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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项目通过对大连市旅顺口区俄罗斯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调查研究，探究开发旅顺俄

罗斯文化旅游资源对当地生活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基于ＳＷＯＴ分析，探讨旅顺发展

俄罗斯文化旅游的优劣势以及外部的机会和威胁，分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以期推动旅顺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旅顺口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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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

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旅游改革，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国家旅游局把

2015、2016 年确定为“丝绸之路旅游年”；“十三五规划”将旅游业发展规划首次纳入国家

重点专项规划；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中强调了旅游经济的重要性等，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旅

游业的支持和期待。近年来中俄两国高层次的政治合作，使得中俄之间高度重视国际旅游发

展，为中俄旅游投入巨大。研究俄罗斯文化有助于推动旅顺口旅游业的发展，并进一步与国

际接轨，推动大连旅顺口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建设更美旅顺。

二、俄罗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对旅顺的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首先能够带动旅游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餐饮、住宿、旅行社、交通

运输业、手工业等等，对于解决旅顺口区劳动力就业问题起到重要作用；其次可以带来巨大

的经济收入，促进商业消费，加速经济增长；再次是发展文化旅游对当地文化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便于提升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然后是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

影响，为了吸引游客，开发者会改善基础建设、修建休闲和体育设施，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

度等，都会大大提升旅顺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最后，在旅顺口开发俄罗斯文化旅游项目，

可以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以增加外汇收入，平衡国际收支，还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使民族地区文化得到振兴和发扬。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必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发展旅游业对旅顺

口地区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来源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旅游开发过程中难免会对道路、山体、森

林、水质和空气质量造成一定的破坏；另一方面来源于对民族文化造成的一定异化，使当地

传统文化商品化，居民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矛盾，甚至使一部分人变得

崇洋媚外价值观扭曲等等。

因此，在旅顺口区发展文化旅游要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协调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

系，达到和谐共建的发展。

三、旅顺俄罗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一）旅游资源分析

目前，旅顺俄罗斯文化资源中，有一部分建筑已开发作为旅游资源使用，以供大家参观

纪念学习，如旅顺日俄监狱，关东军陆军炮兵部等；还有一部分未作为旅游资源开发使用，

已改为他用，如俄国普希金小学旧址现改为解放军招待所，赤十字医院旧址现由部队使用；

还有一些历史文化资源由于保护不力，导致已失去原有的价值与意义，甚至严重破坏无人问

津。

总体来看，目前已开发使用的俄罗斯文化旅游景点还处于传统的营销模式，宣传方面较



弱，主动吸纳游客程度不够。其展出的核心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文化价值，形式是参观游

览，而旅游者绝大多数来自旅顺周边。可想而知，当前旅顺口俄罗斯文化旅游产生的经济效

益并不高。

（二）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

据调查显示，旅顺口目前的旅游者多数来自旅顺周边地区的居民和周围学校的学生，游

览时间是双休日和节假日，一部分人是旅游途经此地，顺路游览。这一定程度也是当地旅游

宣传不到位，旅游吸引物缺乏核心竞争力的表现。而外来游客选择的旅游形式多为“一日游”

或者“半日游”。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当地景区产品规模小，内容不够丰盛，旅游形式太

过单一，旅游者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一天时间足够，又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现有设施不论从

规模还是档次都处于较低水平，很难满足客源市场日益变化的旅游需求和快速增长的休闲度

假需求，因此没有足够的留客资本。

2．国际客源市场

既然是做俄罗斯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笔者将重点放在俄罗斯入境游的分析上。研

究旅顺地区俄罗斯游客的行为特征，需要大量数据证明，需建立在俄罗斯游客访华情况的基

础上进行分析。据调查，俄罗斯游客访华的来华动机占比例大的分别为商务会议和观光旅游

年份 合计
会议商

务

观光休

闲

探亲访

友

服务员

工
其他

2001 119.61 38.06 52.28 0.13 21.5 7.62

2005 222.38 58.11 127.98 0.15 31.56 4.57

2013 218.63 65.61 108.85 0.14 26.9 17.14

2014 204.58 62.3 97.05 0.36 25.91 18.96

2015 158.23 54.81 64.02 0.41 24.44 14.55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局）

