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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文化旅游资源下景区动态能力提升研究 

——以赣州市通天岩景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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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一大批特色主题小镇，主题公园等新兴旅游景区带来体验性、互动性、趣味性

的冲击，部分传统观光游览型景区基于先天独特的自然或文化资源优势，在保护、开发、管理、营销方面

的创新发展，则为该类型的传统旅游景区重新获得“暂时”的竞争优势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本文以 Barney
的资源观理论为基础，从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不完全替代性、不完全移动性五个方面研究了

江西省通天岩景区所具有的异质性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并且，本文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出发，结合景区在

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通天岩景区应当从资源保护、资源开发、资源宣传、资源体验四

个方面进行动态能力提升，以实现景区在异质性文化旅游资源基础上的转型发展，不断获取并保持竞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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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mpact of a large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 theme towns, theme parks 
and other emerging scenic spots on experience, interaction and interest, some traditional sightseeing scenic spots 
have mad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protectio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based on their 
inherent unique natural or cultural resource advantage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is type of traditional 
scenic spots to regain their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Barney's resource view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 advantages of Tongtianyan scenic spot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five aspects: value, scarcity, incomplete imitation, incomplete substitution and incomplete mobility.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dynamic 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Tongtianyan scenic spot should improve its dynamic ability from four 
aspects: resource protec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source publicity and resource experie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enic spot on the basis of heterogeneous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continuously obtain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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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一大批主题小镇、主题公园等新兴旅

游景区依靠具有体验性、互动性、趣味性的创新旅

游产品成为旅游热点，而许多依靠历史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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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或文化资源为吸引物的观光游览型的传统旅

游景区则陷入了发展的瓶颈期。在解决过程中，国

内部分传统景区依托保护投入、创意开发、管理创

新、宣传营销等方面的设计利用[1-4]，增强了景区产

品的可体验性，实现了景区发展的转型。但是，不

可忽视的一点是，上述许多做法都是基于对其拥有

的先天独特资源这一优势的利用，才能在激烈变化

的动态旅游消费市场中拥有“暂时”的竞争优势。 
资源观理论是战略管理研究中关于竞争优势问

题的基本理论流派之一，美国经济学家 Penrose 首

先提出企业是生产资源的集合，资源在企业提供产

品和服务而不断扩大绩效和利润的成长过程中起到

基础作用[5]。1984 年 Wernerfelt 发表的《企业资源

观》则标志着资源观的正式确立，企业内部的组织

能力资源和知识，对企业的租金收益持续性竞争优

势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6]。在 1991 年，学者

Barney 进一步拓展了 wernerfelt 的观点，明确提出

了异质性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战略性

资源应当具备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

不完全替代性[7,8]。1993 年，Perteraf 也提出了企业

持续竞争优势的四个条件：该企业所拥有的异质性

资源；对竞争对手采取的事前限制手段；资源利用

过程中具有的不完备移动性而获得的租金优势；对

竞争对手采取的事后限制手段[9,10]。 
综上资源观理论的发展来看，资源观理论侧重

于从企业内部出发，其核心思想是从企业内部资源

差异的视角思考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尽管

Barney，Perteraf 对企业竞争优势条件的理解都来源

于 Penrose 和 Wernerfelt 所逐步建立的资源观，但是

相较于 Perteraf 更加个体、微观层面所展开的论述，

Barney 的观点更具有整体、宏观层面的意义，以其

为基础理论进行的研究运用更为广泛，如部分学者

从景区内部的旅游资源角度出发，进行旅游竞争优

势分析[11,12]，拓宽了资源观理论的实践应用范围，

也显示了理论研究运用于旅游业的可行性。 
动态能力理论诞生于 8、90 年代技术的进步和

外部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之下，人们发现企业获得

竞争优势越来越短暂，传统的资源基础观已经很难

对企业如何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做出充分解释[13]。

为此，作为对资源基础观在动态环境下的补充，1997
年，Teece[14]提出动态能力是企业在变化的环境中保

持竞争优势的必要能力，并将其阐述为：企业整合、

构建、重构其内外部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

能力。此后，不少学者提出自己的概念由此对定义

做出了拓展，Eisenhardt 和 Martin 将动态能力定义

为企业利用资源的过程[15]；Winter 等则从能力的层

级视角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种创造、修改常规能力的

高阶能力[16]。 
在动态能力的维度界定与划分方面，Teece 提

出动态能力由整合，建构和重构能力三个维度构成
[14]，Eisenhardt 和 Martin 则认为应当包含资源整合

能力，资源重构能力，资源获取能力与资源释放能

力四个维度[15]。Wang 和 Ahemd 在通过实证研究，

将动态能力划分为适应能力、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
并且认为在阶层上存在一阶动态能力、二阶动态能

