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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环境史与考古学

１８ 世纪中期至 １９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 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欧洲方式与丹麦本土方式的冲突与交融

〔爱尔兰〕 保尔·霍尔姆 ／ ３………………………………………………

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俄〕 Н В 费奥多洛娃 ／ ３４……………

西伯利亚研究

默克收集的雅库特资料及其历史词典学意义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 ４７………………………………………………

博戈拉兹的楚克奇人调查研究 张　 松 ／ ５２……………………………………

乌尔奇人的熊崇拜和熊节

〔苏〕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佐洛塔廖夫 ／ ７４………………………

中国近北极研究

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苏　 杭 ／ ８９…………

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何　 群 ／ １０５……

中国近北极民族北方通古斯人及其文化变迁 唐　 戈 ／ １２２…………………

边缘社区与多面认同：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族群及文化认同研究

马惠娟 ／ １２８…………………………………………………………………

改革开放 ４０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金　 洁 ／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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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地区发展学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潘　 敏　 李浩涵 ／ １５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 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ｈａｎ ／ １７０…………………………………

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发展

　 ———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例 刘晓春 ／ １８６……………………………………

学术动态

美国斯密森学会北冰洋研究中心走过的风雨 ３０ 年： １９８８ ～ ２０１８ 年

〔美〕 威廉·费茨休 ／ １９７……………………………………………………

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 （ＡＳＣ） ／ ２０２………………………………………

征稿启事 ／ ２０４……………………………………………………………………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２０６………………………………………………………

２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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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 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ｎｇ ａｌｌｕｒｅ ｏｆ ｉｔ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ｒａｔｈｅｒ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ｍｙｔｈｉｃ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ｄｏｎ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ａｉｍ ｉ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 ｈｏｌｉｄａ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４ ｗｉ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 ２０１６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ｌｏｏｋ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ｃ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ｏｒ ｎｅｗ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ｄｕｅ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 “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ｏ ａ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Ａｒｃｔ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 ，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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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ｅｎｇｈａｎ Ｚｈｏｕ，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ｐｌａｎｄ， Ｒｏｖａｎｉｅｍｉ，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ａ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ｔｏ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 ｏｒ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ｃａｎ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ｂｙ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Ｓｎｅｌ，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ｈ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ａｄ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ｏ ｏｕｒ ｌｉｖｅｓ （ Ａｈｏｌａ， ２００７ ）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ｗｅ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ｅ ｇａｉｎ ａｓ ｗｅ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ｍ
ｏｒ ｗｈｅｎ ｗ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ｕ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Ｂｏｓｗｉｊｋ， Ｐｅｅｌｅｎ ＆ Ｏｌｔｈｏｆ， ２０１２）．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ｂｅ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Ｂｕｈａｌｉｓ ＆ Ｄａｒｃｙ， ２０１１）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ｈａｎｄ ｂｕｔ ｃｏ⁃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ｏ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ｔａ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ｕｅｓｔ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 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ａ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ｗ （Ｋｉｍ ＆ Ｒｉｔｃｈｉｅ，
２０１３）  Ｔｏｕｒｉｓ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ｆｕｅｌｌｅｄ ｂｙ ｂｏｔｈ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ｅｎｄｉｘ， ２００２）  Ｗｈ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ｇｏ ｔｏ ａ ｎｅｗ ｐｌａｃｅ 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ｉｓｉ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ｅａｔ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ｆｅｅｌ ｆｏｒ
ａ ｍｏ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 Ｌａａｋｓｏｎｅｎ， ２０１０） 
Ｗｈ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ｃｏｍｅ ｔｏ ｎｅｗ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ｙ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ｏｏｋｓ， ｔｏｕｒｉｓｔ

１７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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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ｔｏｕｒ ｇｕ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ｌｏｃａｌ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ｍｏｖ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ｏｉ， ２００２）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ｍｍｅｒ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ｔ 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 ｔｗ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ｎｅ” （Ｐｉｎｅ
ＩＩ， Ｂ Ｊ ， Ｇｉｌｍｏｒｅ， １９９９ ）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ｃ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Ｔｗｏ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９）．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ｒｅｍｏ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 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ｕｌ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ｄｒｅａｍ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ｉｃ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ｏｆ ｔｕｎｄｒａ， ｉｃｅｂｅｒｇｓ， ｈｕｇｅ ｆｊ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ｒｖｅｌｌｏｕｓ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ａｒ ｂｅａｒｓ， ｓ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ｌ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ｓ ａ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ｗｉｓｈ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ｏ ｎｅｗ ａｎｄ ｎｏｔ 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ｔｏ ｓｅｅｋ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 ｈｏｌｉｄａｙ．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ｓｅａ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ｓ 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ｔｒｅｔｃｈ ｏｆ ｌ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ｕｎｋｎｏｗｎ，

