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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时期文旅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使两大产业不断壮大，互通互惠。博物
馆旅游以文旅融合见长，集文化性、体验性于一体，越来越成为大众旅游的新宠。文章对我国博物馆旅
游现状进行分析，阐明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探索博物馆在推动文旅融合方面新的发展路径，以满足
游客的个性化、创新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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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made the two major industries grow
stronger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Museum touris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ng culture and experience, and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new favorite of
mass tour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seum tourism in China, clarifi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explores the new development paths of museums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o as to meet the individualized and innovative needs of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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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1 月 6 日至 7 日，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作“2021 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
议工作报告”，会议提出了 2021 年和“十四五”时期工作思路，指出要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文旅
融合、推动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文资源是发展旅游的基础，发展旅游经济要以优秀人文资源为主干，用文化
提升旅游品位，精心打造出更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旅游精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
阐明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总体要求。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必须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特别是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重要论述精神，全面领会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博物馆是文化产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富含文化内涵的重要场所，博物馆旅游是推动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我国博物馆行业与时俱进，致力于推动由单一的文物展览、科普教育为目的
游览方式，逐步转向以文旅融合和文旅体验为核心。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要致力于使博物馆旅游能够
更好的推动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旅游与博物馆文化保护、开发、传承之间的良性互动，创新博物
馆发展模式，提升博物馆旅游品质[1]。

2. 国内外博物馆旅游研究概述
2.1. 博物馆旅游的概念
关于博物馆旅游的概念，学术界众多学者进行了界定，陈琴等(2012)认为博物馆旅游是指以博物馆及
其衍生物为吸引物，利用一定的资金、技术将博物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旅游产品优势，吸引
游客以观光、游览、休闲、参与活动、修学、研究、提高自身修养等为目的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称[2]。
杨阳(2019)指出博物馆旅游是旅游者出于研究、修学、参观、休闲、社交等目的前往博物馆进行体验的旅
游活动的总称[3]。苗宾(2020)认为，从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博物馆旅游是以博物馆场所和博物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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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和载体，以文化为核心吸引物，将文化活动和游览观光有机结合，把一般的旅游观光上升到高文
化含量的文化体验[1]。
本文将博物馆旅游的概念界定为：将博物馆及其衍生物的文化等资源作为旅游吸引物，从而吸引游
客到访，开展参观、休闲、教育、科普、娱乐等目的的旅游活动。

2.2. 国外博物馆旅游研究进展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对博物馆旅游展开研究，这个阶段的研究侧重于博物馆场馆建设
和旅游开发等方面。到了 90 年代，不少学者就博物馆旅游和遗产保护进行来了深入探讨[4] [5]，之后学
者们的关注点就转向了旅游者方面，例如，Harrison Julia 通过实证研究对游客进行博物馆旅游的期望展
开研究，发现游客期望博物馆能聚焦于地方独特的文化[6]；Carmen Antón 等对影响游客满意度的特征因
素进行了探讨，游客会因为对绘画、展览或展品的累积消费而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感最终可能会导致沉
闷或无力吸收新的东西[7]；还有学者从博物馆游客的游客体验[8]、出游动机[9]等方面进行研究，这表明
人们对博物馆旅游的关注度已经聚焦于如何满足游客的需求，从而使博物馆和旅游进行更加深入的融合。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将重心放在了二者关系上，大多从旅游营销、功能延伸、游客体验、社会服务等内
容展开，但是真正从文化提升旅游品质，旅游促进文化创新发展切入的论述并不多[1]。

