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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舒适性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通过文献资料调研与深度访谈，梳理运动休闲乡

镇的舒适性要素，构建运动休闲乡镇吸引人才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表明，运动休闲乡

镇吸引人才的要素包含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迁移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迁移意

愿和迁移行为；其中，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分别与迁移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正向

相关，迁移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分别与迁移意愿正向相关，知觉行为控制和迁移

意愿分别与迁移行为正向相关。因此，运动休闲乡镇的舒适性有赖于自然与非自然要素的

协同发展，且舒适性要素通过“引力”和“阻力”影响迁移者的迁移行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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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menity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analyzes comfort factors of the sports leisure towns and 

finally constructs framework of how sports leisure towns attract talents. The framework shows 

that, the sports leisure towns attract talents through factors including sports leisure town com‐

fort, migra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migration intention and 

migration behavior. Among them, sports leisure town comfor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i‐

gra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migra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igration intention;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migration inten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igration be‐

havior. To conclude, amenities in sports leisure towns depend on both natural and non-natural 

factors, and amenities affect the talent migration process by two ways, namely “attractive force” 

and “resistive force”.

Keywords: sports leisure towns; the theory of amenity;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rural 

amenity; talents at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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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新时代全面

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如何发展乡村成为研究热点。由于运动休闲项目依赖于乡村的

自然资源，具备建设条件的乡村有转变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优势，能够推动体育惠民

（张雷，2018）。依据《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建设工作指南》（体经字〔2019〕104号），

运动休闲特色乡（小）镇（以下简称“运动休闲乡镇”①）是指以运动休闲为主题打造的具

有独特体育文化内涵、良好体育产业基础，运动休闲、文化、健康、旅游、养老、教育培训等

①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20〕33 号），不得将行政建制镇和传统产业园区命名为特色小镇，原“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更名工作

在全国陆续开展。依据《浙江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浙特

镇办〔2021〕8 号）的要求，将本研究所涉及的具有运动休闲产业特色的行政建制镇（运动休闲小镇）称

为“运动休闲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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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空间区域、全民健身发展平台和体育

产业基地。近年来，建设运动休闲乡镇、发展运动休闲产

业已成为众多乡镇寻求振兴的新选择（余守文，2021）。

然而，运动休闲行业人才稀缺和乡镇位置偏僻，使得运动

休闲乡镇长期缺乏专业人才。因此，如何吸引人才，成为

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传统人口流动研究主要

采用经济流动理论的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工资差异、就业机

会等因素进行解释（王宁，2016），然而该理论难以解释乡

村及偏远地区吸引力研究反映出的人才由城市流向乡镇

地区的现象（何文举 等，2018；沙爱霞，2009；曾升科 等，

2019；Carey et al.，2007）。此外，也有研究关注人才的迁

移态度（蔡文菊 等，2019），但忽略了态度能否转化为行为

的问题。

舒适性理论认为，使人感到舒心愉悦的环境、事物、

事件、设施、行为或服务具有吸引力（Ullman，1954）。计

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将人视作理

性的行为人，将人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和行为态

度与其行为联系起来，进行人才迁移决策行为研究（温光

耀 等，2020；张昭俊 等，2020）。鉴于此，本研究以舒适性

理论与 TPB 为基础，提出与运动休闲乡镇吸引人才的相

关假设，依据假设设计访谈提纲，通过访谈和实地调研获

得运动休闲乡镇的舒适性要素与迁移行为要素，建立运

动休闲乡镇吸引人才的理论框架。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舒适性理论　

舒适性理论认为，令人愉悦的生活条件有利于吸引

人才（Ullman，1954）。Glaeser等（2006）在扩展吸引群体和

阶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令人愉悦的生活条件分为自然舒

适性、人造舒适性、市场消费舒适性和社会舒适性 4 类。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外的乡村进入后生产主义阶段，