２７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ｗａ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ｆｒｅｅ ｏｆ ｉ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ｓ ａ
ｖｉｒｇｉｎ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ｗｈｉｔｅ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ａｂｌ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Ｇｏｄ
（Ｎａｖｅｔ，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６ｔｈ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ｉｓｈ ｔｏ ｔａｐ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ｏ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ｖｉａ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ｉｘ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ｓ ａ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ｐｌａｃｅ （ Ｌｏｏｍｉｓ， １９７７； Ｓｕｇｄｅｎ， １９８２；
Ｏｓｈｅｒｅｎｋｏ ＆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８９）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ｈｕｓ ｌｕｒ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ｖｅｒｙ ｃｏｌｏｕｒｆｕ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ａｕｒｏｒａ ａ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１９７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０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Ｗａｎｇ，
Ｌｉｕ，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Ｈａｎ Ｓｈｕ － Ｔｉａｎ Ｗｅｎ Ｚｈｉ”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ｇｈｔ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４， ３２ ＢＣ， ｔｈｉ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ｓｔ ａｕｒｏｒａ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Ｚｈａｎｇ
＆ Ｙｕ， ２０１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ｇｈｔｓ， ａ ｓｎａｋｅ⁃ｌｉｋｅ
ｂａｎｄ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ｅ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ａｙ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ｒｉｂｂｏｎｓ （Ｌｉｕ，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ｕ ＆ Ｂａｏ， １９８４）  Ｔｈｉｓ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ｂｏｏｋ Ｅｒ
Ｓａｎ Ｚｉ Ｗ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ｗａｎｇｄｕｉ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ｏｆ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 ｌｏｔ，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Ｌｉａｎ， ２０１２）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Ｓｈｉｔｏｕｂｕ，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ｌ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ｎｏ ｆｉｘｅｄ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 ｂｅａｕｔｙ—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ａｎ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ｇｈｔｓ

３７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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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１９８６）．
Ｉｎｄｅｅｄ，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ｏ ｂｅ ｇａｚｅｄ ｕｐ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ａｙ⁃ｄｒｅ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ｎｔａｓｙ （ Ｕｒｒｙ， １９９５ ）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ｓ ｃａｎ ｏｆｆｅｒ ｂｏｔｈ ａ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ａ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ｖｅｒ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ｓｕｎ，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 ａ ｃｏｓｍｉｃ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Ｌｙｎｃｈ （１９６０）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ａ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ｉｓ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ｎｅ ｇｅ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ｓｕｎ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ａ ｓｕｎｓｅｔ （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Ｓｕｇｄｅｎ， １９８９ ）， ｔｈｉ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ｒｉｔｙ （ Ｖｉｋｅｎ， １９９５ ），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０１； Ｇｙｉｍóｔｈｙ， Ｓ ＆ Ｍｙｋｌｅｔｕｎ， ２００４； Ｌｅｅ， Ｗｅａｖｅｒ ＆ Ｐｒｅｂｅｎｓｅｎ， ２０１７） 
Ｓｏｍｅ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ｆａ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ｂ ｇｌａｃ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ｉｋ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ｏｐ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ｕｍａｎ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ｌｅｆｔ ａ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ｗ ｇｉｖｅｎ
ｗａｙ ｔｏ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ｉ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ｕｓｅｒ ｗｈｏ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ｎ ａｒｍｃｈａｉｒ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 Ｉｔ ｉｓ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ｒ
ｗｈ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ｅｎｊｏｙｉｎｇ ｈｉ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ｓ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ｒｏｏｍ， ｈｉｓ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ｂｙ ｇｏｉｎｇ
ｏｎｅ ｐｈａｓｅ ｆａｒｔｈ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ｒｅａｍｅｄ ｏｖｅｒ ｂｏｏｋｓ， ｆｉｌ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ａ ｖｅｒｙ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ｉｍａｇｅ， 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ｅｓ ｌｉｆｅ ｔｏ ｈｉｓ ｍｙｔｈ， ｇ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ｈｉｓ ｄｒｅａｍ， ｔｏ ｈｉ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 ２０１１）．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Ｏｓｈｅｒｅｎｋｏ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８９）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ｐｒｉｓｔｉｎｅ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ｓ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 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ｏｃｕ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Ｎｏｒｔｈ Ｒａｐｉ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ｙｅｔ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ａ “ｓｅｅ ｉｔ ｗｈｉｌ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Ｌｅｍｅｌｉｎ， Ｄａｗｓｏｎ，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Ｓｎｙｄｅｒ ＆ Ｓｔｏｎｅ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７）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４７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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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ｎｉｅｒ ＆ Ｍüｌｌｅｒ， ２０１１； Ｇｒｉｍｗｏｏｄ， ２０１５ ）  Ｔｈｉｓ “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ｏ ｔｈａ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ｗｈｉｌ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Ｌｅ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ｕ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ｂｙ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Ｔ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 ， Ｌｔ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４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ｕｉｓｅ ｓｈｉｐ ｔｏ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ａｎｗｅｒｅｄ
ｉｔ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ａ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ｌ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 ｉｎ
Ｔａｓｉｉｌａｑ （ Ａｍｍａｓｓａｌｉｋ ）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ｓｋ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８０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ｉｎ ａ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４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ｓｕｒｖｅｙ， ５２％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ｍｅｎ
ａｎｄ ４８％ ｗｅｒ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ａ ｗｉｄｅ ａｇｅ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６ ｔｏ ６８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ｓｔｕｄｙ， ８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４５％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ｍｅｎ ａｎｄ ５５％ ｗｅｒｅ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ｓ ｆｏｒ

