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旅游交通组织模式研究
江捷
【摘要】依据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发展背景，系统梳理典型旅游交通组织模式，通过旅游发展

趋势和需求分析，指出换乘式旅游交通模式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及其在公交服务和特色交通
组织方面的不足，结合问题和目标导向规划方法，提出一种面向全体用户的旅游交通组织模
式，通过构筑“中枢-终端”式旅游交通服务中心体系、强化公交服务、深化特色交通组织
及打造旅游新镇等措施，兼顾游客、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者出行需求，促进旅游发展、本地
社会发展和资源保护等多重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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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截止到 2010 年，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以下

简称名镇村）名单总数已达到 350 个。近年来，名镇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其中乌镇、周庄、
婺源等名镇村年游客接待量超过 500 万人次[1‐2]。然而，游客量的激增也引发了道路拥堵和
景区拥挤等交通问题，制约了名镇村旅游发展[3‐4]。

1.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发展背景
Butler R. 于 1980 年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5]，认为旅游地发展与演化一般经历六个

阶段：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和复苏/衰退阶段，以游客量
变化作为阶段划分核心依据[6‐7]。游客量分析表明，部分开发早、名气大的名镇村已步入发
展阶段，如乌镇、周庄、宏村等，游客量实现年均 10%以上增幅；部分开发晚、名气尚未显
现的名镇村仍处于探索和参与阶段，游客量有较大上升空间[8]。
名镇村在空间分布、对外交通、内部交通和交通需求上存在有别于其他类型旅游区的一
般性特征。首先，大多处于乡村地区，空间上成群分布，诸如苏浙水乡古镇群、皖南古村落
群、川黔渝交界古村镇群等[9]，但彼此间交通联系薄弱

[10]

；其次，对外交通基础条件薄弱[11]，

表现为“四低”，即路网密度低、路网等级低、路网通达性低和公交服务水平低[12]；第三，
镇村内部呈现由古代沿袭而来的“小街窄巷”肌理，路网容量有限[13]；第四，镇村内生活
着大量居民和务工者，衍生出本地生活性交通需求，在交通规划中须综合考虑旅游交通、过
境交通和本地生活性交通组织[14]。

2.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典型旅游交通组织模式
名镇村典型旅游交通组织通过加强交通设施供应和管理，合理组织各类交通流，实现旅

游区交通畅通，组织模式可分为直达式、分流式、换乘式和分流换乘式（如表 2），处于探
索和参与阶段的名镇村多采用直达式和分流式模式，该阶段旅游交通规划重点在于加强道路
等交通基础设施供应，提高景区可达性，鼓励旅游交通直达核心区，当过境交通流量较大时，
通过建设外围环路分流过境交通，避免其直穿核心区并对旅游交通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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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景区逐步迈入发展阶段，在游客量激增的背景下，直达式组织模式易在核心景区周
边引发交通拥堵，对核心景区旅游形象、文物和环境保护带来负面影响，该阶段旅游交通规
划重点在于“降冲击、缓拥堵”。换乘式组织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处于发展阶段的名镇村景区，
通过在核心区外围设置大规模停车场和环保巴士站，使游客切换成集约环保型交通工具进入
核心区[15‐16]。目前大多数名镇村在旅游高峰期（例如法定节假日）多采用换乘模式，严格限
制机动车驶入核心区，而平时则实施“放松管制”策略。
表 1 典型旅游交通组织模式一览表
项目
交通需求特征
过境交通组织
旅游交通组织
旅游交通节点位置

直达式
旅游交通量较小、过境交通量较小
经过核心区
直达核心区
紧靠核心区

分流式
旅游交通量较小、过境交通量较大
不经核心区
直达核心区
紧靠核心区

处于探索和参与阶段的景区
赤坎古镇、江湾古村
换乘式
旅游交通量较大、过境交通量较小
经过核心区
换乘后到达
核心区外围

处于探索和参与阶段的景区
洛带古镇、宏村古村
分流换乘式
旅游交通量较大、过境交通量较大
不经核心区
换乘后到达
核心区外围

步入发展阶段的景区
周庄古镇、西递古村

步入发展阶段的景区
乌镇古镇、凤凰古镇

示意图

适用性
代表性镇村
项目
交通需求特征
过境交通组织
旅游交通组织
旅游交通节点位置

示意图

适用性
代表性镇村

3.

