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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到了 30 年代，中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准，而此时

的城市旅游业也有了蓬勃发展的势头。本文以《旅行杂志》为对象分析了 30 年代中国城市旅游活动多样化，
旅游者范围扩大等情况，并简要分析了城市旅游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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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市旅游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很长时

大的区域中较乡村完善，每一城市所独具的城市风

间，但是，对城市旅游的研究也仅仅是从上世纪

光、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都能构成吸引

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并且，城市旅游只是在最近

游者的“拉力”。在 30 年代，世界各国，尤其是欧

几年才成为受人瞩目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实际研

美国家的大城市规模已经很大。此时中国的城市发

究中，对“城市旅游”这个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

展亦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城市成为人们向往

公认的权威定义。从旅游心理学角度看，有学

的伊甸园，城市旅游也很兴盛。本文拟通过 1935

者认为，定义“城市旅游”要以人们为什么选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2 月间的共 15 期《旅行杂志》

择城市作为旅游地为出发点，需要分析旅游者

为资料，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国内城市旅游，期望

[1]

行为的社会心理，特别是旅游者的动机 。从城

能对民国的区域旅游这一研究领域贡献一点绵薄之

市管理角度，有学者认为，旅游者被城市所吸

力。

引，是因为城市提供的专业化功能与一系列的
服务设施[1]。从城市旅游的影响角度，有学者认

1

关于《旅行杂志》

为，城市旅游是指旅游者在城市中的旅游活动，

陈光甫在国外游历中深感“旅行不特可以辟眼

及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保继刚等也简

界，且足以拓思想，其益之大有如是者。”[3]因此，

言城市旅游是指以城市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

为了“提倡旅行事业与增进旅客兴趣”[4]，倡导旅

[1]

。不仅对概念没有形成定论，由于忽视对旅游

行风气，树立中国旅行社的形象，于 1927 年春在上

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现在的城市旅游研究也大都

海创办了《旅行杂志》。该杂志是旧中国最有影响力

仅仅“停留在对旅游供求的描述和对当前趋势的

的旅游类刊物，出版时间之长、读者之多，在旧中

[2]

评估” 而对城市旅游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城

国同类杂志中无出其右者，成为研究民国旅游的绝

市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地，其独

好材料。初期出版为春夏秋冬季刊，到 1929 年 3

具的魅力吸引的不仅仅是当代的人们。在近代旅

月改为月刊，该刊持续出版了 22 年。抗日战争发生

游方式出现以后，人们就开始纷纷涌向城市进行

后转道重庆、桂林继续出版，战争结束后重新搬回

游览。在我看来，城市旅游就是以城市为旅游目

上海。早期该刊主要刊登游记，介绍国内外风景名

的地，以城市旅游景观为内容的游览方式。旅游

胜，铁路交通时刻表，以及一些散文、小说、风景

所需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种相关设施在城市这个

图片等。到 30 年代，开始侧重刊登一些旅游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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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游服务信息，旅游路线介绍等。间或有专

流行的旅行方式，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寓游于工作之

号出版，如西湖博览会、留学生等专号。在《旅

中。如沈公达对赣省公路的考察[7]。顾济之对江北

行杂志》创办的 22 年中，虽然栏目时有增减，但

沿运七县的考察[8]。

其总的宗旨一直如创刊号所言，
“编旅行杂志籍供

4）观光旅游。由于城市旅游资源的多种多样，

社会之参考，对于国内外交通之状况、商业之情

而且分布广，能满足人们不同的旅游需求，因此人

形及民情风俗悉加调查而载录之东鳞西爪，固不

们在选择出游时大多选择观光旅游。这一时期的观

足以称商旅之南针，然冀由此引起国人对于旅行

光旅游种类很多，可以分为：①自然景观。如地质

[3]

上之观感以推进其益。”

2

地貌资源：桂林的象鼻山，厦门的日光岩，黄山、
天目山等；水体资源有：海宁天下第一潮，济南大

城市旅游的状况

明湖、趵突泉等；气象资源如：广州八景中的波罗

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常常

浴日、石门返照、珠江夜月、白云晚照、大通烟雨

是各种重要活动的发生地，这些活动促成了城市

等就是典型的因气候气象而形成的人间美景[9]19。②

旅游活动的繁荣。中国城市化进程到 20 世纪 30

人文景观。旅游者对城市里丰富的人文资源兴趣很

年代，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特色城市，诸如上

高，有园林资源，如无锡的蠡园，各种新式公园；

海、北平、汉口、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宁波、

宗教资源，如厦门的南菩陀寺；古迹遗址资源，如

汕头、九江、青岛等港口商业城市，石家庄、郑

圆明园，柳州的柳侯祠，曲阜的孔庙、孔府；城市

州、长沙等交通枢纽城市都成为人们热衷的旅游

建筑，如广州市政府，永安等大型百货公司都成为人

目的地。而且旅行“在身体上、学识上和经验上

们到城市旅游的观赏地。③社会旅游资源。城市的繁

[5]

