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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旅游学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关于旅游学的学

哪些需求是合理的，哪些旅游资源是值得开发的，旅游业真的是

科性质、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探索，时至今日还远

产业吗？都存在着价值判断问题，而且这种价值判断客观上存在

没有形成共识。旅游学的创新发展问题是旅游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本文

着分歧，有些分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所以，研究者在从事旅游学

在旅游学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旅游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假定、实验、

研究时往往会受到价值判断的干扰。说到这里，人们就会问：旅游

量化、体系、预测、检验、发展等 & 个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旅

学研究能否摆脱这种价值判断的干扰，是否存在着一个 “完美的 ”

游学新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价值判断标准？如果回答说不存在这样的价值判断标准，那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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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旅游学将淹没在无休止的争议，乃至偏见和谎言之中；如果
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评价这种 “完美的 ”价值判断标准的依据是

一、对象问题
虽然大多数旅游学研究者都承认旅游学是研究旅游现象的
一门科学，但是，依然有一些旅游学研究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比
如说，前面提及的 “三体 ”说、“六要素 ”说、“游憩系统 ”说、“旅游产

什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在旅游学中，客观的标准
或科学的标准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当然，回答这样的问题，客观
上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障碍，那就是时至今日，旅游学研究 “完美
的 ”价值判断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还远

业 ”说，都是对旅游学研究对象 “旅游现象 ”说的异议。实际上，如

没有形成共识。比如关于旅游这一学科核心概念的界定问题，客

果深究 “旅游现象 ”内涵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旅游

观现实是：有多少人从事旅游学研究，就会有多少个旅游概念。

现象是关于人的现象，还是关于物的现象，抑或是既有人又有物
的现象？这个问题是旅游学科性质的分水岭。如果是人的现象，旅
游学就是社会科学；如果是物的现象，旅游学就是自然科学；如果
既有人的现象又有物的现象，那么，旅游学就是边缘科学。从逻辑
上讲，如果旅游学是边缘科学，就没有必要讨论旅游学的学科独

三、假定问题
旅游学及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从假定开始的，所以，旅
游学及其方法论方面的争论往往会涉及到假定的现实性问题，即
旅游学中的假定总是具有非现实性。对旅游学中假定的现实性问
题争论最多的是旅游学中最基本的假定——
— 旅游者 （’()*+,-）的假

立性问题了。所以，“旅游现象 ”说并不是一个界定清晰的学说，多

定。世界旅游组织、各国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旅游行业协会

少有些不知所云。笔者认为，把 “三个硬核 ”特有的矛盾运动以及

都对旅游者做出了相应的定义，由于目的不同，各个组织所做出

“三个硬核 ” 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作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更
具有合理性。为了更加简洁明了，可以用 “旅游活动 ”这个专门概
念来特指 “三个硬核 ”特有的矛盾运动以及 “三个硬核 ”之间的矛
盾运动规律。如果这个命题成立，就可以把旅游学界定为：“旅游
学是研究旅游活动过程中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 ”。
二、价值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研究者的价值观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这里涉及到两个基本关系：
第一种关系是两者分离，既研究者的价值观不对研究过程的价值
判断产生影响的 “价值中立 ”，这就是自然科学研究为什么容易做
到 “客观性 ”的原因；第二种关系是两个相互渗透，既研究者的价
值观对研究过程的价值判断直接产生影响，或者相反。在旅游学
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是不容易做到 “价值中立 ”的，比如旅游者的

的定义也就不同。为了达到形成统一的认识，韦弗 （./01/*，2）和
奥珀曼 （344/*5066，7）提出了界定旅游者的三个限制因素：空间
因素 （840-+09 :(54(6/6-）、时间因素 （’/54(*09 :(54(6/6-）和旅行
目的 （’*01/9 ;)*4(,/）。这就是被广泛接受的关于旅游者的基本假
定：一个人要成为旅游者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常住环境，不应该在
目的地连续居住超过限定的时间范围 （世界旅游组织限定国际旅
游者不超过 %! 个月 ），旅行的主要目的应该排除在目的地从事涉
及赚钱的任何活动。事实上，关于旅游者的假定只是满足了旅游
统计的需要，而将大多数旅游者排除在外了，所以造成了旅游学
研究的困惑。因此，旅游学需要加强对假定问题的研究。

四、实验问题
实验一直被认为是 “科学 ”的标志。传统观念上旅游学通常
被视为一门 “观察性 ”学科，而非一门实验学科。旅游学中所谓实
证意义的观察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只是在一系列假定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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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现象与行为的描述和解释，即使是量化分析中的统计数