乡村所承载的生产价值逐渐衰弱，消费价值（如美学、游

憩、休闲等）日益凸显。学者针对乡村吸引力构建了以气

候舒适性、自然舒适性、游憩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和地理舒

适性为核心的舒适性指标体系（Cortes-Vazquez，2017）。

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现状

提出不同的城市舒适性分类，如自然环境舒适性、人文环

境舒适性、人工舒适性、社会氛围舒适性、经济发展舒

适性、社会生活环境舒适性、公共服务舒适性、科教创

新环境、文化和商业舒适性、交通便利程度和卫生服务设

施舒适性等（白凯 等，2018；马凌 等，2018；王宁，2014a，

2014b；叶晓倩 等，2019；张文忠，2007）。

学者对于构成舒适性的要素有不同界定，但都强调

自然舒适性是核心要素之一，包含气候、地形、资源、区位

等内容（马凌 等，2018；王宁，2014b；叶晓倩 等，2019；张文

忠，2007）。人工舒适性则包含基础设施条件（叶晓倩 等，

2019；张文忠，2007）、生活便利设施（马凌 等，2018；王宁，

2014b；叶晓倩 等，2019）、历史文化建筑（Carlino et al.，1987；

Nord et al.，1997；Roback，1998）、制度舒适性（马凌 等，

2018）和社会氛围舒适性（任远 等，2006）等。与职场相联

系的舒适物，如薪资福利带来的货币收入、职业声望带来

的心理收入，也对人才流动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王宁 等，

2014c；Deller et al.，2007）。乡村舒适性研究还强调游憩

舒适性（薛岚，2020），将游憩作为单独的消费属性特征独

立于自然、社会等因素之外，形成单独类别，包含游憩用

地、游憩设施与游憩服务等。本研究按照舒适性内容的

类型进行梳理，主要参考乡村舒适性的划分方式，并结合

运动休闲乡镇的实际情况进行类比（表 1）。

1.2　计划行为理论　

TPB 根据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发展而来，用于解释及预测个体行为决策过程（图1）。

该理论秉承 TRA 的理性人假设，将行为过程中的动机与

能力分为态度（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和知

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这三者通过行

为意愿（behavior intention）影响行为（behavior），同时知觉

行为控制是行为的直接前因（Ajzen，1991）。目前，TPB已

经广泛用于预测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
1.3　运动休闲乡镇吸引人才的关系假设　

运动休闲乡镇作为运动休闲人才的迁移目的地，其内

部必然存在自然地理舒适性、人工设施舒适性、社会生活舒

适性等要素。同时，人才向运动休闲小镇迁移的行为无疑

是一种理性行为。那么是否说明运动休闲小镇的内部要素

表1　运动休闲乡镇的舒适性要素

Table 1　The Amenities of Sports Leisure Towns 

类型

自然地理

人工设施

社会生活

职场

运动休闲

内容

气候

地形

资源

区位

基础设施

消费设施

文物遗迹

公共服务

社会氛围

制度

货币收入

心理收入

运动休闲用地

运动休闲设施

运动休闲氛围

具体要素实例

温差、日照天数、降雨量、降雪量

海拔、坡度

山地面积、森林面积、河流长度、海岸长度

与城市的距离

交通、通讯设施、网络、水电

便利店、市场、超市、商场

历史文化建筑、博物馆

医疗、教育、治安

价值观、方言、民族多样性

政策、法律、管理机构

薪资福利

职业声望、工作压力

体育公园、健身步道、雪道

房车基地、垂钓基地

体育俱乐部、体育赛事、教练

注：资料来源于白凯等（2018）、高振峰（2019）、李敢（2017）、马凌等

（2018）、任远等（2006）、沈克印等（2013）、王宁（2014a，2014b，

2014c）、叶晓倩等（2019）、张文忠（2007）、Carlino等（1987）、Deller等

（2007）、Nord等（1997）、Roback（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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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舒适，越容易吸引人才呢？依据TPB，运动休闲人才将基

于不同认知权衡利弊，从而构成态度（Ajzen，1991）；同时遵

循主观规范，感知家人、朋辈、师长对于迁移至运动休闲乡

镇的评价，并一定程度上希望遵从他人期望（Ajzen，1991）。

此外，还会对自身能力做出评估，包括对自身气候适应能

力、租金承担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等的判断，以及对乡镇

岗位需求、职场竞争程度、工作难易程度、迁移难易程度

等外在能力限制的态度，即知觉行为控制（温光耀 等，

2020）。因此，运动休闲乡镇如何吸引人才的问题本质是

运动休闲乡镇与人才二者间的关系问题，运动休闲乡镇

对人才的吸引不仅取决于运动休闲乡镇内部的舒适性要

素，也涉及人才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要素。

这为研究运动休闲乡镇如何吸引人才提供了思路。

TPB 认为，迁移态度、迁移者对主观规范和自身知觉

行为控制的感知将直接作用于迁移者的迁移意愿。行为

意愿是行为者在行为发生前的心理决定（Ajzen，1991），本

研究中指迁移者的迁移意愿。迁移者的态度越积极，所

感知的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越正向，迁移者的迁移

意愿就越高，发生实际迁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知觉

行为控制一定程度受迁移者的实际能力影响，能力不足

时迁移行为无法发生，因此知觉行为控制也会直接对行

为结果产生影响。此外，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

均受到运动休闲乡镇内部的舒适性要素影响。基于上述

分析，本研究提出运动休闲乡镇与人才关系的假设 H1：

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与运动休闲人才迁移态度正向相

关；H2：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与运动休闲人才主观规范正

向相关；H3：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与运动休闲人才知觉行

为控制正向相关；H4：运动休闲人才迁移态度与其迁移意

愿正向相关；H5：运动休闲人才感知的主观规范与其迁移

意愿正向相关；H6：运动休闲人才感知的知觉行为控制与

其迁移意愿正向相关；H7：运动休闲人才感知的知觉行为

控制与其迁移行为正向相关；H8：运动休闲人才迁移意愿

与其迁移行为正向相关。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休闲乡镇

舒适性与人才迁移关系的假设理论框架（图 2）。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对象与过程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

