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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撷

哈萨克斯坦计划开展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试点项目

哈萨克斯坦生态、地质和自然资源部及文化和体育部计划在查林（Charyn）、伊利

阿拉托（Ile-Alatau）和科尔塞湖（Kolsai Lakes）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试点项目。

挪威加大了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支持力度

近日，挪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捐赠了2500万挪威克朗 (约290万美元)，

用以支持其包括遗产保护（特别是非洲自然遗产的保护）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工作。

自 2018 年挪威议会宣布在世界遗产地西峡湾 - 盖朗厄尔峡湾和纳柔依峡湾实施邮轮

和渡轮零排放法令以来，挪威对自然遗产的贡献显著增加。“我们非常感谢挪威的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 Mechtild Rossler 说。“挪威已经意识到保护世界

自然景观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据悉，挪威在过去两年中已为

非洲的世界遗产活动提供了 482000 美元的资金。

（来源：UNESCO 官网） 

美国近 16 年开发致自然区域流失 约合 9 个大峡谷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日前，一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农业、能源开发、

居住区扩张和其他人为因素，美国在 2001 年到 2017 年间，已流失相当于 9 个大峡谷国

家公园大小的自然区域。

据报道，该报告希望借由计算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道路铺设、居住区扩张、农业

和其他人为因素而损失的自然土地的比率。报告显示，这段期间流失面积约 971 万公顷

的自然土地，使美国在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时更显脆弱。

这份由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发表的名为《美国该保持什么样自然程度》的报告指出，

美国现需设定目标，在2030年之前让30%的陆地和海洋受保护，以阻止自然区域快速消失。

自然区域可让美国免受气候变迁和野生动物灭绝带来的冲击。

报告显示，目前仅 12% 的美国土地被划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及其他各种保护区，

只有 26% 的海域受到保护，不受如石油、天然气探勘等开采影响。

据悉，自然区域泛指未受人类开发影响的土地，流失最多的区域是美国南方与中西部，

因为城市、农田、道路、电厂和其他的开发项目，已分占当地 47%、59% 的土地面积。

报告还指出，时代正在变化，未来美国将比以往更依赖自然区域完整、稳定，以提

供经济繁荣、保护人群健康和抵抗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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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撷

加拿大政府宣布拨款 1.75 亿美元
支持施行新的自然保护项目

“自然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也是国

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加拿大环境

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凯瑟琳·麦肯纳宣布，政

府将拨款 1.75 亿美元，以保护重要的野生

动物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湿地，并扩大爱德

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自然保

护地的面积。另外麦肯纳还宣布将额外拨款

430 万美元用于 49 个濒危物种保护项目。

凯瑟琳·麦肯纳谈到：“保护自然环境不仅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社区发展，而

且在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全国各地伙伴的共同努力，利用共

有知识、资源和关系网络，我们将继续保护环境并发展经济。” 

爱德华王子岛省环境、水和气候变化部部长布拉德·特里弗斯指出：“我们正面临

着生物多样性危机，一些动植物的物种正在消失。拨款将用于保护濒危物种和重要湿地、

推动碳储存以及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努力实现到 2020 年

底保护该岛 7% 的土地的目标。”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加拿大自然基金会联合其它慈善基金会、公司、非盈利组织、

各省、属地和其他合作伙伴，共为加拿大的自然保护行动筹集到约 10 亿美元。

（来源：加拿大 Cision 新闻网） 

考虑到对现有生态系统的保护，该项目旨在建设时贯彻高质量旅游基础设施的创新理念、

方案和技术。

据报道，到 2025 年，该项目将使年旅游客流量从 130 万增至 340 万，并确保服务的

质量。生态、地质和自然资源部部长 Magzum Mirzagaliev 说 :“国家公园在发展生态旅

游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该项目旨在保护公园的生态系统，并监控保护区内的环境保护、

自然教育、科学研究、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有限的商业活动。”

“哈萨克斯坦国家公园的旅游业目前尚不发达，存在着服务质量差、基础设施薄弱、

不能把公园独特的自然景观作为品牌进行宣传、旅游专业人才短缺等诸多问题。我们计

划联合哈萨克国有旅游公司，开展可持续的生态旅游项目，在上述三个国家公园内试行

新的发展管理模式。”他补充说。

预计新模式将在未来 5-7 年内创造约 2 万个就业机会，并吸引约 1000 亿滕格（2.58

亿美元）的投资。

“旅游产品类型多样化将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原因。如今国家公园内仅有少量服务设