新发展形势下典型模式的主要问题
换乘式旅游交通组织凝聚了交通规划师的智慧，有效应对了名镇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阶

段性问题。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名镇村交通需求特征更为复杂，新的交通问题不断涌现，
需要对旅游交通组织模式进行完善和革新。
3.1. 单纯的换乘模式难以为继
换乘式旅游交通组织理念源于城市交通拥堵管理中的“P+R”策略，在自然风景区应用
的尤为普遍，典型案例当属九寨沟和云台山景区[17‐18]，为实现小汽车向接驳巴士的转换，景
区外围均设有大规模停车场并配备巴士总站。然而该模式运用到名镇村后出现“水土不服”：
（a）大量本地生活性交通的存在使得实施“P+R”政策必须建立在区分本地车辆和旅游车辆
的基础上，加大了实施成本和难度；
（b）名镇村土地供应紧张，拿出大量土地建设停车场代
价较大；（c）镇村内大量商业有赖于旅游交通的直达，限制性政策将影响镇村内商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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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受到当地居民反对。
（d）换乘增加了游客不便，难以得到游客的普遍支持。从名镇村长
远发展角度，避免大量机动车的直接冲击势在必行[19]，交通组织模式如何兼顾游客和本地
居民利益成为问题的关键。
3.2. 公交服务需求考虑不足
典型旅游交通组织中公共交通重点解决短距离换乘接驳，对中长距离服务考虑不足。大
力发展中长距离公交服务有利于优化出行方式结构，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是除“换乘”之
外的另一种“降冲击”的交通发展思路。提供高品质公交服务将有利于深入开发旅游市场[20]，
优化出行方式结构并惠及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者。
在旅游交通领域公共交通依然对小汽车具有替代性。公共交通是否适用于旅游交通一直
存在争论[21]，对周庄游客调查表明，23%自驾游客选择自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公交不便，
表明公交服务水平提升可能引发出行方式转变。德国学者对类型相似的两个乡村景区比较研
究表明，公共交通发达的乡村景区拥有更高的公交分担率，景区公交分担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并非娱乐性不强，而在于功能性不足[22]，高品质公交服务有望触发家庭型、热衷运动型及
亲近自然型游客出行由小汽车转向公共交通[23]。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低下将阻碍低游客市场开发。研究显示入境游客在我国境内中短途旅
行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火车[24]，景区与火车站之间的公交服务水平将影响入境游客到达。
作为名气、区位、品质以及游客总量相当的两大古镇[25]，乌镇入境游客比例达到总游客的
5.5%，是周庄的 4.6 倍。乌镇和周庄与火车站之间的公交服务存在显著差距：乌镇与桐乡站
之间的公交每天多达 25 班，而周庄与昆山南站之间每天仅有 6 班公交。周庄接受调查的 12
位入境游客 8 位跟团，4 位租车，50%反映公交不便是周庄旅游交通主要问题，可见公交服
务水平是影响入境游客旅游选择的一大主要因素。与国际游客相似，周庄、西递和宏村等名
镇村的大学生游客和远方游客也显示出对火车（高铁）偏好并表达了对公交服务的不满。

图 1 乌镇和周庄公交服务及国际游客比例比较

本地居民对高品质公交需求日益增长。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滋生本地居民出行需求，而本
地居民机动性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长距离公交系统的完善。周边地区不断涌入的外来
务工者增加了中长距离通勤需求，需要从就业地的角度为景区配备必要的公共交通服务[26]。
名镇村地区完善公交服务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出行效率，研究表明游客和本地居民机动性
的巨大落差容易引发社会分隔，而提升公交服务被视为体现旅游发展公平性的重要举措[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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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特色交通组织有待深化
典型旅游交通组织对特色交通应用更多局限于交通接驳，对其娱乐性应用挖掘有待加
强。不同类型交通工具在功能性和娱乐性上存在差异，在满足可达性要求前提下，娱乐性将
很大程度决定游客方式选择[28]。特色交通方式将交通工具与景区当地特色资源结合，其本
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能够在大幅扩大游客活动范围的同时提供丰富的旅游体验，在
实现名镇村景区扩容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4.