2.3. 我国博物馆旅游研究进展
国内对博物馆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旅游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周燕群和
布伦达·卡普斯蒂克[10]、吴卫国[11]等人从博物馆和旅游的关系展开探讨，博物馆的功能从展览文物开
始向旅游发展，这是博物馆和旅游的最初结合。
之后的学者们开始对博物馆旅游开发现状展开研究，例如李瑛对我国博物馆旅游产品开发现状进行
分析，提出了发展我国博物馆旅游产品的对策[12]。国内学者也对游客的行为特征、满意度、体验等进行
了研究，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文旅融合后博物馆资源、服务、营销、效益等如何转化，钱兆悦[13]、何东
蕾[14]、黄艳[15]等人对文旅融合后博物馆旅游的服务、资源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对策。总体
来说，国内研究在博物馆旅游的学科建立、基础理论、发展趋势研究等方面处于初级阶段，关于博物馆
如何突出发挥文化功能促进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方面的研究还有些欠缺，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3. 我国博物馆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3.1. 发展现状
随着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博物馆被附加了很多头衔：文化吸引核、城市会客厅、地理名片、
历史缩影、文化地标等，这些头衔的出现标志着博物馆不再是单纯的文物展示和参观，还发挥着区域文
化集聚和传播的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热”成为当今一大潮流，笔者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等资料，浏览国家文物局等官方网站，对我国博物馆业的发展
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
3.1.1. 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
我国博物馆的建设进入了“超高速”的发展时期。数据显示，2010~2019 年以来我国博物馆数量和
参观人次逐年增加(参见图 1 和图 2)。截止到 2019 年底，我国共有博物馆 5132 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有
4929 家，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达到 1224 家，全国有 76%的县市都建有博物馆，平均每 25 万人就能
拥有一座博物馆。2019 年，全国博物馆藏品数量共计 3955.38 万件，接待游客总量已达 11.47 亿人次，
博物馆的影响力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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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部财政部官网陆续发布了《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博物馆纪念馆逐步免费开放补助资金预算
的通知》和《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其中，博物馆纪念馆逐步免费开放
补助资金预算为 277,605 万元，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为 531,237 万元，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对博物馆业
持鼓励发展态度，博物馆建设布局相比以前也更加优化，这更有利于人们在选择旅游载体时，将目标倾
斜于博物馆。

Figure 1. Total number of museum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houses)
图 1. 2010~2019 年我国博物馆总数(家)

Figure 2. Number of visitors to museum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10,000 person-times)
图 2. 2010~2019 年我国博物馆参观者数量(万人次)

3.1.2. 文化活动数目和形式增多
我国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
2019 全年举办展览 2.87 万个，
教育类活动共 33.46 万场，
《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的出台，也体现出学校教育活动也聚焦到博物馆，
全国共有 203 家博物馆被教育部任命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20 年，100 项“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5·18 国际博物馆日”主场活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主题展览等各种活动大力推进了中小学生的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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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2020 年也是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汹涌袭来，全国博物馆为抗击疫情全部闭馆，在此期
间，全国博物馆系统推出 2000 多个线上展览活动，观看人次超过 50 亿人次。云展览、云直播、云考古
等让宅在家中的人们和博物馆进行近距离和更直观的接触，同时也大幅度提升了人们对参观博物馆的渴
望和热情。

3.1.3. 管理机制不断完善
我国博物馆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博物馆条例》、《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办法》、《博物馆定级评
估标准》、《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等办法条例的出台，规范我国博物馆业积极正向发展，同时具备相
关标准对博物馆进行评定，文物藏品等都有备案系统，以督促博物馆重视高质量、高标准、高业态发展。
总体而言，自文化部和旅游局融合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近几年博物馆业实现了高速发
展，可谓是蒸蒸日上的局面，这也得益于旅游业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文化旅游，给博物馆带
来了巨大的流量，同时博物馆也为旅游业贡献了一份新奇而持久的力量。博物馆旅游的未来使命就如同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所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
述精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铸魂、发挥文化赋能作用；坚持高质量发展，
推进旅游为民、发挥旅游带动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文旅融合、推动创新发展[16]。