５７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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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６０ ｏｎｗａｒｄｓ，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ｖｅｒｙ ｏｆｔｅｎ ｗｅｒ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 ｌｉｆｅ
ｄｒｅａｍ Ｔｈｅ ５０ － ５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ａｓ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ａｆｆｏｒｄ ａ 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ｄ
ｈｏｌｉｄａｙ ｔｏ 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ｉｒｔｙ⁃ｆ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 ｗｅｒｅ ３０ － ３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ａ Ａｒｃｔｉｃ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ｉｓ ｔｈｅ ｗｉｌ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 ２０１１ ）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ｓｐｏｉｌ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８％ ）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４０％ ）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ｍａｎ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ｈａｌｆ （４８％ ）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ｕ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３９％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ｉ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ｆ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 （ Ｃｒｏｕｃｈ ＆
Ｌｕｂｂｒｅｎ， ２００３） ｓｉｎｃｅ ６７％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ｃ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ｓ ａ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ａｓ ａ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ｓｐｏｒ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ｅ ｇ ， ｈｉｋｉｎｇ，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ｙａ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ａｍｐ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６０％ ），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２０ ５％ ）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９ ５％ ）．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ｖｉｓｉ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６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ｓａｉｄ
ｔｈｅｙ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ｒｅｔｔｙ ｇｏｏ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ｅｖｅｎ ２５％ ｏｆ ｔｈｅｍ ｓ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ｋｎｏｗ

６７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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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１　 Ｔｒａｖｅ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ｂ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 ａｒ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ｓｋ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ｗ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ｏｐｅｎ 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ｈａｄ ｓｏｍｅ ｐ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ｉｄｅａ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ｂｅｆｏｒｅ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８％ ，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ｐｌ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３０％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ｈａｓ ａ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２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ｉ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ｖｅｒｙ ｆｅｗ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ｓ ｃａ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ｉｄｅａ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９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ｈａ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 ｇｕｉ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４５％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ｂ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ｏｒ ２３％ ｗｈｅ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ｄａ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Ｂｏａｒｄ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ｃｏｍ），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ｌｅ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ａｓｔ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ａｓｔ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ｃｏｍ ／ ）  １５％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ｇｏ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 ｖｉｓｉｔｓ．