施完备的游览线路和观景平台，因此游客通常只会在公园里待上短短的一夜。今后我们

将致力于基础设施的改善。” 哈萨克斯坦旅游局副主席 Kairat Sadvakassov 说。

（来源：阿斯塔纳时报） 



环球万象

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APP 操作指南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管理委员会主席弗兰克·迪恩介绍

说 :“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你可以用它来探索和了解这个公园。这款应用程序可以告诉

你，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不同区域、各个季节都可以看到什么、做什么。”
该应用程序的首页提供了丰富全面的实用信息，包

括景点介绍、区域亮点、旅行项目、推荐行程规划、游

客中心、交通信息、景点开放时间以及园内活动时间表、

和各项服务（休息区、洗手间、餐厅、科教等）的具体信息。
首页继续下滑则可

以看到有关公园的其它信

息。例如无障碍环境设施

（Accessibility）、路况（Road 
Conditions）、 规 章 制 度

（Rules & Regulations）、

安全注意事项（Safety）、

合作单位（Park Partners）
费用（Fees & Passes）等。

What to See（景点介绍）

该板块包含了 20 个推荐景点的详细介绍、位置以及景点设施的基本信息。以 Tunnel 
View（隧道景观）为例，点击 Map and Direction（地图和方向）便可以看到隧道景观在整

个公园中的位置，并且可以直接显示从游客当前位置到该景点的线路。因为这款 APP 具

有强大的导航功能并提供互动式地图，所以游客只要提前下载好，在没有手机信号和无

线网络的情况下，APP 仍然能准确定位用户的位置，并且提供位置附近的相关信息，方

便用户计划下一步的行程安排。

此外，APP还提供了景点基础设施的有关信息，如：休息区、展览、停车场、观景台、

垃圾桶和无障碍设施等。

停车场

资源回收

观景台

垃圾箱
无障碍景点

景点介绍 区域亮点

旅行导览 推荐行程规划

游客中心 交通信息

景 点 开 放 时 间、
园内活动时间表 各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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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s（旅行导览）

打开 APP 的语音讲解（Audio Description）功能，有关景点的语音讲解就会出现。

例如图鲁姆牧场苏打泉和帕森斯小屋之旅（Tuolumne meadow-soda Springs and Parsons 
Lodge Tour），为游客规划了 16 个景点的游览路线并配以语音导览。此外，APP 中还设置

了 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功能，可以帮助游客定位到远处的景点。

开启语音导览

AR 功能

Itineraries（推荐行程规划）

该板块提供了多样的一日游的行程参考，帮助游客自助探索公园的不同区域。比如

在优胜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徒步旅行，在马里波萨谷巨杉林（Mariposa Grove）
悠然漫步，在特纳亚湖 (Tenaya Lake) 野餐以及冬天在柯里露营区 (Curry Village) 滑冰。

Service（各项服务）

细分了公园内提供的各项服务。例如 Trailheads（游步道起点）和 Cycling（骑行），

提供了 44 条徒步线路和 35 条骑行线路的相关信息，包括徒步 / 骑行路线、徒步 / 骑行

目的地的简单介绍以及整条路线的距离和耗时，方便游客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线路；

Stay Hydrated（保持体内水分）则标出了园内的饮水点，并提示游客需自行准备水杯；住

宿的相关信息在这个板块也可以找到 ;Camping（露营）介绍了园内 13 处露营点的详细信

息，如整个区域的面积、可容纳的帐篷和房车 /拖车数量、区域内的公用设施（野餐桌、

储物柜、卫生间、淋浴间等）、开放时间、预约方式和时间、价格、露营区的规章条例、

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到达；此外，园内还有 7处酒店可以选择，既有奢华舒适的高级酒店，

也有适合想要体验户外露营但又是新手的管家式帐篷体验区。

总体来说 ,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APP 提供了所有游客在入园前后想知道的有关衣食住

行的信息，还可以帮助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公园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体验它的美丽，了解它的

历史，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活动中去。用户通过 APP 可以了解优胜美地国家公

园的环保项目和冒险活动，并能够直接链接到国家公园保护协会网站，了解更多有关该

组织的信息。

目前这款应用软件可以在 iOS平台上（NPS Yosemite National Park）和安卓平台上（NPS 
Yosemite）下载使用。  



简介
在生态旅游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当代旅游研究译丛：生态旅游（第 4 版）》

应运而生，本书从一系列仍旧困扰生态旅游理论和实践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矛盾出发，