力和三阶动态能力[17]。具体到旅游企业的动态能力

研究方面，张萌萌依据在线旅游企业面向市场变化

所开展的资源整合过程，将动态能力维度划分为学

习能力、组织变革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与战略隔绝

机制四个维度，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在线旅游企

业的资源识别、资源获取、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均

与企业的动态能力呈正相关。且动态能力越强，其

竞争优势越明显[18]。 
结合以上文献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旅游景区

的动态能力是指该景区在应对旅游市场环境变化过

程中对内、外部资源构成的产品与服务进行有效整

合或管理的高阶能力。总之，动态能力能够帮助景

区提升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力，把握市场变化

机遇，并对自身内外部资源进行保护、整合或优化。

它既是景区体现生命力的焕新过程，又是景区不断

维持竞争力的高级能力。 
2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介绍 
2.1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简介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西北郊

6.8 公里处，在 1988 年被评为国家第三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1 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通天岩

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景观景区，因“石峰环列如屏、

颠有一窍通天”可得名。 
整个通天岩风景区包括现代休闲区和古代石刻

区两部分，现代休闲区以十二生肖园、情人桥、情

苑、卧佛、望江亭、千佛洞、名人造像区等自然休

闲娱乐景点为主。而古代石刻区是通天岩景区的核

心和精华部分，主要由观心岩、忘归岩、龙虎岩、

通天岩和翠微岩五大岩洞与蒋经国舞厅、蒋经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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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山房等景点构成。其中，通天岩景区最珍贵的石

窟文化艺术就雕刻在五大岩洞之中，保存着唐宋以

来的石窟造像 359 尊、北宋至民国以来的摩崖题刻

128 品。尽管与我国其他尤其北方地区的石窟相比，

通天岩石龛造像的数量、质量、规模都不算大，但

是通天岩景拥有我国整个南方地区最大的石窟群、

同时所处地理位置也是最南，所以被誉为“江南第

一石窟”。 
2.2 通天岩石窟文化旅游资源形成原因 
文化旅游资源是指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

机，并能够用来开发文化旅游活动的，能体现人类

文化内涵的各种自然人文或者其他因素的总和[19]。

整体来看，通天岩景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形成受到多

方面的影响[20-24]:如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其岩洞有着

良好的可塑性和稳定性；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便

于成为宗教和文化交流传播的场所；唐宋时期，经

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带来了赣州城经济的繁荣稳定以

及大量的石窟艺术人才，为通天岩的石窟文化艺术

创作注入了活力；而佛教文化的兴盛和官绅的捐资

也直接促进了佛教石窟造像的开凿；此外，历代名

人于此的足迹，也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吸引力，让更

多文人雅士慕名而来，题咏唱和，留下佳作。 
3 资源观理论下通天岩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分析 
本文以 Barney 的资源观理论为研究基础，从价

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不完全替代性、不

完全移动性五个方面[12]分析通天岩景区的文化旅

游资源，总结出通天岩景区所具有的异质性文化资

源的优势，为景区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对策。 
3.1 价值性 
通天岩作为江南第一石窟，是南方石窟造像风

格的典型代表，体现着和北方石窟造像与众不同的

艺术风格。同时，景区内的蒋经国舞厅、避暑山房

与摩崖题刻等主要的文化资源也往往能折射出时代

的政治、历史、宗教思想和生活追求，具有史学价

值、文学价值、美学价值[20-22]。 
（1）史学价值 
如通天岩景区中位于忘归岩正面左侧石壁上，

有一品楷书字体的《李大正题刻》[24]。李大正是南

宋时期著名的铸钱官员，这幅题刻正是他于公元

1173 年在赣州正式担任铸钱的提点坑冶一职后所

作，也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幅关于记载铸钱

的摩崖题刻。它印证了南宋时期经济重心转移，南

方矿产资源得到开发，在赣州设置铸钱监的历史。

又比如存放历代名人题刻最多的龙虎岩景点，就有

南宋《陈世雄题记》，整品题刻时间、人物、地点

都非常清晰，反映了当时赣州地区农民起义、山贼

作乱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赣南是中国东南抗战的后方，

在政治、军事上都具有重要地位。1939 年到 1945
年期间，蒋经国在赣州就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

