theory）（表2），研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色彩如何尊崇秩序、協調、和諧的原則搭配在一起以使人心情愉悅[6]。從“謝弗勒

爾色環”到蒙賽爾 的“中性灰”論斷，色彩調和理論從定性化的感性原則指導逐漸走向

定量化的理性視覺描述，進而運用大數據和雲計算分析和預測用戶群體的色彩喜好取

向，從多種角度為花卉旅遊目的地的色彩配置提供理論支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

於花卉的季相性特征，花卉景觀的色彩隨著季節不斷變化，因此花卉的配置應兼顧考

慮四季的色彩呈現效果。

表 2 花卉旅遊目的地色彩配置的主要色彩調和理論梳理

Table 2 Color harmony theories in color design of flower-themed tourist destination

序號 代表人物與機構 理論核心要素 調和原理 分析方法

1
謝弗勒爾

（Chevreul）

以三原色為基礎，雙色混

合形成的謝弗勒爾色環

對比調和、鄰補調和、

類似調和
定性分析

2
蒙賽爾

（Munsell）
明度、純度

色彩面積比、混合產生

中性灰

定量分析，借助

photoshop

3
奧斯特瓦爾

（Ostwald）
黑色、白色、純色

旋轉混色法，取得色立

體中有規律的位置

定量分析，借助計

算機輔助設計軟件

4
孟-斯賓瑟

（Meng-spencer）
色相間隔、明度/純度差 各色塊標量距相等 定量分析

4 日本色彩研究所 色相、色調 普通人的日常色感
定量分析，借助

SPSS 統計軟件

2.1.2 質感

對於質感的討論源於認同“植物是一種有生命的材料”。與色彩相同，“質”是

構成花卉形態的必要要素，是花卉表現出來的質地；質感（texture）是指花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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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的輪廓及表面肌理給予人的視覺與觸覺效果，通過實際接觸或“視覺觸摸”形

成感覺經驗，是與花卉材料生物學特征緊密聯系的感性特征。對花卉質感影響的內外

部因素催生出花卉的絕對質感與相對質感：絕對質感受時間性影響，設計重心在於多種

花卉在不同季節的互補與共融，同時通過不同質感的花卉對比凸顯形象的主題，活躍空

間氛圍；相對質感受空間性影響，設計重心在於根據花卉與旅遊者觀賞視線的適宜距

離進行配置調整[7]。關於花卉質感的量化分類存在不同的看法，有根據花卉形態上

的不同分為粗壯型、中粗型和細小型[8]，有根據花卉表面的凹凸程度分為粗糙感、紋

理感和光滑感，也有從花卉體量上的差異區分為密集感和稀疏感；不同的花卉質感分類

能夠引發豐富的人類心理層面感知，這種感知從物象轉向意象，從視覺判斷轉向情感

經驗，進而影響對環境空間的整體感知，如花卉的精致感程度與空間在認知直覺中的擴

大拉伸尺度效果呈正比關系；所以說，質感的多樣化選擇應取決於空間環境的複雜程度，

兩者在設計時應尊崇對比和協調的原理，以構建和諧、統一、活躍的空間形象氛圍，

如複雜的空間環境匹配單純的質感，單調的空間環境匹配多變的質感[9]；此外，人

工的修剪與整形能夠改變花卉本身的質感。總體來說，這些經由設計與配置的花卉形

象聚合了花卉質感的多種信息最終呈現在旅遊者腦海中，為花卉旅遊目的地的形象

感知貢獻一部分力量。

2.1.3 空間結構

花卉旅遊活動的客體對象是花卉，因此不同於一般景觀設計中將花卉作為“裝飾性

栽植”（ornamental planting）的材料，花卉旅遊目的地的花卉設計更多是屬於

一種“結構性栽植”（structural planting）。空間結構是指生態學系統下的花

卉種群、群落或景觀中大小和形狀不同的組成單元（斑塊）在空間上的排列[10]，

所營造的空間感面向觀賞者，是基地平面、垂直平面以及天花平面單獨或共同圍合

成的具有實在的或暗示性的範圍圍合[11]。空間營造的要素指標包括視角與空間感受

（D/H比值）、高度與立面層次、蓋度與圍合感、形狀系數（空間邊界實際長度

與同面積圓周的比值）等[12]。與一般建築空間不同的是，花卉景觀的空間具有變化

性和不確定性，因為花卉在不同的生長階段呈現差異化的生物形態，且隨著季節的變

更而不同。一方面多樣化的花卉空間排列方式（如孤植、列植、叢植、群植等）和

空間尺度特征（比例、模距、韻律等）可以協助將目的地區分成不同的花卉旅遊類

型，如花海旅遊、花園旅遊、花街旅遊；另一方面可以根據空間邊界的清晰度以及旅遊

者的視覺觀賞效果區分為開敞空間、半開敞空間、縱深空間、鬱閉空間等。花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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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結構在設計時受多種因素影響，如地形、氣候等，針對空間單元的雜陳藝術造