结合其他旅游形式、旅游影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治理和伦理必然性，

对生态旅游这种绿色的旅游形式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那些仍然困扰生态旅游和使其成为

旅游业里最具活力的旅游形式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权威分析和全面解读。本书涉及的主题

和地理区域十分广泛。

本书为第四版，在前三版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更新，增加了生态旅游的最新

研究成果，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总结了最新最权威的旅游研究文献。新增的章节包括

动物伦理理论和应用、可持续旅游中的社区发展、旅游教育与学习的重要性等。对于所

有有志于研究和实践生态旅游的人来说，本书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是不可或缺的一本参考书。

作者
戴维·A. 芬内尔（David A.Fennell)，加拿大安大略省布鲁克（Brock) 大学的旅游管

理学教授，其著作还有《旅游与动物伦理》《旅游伦理》《生态旅游项目规划》等。戴

维同时还是《生态旅游杂志》的创始主编。

译者
张凌云教授，博导 ,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

书评
芬内尔的《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领域的一部大师级著作，分析问题深入浅出，将

复杂的生态旅游问题讲得透彻明白，易读易懂，这真可谓无可比拟。本书是所有生态旅
游相关人士的必读书目，相信它必将成为生态旅游领域的经典之作。

                              ——澳大利亚艾迪·斯科文大学 罗斯·道林教授

摘读
“生态旅游（生态“eco”是生态学 ecological 的缩写）也给了保护主义者一个平台，让他

们能有效地转变整个旅游行业给生态和社会文化带来负面影响的形象。这种旅游形态的诱人之处

在于它把可持续发展和媒体关注扩展到了很多新的地方，让那些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区域能从

这种新的替代旅游中获得市场机会。”

“显然，生态旅游的需求与供给在如此短时间内的增长也同时伴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理念和

实践不一现象，这也成了生态旅游研究和实践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例如，阿伦（Arlen，1995）在

介绍她在秘鲁雨林里的体验时冷静地写到，生态旅游已经到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她提到旅游者要忍受在有人体排泄物的水里游泳，导游抓着树懒和凯门鳄让游客照相，未经处理

的垃圾被直接倒入海里，为了躲避观豹游客的骚扰，母豹甚至把自己的幼崽杀死。生态旅游在这

里无序地野蛮发展。很多作者也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下了相同的经历。”

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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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生态旅游

回归自然、放松身心是人类的本能需求，尤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张，以及

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亲近自然、感受自然成为一种时尚消费。越来越多的旅游者不再

满足于一般形式的观光游览，而是追求更深层次的旅游体验，并注重参与性。因此，作

为绿色旅游消费的生态旅游，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的首要且必然的选择。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旅游正在稳步发展，据国际生

态旅游协会（TIES）的测算，生态旅游收入在以每年 10%-12% 的速度快速增长。

概况

1962 年，美国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蕾切尔 • 卡逊女士，通过一本薄薄的《寂静的

春天》，开启了人类的环保时代。而同时代的美国学者，贺兹特也建议对于文化、教育

以及旅游进行反思，提出符合生态学意义的旅游（Ecological Tourism）。从此，人类环

境意识的觉醒开启了生态旅游的新时代。经过近 20 年的探索和酝酿，“生态旅游”在 20

世纪 80 年代应运而生。1983 年，墨西哥学者 H.Ceballos-Lascurain 首先创造性地提出“生

态旅游”一词，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讨论并流行开来。

生态旅游是替代旅游的一种具体形式，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都具有突出贡献，即

便它与自然旅游、野生动物旅游、负责任旅游、冒险旅游、可持续旅游等众多旅游形式

有概念上的交叉与重叠，但仍然具有独特的属性。纵观国外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对生态旅

游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由于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96）：“生态旅游是在一定自然区域中进行的负责任

的旅游行为，为了享受和欣赏历史的和现存的自然文化景观，这种行为应该在不干扰自

然区域、保护生态环境、降低旅游负面影响和为当地人口提供有益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

情况下进行。” 

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1999）：“生态旅游是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旅游和观光行

为，主要通过对环境的保护，达到使当地的生态和人口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我

国，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原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

2025）》，生态旅游被定义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准则，以

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开展生态体验、

生态认知、生态教育并获得身心愉悦的旅游方式。”

通过梳理国内外引用频次较高的概念 , 可以总结出生态旅游的内涵主要涉及以下几

项指标：以自然为基础，环境教育功能，生态保护，可持续管理，社区福利，道德规范，

文化属性。

国外的生态旅游业相对发展较早，也比较成熟。美国、欧洲、日本、非洲的肯尼亚、

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亚太地区的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都是生态旅游发展得较好的国家