以及其他方面，都是有益的。
” 因此，从 30 年代

华和城市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旅游者。如上海的十里洋

开始到抗战前，是中国城市旅游的相对繁荣时期。

场，北京的皇城文化等，如广州的夜市“灯火辉煌，

2.1

人头挤挤，路旁卖水果和鱼生粥的极多。
”[10]乃至一

城市旅游活动的多样化
随着旅游活动的扩大和出游人数的增加，一

个城市的食物也是引人入胜的。邵潭秋对广州的美食

些新的旅游方式出现。这一时期的旅游活动呈现

称赞备至。
“吃在广州之说，予夙闻之，自来羊城一

多样化的趋势，表现在以下方面：

月”
，就遍尝异味，如龙虎凤、三脚鸭、凤爪、百花

1）会展旅游。这一时期，城市旅游类型很多，

脆皮鸡等。“粤菜清淡鲜洁，不事肥浓，不多施盐，

新出现的会展旅游就成为城市旅游的新项目。在

宴罢退席，令人口吻不燥，胸腹清虚。”

城市中举行的各种会议促使人们云集城市参观游

2.2

览，而且城市能在很短时间内招徕大量的旅游者，

[9]17

城市旅游者范围的扩大
能进行旅游的前提必须是有闲暇时间和可支配

促进当地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如刘云舫所知的

的收入，因此，旅游一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特权

1935 年夏季在青岛举行的会议就有全国铁路展

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事业的进步，旅游者

览会、远东国际扶轮社年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年

范围逐渐扩大，旅游逐渐由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精

会、青岛美丽小姐的选美会。如全国铁路展览会

英活动”发展到普通人的“大众旅游”。如上海就设

陈列的展览品是“全国各路精华荟萃一处，琳琅

定每年的复活节为公众假期，时间为 3 天。杭州在

满目；其中如福建之漆雕，北平之牙刻，以至湘

1936 年 4 月 8、9 号两天，仅仅接待来自上海的游

绣赣瓷，糜不俱备。”因此，这次展览会使得“中

客就达万余人，这些游客所消耗游资估计当在 40

[6]

外游人熙来攘往，如在山阴道上。”

2）假日旅游。这一时期的旅游中，假日旅游，

万元以上 [11]。即使在今天，一个普通的中等城市两
日接待万名旅游者也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在上海举

尤其是学生利用假日进行旅游的也比较多。同样

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在一天内接待参观者 7000 人，

在 1935 年的青岛就举行了国际少年夏令营和暑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学校团体[12]。从表 1 中我们看到：

期训练营。

一般旅游的旺季，每月出去游览的人都在 9 万人次

3）工业旅游。工业考察旅游是民国时期比较

以上，就是旅游的淡季，也有上万人出游。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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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仅仅是由铁路方面作出的统计，还不包括短
表1

第5卷

程旅游和自驾车游。
运载旅客统计

年份

1935/10

1935/11

1935/12

1936/1

1936/3

1936/4

游览人数(人)

94 074.5

23 110

16 548.5

25 711.5

34 382

90 159.5

游览进款(元)

139 216.28

85 574.74

84 072.59

103 438.13

109 092.44

232 171.07

资料来源：根据《铁道半月刊》铁道部秘书厅统计室统计编制，统计范围是铁道部所辖平汉、北宁、津浦、京沪、沪杭甬、平绥、正太、道
清、陇海、广九、湘鄂、胶济、南洵、粤汉南段铁路统计数字而来。

2.3

社会的宗旨，考虑到旅行者食宿的困难，设立了招

旅游安全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们的生存需

待所。到 1936 年 8 月，下辖有 16 个招待所和一座

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安全需要也能得到保障的情

南京首都饭店。不同档次旅店的出现，大大改善了

况下才会寻求更高级的心理需要，即社会交往自

游客的住宿条件和旅游接待条件，而且也能满足各

我价值实现的愿望。为了保障游人出行财物的安

个层次旅游者的需要。

全，各家银行纷纷招徕游客存款。如中国银行宣

2.5

旅游服务机构

传“可代旅行诸君解决三大问题：汇兑——地点

作为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自开办之

十分普遍；存款——保障最称稳固；保管——可

初就以服务社会、发扬国光为己任，积极推动中国

[13]

