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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文化旅游资源特征及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殷虹刚1,2

（1.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江苏 苏州 215104）

苏州是旅游强市，也是文化大市，2 500多年的

历史赋予苏州浓厚的文化底蕴。为了用文化引领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2010年苏州市提出 “文化旅游化、

旅游文化化”的发展方式，明确将文化元素与旅游

优势有机结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所谓文化旅游，目前学界并无定论，研究者从

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概念界定，笔者更认同学者王

明星的定义：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作为旅游主体，

借助旅游中介和旅游目的地等外部条件，通过对信

仰、精神、知识、艺术、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说

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旅游客体的某一类或几类

旅游资源的观察、鉴赏、体验和感悟，从而得到的一

种文化享受和收获的旅游活动”。[1]这个定义借鉴

《世界遗产宪章》对遗产的分类，将文化旅游资源分

为“信仰、精神、知识、艺术、语言、风俗、习惯、历史、

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三

类，并强调了文化旅游过程中旅游者重精神感悟、

轻感官刺激的特点，符合目前中国旅游由观光游向

深度游发展的趋势。[2]而文化旅游产业，就是为满足

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而产生的，是文化旅游资

源的产业化。

一、苏州文化旅游资源的特征

（一）历史悠久，资源丰富

苏州有2 5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史学家顾颉

刚先生曾赞誉“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3]，再加上

苏州为吴文化中心，所以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目

前，苏州共有60家65个国家级旅游景区，其中名闻

天下的是园林。苏州园林现保存完整的有60多处，

对外开放的有19处。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作为中

国园林的代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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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之内再造乾坤”，是中华园林文化的翘楚和骄傲。

除园林等文化遗产外，苏州还拥有众多非物质文化

遗产，其中昆曲、古琴、宋锦等6个项目被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歌、苏剧、桃花坞木版年

画、苏州评弹、玉雕等30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项目涵盖了民俗、传统手工

技艺、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

统医药、民间文学等类别，种类十分丰富。除此以

外，苏州的自然遗产也很丰富。苏州位于太湖之滨，

市内河港交错，湖荡密布，分布有金鸡湖、独墅湖、

阳澄湖、青剑湖、石湖、尹山湖，等等。苏州城外自然

风光秀丽，灵岩、天平、天池和洞庭诸山，点缀于太

湖之滨，形成了富有江南风情的湖光山色。

（二）特色显著，知名度高

苏州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多而不杂，特色显

著。唐代杜荀鹤《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

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从某种意义上说，

苏州文化就是水文化。苏州文化旅游资源也处处体

现着水的灵性与智慧。苏州古城至今保持着古代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

环”的河道水系。苏州古典园林讲究“小桥流水、粉

墙黛瓦”的素雅，让人感受水的灵动蕴藉之美。“百

戏之祖”的昆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其唱腔曲调幽雅

婉转，唱词典雅华丽，唱法细腻舒徐委婉。“姑苏第

一名街”—山塘街紧傍山塘河北侧，街上店铺、住

家鳞次栉比，房屋多为前门沿街、后门临河，有的还

建成特殊的过街楼，是一条典型的水巷。

苏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代文人雅客留下

不少题咏吟唱，所以知名度很高，被评为首批历史

文化名城。寒山寺因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

泊》而声名远扬，每年都吸引大批海外游客慕名前

来聆听寒山寺的钟声。苏东坡曾六次经过苏州，并

留下诗词散文作品，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

赞誉：“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因此虎丘成

为游客来苏州的必游之地。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

回中把苏州阊门、山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

等富贵风流之地”，令多少读者对苏州心生向往。众

多与苏州渊源深厚的历史名人以及他们对苏州的

题咏，不仅赞美了苏州，而且也宣传了苏州，成为苏

州今天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可待深入挖掘的资源。

（三）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东邻上海，南连浙

江嘉兴、湖州两市，西傍太湖，与无锡相接，北靠长

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京沪高铁和沪宁高速公路

贯穿东西，京杭大运河连接南北，公路四通八达。往

东有位于上海的虹桥和浦东两大国际机场，往西有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往北有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