3.2. 问题分析
3.2.1. 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旅游景区数目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各种资源类型的景区中，人文景区表
现最为稳定，因为文化资源的属性是经久不衰的，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和渴望是这些景区的核心吸引力。
博物馆在文化景区中极具代表性，其文化资源的丰富度最高，可利用性最强。但是目前我国博物馆仅有
少数能将资源有效利用起来，绝大多数还是处于缺乏特色、千篇一律，鲜有人参观的状态。因此，博物
馆丰富的文化资源被闲置，和旅游业的联动性大大降低，不能最大化发挥博物馆作为一个城市文化载体
的作用。
3.2.2. 公共服务设施不健全
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公共服务设施是满足游客需求的必备条件，相比于盈利的旅游景点来说，我
国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设施还很不完善，追求营利的旅游景点能最大程度地、最大可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没有理由公众纳税所供养的博物馆不能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在游客眼里都是旅游地，
并不会区分谁是公益性，谁是商业性。受到不同的礼遇，只会让他们有不同的感受，而产生不同的评价
[17]。游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能使游客感到满足和愉悦，博物馆的吸引力则会大为削减。
3.2.3. 宣传推广不到位
平日辗转于人们眼前的宣传营销大多都是关于景区或者景点的，除了故宫博物院等本身就知名度很
高的博物馆能走进大众视野，其他博物馆的宣传营销内容少之又少，这表明我国博物馆的宣传意识和理
念落后，博物馆的推广普及跟不上，直接导致游客对其知之甚少，“博物馆是什么”、“这里都有什么
博物馆”、“去博物馆有什么好玩的”，游客的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选择博物馆开展旅游活动
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对于博物馆旅游的未来发展效果来说大打折扣。
3.2.4. 运营经费来源有限
博物馆的日常运营需要大量资金，公立博物馆本就是非营利的事业单位，随着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政
策出台，很多博物馆响应号召停止售票，基本收入就失去保障，只能靠国家相对有限的财政补助资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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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持；而私立博物馆是个人或者企业独立经营，但如今游客在博物馆进行消费的意识水平较低，故私
立博物馆的运营收益也不容乐观。总体而言，我国大多数博物馆的运营经费有限，也只是刚刚能维持博
物馆的日常基本运营，要想满足游客日益变化的需求，博物馆还需筹措大量资金进行升级转型建设。
3.2.5. 专业人才匮乏
我国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多，专业人才供给量却跟不上巨大的市场需求量。老一辈的凭借对文物的热
爱愿意贡献在博物馆事业中，但是随着这些专家的退休，人才匮乏的问题很快就彰显出来。年轻人对博
物馆的热情并不是很高，所以博物馆、考古等属于冷门专业，高校和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缺口大。随
着博物馆业和旅游业进行融合，同时拥有两个领域知识素养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前线
工作人员，专业人才培养意识的淡薄、人才数量的不足，导致博物馆管理和服务缺乏专业性和规范性，
整体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4. 发展对策
为了更好的应对当今时代的新形势，博物馆需要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观念的转变，
采用新形势、新理念、新业态去进行优化升级，以应对文旅融合新时代对博物馆旅游提出的诸多问题。

4.1. 高度发挥文化功能，有效配置资源
4.1.1. 找准自身特色，深挖文化内涵
现在的人们更加追求精神文化享受，博物馆最核心的吸引力便是文化。我国博物馆种类丰富，综合
性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缩影，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则是特定文化
的输出代表。所以博物馆要致力于深度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文物展品展览，要
深挖文物背后的故事，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创新，这才是吸引和留住游客的核心内容，同时要找准
属于自己的特色并将其发扬光大，避免千馆一面的现象，形成自己的品牌和 IP，有自己的文化主题，这
样才能在数量极多、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4.1.2. 开发文创产业，对资源进行再利用
人们在旅游途中经常会购买纪念品提升获得感，博物馆中宝物众多，如果只是将这些资源用来展览
则会枯燥乏味，而文创产业的出现便是最大限度的对博物馆资源进行再利用。现有一些博物馆文创方面
做得登峰造极，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彩妆产品一上市即大卖，河南博物院推出的考古盲盒更是屡屡断货，
让人们过了一把当考古家的瘾，这些文创产品不再是简单的将文物的形状和纹路刻画到产品上，而是将
展品内涵提炼凝缩，进行再创造形成一个全新的产品。但其他多数博物馆文创产业的短板比较明显，数
量少、类型单一、造型简陋、也不实用，这样千篇一律的文创产品是做不到吸引游客眼球的。所以文创
产品要将文物、藏品文物故事、大众生活方式、优秀的创意和优质的制造商结合起来，创造出实用、新
颖、有趣、有意义的产品，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真正做到让游客将文化和创意带回家。