面向全体用户的旅游交通组织模式
综上所述，把名镇村仅作为景区、为“降冲击”而换乘的旅游组织模式问题诸多。名镇

村首先是一个乡村型社区，其次才是旅游景区，并伴随旅游业发展逐渐形成第三产业主导的
产业结构。应对未来名镇村旅游发展的交通组织模式，应以满足本地居民、游客和外来务工
者等全体用户出行需求，促进区域发展、旅游发展和资源保护为终极目标。
4.1. 组织理念
（1）由“关注游客”向“关注全体用户”转变，兼顾包括游客、本地居民及外来务工
者在内的多元交通诉求。
（2）由“小汽车主导”向“公交主导”转变，以高品质多元公交服务提升旅游竞争力，
提高交通组织效率，兼顾本地发展公平性。
（3）由“关注可达性”向“关注用者体验”转变，提供多样化特色交通服务，满足游
客需求的同时扩大景区容量。
（4）由“交通支撑旅游发展”向“交通引导旅游发展”转变，依托交通节点和通道发
展旅游相关产业，实现各方利益共赢。
4.2. 新模式的实现路径
4.2.1.

构筑“中枢-终端”式景区旅游交通服务中心体系

城市旅游服务中心和景区旅游服务中心组成了旅游出行链的节点系统，目前对旅游服务
中心的研究集中于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无论是以上海、杭州为代表的“旅行社超市”还是以
成都、苏州为代表的“旅游巴士客运站”[29]，本质上提供快速直达景区的交通服务，而景
区端旅游服务中心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
延续“换乘”的总体思路，新模式下名镇村景区旅游服务中心功能上分为旅游服务中枢
和旅游服务终端两大类。前者集游客集散中心、自驾服务中心、公交服务中心、长途客运中
心和特色交通服务中心于一体：
（1）位于核心景区外围，集中式布置；
（2）是旅游交通换乘
中心，承接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及各类综合交通枢纽发送的游客，提供多样化和特色化接驳方
式，完成由“快旅”向“漫游”的切换；
（3）是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下级机构，向周边其他
名镇村发送和接受游客，成为客运系统的节点；
（4）是本地对外交通枢纽，为本地居民和外
来务工者提供对外交通服务。后者是各类特色交通方式的终点站，紧靠核心景区布设，可集
中布置也可分散布置。两者共同构成了“中枢‐终端”式景区旅游交通服务中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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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景区旅游交通服务中心体系

以周庄和锦溪古镇为例，于公路、轨道、绿道和航道交汇处构筑旅游交通服务中枢，游
客通过小汽车、市域轨道、长途巴士、旅游大巴和城市公交等方式到达服务中枢后，换乘环
保型接驳巴士、自行车和水上游船等特色交通工具到达位于古镇景区的服务终端。

图 3 周庄古镇旅游交通组织规划示意图

图 4 锦溪古镇旅游交通组织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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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打造多元公交系统一体服务各类用户

作为新模式的核心要素之一，多元公交系统兼具城市功能和旅游功能，通过提供高品质、
差异化的公交服务满足游客、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者的不同需求。在完善“中枢”和“终端”
之间短距离公交接驳的基础上，须进一步加强中长距离公交服务：
（1）提供城市枢纽和旅游
景区之间快速公交服务，满足自由行游客出行需求，促进交通方式结构优化；
（2）提供城市
中心、周边乡镇和旅游景区之间快速公交服务，满足本地居民生产生活需要；
（3）提供居住
地和旅游景区之间快速公交服务，满足外来务工者通勤出行需要。上述几类公交服务需求可
能在部分交通走廊叠加，应根据走廊需求特征合理规划线路并选择合适的运营参数。
表 2 各类用户主要公交服务需求
用户类型
服务距离
服务时段
速度要求
站点设置

自由行游客
中长距离、短距离
全天
快速、慢速
城市枢纽、旅游景区

自驾、团队游客
短距离
全天
慢速
旅游景区

本地居民
中长距离
全天
快速
城市中心、周边乡镇

外来务工者
中短距离
早晚高峰
快速
居住地、旅游景区

以周庄和锦溪古镇为例，新一轮规划中市域轨道和城市轨道构成的公交服务骨架（如图
3、图 4）一方面引导部分自驾游客转向公交出行，降低小汽车依赖；另一方面串联城市、
乡镇和景区等多种目的地，兼顾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者出行需求。
4.2.3.