线直通全球。良好的区位优势有利于苏州扩大其客

源市场，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方便。

纵观苏州文化旅游资源的分布，更是在苏州

交通不断建设、日益发达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其融

合、便利的优势。首先，苏州合并沧浪、金阊、平江三

区成立姑苏区后，原分属各区的拙政园、留园、网师

园、狮子林等古典园林，和平江路、山塘街、盘门等

景区，均划入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内，这使

整座苏州古城变成了一个大景区。苏州的大街小

巷、小桥流水将这些园林和景区连缀成一条珍珠项

链，非常适合悠闲自在、渴望全面深入品味苏州文

化的游客。其次，在轨道交通1、2号线运营后，苏州

形成了南北十字形的大交通格局，以古城为中心，

将新区、园区、相城区、吴中区纵横贯通，相信随着

其他几条轨道交通支线的建设开通，苏州市区内的

旅游将变得更加快捷。最后，已经建成运营的绕城

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中的中环快速路，将形成苏州

中心城市对外辐射的快速路网体系，建立起苏州古

城与周围同里、甪直、光福、周庄等古镇之间的黄金 
通道。

（四）资源集中，容易组合

苏州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既有古典园林、吴中

太湖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也有

全国首个5A级商务旅游景区—金鸡湖景区这样

的新型旅游资源，苏州旅游资源涵盖了古典、现代、

传统、时尚、休闲、科技、自然、工业等各种要素。而

且从空间距离来看，苏州的古城、新城、太湖山水、

古镇都十分集中，所以很容易将各种类型的旅游资

源进行组合。例如，可以将苏州古城区的古典园林

文化鉴赏与太湖之滨的休闲养生度假组合起来，使

游客一方面在太湖的烟波浩渺中放松心情，另一方

面在典雅精致的园林中体验吴文化。将这些不同类

型、不同体验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机组合开发，将有

利于互相促进，协同发展，从而达到省钱省力、降低

旅游产品开发经营成本的目的，也有利于发挥旅游

产品的群体效应，增强拓展旅游市场的力度。

二、苏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

近几年，苏州市围绕建设“古城文化深度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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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浪漫时尚游、太湖生态休闲游”三大旅游品牌，对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尝试。例如，

对山塘历史街区、虎丘景区、桃花坞街区等景区的

改造建设，努力挖掘文化历史内涵；再如，2013年吴

中太湖旅游区成功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其中

包括太湖东山、穹窿山、旺山3大景点，融合了古镇、

江南丘陵、自然村落等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通过

资源组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这些发展策略都卓有

成效。不过笔者认为，苏州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时，

以下三个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多作文章。

（一）主打旅游资源的“水”文化，强化差异性

小桥流水代表着大众心目中苏州的传统形

象，也是苏州与周边上海、无锡、常州等其他旅游城

市的区别所在。苏州素有“东方水城”之称，更应该

主打旅游资源的“水文化”。笔者此处所说的“水文

化”，不仅是指水域面积大更是指由“水”生发出来

的，苏州特有的一种雅致、温润、包容的文化。这种

文化还体现在苏州“人家尽枕河”的民居格局中，体

现在昆曲细腻婉转的水磨腔中，体现在苏州园林精

致典雅、咫尺乾坤的无穷韵味中，体现在苏州中外

合作、融和创新的时代新发展中。总之，笔者认为

“水”是苏州文化旅游资源的灵魂，所以要将“水”文

化渗透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各个层面，从旅游产

品设计，一直到宣传推广。

（二）加强对传统园林的开发，强调参与体验

“文化旅游的本质是学习和体验的过程”[4]，所

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一定要在开发设计旅游产

品时，强调游客的参与体验。以园林为例，目前对园

林的开发形式以静态居多，动态、可参与的少，表现

形式上也缺乏创新和突破，基本处于吃老本的状

态。在游客眼中，园林似乎变成了一种只可远观的

建筑标本，很难通过游览园林去体验古人雅致的生

活情调。其实“姑苏园林是融文学、戏剧、哲学、绘

画、书法、雕刻、建筑等艺术于一炉的艺术宫殿”[5]，

所以可以以园林为主体开发建设景区，通过对昆

曲、茶艺、园艺、民俗、民间工艺等文化旅游资源的

组合，开发出一种富有生活气息的游览方式，使苏

州古典园林变得立体生动，焕发出新的魅力，使游

客在园林中能看、能听、能做、能演，在参与互动中

体会“古典、古色、古香”的高雅文化。

（三）加强对文化旅游资源的组合，打造“苏式

生活”度假旅游品牌

文化旅游具有“超综合性”的特点，与传统旅游

相比，“文化旅游产业是集吃、住、行、游、购、娱、健、

闲、体‘九位一体’的产业”，所谓“健、闲、体”，即健

身活动、休闲度假、体验参与。[6]所以，在开发文化旅

游时，要加强对各类文化旅游资源的组合。近两年

苏州市旅游局提出了感受“苏式生活”的口号，这是

一个很有眼光的发展策略。发展“苏式旅游”，就要

大力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通过苏州文化的精

致来吸引人、陶冶人。为此，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审

视现有文化旅游资源，有机重组，多元互补，整合提

升，全力打造“苏式生活”度假旅游品牌。

三、结语

将文化与旅游相融合，努力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益处多多，不仅能提高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

力，增加旅游收入，更“有利于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

旅游目的地品牌价值的兑现”，甚至“有利于促进区

域经济的转型升级、跨越式发展”。[7]苏州拥有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关键是如何科学开发利用。以园林

为基础，以太湖为背景，以“水文化”为理念，将各种

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组合，深度开发，提升旅游产品层

次，形成体验性强、适应面广、多元互补的产品体系，

实现旅游产品结构由单一发展向多重联动的转变，

早日实现在《苏州市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

出的“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打造历史文化与现

代文明相融的文化旅游城市”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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