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

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

质较高的劳动者。可见，运动休闲人才应当从事运动休

闲行业，具有运动休闲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

且拥有过人的能力和素质。运动休闲乡镇人才需同时具

备相关专业体育知识储备和有效把握、预测体育产业市

场发展规律的能力，如规划建设、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户

外运动指导师、安管人员等（张泽君 等，2019）。蔡文菊等

（2019）认为，运动休闲乡镇需要大量运动项目人才、管理

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行为意愿 行为

图1　计划行为理论

Figure 1.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图2　运动休闲乡镇吸引人才的假设理论框架

Figure 2.　Assumption Theory Framework of Attracting Talents in Sports Leisure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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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营人才；陈清等（2017）认为，特色乡镇生命力在于特

色产业，因此运动休闲乡镇需要拥有与运动休闲产业相关

的管理类、技术类人才的参与；邹辉（2020）认为，运动休闲

乡镇人才应擅长建设、运营、管理，涉及战略规划、政府沟

通、融资投资、产业招商、乡镇开发、乡镇运营等多方面能

力。可见，运动休闲乡镇人才所需的知识技能主要涵盖规

划建设、经营管理和运动项目指导 3个方面。基于政策文

件与前人研究成果，本研究运动休闲人才是指具有规划建

设、经营管理及运动项目指导技能，从事运动休闲行业劳

动且能力和素质较高，对社会作出过贡献的劳动者。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确立 1名在运动休闲乡镇工作的