景方式包括遠景、中景、近景以及對景、障景、夾景、漏景、借景等。除花卉要素本

身形成的獨立空間外，與其它景觀設計要素搭配會形成組合式空間，如花卉與水體、鋪

裝、建築物、山石的結合等。花卉景觀的空間結構在滿足觀賞者審美需求的同時也會帶

來空曠、壓抑、舒暢、安定等與心理情感聯結的空間氛圍；從空間的不同效應來看，可

以分為積極的-消極的、向心的-離心的以及靜態的-動態的不同類型[13]。因此，空間結

構是花卉景觀物化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2.2 花卉節事的儀式編排

承載著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的載體最終需要被花卉旅遊者接觸和使用才

能夠實現其價值，如果說花卉景觀與旅遊者之間屬於靜態的觀賞凝視的關系，旅遊

者獲得的是一種“觀看的權力”，那麼花卉節事與旅遊者的關系則屬於沉浸式的交流互動，

旅遊者獲得的是一種“參與的權力”；旅遊者從景觀體驗過渡至文化體驗，從而

獲得精神上的共鳴與滿足感。節事（event）是應對休閑旅遊市場中“季節性問題”

的戰略性選擇[14],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其“狂歡理論”（carnival theory）

中指出：節事活動所擁有的“節日性”（festivity） 包含了“節日精神”、“真實性”、

“象征性”、“傳統性”等重要因素[15]，形成了一種“文化表演”的儀式。節事是專

業化策劃的產物，是充滿符碼的再現空間，因其重複性的特征成為固定間隔期的一種

傳統和習慣，其作為一種儀式為旅遊者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延續的行為模式，以此不斷

地強化旅遊目的地形象，又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對外放大與傳播。可以說，在節事發

生的同時，花卉旅遊目的地的形象也呈現出社會性的建構狀態。

花卉節事的空間實踐是在花卉景觀空間的基礎上經過人工改造和策劃形

成的臨時性的節事空間，但並非是策劃方單向創造的結果，而隸屬於社會生產的一

部分。毫無疑問，花卉節事以花文化屬性為主導，主題內容落腳於花卉與人類的互

動關系上，一方面是花卉作為自然界中的生態之物之於人類實用層面的意義與效用，

如賞花、食花、飲花、用花；另一方面是以花卉為主題的衍生文化活動增進精神層面

上的共鳴，如花卉畫、花卉詩、花卉歌曲、花卉服飾等。與花卉景觀以景為主不同的

是，花卉節事以人為中心，通過舞臺、設備、展演、道具等特殊的物質形式制造與

運用與花卉相關的符號，從而生產與改造花卉旅遊空間，為旅遊者創造的是解去日常

規則的束縛、展現自身自由形式的“狂歡式”空間氛圍。因此，花卉節事在目的地形

象建構中豐富了旅遊者感知的信息獲取渠道，不僅僅是對花景的視覺接觸， 而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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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調動聽覺、味覺、觸覺等方式營造感官之間互相映射形成的“通感”（synaesthesia），再

由其感覺刺激和記憶再生的相互交織指向腦海中的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

花卉節事的儀式編排需要遵循一定的空間秩序感，這種秩序感嵌於旅遊目的

地形象中， 能夠被旅遊者適應與感知。從花卉節事舉辦的實踐活動歸納而言，基於

節事場所空間的表現形態可以分為圍合型、流動型和組團型；圍合型花卉節事一般

以核心的花卉景觀作為基點，集中於一個穩定的、固定的小尺度範圍之內；流動型花卉

節事主要以節事活動的動線為線索，旅遊者人群的空間位置沿著這一動線變化；而散

點型花卉節事是以散點團塊的形式錯落地分布在花卉旅遊目的地大尺度領域內不同

的地理位置上，這類節事一般是以市鎮範圍作為旅遊目的地（表3）。

表 3 花卉節事的空間儀式編排

Table 3 Spatial design of flower festivals

序號 編排類型 類型圖示
空間

感知
優勢 劣勢 代表性案例

1 圍合型 封閉

-空間聚焦便於形

象的整體呈現

-空間獨立，便於主

題性節事的舉辦

節事活動的新

鮮度與變化性

受限

-上海國際花展

-英國切爾西花

展

-法國肖蒙花園

節

2 流動型 線性

-明顯的空間軸線

提升參與粘性

-動態行進烘托的

熱烈氛圍

-參與時間短暫

-複雜的交通管

控

-美國帕薩迪納

市玫瑰花車大遊

行

-荷蘭津德爾特

花車遊行

3 散點型 開敞

-活動形式多樣化，

移步異景

-覆蓋的旅遊者群

體更廣泛

個體旅遊者無

法同時參與多項

活動，造成可感知

的形象割

裂、不全面

-比利時根特花

展

-洛陽牡丹花會

2.3 花卉商品的造物規律

商品的社會生命是被納入人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在不同場合會發生意義的轉換。

從概念上來說，旅遊商品（tourism commodity）不同於旅遊產品（tourism

product），專指旅遊者在旅遊目的地購買和消費的以物質形態存在的商品，又

稱為旅遊紀念品（souvenirs）。“非慣常環境”與“商業目的”是賦予旅遊商

品設計具備文化價值與實用價值的理據前提， 即探索旅遊者為何願意花錢去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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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商品背後的深層原因：旅遊途中的購物儀式是通過特定的情境與產品達成旅遊者