俄罗斯游客对饮食住宿和导游服务的要求都很高，尽管凭借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能吸引

一部分游客，但是旅顺口目前的设施远远还满足不了俄罗斯游客的需求，旅顺口若想吸纳俄

罗斯游客，需要做的努力还很多，这也是本项目力图解决的问题。

四、旅顺口发展俄罗斯文化旅游的 SWOT 分析

（一）优势

1．历史文化优势

1880 清政府在此兴办北洋水师，建军港修炮台，旅顺口就是军事要塞。1894 年的甲午

战争和 1904 年的日俄战争都在旅顺口的历史上留下沧桑印记。而独特的战争经历也为旅顺

口留下不少战争遗迹，形成了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使其成为露天“中国半部近代史博

物馆”。目前，旅顺口拥有历史文物和战争历史遗迹为主的景观有上百处，其中区级以上的

文物保护单位有 71 处。这些旅游资源都有着显著的文化特点和吸引游客的优势所在，只要

开发合理设计新颖，定能吸引大批量的国内外游客。

2．区位优势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北依大连市区，南与山东半岛隔海

相望，境内有天然不冻港旅顺港，是京津海上门户和东北的天然屏障。旅顺三面环海丘陵起

伏，富集海,山,岛,森林,温泉等多种自然资源，有许多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示范区，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旅顺口境内水运陆运交通皆很发达，距离大连市中心 45

公里，大连市内交通网络完善，交通方式灵活多样，国际游客可选择多种途径入境。大连已

开通多条俄罗斯航线，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100 多家旅游组织取得我国免签证旅游权，方便俄

罗斯游客入大连学习游览。



3．俄罗斯文化优势

旅顺口对于俄罗斯游客有着天然优势，二战期间苏联出兵，帮助中国击破日军，苏联曾

驻军在此，遗留下大量俄式建筑，战争风雨过后中苏人民也结下深厚情谊。遗留下的俄式建

筑和文化能够使俄罗斯游客产生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劣势

旅顺口区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是众多自然和人文资

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旅行社，酒店和景点也处于“小，弱，散”的状况，这也是

造成“一日游”现象的主要原因。游客逛完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困了累了找不到休息的地方，

街上一眼望去连个厕所都没有，景点的收入就只有门票。在不收门票的景区景点，旅游六要

素中唯一有消费的“游”也没有盈利了。游客在“食、住、行、购、娱”上的需求都没有得

到满足，体验感和满意度可想而知都是非常低的。

此外，当前旅顺口文化旅游形式还是传统的跟团讲解和自行游览参观，缺乏体验感和参

与感，导游的粗略讲解并不能让游客对于文化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深入理解，其中的教育

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并且旅顺口很多景点都没有专业的导游人员，更缺乏复合型的懂得跨

文化交际学的专业人才。如果带国际团来旅顺参观游览，所需要的就不仅是一个翻译或者一

名导游，因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如果出现误译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最理想的翻

译是不仅让游客听懂，还要让他们感受历史文化和人文气息，激发其对旅游地的兴趣。

（三）机会

第一层机会是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响应国家号召，大连市政府和旅顺区政府均在加

大对旅顺文化旅游的扶持力度，为其提供组织,制度,思想和政策保障。2011 年，旅顺口区

出台《旅顺口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目标是将旅顺口建设成为“中国最佳军事旅游基地”，

“最具东北亚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东北亚顶级资源旅游目的地”。 旅顺口区的文化价

值就是历史文化积淀，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文化旅游的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开发，以期旅顺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登上国际舞台。