资深教练为第一位访谈对象进行访谈，采用持续对比分析

法梳理从第一位访谈对象得到的信息指向与充分程度，依

照最大差异选择的原则，持续确定其余受访者，最终确认

10 名受访者（表 2）。2020 年 9 月—2021 年 1 月，通过面谈

或微信交流的方式采访受访者，询问其对运动休闲乡镇如

何吸引人才的观点。受访者均从事过运动休闲乡镇相关

工作，具备规划建设、经营管理、运动项目指导 3个方面知

识技能中的 1 项或多项，或具有较高学历、较丰富的工作

经验、较好的工作成果，为社会作出一定贡献，因此他们反

馈的内容能为本研究提供可靠的信息。访谈采用半结构

化方式开展，根据访谈提纲进行对话，并基于受访者的反

应深入访谈问题，了解受访者对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与迁

移行为的观点。

2.2　访谈数据整理　

在访谈结束后立刻对访谈录音进行文字转录，反复

与录音比对校正，得到完整的访谈文字材料，并将整理得

到的文字材料发给受访者，根据反馈信息确认最终访谈

数据。运用Nvivo 11.0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与辅助分析。

两名笔者根据访谈所得内容，分别对受访者的原始

描述进行编码，继而汇总所有概念化的要素并进行初步

归类。在初步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归纳与推论相结合的

方法，将符合假设的内容列作参考点，继续保留类目；将

不在假设范围内的内容重新整合，尝试提炼新的类目进

行定义。两名作者先分别归类，再交换归类结果，对有争

议的归类进行讨论，经过多轮推敲，最终提取自然地理舒

适性、人工设施舒适性、社会生活舒适性、职场舒适性与

运动休闲舒适性 5 个主类目，气候、地形、资源、区位、基

础设施、消费设施、文物遗迹、公共服务、社会氛围、制度、

货币收入、心理收入、运动休闲用地、运动休闲设施、运

动休闲氛围 15 个子类目，共 225 个参考点；分别归纳舒适

性与迁移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的关系，共

142个参考点；分析迁移意愿的形成，得到 72个参考点；分

析迁移行为的形成，得到 47个参考点。检查预留的 2份访

谈记录，没有新的范畴增加，确认信息达到饱和。

3 研究结果

3.1　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要素　

3.1.1　自然地理舒适性　

受访者的描述显示，运动休闲乡镇存在一系列气候、

地形和资源舒适物。对于区位要素，受访者的认知迥

异（表 3）。

3.1.2　人工设施舒适性　

访谈内容显示，运动休闲乡镇存在文物遗迹舒适物。

受访者对于运动休闲乡镇的基础设施与消费设施，总体

评价较低。也有受访者认为，运动休闲乡镇的基础设施与

消费设施虽然不如城市便利，但足够满足日常生活的需

求（表 4）。

3.1.3　社会生活舒适性　

从受访者提供的信息发现，运动休闲乡镇在公共服

务、社会氛围、制度方面的舒适性较为不足，其中公共服

务涵盖医疗、教育、治安等因素。小城镇的医疗条件受到

受访者诟病，当 B 先生介绍人才到运动休闲乡镇工作时，

大多会面临就医难的困扰，乡镇普遍医疗条件较差。教育

是另一大问题，许多小城镇本地居民纷纷将子女送至大城

市接受教育，在难以满足本地人教育需求的基础上，吸引

外来人才生活工作所涉及的教育问题则是难上加难。社

表2　受访者信息

Table 2　Interviewees’ Information 

受访者

A女士

B先生

C女士

D先生

E女士

F先生

G女士

H先生

I女士

J先生

年龄/岁

51

40

24

31

33

57

28

36

39

47

学历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本科

研究生

初中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职业

兼职运动教练

运动休闲学科讲师

雪场经理人

户外运动自媒体博主

运动休闲学科博士后

退休企业高管

运动休闲学科博士研究生

政府管理人员

建筑工程师

建筑工程师

人才类型

运动指导

规划建设

经营管理

运动指导

规划建设

经营管理

规划建设

经营管理

规划建设

规划建设

从业年限/年

5

5

3

4

2

3

3

13

4

4

运动休闲乡镇的工作/生活经历

从事运动休闲乡镇兼职教练工作

从事运动休闲学科教学和运动休闲乡镇规划建设工作

从事运动休闲乡镇的滑雪场客户管理与教练管理工作

从事某运动项目的视频拍摄工作，经常前往运动休闲乡镇取材

从事运动休闲相关研究，参与过运动休闲乡镇规划

前任大型企业高管，退休后返乡从事运动休闲产业工作

从事运动休闲相关研究，多次参与运动休闲乡镇规划

作为核心负责人参与运动休闲乡镇的规划和管理

参与全国各地运动休闲乡镇规划

参与全国各地运动休闲乡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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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氛围方面，运动休闲乡镇居民的社交方式让人难以融

入，相比丰富的自然资源，乡镇内本地居民对外来者展现

出欠友好等特点，阻碍了外来人才在乡镇长期生活工作的

意向。乡镇官方语言的普及程度如果不高，也可能阻碍外

来人才的融入。此外，运动休闲乡镇内部还可能存在外来

人才难以了解的隐性规则。缺乏对当地隐性规则的了解，

外来人才难以充分发挥其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等能力，学

习乡镇内在规则、方法成为外来人才发挥自身能力的前

提。关于运动休闲乡镇的制度因素，有受访者提到部分政

策与人才引进不对标。也有受访者认为，目前运动休闲乡

镇的政策制度让人持怀疑态度（表 5）。

3.1.4　职场舒适性　

由于人们在社会流动的轨道上，不但追求货币收入，还

追求心理收入，因此薪资福利、职业声望、工作压力、职业发

展前景等内容均与职场舒适性有所关联（王宁 等，2014c）。

依据受访者的阐述，运动休闲乡镇中的职场存在一系列满足

心理收入的舒适性要素。与此同时，受访者一致认为，运动

休闲乡镇的工作往往意味着较低的薪资福利和职业声望。

对于较低的工作收入，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收入只要满足基本

生存即可，但当收入水平过低以至于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时，就难以生成向运动休闲乡镇迁移的意向（表6）。

3.1.5　运动休闲舒适性　

运动休闲乡镇在自然地理、人工设施与社会生活等

方面具有显著的运动休闲特质，由此形成了包含优质运

动休闲用地、完善运动休闲设施与良好运动休闲氛围在

内的运动休闲舒适性。

运动休闲用地是直接用于开展运动休闲项目的区

表3　自然地理舒适性的编码结果

Table 3　Coding Result of Nature and Geography Amenities 

主要类属

自然地理

舒适性

次要类属

气候

地形

资源

区位

参考点/个

13

14

21

13

访谈内容举例

我是挺适应崇礼这边气候的，比城市好很多，很舒服，夏天很凉快，冬天虽然冷，但基本上没有雾霾

清朝有一个诗人，有句诗是专门描写我们这里独特的地形，“层层房屋鱼鳞叠，半依山腰半海滨”

像MA山，稍微偏花岗岩一点，就会硬一点，适合攀岩，也就是如果你禀赋好，几年内就能起得来

（运动休闲乡镇）离城市都不太远，近一点的离县城2～3 km，远一点的开车15 min左右

表4　人工设施舒适性的编码结果

Table 4　Coding Result of Artificial Facility Amenities 

主要类属

人工设施

舒适性

次要类属

基础设施

消费设施

文物遗迹

参考点/个

17

21

12

访谈内容举例

在乡镇开车上下班30 min都觉得有点远，因为平时到任何地方可能10 min就能到

我就想买个酸奶我都买不到，我是有便利店需求的人，不在城市里，连一个像样的便利店都没有，就光

光这一点，我就没法忍受啊

山上那个层层叠叠的石屋，以前就荒废在那边，反而现在很有特色，保护起来了

表5　社会生活舒适性的编码结果

Table 5　Coding Result of Social Amenities 

主要类属

社会生活

舒适性

次要类属

公共服务

社会氛围

制度

参考点/个

14

25

16

访谈内容举例

就医不方便，简单的这些医疗……达不到要求

听到太多当地人的私利排外等等这种，就会感觉没必要，和这种事情打交道很麻烦，因此不会选择长期

居住，短期小住不劳心

包括他们有那种打工的政策，都是把人吸引到可能是旅游休闲产业相关的地方去，会让人觉得比较有

保障，比较可靠

表6　职场舒适性的编码结果

Table 6　Coding Result of Workplace Amenities 

主要类属

职场舒适性

次要类属

货币收入

心理收入

参考点/个

17

30

访谈内容举例

工资太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人生活总不能都食不果腹

相对比较自由，不会有加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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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G 女士认为，不同水平的运动休闲用地将影响运动