與旅遊目的地之間的心理互動，幫助目的地在遊後階段延續文化符號的影響力，地方

符號鑲嵌於旅遊商品的物象之中，旅遊目的地地方形象被賦予在實質可消費的旅遊商

品上，以此觸發和聯通旅遊者對於地方、遊曆行程以及旅遊情感活動的回憶， 此時

的“人-地”關系由“人-物”關系所延續，旅遊目的地形象在這一消費過程中不斷閃

現以此強化其在旅遊者記憶經驗圖式中的存在感、連續性與熟悉性；此外，旅遊商品

的作用之一在於饋贈與分享給親友，此舉有助於旅遊目的地形象在潛在旅遊者群體中的

接觸反應與擴散傳播。

花卉旅遊目的地與一般城市或鄉村旅遊目的地不同的是，其主題性十分顯著與

突出，花卉主題對應著花卉的物質性存在，是可觀賞、可觸摸、可嗅香、可品味的對

象。因此從造物內容來分析，花卉旅遊商品按照對花卉實體本身的利用涉入程度來說從

強到弱分為三類：（1）花卉植物本身，如花卉盆栽、花卉種苗、花種花籽等；（2）

以花卉作為原料制成的衍生產品，如可食用的雲南玫瑰餅、河南盛唐牡丹餅，可飲

用的各類花茶，可潔膚用的薰衣草手工皂，可護膚安神用的各類香薰精油等；（3）

以旅遊目的地的花卉相關意象作為題材的產品， 如印刻花卉紋樣的絲巾、服飾、

茶具等。

而從造物方式考慮，花卉旅遊商品可分為手工式、機器式和參與式。前兩者由商

品廠商獨立生產制作完成，而後者融入旅遊者的參與和勞力，是發生於旅遊目的地的交

互性旅遊活動的一種副產品。手工式花卉旅遊商品為作者原創設計與手工制作，不具有複

制性的批量化特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是一對一的，如山東菏澤巨野的農民畫師

創造的“工筆牡丹” 繪畫產品，占據全國市場80%的比重，成為牡丹之鄉著名的

民族特色旅遊商品；機器式花卉旅遊商品具有標准化的生產流程，融合機械技術，需

符合行業質檢要求，在商品的設計與制作方面采用統一化管理模式，能夠應對大批量旅

遊者的采購需求；參與式花卉旅遊商品因旅遊者在肢體和精神上的共同參與制作，充分

調動了其感官、情感和思維，這種追求體驗和交換知識的旅遊方式將旅遊者帶入環境之

中，旅遊者並非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成為了積極的消費者，形象的呈現向“浸入”程

度更深的展示模式過渡[16]，商品凝結了旅遊者自身特質而將“人-地”更加緊密結合起

來，如在旅遊地花藝師指導下的插花作品（茉莉繡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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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花卉旅遊作為生態旅遊的利基產業類型，在中國的發展勢頭強勁、市場潛能巨大。然

而，在“賞花熱”之後進行“冷思考”，尤其是反思如何提升當今中國花卉旅遊市場的

供給端品質對於該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十分必要。“形象”是旅遊供給品質的一項重要

表征，形象建構的本質在於直接地從源頭向社會傳播關於“地”的信息，即創造

一個“會說話的環境”（talking environment）。正如品牌身份（brand identity）

之於品牌管理者的意義：“在我們知道如何被感知之前，首先必須知道我們是誰”[17],

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是花卉旅遊地的開發者和運營者將目的地呈現在公眾視野的內

生型意向性形象，是花卉景觀實體環境的直觀反映，能夠體現目的地設計與運營的主觀

能動性。該形象的營造與設計旨在為花卉旅遊者提供物態化的使用價值以及情感化

的符號價值。本文立足於花卉旅遊目的地設計運營者視角，從整體性的建構戰略出

發，並借鑒管理學“雙元化理論”，歸納出“傳統資源的活化”、“對自然的再創造”、

“異化形象的移植”這三條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路徑；同時，根據以花卉景觀資源

的豐富性與花卉文化資源的獨特性作為坐標軸的資源活化矩陣提出“漸進式”、“發酵

式”、“嵌入式”的三種開發式創新方案；構建了以“心理-環境-利益”為不同驅動力的

探索式形象建構創新思路；從“命名移植”、“景觀移植”、“氛圍移植”探討花卉旅

遊目的地異化形象的外生式建構策略，同時深入剖析了以花卉景觀、花卉節事、花卉商

品作為三軌並行的目的地形象建構載體，是基於整體設計思想對花卉旅遊規劃設計與管理

領域的一次探索性研究。

因篇幅所限，本文關於花卉旅遊目的地形象建構路徑及建構載體的討論屬

於理念性層面，為推進相關研究，未來需要結合具體案例分析與實證方法對不同形象建

構路徑的適配環境與實施方案做進一步驗證分析，並需要對不同的形象建構載體的設計

應用及載體之間的互動邏輯展開更為細致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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