专员。在任期间，他推行的“赣南新政”使赣州地

区的民风民俗得到了良好的治理。历经半个多世纪

的风雨沧桑．赣州仍保存一大批与蒋经国活动有关

的遗迹。通天岩地区的避暑山房和舞厅就是其中遗

迹之二。 
（2）文学价值 
通天岩摩崖题刻中，诗歌和游记是最多的两种

文学形式，其中苏东坡和王阳明先生在通天岩所题

的诗，对后世影响较大，北宋绍圣元年（公元 1904
年），苏东坡看望阳孝本时，题下了：“空空为法

喜，心定有天游。……虽为麒麟阁，已逃鹦鹉洲。……

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一文。七年后，又写

下了《赞玉岩像》，称阳孝本为：“道不二，德不

孤。无人所有，有人所无……”。王阳明先生则在

通天岩的忘归岩背后题下了《通天岩》：“青山随

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

临日出暮，明月何来早！醉卧时床凉，洞云秋未扫。”

此外，王阳明还对通天岩赋诗多首，表达了对其喜

爱之情。宋、明两代，分别有苏东坡和阳孝本惺惺

相惜、王阳明结庐讲学的故事，自然引发后人前来

观赏通天岩，留下崇拜感怀的言志之词或轻快明丽

的山水游记[20][22]，如通天岩在周满眼中的“崆峒之

山千仞强，层霄削出芙蓉苍”，在林应亮眼中的“晴

岚抱苍翠，秀色坠芙蓉。” 
（3）艺术价值 
通天岩石窟的石窟造像一共可分为四组，第一

组是唐代末年的 8 尊菩萨造像，位于通天岩与翠微

岩相交处，开通天岩摩崖造像之先河。第二组是北

宋中期在通天岩山岩中部开凿的五百罗汉拱卫毗卢

遮那组群造像，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目前只能隐

约见其形。第三组是北宋后期以明鉴和尚为主施造

的单龛十八罗汉像，沿忘归岩、龙虎岩、通天岩、

翠微岩一线分布，是通天岩摩崖造像的精华。第四

组是南宋初年赣州城内居民朱氏施造的大肚弥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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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23][25,26]。钟慧 [25]认为，不同时期的造像呈现出