休闲乡镇的运动休闲舒适性。如花岗岩资源丰富的山区

相比于不够坚硬的石灰岩地区更适合开展攀岩项目，因

此山区更具有运动休闲舒适性。此外，发展较为完备的

运动休闲乡镇往往以良好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建设运动

休闲设施。H 先生引用诗句“层层房屋鱼鳞叠，半倚山腰

半海滨”来形容自己所工作的运动休闲乡镇，由于当地的

鱼鳞状地貌特征得天独厚，在此基础上人工建设的场地

设施也吸引了大量运动者前来参与赛事，扩大了小镇影

响力。 I 女士认为，大众化的设施对人才的吸引面更广

泛，而更加专业化的设施则吸引特定项目的精英。上述说

明运动休闲设施的功能设计也会对乡镇吸引人才带来影

响。运动休闲氛围通常包括运动休闲服务、运动休闲文化

（高振峰，2019）。根据 C 女士的描述，一些冰雪小镇提供

的服务事项中，既包含智能排队等现代化科技服务，也包

含赠送姜茶饼干、免费寄存雪板等人性化服务。运动休闲

文化是运动项目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正如 G 女士介绍的

攀岩基地，其结合攀岩文化，设计出攀岩运动与抓娃娃游

戏相结合的特色攀岩路线。提供优质服务，营造地方专属

的运动休闲文化，都将提升所在小镇对人才的吸引

力（表 7）。

3.2　舒适性与迁移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的关系

3.2.1　舒适性对迁移态度的影响　

迁移态度，指迁移者对运动休闲乡镇所持有的稳定

的心理倾向（Ajzen，1991）。运动休闲乡镇的舒适性对迁

移态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气候、消费设施、社会氛围、心

理收入、运动休闲用地和运动休闲氛围 6个方面（表 8）。

气候因素是 D 先生喜欢乡村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部分城市阴冷的气候，自己所生活的乡镇通常天气

晴朗温暖。绿道、驴道等运动休闲用地也会使体育爱好

者对迁移持较为积极的态度。此外，运动休闲乡镇有相

对轻松的工作环境，职场舒适性能让受访者的态度趋于

积极。

在职场因素方面，有受访者对运动休闲乡镇的工作

内容表达了消极态度。还有受访者对职业前景表示担

忧。乡镇的可持续性能对人才起到有力的吸引。同时，

文化消费场所的缺乏使受访者的迁移态度较为消极。迁

移者还会遇到社会氛围方面的问题。外来人口受到社会

氛围困扰的问题十分普遍（白凯 等，2018），运动休闲乡镇

也存在这一问题。但国外特色乡镇的运动休闲氛围十分

浓厚，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流动人口之间的冲突。因此，运

动休闲氛围对迁移态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3.2.2　舒适性对主观规范的影响　

主观规范，指行为者的重要他人或团体对待其完成

行为的态度（Ajzen，1991）。舒适性对主观规范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制度舒适性方面。许多乡镇没有为迁移者提供

有利的制度保障，未能树立可靠的形象，如 G 女士认为，

即便乡镇现有部分人才引入政策，但由于乡镇地区的雇

主形象趋于负面，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到运动休闲乡镇

工作必然伴随一定利益损失。受访者态度还因乡镇规划

的相关制度发生改变。有受访者提出，乡镇应该有科学

表7　运动休闲舒适性的编码结果

Table 7　Coding Result of Sports and Leisure Amenities 

主要类属

运动休闲

舒适性

次要类属

运动休闲用地

运动休闲设施

运动休闲氛围

参考点/个

16

21

40

访谈内容举例

乌龙山附近的郊区，然后包括山上开出来的道路。如果你是个自行车爱好者，那你去那个地方就

什么都能玩得到，速降、公路、山地……

山地自行车呀，UTV之类的设施都是有的

特别冷的天气会有免费的姜茶和饼干，很多雪友有董事长微信，缆车排队人很多的时候，就会直接

跟董事长说，相应地会增开缆车，提供免费寄存雪板等服务

表8　舒适性对迁移态度影响的编码结果

Table 8　Coding Result of Amenities’ Impact on Migration Attitude 

主要类属

自然地理舒适性

人工设施舒适性

社会生活舒适性

职场舒适性

运动休闲舒适性

次要类属

气候

消费设施

社会氛围

心理收入

运动休闲用地

运动休闲氛围

参考点/个

16

26

13

18

12

11

访谈内容举例

下雪的时候就让人心情很好

他们当地最好吃的小吃就是馄饨你知道吗……也不怎么好吃的

听到太多当地人的私利排外等等这种，就会感觉没必要……短期小住不劳心

我觉得现在还不错，自己的空间会比较多，只要想提升自己就有这样的时间，可是在北京

的话，加班是常态，加上通勤，基本很难有自己的时间

这个地方运动的环境太好了，就喜欢上这里了

特别冷的天气会有免费的姜茶和饼干，很多雪友有董事长微信，缆车排队人很多的时候，

就会直接跟董事长说，相应地会增开缆车，提供免费寄存雪板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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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规划，因为规划意味着相对可预见的发展前景，可 以增强迁移者的信心（表 9）。