７７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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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ｉｎ ａ ｒｅ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ｌａ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Ｗｈ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ｕｇｈ ｓ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ｆｅｌｔ ｈｏｗ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ｒｅ ｓｏ ｔｉｎｙ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ｌ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１４， ２０， ２３）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ｃｅ １０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ｓａｉｄ “ｅ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Ｉ ｇｏｔ ｄｏ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ａｔ， ｗｅ ｗｅｒｅ ｓ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ｎ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 ａｎｄ 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ｉ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Ｉｍ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ｍｙ ｓｉｇｈｔ ｉ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ｉｎ ｍｙ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３６）． Ｔｏ ｇｅｔ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ｂｙ ｂｏａｔ ａｎｄ ｗａｌｋ ｏｎ ｔｈｅ ｉ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ｔｏ ｃｌｉｍｂ 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ｏｎ ａｎ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ｏｎｃｅ － ｉｎ － ａ －
ｌｉｆｅ － ｔｉ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６， １４， １８， ３０）．

Ａ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ｖｅｒ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ｔｏｕ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８７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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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ｅｙ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ｈｏ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ｕｕｋ ｉｓ
ｈｏｔ ａｎｄ ｆｏｇ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ｂｅａｒｓ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ｉｎ ａ ｗｏｒｓ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ｌｅｓｓ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ｉ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３， １５）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ｄａ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ｖｉｅｗｓ （３５％ ） － １７％ ｗｅ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ｏｕｃ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ｎａｔｕｒｅ －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３５％ ）； 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ｏ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ｄａｙ （１０％ ）； 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ｏｕｓ ｔｒａｖｅｌ （４％ ）．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ｍａｓｓａｌｉｋ ａｒｅａ， ｈｉｋｉ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ｂｏａｔ ｔｏｕｒｓ， ｏｆｔｅ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ｈｕ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ｙ ｇｕｉｄｅｄ ｔｏｕｒ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ｏｔｅｌ，
４０％ ｂｙ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ｎｄ ７％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ｕｉｓｅ ｓｔａｆ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７２％ ；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２８％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ｌｉｋｅｄ ｔｏ ｂｕ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Ｆｏｒ
４４％ ，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７％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ｗ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５％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ｙ 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ｔｅｌ，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４％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ｒｙ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ｆｏｏｄ， ４１％ ｄｉ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２８％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ｌｉｋｅｄ ｔｏ ｂｕ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９７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１０％ ｗｈｏ ｈａ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ｒｙ ｄｉｄ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ｉｔ ａｎｄ ２０％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３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ｓｅｅｎ ａｎｙ； ３０％ ｄｉｄ
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ａ ｄｒｕｍ 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２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ｏ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１２％ ｗｈｉｌｅ ３％
ｓａｗ ａ ｇａｍｅｓ ｏｒ ｓｐｏｒ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
ｓｈｏｐ “Ｓｋａæｖｅｎ” ｗａｓ ａ ｍｕ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７５％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ｂｕｙｉｎｇ ｍａｐｓ
（２７％ ），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 （２０％ ） ａｎｄ ＤＶＤ （２０％ ），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 （１３％ ）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１３％ ）；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 ｃｒａｆｔｓ ｍａｄｅ ｏｎ ｓｅａｌｓｋｉｎ， ｂｏｎｅｓ ｏｒ ｎａｒｗｈａｌ
ｔｏｏｔｈ （７％ ）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ｗｅｎｔ ｏ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ｈｏｐ Ｎｅｒｉｕｓａａｑ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ｙ ｉｎ Ｔａｓｉｉｌａｑ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ｓ．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ｌｉｖｅ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ｂ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１７， ４０ ）；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Ｎｏ ３７）； ｃ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ｓ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ｏｗ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１９）  Ｔｈｅ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２１， ３４， ３８） ａｓ “ｗｉｔｈ ｍｙ ｅｙｅｓ，
ｍｙ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ｍｙ ｆｏｏｔｓｔｅｐｓ， Ｉ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ｇｉｆ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 ｔｒｕ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 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ｎａ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２１）  Ｍａｎ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ｈｏｗ ｔｉｎ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ｈｕ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ａｎｙ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ｓ ｆｏｒ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５３％ ）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ｆｏｒ ２７％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ｍｎｅｓｓ （ ７％ ）； ａｎｄ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 ７％ ）  Ｃｏｌｄ （ ２％ ），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 ２％ ），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２％ ）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Ｆｉｇｕｒ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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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４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ｂｒ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ｎ ２０１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ｓ ａ “ ｈｉ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ｗｉｌｌ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ｎ ｃｒｕｉｓｅ ｓｈｉｐ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ｎｅｗ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ｙ ｔｏｕ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ａｓ ａ ｎｅ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ｌｏｓｅ ｌａ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ｔ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ｕｒｅ，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ｖａ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ｍｐｔｙ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１８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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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ｓ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ｓｈ ｔｏ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ｎｏｔ 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ｏｎｃｅ － ｉｎ － ａ － ｌｉｆｅ － ｔｉ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ｄｕｅ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ｐｒｅ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ｇａ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ｏ “ ｌｉ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ｅａｍ， ｔｏ ｍｅ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ｓｐｏｒ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ｈｏｌａ， Ｅ － Ｋ （ ２００７）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ｔ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ｉｒｓ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ｎｄｉｘ， Ｒ （２００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ｏｎ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２： ４６９ － ４８７．