不同的艺术特色：第一个时期的造像主张形神完备，

符合唐朝丰满华贵之美；第二个时期的造像审美趣

味受南方禅宗影响，表现出实用主义，“原本以华

美、肃穆为主的佛像，艺术风格渐渐趋于清新、优

美”；第三个时期则因罗汉题材的兴起，表现出世

俗化、个性化，具有地方特色的写实性；第四个时

期整体已经发生变化，表现出了南方审美中的空灵、

婉约之美。四个时期也显示出佛教的本土化过程。 
此外，通天岩景区的摩崖题刻也有着书法上的

艺术价值，曾陈表[17]经考证发现， 篆书、隶书、

草书、行书、楷书五大字体在通天岩景区皆有，如

隶书多出现在北宋时期，字形扁阔、横平竖直。明

代唐邦佐的行书笔力刚浑雄健、气势飘逸洒脱；《李

大正题记》的正楷书写气势恢宏、字大如斗，布局

严谨、美感十足。 
3.2 稀缺性 
稀缺性的旅游资源主要是指在国内较少或唯一

的旅游资源，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存在的稀缺性文化

旅游资源如下： 
首先，通天岩景作为江南第一石窟，拥有我国

整个南方地区最大的石窟群，且同其他地区石龛相

比，通天岩因为受到南方禅宗教的影响，具有自身

整体的艺术特征，在我国石窟艺术史上占据特殊地

位，是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 
其次，近年，王明阳心学的文化的研究兴起热

潮，相关的研究多展开在贵州“龙场悟道”时期，

但赣南作为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之地，“文治

武功”的实践之地，阳明心学的昌大之地，也留下

了众多值得研究的事迹。通天岩是王阳明在赣开展

儒家教化的重要场所，其崖壁之下流传的题刻与故

事也自然包含着稀缺而宝贵的文化资源。 
最后，蒋经国先生作为台湾光复后的第二任总

统，在台湾同胞心目中的地位颇高。赣南作为他从

俄罗斯回国后其政治生涯的开始之地，对他人生经

历与从政生涯都有着重大意义。通天岩内蒋经国避

暑山房和舞厅等文化遗迹的存在，也可作为研究蒋

经国在赣州地区任政影响和作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

的重要资源，具有稀缺性。 
3.3 不完全模仿性 
所谓不完全模仿，是指其他景区无法模仿的资

源优势。造成资源不完全模仿性的原因主要有通天

岩地区独特得历史条件、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

等，因为有了不完全模仿性，才可能形成持续的异

质性与竞争优势。而如果其他地区强行模仿，或许

可以将通天岩景区的外在艺术表现完全仿照下来，

但是将会造成模仿变化或模仿失败。 
通天岩石窟自唐代以来就开始建立，拥有上千

年历史，各个朝代的石窟造像、摩崖题刻艺术特点

均在此得到发展和体现，同时，通天岩石窟自身发

展又与当地文化特点息息相关，两者结合才形成了

千年的南方特色石窟文化，其他地区即便模仿出来

石龛和题刻的外在形态，也使其原本的历史文化意

义发生偏离。又如蒋经国避暑山庄和舞厅的存在，

作为文物古迹，它们见证了蒋经国先生在赣南执政

的历史以及在通天岩生活憩息娱乐的点滴过往。其

他地方脱离了历史而强行建造名人相关故居或建

筑，只会导致对模仿的不认可和失败。 
3.4 不完全替代性 
通天岩景区的不完全替代性是指如果其他景区

选用其他的文化资源来替代通天岩景区的文化资

源，则会造成效用的降低甚至无效替代，出现替代

缺陷或替代失败。 
通天岩景区之所以被称为江南第一石窟，是因

为其规模、体量、艺术价值等在南方地区首屈一指，

同时与北方相比又颇具自身历史沉淀过程中的南方

特色。如果其他景区选择运用现代雕刻技艺或者现

代审美理念等打造石窟旅游资源，即使从外观上看，

规模更加宏大、形态更加精致、也替代不了古代石

窟艺术作为古人的智慧结晶和思想体现，在时代嬗

变过程中的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等。 
3.5 不完全移动性 
不完全移动性是指通天岩景区的文化资源若产

生向其他地区的移动，便会出现移动依赖、移动流

失或移动改变的现象。 
首先，通天岩景区原生的石龛造像和摩崖题刻

都被雕刻在丹霞绝壁之上，蒋经国避暑山庄和舞厅

等建筑也基本不可移动，技术上的移动困难显而易

见。其次，即便可以移动，其资源也会造成原本价

值的流失或改变。 
张冰清[21]认为，作为两宋时期南方石窟造像的

经典代表地，通天岩地区的石窟造像即符合宋代佛

教石窟造像世俗化并且造型端庄的特色，又反应了

江西地区禅宗盛行，追求朴实、儒雅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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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地域特色。因此，离开了当地，通天岩的艺术

作品便缺少了地方性内涵下的精神表达。而学者杨

新[22]也发现“宋代通天岩因佛教和阳孝本，使其蕴

含了教化之意，而明代通天岩则成为阳明心学的重

要传播之地。”虽然到了清代，赣南社会由化外之

地转为化内之地，“清代的通天岩已然回归本位，

成为赣州的一座郊游胜地”。结合此二者两点可以

看出，通天岩景区与赣州的文化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尤其通天岩景区的文化资源若移动到其他地区，那

这些文化资源对赣州文化形成过程中展现的作用和

见证意义便荡然无存，原本附着在通天岩景区教化、

心学传播和郊游名山等价值都流失或者改变。 
4 存在问题与建议 
4.1 存在问题 
研究发现，通天岩景区在利用此类文化旅游资

源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文化旅游资源保护现状不容乐观。通天

岩地区的石龛造像和摩崖题刻的数量和质量随着年

代的发展在降低。首先，自然因素方面，受丹霞地

貌在风吹雨淋日晒后的剥落、风化作用影响严重，

还有一些题刻因所处石壁渗水，会长出霉斑青苔，

青苔在天气干燥时候会死亡碳化，导致表面发黑，

字迹难以辨认，又影响整体价值。其次，人文因素

方面，有历朝历代前人的故意损毁，如明代官员唐

邦佐将大诗人苏轼留于忘归岩背面的真迹凿去，在

原处留下自己的“石窟千年景未磨，重来诗词岂东

坡”。还有现今的书法作品采集不完全、保护修刻

技术的不完善、社会传承性保护不足等问题[27]。 
其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力度有待加强。以江

西省其他具有异质性文化旅游资源的山岳型景区作

比较，如龙虎山以丹山碧水和道教文化的形象成为

了国内著名的道教旅游胜地，明月山凭借着浪漫的

爱情故事和独特的富硒温泉成了爱情文化和温泉养

生胜地，二者也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5 年入选了国

家 5A 级景区。在赣州，旅游资源异质性程度较低

的大余丫山也积极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成功打造了国

家级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崇义阳岭森林公园围绕王

阳明的当地事迹发掘出当地的阳明文化且直接改名

为阳明山。 
再次，文化旅游资源宣传不到位。通天岩景区

作为国内较早的一批国家 4a 级景区，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原本通天岩景区应当利用好这些荣誉及