3.2.3　舒适性对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指迁移者预期在采取迁移行为时自

己所感受到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运动休闲乡镇的

舒适性对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表现在气候、区位、基础设

施、消费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氛围、货币收入、心理收入

和运动休闲设施 9个方面（表 10）。

有迁移者认为自己无法适应运动休闲乡镇的气候。

运动休闲乡镇在基础设施、消费设施上的诸多不便令迁移

者望而生畏。社会氛围方面，文化环境、方言、区域价值

取向、民族等问题令迁移者担心。职场能力需求也影响

迁移者的判断，如 G 女士认为，乡镇缺乏适合自己的就业

单位，相比于本科学位，自己的博士学历无法充分发挥优

势。与运动休闲用地带来的影响不同，运动休闲设施决定

了迁移者是否能顺利开展活动。因此，运动休闲设施主要

影响迁移者对迁移到运动休闲乡镇、开展运动相关活动的

知觉行为控制。

但也有迁移者对迁移后的生活和工作较有把握。

H 先生表示，乡镇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且职场通勤

也更符合他的期待，区别于在城市需要换乘公共交通，乡

镇的通勤条件体现出巨大的优势。

3.3　迁移意愿与迁移行为的形成　

迁移意愿的形成，表现在当迁移者表达其态度、对主

观规范的感知以及知觉行为控制时，往往也会涉及其迁

移意愿。迁移者的迁移态度越积极，其迁移意愿就越强

烈，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同时，迁移者对主观规范

的感知也对迁移意愿有重要影响。在访谈内容中，J 先生

提到一些教练的案例，运动休闲乡镇受到很多教练的青

睐，包括自己在乡镇工作后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说明教

练对顾客的评价有强烈的感知，当顾客评价良好时，教练

的迁移意愿也随之变得更强烈。相对地，当家人、朋友支

持程度不高时，迁移者的迁移意愿也随之减弱。消极的

主观规范甚至直接占据主导地位，使迁移意愿完全消失。

因此，迁移者对主观规范的感知越强烈，主观规范对迁移

意愿的影响程度也越强；主观规范越正向，其迁移意愿也

更强烈，反之则越弱，甚至完全失去迁移意愿，二者存在

正向相关性。而就知觉行为控制而言，迁移者可能会对

目标岗位与自身的匹配程度进行判断，从而影响迁移意

愿。从访谈内容可见，受访者对学历的担忧广泛存在，国

内大部分运动休闲乡镇的工作岗位对学历要求并不高，

高学历迁移者很难在当地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并获取与自身

价值水平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也有迁移者表示，尽管非常向

往运动休闲乡镇，但迁移后可预见的问题是难以克服的。如

F先生尽管在乡镇长大，有深厚的感情，但受困于自身高血

压和心脏问题，乡镇地区的医疗条件无法满足他的生活需

求，因而只能放弃在乡镇工作生活（表11）。

从受访者的表述中可以发现，迁移行为形成的直接

前因是迁移意愿（表 11）。对迁移付诸行动的受访者在访

谈中近乎一致地使用了“愿意”“很希望”等迁移意愿，说

明迁移意愿对迁移行为有较为直接的正向相关性，即迁

移意愿越强，迁移行为就越可能发生。

表9　舒适性对主观规范影响的编码结果

Table 9　Coding Result of Amenities’ Impact on Subjective Norm 

主要类属

社会生活舒适性

次要类属

制度

参考点/个

15

访谈内容举例

即便乡镇给的钱多，我设想它不会太好，因为觉得毕竟是一个乡镇，钱多代价也会比较大吧

表10　舒适性对知觉行为控制影响的编码结果

Table 10　Coding Result of Amenities’ Impact on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主要类属

自然地理舒适性

人工设施舒适性

社会生活舒适性

职场舒适性

运动休闲舒适性

次要类属

气候

区位

基础设施

消费设施

公共服务

社会氛围

货币收入

心理收入

运动休闲设施

参考点/个

10

9

21

23

14

12

9

7

13

访谈内容举例

天气可能会很湿热，或者比较极端的天气也有可能，人很难在那里生存

离城市有一定距离……长住这边不太现实

很多（乡镇）没有高铁吧，偶尔住一下可以的，长住这边不太现实

我是有便利店需求的人，不在城市里，连一个像样的便利店都没有，就光这一点，我

就没法忍受啊

教育问题，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小孩都在外流，怎么可能去满足你（的需求）

假如到一个很有特点的小镇，民族可能都不一样，肯定会有困难

工资太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人生活总不能都食不果腹

但我现在读博了，你要我去那里（小镇）找什么单位呢

我也考察过好几个地方，要么风景好，管理不好、设施不好，要么设施好，环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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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人才对迁移到乡镇表达了积极意愿，但