或地区。

在生态旅游研究和管理上，目前主要依靠经济较发达的环境组织机构所指定的相关要

求与标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绿色环球 21 认证制度（Global Green 21）为基础，澳

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和澳大利亚可持续旅游合作研究中心共同起草完成了国际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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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tandard）。

哥斯达黎加波阿斯火山国家公园

哥斯达黎加是全球公认的第一大生态旅游目的地。这一位于中美洲的狭长岛国，面

积仅占地球总面积的 0.035%，却拥有全球约 4% 的生物物种。26% 的国土面积为国家公园

与自然保护区，其中包括 11 处湿地和 4 处热带雨林景观。此外，这里还有丰富的水力和

地热资源，这些都是其发展生态旅游的先天优势条件。波阿斯火山国家公园创立于 1971

年 1 月 25 日，属于火山山脉中部自然保护区（ACCVC），位于首都圣何塞以北 45 公里，

占地约 65 平方公里，海拔最高点为 2708 米。凭借其优美的自然风光，波阿斯火山国家

公园目前已成为哥斯达黎加接待游客最多的自然保护区。

波阿斯火山国家公园的开发策略可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1、结合自身区位特点进行科学的开发与规划

旅游开发，规划先行。要开发一个旅游景区，首先要编制总体旅游规划和控制性详

细规划。一个规划是否科学，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景区实际，是否突出了景区的个性和

特色。波阿斯火山国家公园在其开发规划过程中充分突出了自身区位和资源特点。首先，

从区位来说，其最大的优势是靠近美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吸引北美发达国家的游客以及

赴美旅游的外国游客十分有利。因此，公园虽地处拉美洲，但在管理和服务上却按照较

高的标准设计，以充分满足北美及世界各地游客的旅游需求。

其次，从景区特色来说，其最大的优势来自于独特的自然资源，公园在规划上就以

生态旅游定位，强调原始性和人与自然的结合，把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再次，公园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哥斯达黎加完整而独具热带和拉美文化

的特色，从而将文化元素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形成了以生态旅游为特色，哥斯达黎加

本土文化为特点的独特优势。

2、充分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推广生态旅游

首先，该公园结合其生态资源丰富的特色，大力争取多方支持，充分利用了国内外

各类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有利资源，为其开发建设的先进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打下

了坚实基础。在成立之初，公园便得到了该国的“火山山脉中部地区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这一基金会是哥斯达黎加旅游业内十分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它致力于该国火山山脉中部

森林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市场和环境教育的发展和应用，创建并传达能够改善国内和国

际公共环境政策的信息，保持和推广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基金会的支持、指导

以及对同类公园的借鉴，使波阿斯火山国家公园在规划和建设上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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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哥斯达黎加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SINAC）可持续旅游项目的一部分，公园

获得了美洲开发银行的专项基金支持，为公园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
其次，该公园在开发规划的细节方

面，积极吸纳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建设管

理。哥斯达黎加作为旅游大国，国内活

跃着不少致力于旅游开发的公共组织和

志愿者组织。波阿斯火山国家公园积极

引进这些组织参与到保护区核心限制区

域的管理中，推出不少环境友好型的旅

游特色项目，既让当地百姓获益，同时

保护生物多样性。此外，酒店的服务水

平是一个大型旅游景点服务水平的标志。

3、全面加强对居民和游客的环境教育

发展生态旅游，离不开全社会、特别是景区周边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环境保护

教育十分重要。在哥斯达黎加，政府部门始终坚持积极开展对广大居民的环境教育，让

全社会参与到有组织的环境保护中。其中，“火山山脉中部地区发展基金会”作为发展

火山地区旅游业的重要力量，更是将对火山山脉中部地区居民行为举止的教育作为其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居民与自然和谐相处。此外，该国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也始终将

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容。如 1989 年创立的 Inbio 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拥有为少年儿童

免费开放的公园，通过做游戏、讲故事、绘画等让小公民们从小热爱野生动植物。各大

书店里也都会有一个书架摆放自然书籍，介绍大自然的生物。全民的理解与支持，成为

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保证。

肯尼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

横贯国土的赤道给肯尼亚带来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具

代表性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而且也是最早的人类文明发迹地之一。自从 1963 年结束

