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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度及其消费特征研究

——基于对广西五所高校的调查

吴晓山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基于对广西五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掌握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旅游价值的认知状况，及其红色旅

游动机、旅游行为制约因素、旅游实际效果、目的地选择偏好、信息获取渠道、旅游方式及时间选择等方面的

实际情况，从而观察当前大学生红色旅游消费特征，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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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红色旅游市场而言，青少年无疑是为主体，而大学生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对大学生红色旅游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红色旅游与大学生思想教育之间的关系研究，

如曾秀丽（2009）对高校红色旅游教育的模式与途径的研究 [1]（p40），又如张泰城、肖发生

（2010）对红色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关系的关系研究等不一而足[2]（p72）。而如何

使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得以很好的体现，还必须深入掌握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度

及其消费特征，才能采取科学的市场策略，开发大学生红色旅游市场。近年来这也引起了一

些学者的关注，例如谭曙辉等（2008）以长株潭为考察范围，就如何开展大学生户外运动

与红色旅游相结合进行了研究[3]（p692），从特定的侧面就此问题进行的一定的探讨；又如郭

安禧、乔志云（2009）对大学生红色旅游市场进行一定的研究[4]（p13），但是其调查范围较窄

影响了分析问题的全面性及其深度。因此对这一课题有必要进一步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于2009年 9-10月，2010年 4-5月间，对分布于广西不同区

域的五所本科院校（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钦州学院、河池学院、百色学院）的在校大学

生进行抽样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本次调查对象中排除了旅游管理专业，同时其中男女性

别以及文理工科类别之间的比例基本持平。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24份，回收率约

89.1%，其中有效问卷624份，约占89.1%。问卷共设计16个题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一为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二为对调查对象对红色旅游的认知、消费、评价等行为特征

资料。

二、调查数据分析

（一）基本数据

统计表明：抽样对象的男女性别比例为 49%和 51%；身份类别比例为党员 38.3%、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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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群众 6.4%；月均生活经费支出比例为 300 元以下占 3.4%， 301-500 元占

27.2%，501-800元占45.6%，801-1000元占13.8%，1000元以上占9.9%。文、理工比例为

63%和 47%，所获数据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能较全面地反映当前大学生的基本状况。

（二）价值认同

调查对象中，接受过中国革命精神教育的占71.47%，回答否定的占28.53%（表 1）。这

说明当前大学生对红色精神内涵的理解较多的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意味着学校红色精神

教育的良好效果，但同时也说明尚待进一步加强。

表 1：大学生接受中国革命精神教育情况

教育情况 有 无

人数 446 178

百分比（%） 71.47 28.53

同时，通过对大学生就中国革命历史兴趣强弱情况的调查统计（表 2），非常感兴趣或

比较感兴趣的所占比例为半数以上，约58%，表示不太感兴趣或没有兴趣的大学生所占比

重较小，约为9.8%。这不仅表明多数大学生对红色革命精神的是认同的，同时也从侧面说

明针对大学生的红色旅游开发是必要的，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

表 2：大学生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兴趣强弱

兴趣程度 非常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 一般 不太感兴趣 没兴趣

人数 99 260 204 34 27

百分比（%） 15.87 41.67 32.69 5.45 4.32

再就大学生对红色旅游发展的认同态度进行调查，题干为“近年来红色旅游蓬勃发展，

对此您的态度是……”。统计情况（表 3）体现，表示赞同的占绝大大数，约为76%；表示

不赞同的所占比例约为2.7%。这也印证了上述数据分析的正确性，说明了大学生对红色旅

游的需求是基于对革命精神内涵的正确理解，并说明了这种需求量也是相当大的。

表 3：大学生对红色旅游发展的认同态度

认同态度 非常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不赞同

人数 188 284 135 9 8

百分比（%） 30.13 45.52 21.63 1.44 1.28

（三）旅游动机

对大学生红色旅游动机因素的分析，主要以矩阵量表题形式进行调查，根据统计（表 

4），当代大学生的红色旅游动机因素比较复杂，且具有多样性。其中“敬佩伟人”、“激励

自己”所含动因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58.82%和 42.31%；同时也可发现红色革命等影视等

对当代大学生红色旅游动机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占比例达 40.23%。

表-4：大学生红色旅游的动机因素分析

因素 很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很同意

影视影响 148(23.71%) 135(21.64%) 90(14.42%) 142(22.76%) 109(17.47%)