4.2.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4.2.1.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真诚、贴心服务
博物馆和旅游结合，必不可少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满足游客需求的最基本要求。博物馆需要拥
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例如指示牌、卫生间、饮水间、餐厅、休息区和安全设施等。同时，现在的
人们追求更贴心、极致化、个性化的服务，西方国家博物馆高质量服务已经发展的很成熟，很多博物馆
都提供无障碍服务，例如，大英博物馆为残疾人提供免费陪伴票、服务犬，为老年人提供大号字体导览
等服务[18]。我国博物馆对于儿童、老人、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人群也需设立单独的帮扶服务，尤其是后
DOI: 10.12677/sd.2021.113035

296

可持续发展

李欣，王庆生

疫情时代，需要刷健康码、提前预约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拦截了一部分不会智能手机操作的游客，那么，
博物馆就需要针对此推出改进措施，例如，可以配备一些工作人员帮助游客操作，或者提供身份证登记
做好防护措施，并且博物馆还需留出一些现场预约的名额，避免有些游客是临时决定去博物馆参观但又
没有了名额的情况。博物馆要用贴心实在的服务去感化和留住游客，这样博物馆和旅游才能真正地融合
在一起。
4.2.2. 依靠现代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给博物馆的展览以及讲解带来了机遇，光、
声音、色彩在文物展台和展厅的利用能为游客展现不一样的视觉盛宴，互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数
字化技术的出现，让博物馆可以摒弃单一的讲解员进行讲解的方式，还可以增加视频讲解、机器设备讲
解等多种方式，游客可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有多样的选择；展览方式也不只局限于文物摆在展台上，可
以采用 AR、3D、VR 等技术全方位、立体化、高还原进行展示，国外很多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普拉
多博物馆和梵蒂冈城都推出了虚拟现实，为游客提供壮观的沉浸感[19]；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最想看到、
最感兴趣的东西进行开发和展示。智能化体验使得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富有趣味性和便捷性，真正做到让
文物“活”起来。

4.3. 加大宣传力度，创新营销策略
4.3.1. 充分利用新媒体，跟紧新时代步伐
现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现代人离不开智能手机，人们每天都会从网络上获取大量信息，尤其是抖音、
快手、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成为人们和外界社会沟通不可或缺的桥梁，博物馆若想获得更高的知名度
和更多的人流量，新媒体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营销平台。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官方公众号、抖音、电商等
平台都有数以万计的粉丝，微信视频号开通的第一天点赞量就超过了 10 万+；文博圈联合腾讯重磅推出
的“博物馆短视频达人季”活动，800 多个文博机构、爱好者参与短视频制作，累积播放量超过 500 万。
同时，利用新媒体宣传营销要符合自身特色，跟上时代潮流，与时俱进，让博物馆被更多人所熟知，以
站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4.3.2. 实施“博物馆+”模式，跨界宣传营销
博物馆的资源丰富，要进行合理规划，使资源得到最大效度的利用，采用“博物馆+”模式，联合各
产业融合发展，不仅使得多产业互利共享，还使得博物馆被更多人了解。例如：“博物馆+景区”、“博
物馆+旅行社”等，使博物馆完全融入旅游业的各个要素中，多方位进行宣传；“博物馆+直播”，疫情
下最火的莫过于直播行业了，2020 年清明节故宫就进行了这样一场直播，讲解员成为“网红”，各平台
累积 1100 多万人次观看，采用直播的方式扩大宣传，使得博物馆不再高高在上，变得“接地气”；“博
物馆+电视”，《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的播出，获得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利用明星效应，
演绎国宝的前世今生，讲好博物馆真实而又神秘多彩的故事，河南春晚《唐宫夜宴》成功出圈，采用各
种文物要素和精彩的表演为我们展现了大唐的盛世风韵，被称为“复活了的博物馆”。博物馆还可以和
各行各业进行跨界融合，不断进行创新和尝试，让更多的人愿意主动走进博物馆。