江南第一石窟的美誉来继续扩大对外宣传，加强其

文化影响力，以走出江西，面向华东、华南甚至全

国。然而，作为赣州市老牌景区，近年来的宣传与

发展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的，笔者看来，通天岩景区

早已经脱离了江西旅游景区的第一梯队，而成为仅

仅是和一众赣州后进的 4A 级景区齐名的景区。很

多游客看到景区介绍牌，才知道通天岩是自唐宋以

来便开凿了的江南第一石窟。本身拥有独特的异质

性文化旅游资源，却在宣传方面陷入了停滞，是非

常可惜的。 
最后，文化旅游资源体验服务不到位。笔者发

现，通天岩景区在游客的的游览体验过程的服务存

在问题：第一，通天岩内许多石窟艺术展现佛教文

化和当地文化，很多游客不懂五大岩洞中留存的历

史、文化，若是缺少讲解和提示，很容易枯燥乏味，

感觉自己面对的仅仅是冷冰冰的不知道年代的佛教

造像。甚至，许多珍贵的石龛造像和摩崖题刻被刻

在比较偏僻难以发现的壁崖之上，加之没有提示牌，

最终多数游客甚至不知道有这些造像和题刻，也就

更无从说起这些造像和题刻的历史、价值等。第二，

虽然通天岩景区分为古代石刻区和现代休闲区两大

区域，但是景区导览图缺乏标示，在旅游线路的设

计上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容易造成迷路等问题。 
4.2 建议 
从前文可以看出，虽然通天岩的文化旅游资源

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异质性文化资源，但随着通天岩

景区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景区依靠文化旅游

资源带来的竞争优势变得越来越短暂而不稳定。在

这样一个富有创新的、非均衡的动态旅游市场环境

中，提升其动态能力成为重新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

路径。笔者认为，结合通天岩景区文化资源方面的

优势与问题现状，要提升该方面的动态能力应从资

源保护、资源开发、资源宣传、资源体验四个方面

入手，发挥景区文化资源创造价值，带来持续性竞

争优势的作用。 
首先，加强对景区石窟艺术的保护。如运用成

熟的物联网技术对造像和题刻等文化资源在温度和

湿度上的实时感知，进行提前预测与保护。还可以

加强与社会相关宣传、文物部门的合作，拓宽对景

区石龛造像和摩崖题刻的采集整理范围，加强对石

龛和题刻的修复工作；进行去污、去霉斑青苔、加

固等工作，加强科学管理；让民众意识到文物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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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和不可再生性，提高整个社会的保护意识。 
其次，拓宽异质性资源的产品开发边界。比如，

首先可利用通天岩的石龛造像、摩崖题刻、景区历

史建筑等资源进行国潮古风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等，使厚重、古朴的景区文化更显年轻化，提高通

天岩景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亲和力；其次，加强与其

他景区的资源整合，如与同样具有江南宋城文化、

阳明文化等文化特性的郁孤台历史文化街区、赣州

古城墙、阳明湖等景区进行研学旅游线路与产品的

开发，形成相同文化景区之间的联动活力；此外，

还应关注同在赣州市区的七鲤古镇景区与方特东方

欲晓主题景区，作为分别主打赣州宋窑文化与红色

文化的且受到瞩目的新建景区，如何利用通天岩景

区与他们之间文化特性的不同，进行资源的整合，

共同打造当地旅游对外市场竞争力或许也是一个值

得思考，可供参考的建议。 
此外，可以围绕景区异质性旅游资源加强对外

宣传营销。提高景区知名度，形成自身旅游目的地

品牌形象。可利用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加

强通天岩景区文化旅游资源的讲解宣传、背后解读

等，让游客明白通天岩文化资源的历史、背景、价

值，增强景区影响力。 
最后，提高游客的游览体验和对景区资源认知

程度。在线上可以运用智慧旅游平台的线路设计和

导览功能，加强景区的线路指示、景点资源讲解，

提升游客旅游服务体验[28]。同时在线下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对核心的五大岩洞安排定点导游员讲解或相

关电子资源讲解，让景区内的核心文化旅游资源的

内容、价值等得到充分展示，由此提高游客的游览

体验和对景区的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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