减旅行风险” 。中国银行在国内分支行 203 处，

的旅游事业的发展。不仅有中国旅行社，还有友声

各个旅游城市基本都有汇兑点，旅游者不必携带

旅游团、经济旅游团、各铁路局等多家旅行团体从

大量现金在身上而只需到各个汇兑点支取现金即

事旅游服务工作。各铁路分局也通过各种方式，如

可。因此，银行的参与使旅游活动更加便利与安

销售往返票、优惠票等积极招徕游客游览。
1）组织团队旅游。中国旅行社自 1927 年建立

全。
同时，随着旅游的发展出现了旅行支票

[14]

。

以后，为推动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借鉴

旅行支票的发行乃旅游发展到近代的产物，是旅

欧美旅游机构的做法，每年春秋都有组织团队旅游。

游机构为减少旅游者的风险而联合银行，为旅游

从 1932 年起，中国旅行社专设游览部，中国旅行社

者旅途方便而发明的一种代金券。中国旅行社为

还组织了多次旅游团的活动。如 1936 年 11 月，组

推广旅游活动，向西方旅游机构学习，于 1924

织华南旅游团，同年组织去张家口的旅游，其中人

年 5 月 1 日首发英文的旅游支票。之后与上海商

数达到 50 多人，颇为可观。而且 1935 年 8 月，还

业储蓄银行联合向国内旅游者发行面值 10、20、

设立“中国旅行社”游览团，这是一种经常性质之

50，100 元的中文旅行支票。旅行支票的发行，

游览团体。团员分普通、特别、永久三种，宗旨在

既方便了旅游者，也促进了旅游的发展，是中国

于提倡集体旅行。到 1937 年春，团员人数增加到

旅游史上重要的一笔。

900 多人[15]。此外，其他旅游机构也组织团体旅游。

2.4

如 1936 青阳港组织游艇网球两大赛事，前来观看比

旅店的发展
到 30 年代，城市中的旅馆饭店已经颇具规

赛的经济旅游团有 120 人，友声旅游团 60 多人，除

模，形成了旧式客栈酒馆和新式饭店酒店相并存、

了观看比赛外，这些旅游者还游览了附近的旅游景

中资饭店和西式饭店争利的局面。
“广州繁盛之区

点[16]。

全在西濠口一带，旅馆大厦弥望皆是。”[9]20 著名

2）出版旅游刊物。旅游资讯的缺乏、对旅游目

的中国第一家国人自办饭店——新亚大酒店，有

的地的不了解导致人们视旅游为畏途，因此中国旅

300 余间房间，每房有巨大玻璃，光线充足，设

行社特意组织编写并出版了如上海导游、青岛导游、

备完善，房租从 2.5 元到 50 元不等。该酒店服务

北戴河导游等各地的旅游手册。其中还包括《旅行

周到、饭店整齐，其“成功使我们深信我们中国

杂志》、
《旅行便览》等杂志来介绍别人的旅游经验、

民族不是不能过整齐清洁的生活。”

[14]

因而成为

中国饭店业的楷模。另外，中国旅行社本着服务

各地旅游风光和游览注意事项。中华书局出版了一
系列的都市地理小丛书，专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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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此外，
《中国旅行手册》更是一本专门

需 4.75 元，此价格还包括了 1.2 元的观潮门票[14]。

的导游指南，介绍了中国各大旅游城市的名胜、

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陈光甫也谈到：
“现在我们所时

来往交通及交通票价、饭店旅馆、各地特产和购

时举办的短程团体旅行花了一二元钱，出去游览一

物注意事项等。

天，就是为一般人着想的。”[5]（1936 年 4 月，上

3）导游服务。由于旅游是去异地观赏自己不

海的米价一般为 10 元每 100 斤白米；广西桂林产米

熟悉的风物，因此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自然阻碍了

区一般为 7 元[21]）因此，在价格更倾向平民时，旅

旅游的成行。因此“昔之以离乡背井，人地生疏，

游成为更多人享有旅游的权利，旅游逐渐走入平民

视旅行为畏途者，今则游程之排订，舟车之雇乘，

百姓家。

食宿之取给，乃至行李之转运，莫不有导游机关
之作种种之服务，获享种种之便利，且可避免种
种之欺骗与剥削。”[17]为了使旅游活动顺利进行，

3
3.1

很多旅游机构专门培训导游员陪同游客旅行，导

城市旅游发展原因
社会与经济因素带动旅游的发展
旅游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息息相关。自一战始，