4.4. 打破体制制约，多方式促进消费
博物馆要想真正成为游客心中最向往的地方，更好的开展旅游活动，那么大量的运营经费是必不可
少的，尤其是非营利性的公立博物馆，可以借鉴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经验，增强
经营管理意识[20]，但总体环境来说，最明显的束缚是政策打架，各种规定本身就相互抵触，有的文件规
定公益事业单位不可开展经营活动，有的文件又支持文创创作之类的经营活动，因此，必须要破除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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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在国家出台全国范围的博物馆经营活动规范法规或政策文件时，让所有相关的部门对各种情况的
认定达成共识，这是十分有必要的内容。
博物馆可以吸收借鉴旅游业的经营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吸引游客，从而产生消费以填补运营资金缺
口。第一，加大文创产品的开发和创作力度，可以从线上线下等多渠道进行销售，很多博物馆的文创单
位都开设了电商平台，不仅可以传播馆内文化，还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第二，和其他消费品牌融合，形
成多产业链，例如，故宫和农夫山泉、工商银行、小米集团等多种产品联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肯德基、
欧莱雅彩妆进行合作，敦煌研究院和王者荣耀手游联合授权等，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解决自
身的日常需求时，也关注到博物馆，最后在线上或者线下进行消费；第三，增加游客互动项目，可以从
还原情感场景、创新文化体验演出、开展研学旅游等多种方式进行思考和设计，南京博物院的民国馆逼
真的还原了民国时期的场景，让游客沉浸其中，一瞬穿越到民国，湖南博物馆推出的“我的假日在湘博”、
“探险笔记”等系列教育活动，每场活动的预约名额都被抢光。在体验经济时代下，这种活动以文化为
核心、以人为主导，使游客不再是博物馆的学习者，而是参与者、体验者，自然的为延长游客逗留时间、
创造旅游收入提供了机会。

4.5. 注重专业人才培养
博物馆的重点逐渐从管理转向服务，这需要博物馆对人才队伍建设有着更高的要求。博物馆需提高
专业人才培养意识，可以通过和高校、职业院校进行合作，通过院校专业技能课程的设置，丰富学生的
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博物馆再为学生提供相关实习岗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博物馆旅游业的储备人才。
同时博物馆也需有自己的培训机制和标准，根据各个岗位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制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和标
准，对于灵活性和创新性较强的岗位，可以给予更多的信任和充分的授权，放松的环境中下更利于创新
思维的延展；对前线工作人员多进行专业知识、服务技能的培训，以给游客更加专业、贴心的服务。对
员工考核后进行的评价总结，多采用激励办法，激发工作热情。博物馆抓住人才培养这项工作，就无异
于走在行业发展的最前线。

5. 结论
文旅融合带来了一股“文化旅游热”，文化在国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为此给博物馆旅游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向旅游业靠拢时博物馆自身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面
对这种新形势，我国博物馆要加快转变角色，推动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将自身极具优势的文化资源最
大效度的利用起来，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中进行定位和联动，以品牌赋能的顶层设计进行提质升级。面
对众多竞争者，要找准属于自身的文化内涵，凸显自身的特色，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欣赏和探索，使博
物馆成为真正的文化吸引核，和旅游产业结合的更加密切，以在文旅产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和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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