敬佩伟人 103(16.51%) 51(8.16%) 103(16.51%) 142(22.76%) 225(36.06%)

激励自己 142(22.76%) 70(11.22%) 148(23.72%) 103(16.51%) 161(25.80%)

学校安排 200(32.05%) 96(15.39%) 109(17.47%) 84(13.46%) 135(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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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放松 251(40.22%) 135(21.63%) 135(21.63%) 39(6.25%) 64(10.26%)

缅怀先烈 129(20.67%) 142(22.76%) 116(18.59%) 90(14.42%) 147(23.56%)

欣赏风景 161(25.80%) 116(18.59%) 147(23.56%) 97(15.54%) 103(16.51%)

再对影响大学生红色旅游行为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图 1），其制约因

素也体现出来多样性的特点，各类因素所占比例都不高，其中由于“学习紧张”而休闲时

间受到限制的因素，以及“旅游费用”和“个人兴趣”等因素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

36.38%、22.12%、20.35%。

（四）旅游偏好

在了解当代大学生红色旅游动机及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红色旅游偏好情况

进行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该题项设置为多项选择。调查表明（表 5），这与其动机

及制约因素互为印证。由于时间因素的限制，普遍偏向选择距离较近的目的地，但是针对于

著名红色景区而言，价格有可能在现实消费行为中成为次要的考虑因素，同时也体现出了

影视对大学生选择偏向的影响，并且对红色旅游营销提出了警醒，因为宣传火热的景区反

而未能受到青睐，这应该归结到宣传方式的问题上，而不能简单地说明营销的毫无功效。

表 5：大学生红色旅游偏好

选择
距离近方便

的红色景区

著名的老牌

红色景区

价格便宜的

红色景区

影视中的红

色景区

宣传火热的

红色景区

百分比（%） 56.41 46.47 29.65 27.7 9.94

排序 1 2 3 4 5

（五）消费标准

从以上资料分析中可知，一般情况下，时间与费用是为其主要考虑的因素，这也是由于

学生作为一个无固定收入来源的消费群体的必然体现。而具体的旅游消费标准，根据调查

（表 6），主要愿意选择的消费标准在301-500元之间，所占比例为42.63%，这说明了当

代大学生对待旅游消费一般持较慎重的态度。但根据数据分析，也体现出标准的高低不一，

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各自家庭支持度或个人能力等因素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与前面所获得

基本数据进行比较，所得出的消费标准只能作为参考因素，只能视之为学生愿意花费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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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大学生红色旅游行为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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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而实际花费完全有可能低于愿意消费标准。

表 6：大学生红色旅游消费标准（单位：元）

标准 300以下 301-500 501-800 801-1000 1000以上

人数 68 266 157 99 34

百分比（%） 10.89 42.63 25.16 15.87 5.45

（六）旅游效果

红色旅游并非对每个个体都产生同样的影响，通过以多项选择题项的形式设置问题，结

果表明（图 2），红色旅游的基本功能仍然是对大学生产生效果的主要方面，即加深对中

国革命历史的理解以及陶冶其情操，使其精神得到升华，其中比例占 62.82%与 59.78%，但

是也值得注意，红色旅游目的地同时也存在主题不甚明确，以及景区服务不完善的问题，

其中认为“服务落后”、“内容单调”所占比例分别为22.76%、17.47%。

（七）信息渠道

以多项选择设置题项，对大学生获取红色旅游信息的渠道进行调查，从所获数据分析

（图 3）来看，体现出了大学生这一消费群体的一般特点，由于互联网在大学校园的普及，

所以网络成为他们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5]（p33），所占比例达 54.97%，其次由于对其相关群

体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以至“亲朋好友”也是其中主要的信息源，所占比例为 49.04%。同

时，其信息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样性，旅游报刊杂志、电视电台以及相关宣传资料

也是其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可能由于旅行社宣传的力度或可信度低，其所占比例较

低，仅为9.94%，无疑这值得进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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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大学生红色旅游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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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游时间

在出游时间的选择上（图 4），大学生主要集中选择寒暑假进行红色旅游，选择比例达

71.96%，而选五一、十一等节日出游的比例为 25.96%，选择双休日或学习期间的比例为

1.28%和 0.80%。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学生这一消费群体的特征，也反应出当代大学生能较