具体困难在哪里，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认为，旅游学预测是

据往往也不是研究者亲自获取的，而多由政府和经营机构采集

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说旅游学只能对趋势进行

的。因此，旅游学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旅游学理论不

预言，而不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可不可以预测，并不是旅游学能

仅难以实证，而且也难以证伪。

不能作为科学的理由。

五、量化问题

八、检验问题

大多数旅游学研究者认为旅游学研究是从 !"## 年意大利

旅游学研究就是 为了解释和预言旅游活 动中矛盾运动规

商业部长博迪奥 （$% &’()’）开始的，功利性思想和统计方法形成

律，这种解释和预言是否准确，这必然会涉及到旅游学的检验问

了旅游学理论框架的两个重要支点。功利性思想直接表现为把

题。正如前文所述，旅游学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假定，由于假定

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旅游学问题作为旅游学研究的主流，国家技

的非现实性，导致旅游学的检验相当困难甚至难以进行，这就是

术监督局 !##* 年颁布的 《学科分类与代码 》中用 “旅游经济学 ”

目前旅游学的理论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的客观原因。旅游学

代替 “旅游学 ”，并把 “旅游经济学 ”作为 “经济学 ”的二级学科，就

的理论体系是在旅游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只有通

明显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统计方法直接表现为用数学语言

过检验的理论才能对理论体系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所以，旅游学

描述旅游学的理论问题，就是说，一些旅游学研究者把数学当作

研究必须解决好检验问题。

旅游学研究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应用，而且这种应用很

九、发展问题

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应用。近年来，国内主流旅游学有比

旅游学研究不仅要对旅游业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更重

较明显的夸大量化分析作用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旅游专业学位

要的是要理论指导旅游业的实践。创新发展不仅是旅游业的永

论文的通过、学术论文的发表、会议论文的评价、课题研究的报

恒主题，而且是旅游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一个学科保持或发展其

告等环节都把数学模型作为科学化的衡量标准。经济学界有一

学术优势的决定因素有两个条件：一是产生学科新的增长点，二

句流行语 “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在使用数字 ”，就目前国内旅

是重要的科学发明、发现或理论建树。上述两个条件一般是在学

游学研究情况而言，数字也在说谎。所以，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

科交叉融合中出现的。旅游活动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关联性决定

始终正确地应用数学工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了旅游学理论研究的广域性和复杂性。与时俱进，开展旅游学的

六、体系问题

自主创新研究、引进再创新研究和集成创新研究，是保持旅游学

大多数旅游学研究者都认为理论体系是旅游学成为合格科

理论先进性和实践指导性的重要保证。客观上，旅游者的空间跨

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他们认为旅游学要成为一门合格的科

越活动为地理学研究旅游提供了可能性，旅游消费的经济属性

学，必须具备 + 个基本条件：特有的学科主题、成熟的学科术语

为经济学研究旅游提供了切入点，旅游者的文化交流为文化学

和规范的学科逻辑。而理论体系的建设能够使旅游学达到这些

研究旅游提供了支撑面，旅游影响的多元化为人类学、社会学、

条件。!##" 年，肖洪根教授对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研究进行了评

心理学、市场学、环境学、管理学等学科渗透到旅游学研究领域

价，指出目前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正处于 “前学科 ”阶段，表

提供了发挥优势的舞台和成长的空间，为旅游学理论的发展创

现出众说纷纭、争鸣热烈等典型的学科起步阶段的特点。时至今

造了生长点和增长极。

!

日，肖洪根教授评价的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态势仍然没有
明显地改进，这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旅游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任

参考文献：

重而道远。

, ! - ./01/2，3 04( 566/27044，8% 9’:2);7 8040</7/4=% 8)>=’4，?:;@

七、预测问题
在旅游学能否预测的问题上，旅游学术界实际上是存在分
歧的。分歧大致可以分为 + 种观点：第一，认为旅游学完全可以
用于预测，因为旅游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矛盾运动规律，只要对
这些规律进行分析，就能对矛盾运动的未来趋势进行预测，这就
是旅游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实际上，包括世界旅游组织在内的
许多旅游机构都非常正式地发布了相当多的预测报告。第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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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学不能用于预测，因为旅游学所研究对象的动态性和复
杂性，甚至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控制性，对旅游学研究者来说，预

作者简介：董观志 （!#HJ 年 L ），男，湖北仙桃人，教授，博士，

测这种变化趋势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旅游学术界流行的 “旅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

游业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 ”的观点，就表现出对旅游预测无可奈

长，旅游开发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区域旅游发展战略与主题

何的潜意识。第三，认为旅游学可以用于预测特定对象，比如现

公园经营管理研究。

行的旅游规划文本中对旅游客源市场所进行的预测。旅游学关
于预测问题的研究，就是要解决旅游学预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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