最终并没有付诸行动。H 先生提到，尽管曾经被邀请至

乡镇工作，但最后并未付诸实践，这说明迁移意愿产生影

响作用的同时，迁移行为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知觉

行为控制。由于知觉行为控制还受迁移者个体能力的影

响，所以当迁移者缺乏相关能力时，即便拥有强烈的迁移

意愿，迁移行为也无法实施，如运动休闲人才恰好不具备

岗位所需的对应能力。有受访者则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

虑，如 B 先生提到运动行业的资本门槛较高，导致自身无

法前往乡镇工作。

本研究显示：1）运动休闲乡镇吸引人才的理论框架

包含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迁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

观规范、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其中舒适性要素包括气

候、地形、资源、区位、基础设施、消费设施、文物遗迹、公

共服务、社会氛围、货币收入、心理收入、制度、运动休闲

用地、运动休闲设施和运动休闲氛围；2）运动休闲用地、

运动休闲氛围、气候、消费设施、社会氛围、心理收入、运

动休闲设施与人才的迁移态度有正向相关关系，制度与

主观规范有正向相关关系，气候、消费设施、社会氛围、心

理收入、运动休闲设施、货币收入、区位、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与知觉行为控制有正向相关关系，地形、资源通过运

动休闲用地间接影响迁移态度，文物遗迹通过社会氛围

间接影响知觉行为控制；3）运动休闲人才的迁移态度、主

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通过迁移意愿影响迁移行为；4）

运动休闲人才的知觉行为控制与迁移行为有正向相关关

系。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运动休闲乡镇吸引人

才的理论框架（图 3）。

本研究表明，假设H1~H8均得到验证。

4 讨论

4.1　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要素特征　

在最终理论框架中，地形、资源和文物设施要素没有

直接影响迁移行为过程，而是通过影响其他因素间接参

与迁移行为影响过程，如地形对运动休闲乡镇建设用地、

设施的影响，资源对用地、设施以及社会氛围的影响，文

物设施对社会氛围的影响等。说明地形、资源、文物设施

要素的所指更为宽泛，无法令大多数迁移者形成直接认

知，不是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中的关键要素。

此外，运动休闲乡镇的舒适性要素体现出显著的“非

自然”特征。依据前文阐述，受访者提到自然地理舒适性

相关要素并不多，多数受访者聚焦在“非自然”的舒适性

描述上，如“交通”“便利店”“医疗”“教育”“步道”等。究

其原因，运动休闲乡镇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的新生产物，运动休闲乡镇的建设是以实现城

镇化为目标，在乡镇地区提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

建立提升运动休闲用地与设施的过程，所以区别于通常

意义上的农村以及旅游目的地，运动休闲乡镇是地处乡

镇区域自然环境中的“城市”，是发展方向更靠近城市的

特殊小城镇。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自然地理舒适性的失效呢？恰

恰相反，尽管自然地理舒适性要素远不如“非自然”舒适

性要素在访谈内容中体现得明显，但实际上，自然地理舒

适性是构成运动休闲舒适性的决定性要素。在对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大量外来人口现象的研究中，Ullman（1954）

提出，令人愉悦的气候已经成为促使人们迁移的重要舒

适物，在舒适性理论视角下，自然地理舒适性一直被视作

气候

地形

资源

区位

基础设施

消费设施

文物遗迹

公共服务

社会氛围

心理收入

制度

运动休闲设施

迁移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迁移意愿

运动休闲用地

运动休闲氛围

货币收入 迁移行为

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

图3　运动休闲乡镇吸引人才的理论框架

Figure 3.　Theory Framework on How Sports Leisure 

Towns Attract Talents

表11　基于舒适性要素、迁移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形成的关系

Table 11　Relationship Among Amenities， Migra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关系类别

迁移意愿的形成

迁移行为的形成

影响关系的范畴

迁移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

迁移意愿

参考点/个

36

12

25

21

12

访谈内容举例

我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就喜欢上这里了，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到这里工作

有很多教练就愿意去运动休闲乡镇，因为我到了那儿很火，我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练

如果我是个本科生，某个运动休闲乡镇有个很好的运动休闲公司，那我是愿意的；但我现在

读博了，你要我去那里找什么单位呢

不像一般大众性的项目，小镇里需要的教练往往不一定有能力相匹配的人才

他说想把工作室搬到这个地方来，办公司……后来这么久也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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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舒适性因子。对于运动休闲乡镇而言，作为地