理性的避开五一、十一等旅游高峰期，同时也说明了在以学习为重的前提下，希望能在寒暑

长假中充实丰富自己的课外生活。

（九）旅游方式

在旅游方式的选择上，据所获资料分析（表 7），“同学朋友自由行”方式是为首选，

其次是“父母亲人同行”，再次是“个人背包客”，第四是“学校组织”，所占比例分别

为43.75%、14.91%、13.62%、10.42%。而“旅行社团队游”方式较少选择，也存在少许“自驾

游”以及其他相关选择方式。其中不难看出“友情”、“亲情”的重要作用。

表 7：大学生红色旅游出游方式选择

方式
同学朋友

自由行

父母亲人

同行
个人背包客 学校组织

旅行社团

队游
自驾游 其它

人数 273 93 85 65 58 28 22

百 分 比

（%）
43.75 14.91

13.62
10.42 9.29 4.49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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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大学生红色旅游消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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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大学生红色旅游出游时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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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结论

（一）对红色旅游价值的认知度

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旅游价值的认知度现状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第一，普遍肯定红色

旅游的价值，认同率达 76%；同时也对中国红色革命历史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非常感

兴趣或比较感兴趣的所占比例为半数以上，约为58%；第二，认知度与当前学校提倡红色

革命精神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调查对象中，接受过中国革命精神教育的占 71.6%，但同

时说明了大学生对红色旅游价值的认知渠道比较单一，并在旅游行为选择调查分析可知，

大学生对红色旅游进行相关选择时，并没将学校因素排在重要位置，表明学校的红色革命

教育的形式仍缺乏多样或灵活性；第三，对红色革命精神的深刻认知，是大学生产生红色

旅游行为的基本前提，而其红色旅游经历又将使其加深对红色革命精神的深刻认知，其中

旅游效果中“加深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解”以及“陶冶其情操”所占比例为 62.82%与

59.78%，由此观之，学校应该为其红色旅游创造相关实质性条件如提供资金、发动社团组织

等，不失为为一种有效的红色革命教育途径。

（二）红色旅游消费特征

第一，大学生红色动机因素比较复杂，具有多样性。单一的红色旅游产品已无法满足其

多样性需求，红色旅游景区必然在坚持红色主题突出的前提下，进行多元化经营，以增强

景区的综合吸引力。例如可以与相关其他相关景区合作，开发出诸如休闲娱乐游、科学探索

游、野营体验游等。

第二，时间与费用因素，是制约其旅游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旅游地

选择方面偏向于距离较近、费用较低的红色旅游景区。并且出游时间多选择寒暑长假。表明红

色旅游景区应该尽力降低经营成本，针对性的为大学生这一消费市场开发出质优价低的旅

游产品，采取低价营销的策略，降低价格门槛，为大学生旅游行为的产生创造有利条件。同

时，红色旅游景区在市场开发中，应该加强对本区域高校市场的开发与营销，提高知名度，

以吸引本区域范围内的大学生这一红色旅游的主要消费群体。

第三，大学生对当前红色旅游景区的内容以及服务存在不满意态度，主要认为内容单调，

服务水平落后等。如上所述，仅以红色革命为资源的产品无法满意这一市场需求，而对于服

务水平而言，其中的关键是红色旅游景区应该培养高素质的红色旅游从业人员，当然这也

是任何服务行业的内核，是其吸引力强弱的直接体现。而当前红色旅游景区的服务水平存在

许多不如意之处，是为不争的事实[6]（p86），例如导游解说词的直白简单，内容空乏单调，

解说员表情淡漠、语言缺乏生动、表达方式单一等。

第四，网络是当代大学生主要获取红色旅游信息的平台，同时其中“亲情”因素彰显，

不仅是其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也是其选择出游方式重要依据。而对于旅行社这一本来是为

旅游信息来源的主要平台，却是十分缺乏。可见对红色旅游景区应该加强网络营销，例如应

该建立起功能齐备的网站，同时对于旅行社而言，应该加强对大学生这一红色旅游消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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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营销，并应该注重方式的多样性，例如应该加强对与大学生相关周边群体进行促销宣

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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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nel of getting travel information, and the ways and time of red-tourism. It perceives the actual 

consuming condi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red-tourism, and brings about effective sugges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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