Ｂｏｓｗｉｊｋ， Ａ ， Ｐｅｅｌｅｎ， Ｅ ＆ Ｏｌｔｈｏｆ， Ｓ （２０１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ｕｈａｌｉｓ， Ｄ ＆ Ｄａｒｃｙ， Ｓ （２０１１）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Ｖｉ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ｏｕｃｈ， Ｄ ， Ｌｕｂｂｒｅｎ， Ｎ （Ｅｄ ）  （２００３）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ＥＲＧ．

Ｇｒｅｎｉｅｒ， Ａ Ａ ＆Ｍüｌｌｅｒ， Ｄ Ｋ （Ｅｄ ）  （２０１１）  Ｐｏｌａ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ｅｂｅｃ， ＱＣ， Ｃａｎａｄａ：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ｕ
Ｑｕéｂｅｃ．

Ｇｒｉｍｗｏｏｄ， Ｂ Ｓ Ｒ （２０１５）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ｍｓ ｍｏｒ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ｆｏｒ ｊ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５
（１）： ３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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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ｉｍóｔｈｙ， Ｓ ＆Ｍｙｋｌｅｔｕｎ， Ｒ Ｊ （２００４）  Ｐｌａｙ ｉｎ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ｋｋｉｎｇ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１ （４）： ８５５ － ８７８．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Ｊ Ｋ Ｓ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ｐ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４ （２）： ３４１ － ３５６．

Ｋｉｍ， Ｊ Ｈ ＆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Ｊ Ｒ Ｂ （２０１３）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Ｍ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 －
１３．

Ｌａａｋｓｏｎｅｎ， Ａ （ ２０１０ ）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ｅｅ， Ｙ － Ｓ ， Ｗｅａｖｅｒ， Ｄ ＆ Ｐｒｅｂｅｎｓｅｎ， Ｎ Ｋ （Ｅｄ ）  （２０１７）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ＢＩ．

Ｌｅｍｅｌｉｎ， Ｒ Ｈ Ｊ ， Ｄａｗｓｏｎ， Ｅ Ｊ ，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Ｌａ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Ｄｏ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ｍ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１３ （５）： ４７７ – ９３．

Ｌｉａｎ， Ｓ － Ｍ （２０１２）  马王堆帛书 《二三子问》 考述 （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ｂｏｏｋ ＂ Ｅｒ Ｓａｎ Ｚｉ Ｗｅｎ＂ ）  西部考古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Ｌｉｕ， Ｋ ， Ｃｈｅｎ， Ｊ ， Ｚｈｏｕ， Ｌ － Ｓ ＆ Ｂａｏ， Ｓ － Ｍ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４） ． 地理学辞典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 ／ Ｍｏｏｒｅ， Ｗ Ｇ Ａ （１９７６）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 Ｃ Ｂｌａｃ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Ｌｔ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ｏｍｉｓ， Ｃ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Ｌｙｎｃｈ， Ｋ （１９６０）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Ｈａｒｖａｒｄ － ＭＩＴ Ｊｏｉ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Ｎａｖｅｔ， Ｅ （１９９２）  Ｄｅ ｌａ ｑｕêｔｅ ｄｅ ｌ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à ｌ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 ｌａｕｔｒｅ： ｖｅｒｓ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ｄｅ ｌＡｍéｒｉｑｕｅ ／ ／ Ｕｎｅｓｃｏ， Ｄｅｓｔｉｎｓ ｃｒｏｉｓéｅ，  Ｃｉｎｑ ｓｉèｃｌｅｓ ｄｅ 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
ａｖｅｃ ｌｅｓ Ａｍéｒｉｎｄｉｅｎｓ， Ｐａｒｉｓ： 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Ｏｏｉ， Ｃ Ｓ （２００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Ｏｓｈｅｒｅｎｋｏ， Ｇ ＆ Ｙｏｕｎｇ， Ｏ （１９８９）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Ｈｏ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３８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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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Ｐｉｎｅ ＩＩ， Ｂ Ｊ ， Ｇｉｌｍｏｒｅ， Ｊ Ｈ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ｏｒｋ ｉ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 ＆ ｅｖｅｒ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 ｓｔａｇ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
Ｓｈｉｔｏｕｂｕ （２０１５）  “龙玉崇拜的起源与华夏北来说 （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ｏ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ｄ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０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ｖ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ｚｈｕａｎｌａｎ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ｐ ／
２０３６３４７３．