游的服务减少了出行者的顾虑，鼓励了旅游。陇

各列强忙于战事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一战以

海铁路局专门成立客车招待生训练所，培训服务

后，受战争的创伤，西方国家也暂时无暇将重点放

生为旅客服务
2.6

[18]

在中国。到二战爆发前夕，国内政局总体比较稳定，

。

基本上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国内市场在内外宽

城市旅游价格的降低
旅游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带来了旅游价格的降

低。根据《旅行杂志》两幅广告我们可以看出：
1）全包价旅游的出现。为了吸引游客旅游，

松的环境中悄然兴起。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国
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工商业成为基本国策。
因此，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恢

旅游机构想方设法降低旅游费用。全包价旅游指

复和发展，中国开始进入早期资本主义[22]。到抗战

“路局或旅行社预定游程，由旅客付给一次极低

前夕，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好水

廉的代价，所有车票食宿就全部包括在内，并且

平。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推动人们外出旅游，

派员随车招待，领导游观，各地游览所需的车轿，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也归路局或旅行社事先妥为接洽准备。”

[19]

这样

3.2

交通设施的改善

的全包价旅游在游览门票、车船、住宿价格上优

现代旅游得以顺利进行必须依靠相关行业的服

惠，比游客单独出游省费不少。根据游客的经济

务，没有这些配套的服务设施，旅游很难进行并使

承受能力，旅游机构将旅游团分为头等、二等、

游人得到美的享受和性情的愉悦。因此，配套设施

三等，这样游客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旅游的发展。而城市的

2）旅游行程、方式和时间的弹性选择。游客

交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出外旅游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闲暇时间和经济能

这里的城市交通具体指道路及交通工具，它可

力选择行程。如 1936 年京沪、津浦铁路联合举办

以分为两大类交通：一是城市内部交通。虽然中国

的“万德泰山孔林滁州五日游收费 42 元或者 30

的城市大多管理不善，城市建设不佳，但随着西方

[19]

先进文明的示范作用和中国城市经济逐渐卷入世界

费。

市场，中国的城市建设也效仿西方进行规划。到了

元

，也可以选择“海宁观潮”一日游，省时省

3）针对不同的游览地有不同的价格策略。如

30 年代，城市里的交通建设也初见成效。如南昌的

正太路对在 5 月到 10 月赴娘子关游览者，购买的

中山路，整齐宽阔，而且还有警察维持秩序。城市

[20]

中公共汽车、马车、人力车、舟船等成为游人的出

来回票可以有六折优惠

。由于经营旅游活动的

机构增多，为了招徕游客，价格竞争也出现了。

行工具。

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举办的“沪吴嘉三角游览

二是旅游城市之间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国民政

旅行”中，游览全程第三等价格为 3 元，同时，

府建立以后锐意进取，尤其在道路建设方面成就很

该局与浙江省公路局联办的海宁观潮第三等也只

大。铁路方面，到 1935 年，中国铁路建设总计 8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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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政府还制订了五年铁道计划，规划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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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3]

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五大铁路系统的修建

。

铁路方面还特意增开游览专车。如北宁路在 1937

4

年 3 月份专设游历团专车四列，备客车、饭车、
行李车共二十二辆

[24]

。公路方面，1921 年中国的

新式公路仅 736 英里，到 1935 年总计是 59900
英里，15 年间增长了 380 倍

[22]

。如镇江和扬州之

间交通便利，
“盖其间有镇扬公司之长途汽车往来
[8]

总

结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相关旅游服务系统的
完善，使抗战前夕的中国城市旅游出现繁荣的景象。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战争不仅阻碍了经济
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城市和各种基础设施，造成交
通瘫痪，大量的兵运也挤占了为数已少的交通资源，

行驶，每日凡七次。” 航空方面，从 1929 年第

只有西南等个别后方城市由于大量人口、物资的内

一家民用航空公司设立到 1935 年，共有中国、欧

迁出现短暂的繁荣。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旅游事

亚、西南三家航空公司，
“北至北平，西北至兰州、

业陷入了停顿阶段。

包头，西至成都，南至广州、琼州，西南至龙州”
开辟了 10 多条航线[25]。水运方面，国内旅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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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Tourism in China (From 1931 to 1937): Growth and Causes
ZHANG Xiaohua
（Xiameng University, Xiameng,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hina underwent great changes in the 1930’s and witnessed a well-grown urbanization and
booming urban tourism. Based on the journal of Tourism,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d the diversity of urban
tourism in China in the 1030’s, the expansion of the tourists, and causes of th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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