处乡镇自然环境下的“城市”，尽管非自然地理舒适性也

深刻影响着运动休闲活动开展的质量，但自然地理舒适

性作为运动休闲活动开展的前提，依然构成运动休闲乡

镇的发展核心。如果运动休闲乡镇缺乏乡村自然地理条

件的独特风貌，那么也就丧失了相较于城市运动休闲活

动开展的核心优势，运动休闲乡镇的舒适性也就无从谈

起。运动休闲乡镇舒适性的构建有赖于自然地理舒适性

与“非自然”舒适性的协同发展。

4.2　舒适性要素对迁移行为过程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运动休闲乡镇的舒适性要素影响迁移

行为时存在“引力”与“阻力”两种作用方式。当“引力”舒

适性要素符合迁移者的预期时，很容易使迁移者产生迁

移意愿，达不到预期时却不会造成迁移行为的直接转变；

当“阻力”舒适性要素符合预期时，对迁移者态度不会产

生显著影响，但不符合迁移者预期时，可能直接中断迁移

者的迁移意愿。

运动休闲用地、运动休闲氛围以“引力”的作用方式

影响迁移者的迁移行为；区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货币

收入则以“阻力”方式影响迁移者的迁移行为。如舒适的

运动休闲用地是许多运动休闲人才产生迁移意愿、实施

迁移行为的直接原因，而迁移者会对运动休闲设施有所

顾虑。如果当前运动休闲设施质量不会阻碍其开展运动

休闲活动，多数迁移者将乐于接受不同质量水平的运动

休闲设施；但当运动休闲设施质量过低，即便运动休闲用

地是舒适的，迁移意愿也很可能转向消极，甚至消失。气

候、消费设施、社会氛围、心理收入、运动休闲设施、制度

同时具有“引力”和“阻力”特征。一方面，迁移者由于舒

适的气候、消费设施、社会氛围、心理收入、运动休闲设施

产生较为积极的迁移态度；另一方面，令人难以忍受的气

候、消费设施、社会氛围、心理收入、运动休闲设施不仅无

法满足迁移者的喜好需求，更是制造了一系列无法克服

的困难，迁移者的行为受到限制。

“引力”舒适性要素能为运动休闲乡镇带来独特的人

才吸引力。以莫干山漫运动休闲小镇为例，2007 年南非

骑行运动爱好者高天成慕名来到莫干山，其开办的“洋家

乐”成为莫干山民宿产业发展的开端，带动莫干山消费设

施的发展；2016 年，37 岁的夏雨森被莫干山运动氛围吸

引，他放弃上海的工作，迁至此定居，开办具有运动元素的

民宿，成立莫干山运动联盟；2018 年，蒋章鹏也同样有感

于莫干山的户外运动氛围，将休闲皮划艇引进莫干山，成

立朗途皮划艇基地（张斌 等，2020）。莫干山优质的自然

禀赋使其拥有天然骑行道、户外探险用地、竹海越野赛道

等舒适的运动休闲用地；而丰富的体育赛事和户外运动项

目，也造就了莫干山良好的运动休闲氛围。得益于运动休

闲用地舒适性与运动休闲氛围舒适性，莫干山地区不断吸

引运动休闲人才前来创业、定居。可见，运动休闲用地与

运动休闲氛围是打造运动休闲乡镇人才吸引力的关键。

“阻力”舒适性要素会降低运动休闲乡镇的人才吸引

力。运动休闲乡镇在货币收入、区位、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方面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正如 D 先生所说，尽管运

动休闲人才的创业者大部分“经济上没有太大压力”，可

以将爱好作为职业进一步发展，但对于更广泛的运动休

闲行业从业者而言，“首先要解决温饱”。只有当运动休

闲乡镇对于迁移者的货币收入进行一定保障，其区位、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均达到迁移者的基本生活需求，此时

迁移者才会考虑运动休闲用地、运动休闲氛围等“引力”

舒适性。因此，保障“阻力”舒适性要素在吸引运动休闲

人才的过程中不可忽视。

5 结论

本研究以舒适性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

深入访谈，构建运动休闲乡镇吸引人才的理论框架，包含

气候、地形、资源、区位、基础设施、消费设施、文物遗迹、

公共服务、社会氛围、货币收入、心理收入、制度、运动休

闲用地、运动休闲设施、运动休闲氛围、迁移态度、主观规

范、知觉行为控制、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 20 项要素。其

中，运动休闲用地、运动休闲氛围、气候、消费设施、社会

氛围、心理收入、运动休闲设施与人才的迁移态度正向相

关，制度与主观规范正向相关，气候、消费设施、社会氛

围、心理收入、运动休闲设施、货币收入、区位、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与知觉行为控制正向相关；地形、资源通过运动

休闲用地间接影响迁移态度，文物遗迹通过社会氛围间

接影响知觉行为控制；运动休闲人才的迁移态度、主观规

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与迁移意愿正向相关；知觉行为控制、

迁移意愿与迁移行为正向相关。

由于构建的运动休闲乡镇人才吸引力理论框架是基

于小部分运动休闲人才的访谈，小规模样本的代表性可

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通过大样本数据，

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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