第二层机会是近年来中俄关系友好。国家的政治关系直接影响到国际旅游业，中俄两国

高层次的政治合作，使得中俄之间高度重视国际旅游发展，为中俄旅游投入巨大。因此当前

形势下，中国和俄罗斯互相作为重要的出入境旅行地。2005 年-2007 年俄罗斯举办“中国年”，

2009-2010 年中俄“汉语年”，2012-2013 年中俄“旅游年”，2014 年“俄中青年交流年”等

文化交流活动都见证了两国的情谊。2016 年 9 月大连俄罗斯小镇项目在旅顺口区启动，小

镇是专为俄罗斯各界人士来中国经商，学习，旅游度假所打造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多功能小

镇。包括少年儿童夏令营基地，每年能接纳 1600 名儿童来此参加汉语（俄语）启蒙，爱国

主义教育，艺术创作等夏令营；若干居民小区，可容纳 2 万多户，6 万多居民；双语幼儿园，

国际学校和现代化医院；若干星级酒店的快捷度假酒店等等，小镇极大程度上方便了两国的

友好往来的文化交流。

第三层机会是全球持续高温的“汉语热”。近年来持续高温的“汉语热”，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全球范围内的民众都对中国充满着好奇和憧憬，另一方面随

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对通晓汉语的技术人才扩大了需求量。“汉语

热”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来中国进行学习游览，促进国际游客入境旅游发展。旅顺口是

历史文化名城，方便外国友人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历史，增加文化底蕴。

第四层机会是旅顺口当地特色节庆活动。近年来，旅顺口从落实五大发展观出发，立足

于特色优势资源，通过包装设计一系列节庆活动打出了品牌，先后推出了樱花节，渔人节，

大樱桃节，海鲜美食节，太阳沟金秋旅顺节等系列活动，成功将富有特色的节庆活动贯穿全

年，成为旅顺旅游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四）威胁



在旅顺口发展俄罗斯文化旅游面临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开发和使用过程

中对旅游资源的损坏。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是基础，旅游资源既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

成部分，又是旅游消费的客体对象，更是吸引旅游者的直接条件。然而，旅游资源要经过合

理的保护开发，才能使其发挥效益。而现如今，旅游开发的热潮中，存在着大量以牺牲旅游

资源为代价的旅游发展项目。对于某些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来说，损坏就是永久性，不可修

复的了。如果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开发旅游项目中，这种损坏不可避免，只能尽量寻求一

个平衡，最大限度地强调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威胁来自同类型地区的竞争。大连旅顺定位是“海滨城市”，与大连旅顺拥有

相似资源的有秦皇岛和青岛，三座城市拥有相似的旅游资源，都是沿海开发城市，旅游产业

都比较发达，所以构成一定的竞争替代关系。旅游地对客源的竞争力，与吸引力成正比关系。

要有吸引力就要做到差异化，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四、旅顺俄罗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

（一）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旅顺口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景点之间相对比较孤立，产品规模小，内

容也不够丰盛，各景点只是“食住行”都没得到市场认可，限制了旅游产品深度广度上的开

发。今后的开发重点应在延续历史文脉的前提下，针对其中俄罗斯文化旅游资源，将那些闲

置未利用的潜在旅游产品开发利用；对于非文化单位占用的文化建筑开辟一定的空间进行一

定程度的开放展览，发挥出其本身的文化价值；对于那些一定程度损坏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

改造再利用，形成一定的社会效益。

为此，一是要加强各景点的基础设施及饮食，住宿等配套建设的完善，修缮现有设施，

建设新颖有特色的新型旅游产品，增加景区的可观赏性；二是要加强商务会议旅游配套设施

和接待，带动餐饮，娱乐，购物等相关产业的升级转型；三是要大力开发医疗旅游，国际游

客对中国的中医疗法颇感兴趣，2013年俄罗斯旅游者在国外医疗服务方面花费约11亿美金，

占俄罗斯整个市场的 16.5%，旅顺口区可以开发更多的温泉疗养，气功治疗，针灸按摩等项

目，建设更大的中医药疗养基地。

（二）创新旅游项目及形式

旅顺俄罗斯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文化

内涵，针对旅顺口发展现状，要增强旅游地的吸引力，就要开发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采