依托特色交通方式实现景区扩容

名镇村“小街窄巷”肌理游客容量有限，步入发展阶段，游客量的迅速增加已使名镇村
不堪重负。以周庄为例，2012 年景区游客量达到 496 万人次，是景区合理容量的 1.8 倍，
全年 60%以上天数景区容量超饱和，西递和宏村景区的过度拥挤已影响到游客旅游目的地选
择[30]，景区扩容已迫在眉睫[31]，特色交通方式的应用为景区扩容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研究表明，名镇村地区游客更偏好亲近自然、娱乐属性更强的交通工具，对旅行速度不
敏感，自行车、游船等交通工具在乡村地区具有更高的娱乐价值[22,32]，具备成为特色产品的
潜力。新模式下特色交通方式不仅是连接旅游服务中枢和服务终端的接驳方式，更是一种体
验独特的旅游产品，通过精细化的特色交通线路组织可大幅拓展游客的活动空间，是一种实
现景区扩容的有效手段。
对周庄、锦溪和千灯古镇游客调查显示，水上游船、亲水漫步和环湖自行车是最受欢迎
的旅游交通项目（见表 3），相比之下双层巴士、有轨电车等在城市中广泛应用的观光工具
受到冷落。
表 2 周庄、锦溪及千灯游客对特色交通方式的偏好比较
水上游船
环湖自行车
亲水漫步

周庄
58%
32%
40%

锦溪
54%
45%
33%

千灯
57%
33%
32%

注：该问题为，您最感兴趣的特色交通项目有（三项以内）？A. 有轨电车 B. 双层巴士 C. 自驾畅游 D. 水
上游船 E. 环湖自行车 F. 亲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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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庄和锦溪为例，借助水上游船、环湖自行车和亲水漫步等为游客所热衷的特色交通
方式，结合湖荡景观、兴趣点和旅游服务设施合理设计线路，可将紧邻古镇的太史淀和五保
湖纳入游客可达范围，形成“古镇+湖荡”大景区（如图 3、图 4），大幅扩展游客容量，缓
解古镇景区内部交通拥堵。调查显示不同类型游客对特色交通方式的偏好存在差异，青少年
游客更偏好自行车和徒步，中老年游客更偏好游船，保证特色交通方式的多样性是实现新旅
游交通组织模式的关键一环。
4.2.4.

结合旅游交通服务中枢打造旅游新镇

各类人群在旅游交通服务中枢的集聚提升了周边土地价值，围绕其形成集“餐饮、住宿、
休闲、娱乐、商务和交通服务”于一体的旅游新镇对交通组织益处良多。首先，旅游新镇是
基于“TOD”理念，围绕大中运量公交枢纽打造的紧凑型社区，沿袭了古镇“小街窄巷”肌
理的同时，形成了公交主导出行结构，有效加强了当地居民的机动性；其次，旅游新镇的开
发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交通服务中枢的功能，有利于引导游客形成以服务中枢为核心的出行
链，更好地发挥服务中枢的作用；第三，旅游新镇升级并替代了古镇既有的部分商业和住宿
功能，从需求端弱化了直达古镇的必要性，实现了古镇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平衡[33]。
旅游新镇的概念不同于近年来欧美国家盛行的自驾游营地[34]，虽然两者都强调结合交
通交通设施拓展服务功能，但两者形成的旅游交通组织模式大相径庭，后者以小汽车交通为
核心，而前者强调公共交通的主导地位。
4.3. 小结
针对名镇村步入发展阶段后出现的交通问题，提出了一种面向全体用户的旅游交通组织
新模式，通过集成“快”、“慢”两大类交通方式，实现“中枢‐终端”式景区旅游交通服务
中心体系，实现旅游交通方式切换的同时兼顾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者的对外出行需求；通过
打造多元公交系统，一体服务本地居民、外来务工者和游客等各类用户，降低机动车依赖；
通过多样化的特色交通项目实现景区扩容，缓解名镇村交通拥挤；依托旅游交通服务中枢（公
交枢纽）打造旅游新镇，引导名镇村功能布局优化，形成公交主导出行结构；最终达成区域
发展、旅游发展和资源保护等多重目标。

5.

结论与展望
根据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发展阶段和交通特征，对直达型、分流型、换乘型和分流换乘型

等四类典型旅游交通组织模式的主要特征和适用性进行了系统梳理。基于旅游发展趋势和需
求分析，指出名镇村典型旅游交通组织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组织目标和理念，提出了
一种面向游客、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者等全体用户出行需求的旅游交通组织模式，对模式实
现路径的四大组织策略进行了系统阐述。
已故著名教授徐慰慈先生曾观点鲜明地指出：
“旅游即交通”
。旅游交通研究中不仅需要
区域规划和旅游设计的视角，而且需要深入研究交通系统功能组织，结合游客和本地居民的
多重需求做好旅游交通规划。这方面的研究研究空间广阔且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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