Ｓｍｉｔｈ， Ｍ Ｋ （２００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ＵＫ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ｎｅｌ， Ｊ Ｍ Ｃ （２０１１）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ｉｔ ｖａｎ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Ｓｎｙｄｅｒ， Ｊ ＆ Ｓｔｏｎｅｈｏｕｓｅ， Ｂ （２００７）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ａ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ＡＢ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ｕｇｄｅｎ， Ｄ （１９８２）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Ｓｕｇｄｅｎ， Ｄ （ １９８９ ）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ｍｂｉｏ， １８ （１）： ２ － ５．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 Ｄ （２０１１）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 Ｉｎｕｓｓ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ｕｕｋ．

Ｔｏｍｍａｓｉｎｉ， Ｄ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ｕｕｋ．

Ｕｒｒｙ， Ｊ （１９９５）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Ｖｉｋｅｎ， Ａ （１９９５）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 ｔｈｅ Ｓｖａｌｂａｒｄ Ｃａｓｅ

Ｐｏｌａ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Ｗｅｂｅｒ， Ｋ （ ２００１ ）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８ （２）： ３６０ – ３７７．
Ｗａｎｇ， Ｓ － Ｇ ， Ｌｉｕ， Ｚ － Ｘ （Ｅｄ ）  （２００３）  ２０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天文学， 空间科学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ｊｉ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ａｎｇ， Ｍ － Ｈ （１９８６）  烛龙和北极光 （Ｚｈｕ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ｇｈｔｓ）  山海经新探 （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Ｓｈａｎｈａｉｊ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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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Ｍ ＆ Ｙｕ， Ｊ － Ｙ （２０１３）  中国科学史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Ｇｒｅｅｎａｐｐｌｅ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

体验北极： 中、 欧游客的格陵兰岛之旅

〔意〕 丹妮拉·托马西尼

周圣涵

摘要： 北极， 由于其神妙迷人的自然风貌， 独具魅力的动植物， 以及相

对未知的人文风情， 在东西方文化中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的所在。 本文

以在格陵兰岛进行的实地考察为数据基础， 对比了两种不同文化的游客群

体： 欧洲人和中国人。 目的是通过对东西方游客的旅行体验进行比较， 找出

他们在文化体现和对北极之行不同寻常之处的解读上的异同。 文中所用数据

分别来自 ２０１４ 年针对欧洲游客的调研以及 ２０１６ 年针对中国游客的调研。 这

里展示的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游客体验、 北极文化符号的持久性及其新的表

示形式。 一般来说， 人们对能带来深刻记忆的新兴旅游目的地越来越感兴

趣； 这些新目的地让游客远离日常生活的地方和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活方

式。 同时， 也基于公众对保护北极脆弱环境的意识的觉醒， 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往北极旅游。 这种去实地感受 “消失的领土” 的感觉更加重了去脆弱的、
受到威胁的北极旅行的迫切心情。 也许由于文化差异， 中国游客在旅游时更

倾向于有一个预先确定的目的并更注重于他们在旅途中的个人收获。 对于欧

洲人而言， 旅行体验的核心则是实现个人梦想， 见证另一种文化， 以及亲身

体验北极的经历。
关键词： 北极旅游　 中国游客　 欧洲游客　 旅行体验　 格陵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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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２０１ － ５６３８ － ７
定　　价 ／ ８９ ００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０１０ － ５９３６７０２８）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