取全新的旅游形式，增强游客体验价值，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例如，旅顺的旅游景区

可以利用 VR 技术还原当年战争的情形，让游客更深刻真切地体会战争的残酷和惊险，更能

起到教育和警醒作用。还可以增加一些夜间娱乐活动，从而延长旅游者的停留时间，以增加

旅游景区的收入。重视体验式旅游，使游客从体验中感受愉悦，开发含有娱乐性和教育性于

一体的旅游项目，让旅游者不再麻木地“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真正体会到旅行带来的愉

悦。

（三）培养专业人才，提升服务意识

服务人员的素质是旅游活动的核心所在，关系到旅游景区的整体形象，在旅途中服务

人员的态度和服务质量也会影响旅游者整段旅行的体验感。旅顺口地区的景点有很多处都是

缺乏专业的服务人员的，如果想吸纳国际游客，依靠现有的服务质量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景

区的服务人员要么是旅游管理专业，有专业技能却不懂外语。要么是外语专业，懂翻译却缺

少服务技能。而我们需要的是应用型复合型的专业人才，这种专业人才一方面由各大高校输

送和全社会广泛吸纳，另一方面要靠旅游部门培养，成立针对性的学校或者培训机构，进行

一段时间的岗前培训，选拔和培养一批德才兼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性文化人才队伍，从而提

高游客满意度，带动旅顺口文化旅游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

（四）开发旅游纪念品



旅游纪念品，顾名思义就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工艺品礼品，纪念品一般是富有地

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的基本属性是：纪念性，地区性，艺术性，象征性。根据

旅游项目的不同，旅游地可以设计不同的象征性的纪念品。例如景点可以赠送一些纪念明信

片徽章名片夹等，娱乐项目可以送带 logo 的文化衫吉祥物等，饭店则送一些大连菜菜谱，

大连菜塑料模型的钥匙扣等。国际游客对我国针灸按摩很感兴趣，不妨设计一张精美的穴位

图，分为中文版英文版和俄文版，游客看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也会好感度飙升，增加对旅游产

品的认可度。还可以开发一些需要游客自己动手参与制作的工艺品，使用旅顺当地的原材料，

如贝壳海螺鹅卵石等，以此来增强体验感，纪念品也更加有纪念意义。

（五）宣传渠道及方式的革新

首先，要大力利用网络宣传，制作城市宣传片，投放范围要尽可能广，让“旅顺”这个

名字印在隐藏消费者脑中。其次，鼓励旅游者写游记发表，这样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前来，

因为朋友的游记相比宣传海报更真实有吸引力。然后，要建立俄文版网页，用俄语操作网站

并用俄语撰写相关介绍和游记，如此便可提升俄罗斯游客对旅顺的认知度和好感度。最后，

要把宣传内容的重点放在文化内涵上，针对俄罗斯游客展示中国文化和旅顺当地文化以及旅

顺与俄的革命友谊，针对国内游客要重点突出俄罗斯风情文化和爱国教育意义。

（六）整合旅游资源，推动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是指在行政区以旅游业为优势主导产业，实现区域资源的机整合、产业的度融

合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参与，用旅游业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旅游发展理念和模式。 目前旅顺

口已开发景点呈离散型分布，暨“全域旅游”概念推出后，旅游地的开发要充分利用当地重

要吸引要素，为旅游者提供全方位的旅游体验。旅顺口这座小城的文化街区有着深厚的历史

传统和文化底蕴，因而可以成为城市的标志和核心竞争力。 要在旅顺口地区启动全域旅游，

就要将区域内“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以一定形式整合到一起，使得旅游区各

产业得以整合，功能得以叠加，结构得以优化，利益得以共享。俄罗斯小镇项目的启动就是

一个很好的开发示例。

（七）合理开发，可持续发展

合理开发并利用文化资源能有效促进旅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旅游经济和文化产业

重要资源的文化旅游资源，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推动旅顺口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旅顺口地区进行旅游开发过程中，应当加强当地居民的参与程度，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不能以环境效益换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尽量争取实现三者效益的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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