英国殖民统治之后，肯尼亚致力于发展旅游业，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

生态旅游的内涵之一就是要体现当地居民的利益，保证当地居民从旅游业中受益，

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这方面，肯尼亚成绩显著，值得借鉴。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以来，肯尼亚在探索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合理规划和管理的过程

中，先后成立了“野生生物服务署”“社区服务协会”（CWS）（1992 年）等组织，颁

布了斑马文件（Zebra Book）“生物多样区保护计划”等。这些政府出台的政策与管理，

其目标之一在于“权力下放，希望将许多决策下放至现场决定，邀请当地居民亲身参与，

共同讨论，而不再采取由上而下的决策模式。”

受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鼓励，肯尼亚在当地民众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管理和制度

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马赛人自主经营的“度假木屋”（II Ngwesi 
Lodge），它充分说明了，肯尼亚在多年的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中所追求的社区自身决策机

制的实现。

公园通过引进华美达酒店的入驻改善了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效率和

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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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木屋”（II Ngwesi Lodge）位于肯尼亚北部的 Lewa 野生动物保护区旁边，整

个度假木屋按照当地马赛村落的样子来建造，木屋所使用的泥巴、树枝和茅草都与当地

的村庄高脚屋所使用的材料一样，取自于当地，是一个以“本土”和“在地”方式打造

的度假村。该度假村始建于 1996 年，由当地的年轻人通过和游客的沟通交流后，自行决

策建立的，为游客提供最原生态的木屋、最淳朴的服务、最简单的美食。当然所有工作

人员也都是当地的马赛人。该度假木屋在 1997 年获得了英国航空公司“最环保旅游目的

地”的奖项。换而言之，度假木屋这一生态旅游度假村的开发完全建立在社区自主决策、

管理之上，它实现了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最核心部分的实践。

除此之外，在肯尼亚许多国家公园和相关的旅游目的地，当地居民都逐步从被政府

引导参与旅游，逐渐转变为自觉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生态旅游中。

导游活动。在自然景区，肯尼亚政府鼓励当地居民参加到导游活动中去。在马赛马拉，

当地导游会在客人外出游览时陪同客人，在晚上会随身携带防身工具，以预防鬣狗等小

型凶猛动物越过防护栏，袭击游人。在海滩的导游会向游客介绍多样的海洋生物，但同

时告诫游客不要伤害海滩上的动物。导游的薪资基本是以游客的小费为主，导游时间及

内容也是与游客商议决定，虽然正规性不够，但对社区居民来讲，这样的工作方式拥有

很高的自由度，也能为自己带来一定经济收入。

纪念品制作。当地居民还拥有出售自制纪念品的机会，这不仅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家

庭收入，日渐增多的需求量更是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缓解了当地就业压力。Susan 
Wood和其他两个非洲妇女开设名为Kazuri的陶艺工作室是其中一个典范之例。30多年来，

Susan Wood 带领当地的贫穷妇女用肯尼亚山采来的泥浆土，制作成一件件当地陶瓷纪念

品，并最后形成肯尼亚的著名品牌，在内罗毕几乎每个购物中心都有 Kazuri 专柜，成为

肯尼亚主要的旅游纪念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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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肯尼亚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十分广阔，当地人作为司机不仅可以将草原上

的路途熟稔于心，还了解各种动物生活的习性，知道它们有可能出没的地方，为游客的

旅程带来很多便利。而在旅程过程中，司机对游客的行为负有责任，司机同时也起到了

监督游客行为，保证游客安全的作用。

园区保护。在迁出景区原住民的同时，肯尼亚政府没有忽视原住民对于园区野生动

物资源的保护作用。以马赛人为例，这些熟悉野生动物天性的原住民，在结束自己草原

游牧生活后，由政府或者一些私人的生态保护园区提供机会，参与到野生动物资源的保

护行动中。
合理的生态旅游的利益分配机制应该是政府、企业和当地居民三大主体共赢的局面。

肯尼亚政府认为，“发展生态旅游的最重要内涵就是要顾及当地居民的利益，保证当地

居民从旅游业中受益，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以此推动生态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在以政府为主导的一些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中，肯尼亚野生生物服务署等管理

机构的一个施政重点和目标在于“野生动物发展与利益分享计划”，要让当地保护区周

围的民众从生态旅游中获得利益，从而放弃与生态旅游相互对立的情绪和行为（如放牧、

农作以及盗猎等问题）。他们把这个“利益分享”落实到具体的数据上，肯尼亚野生生

物服务署的首届负责人利基一度承诺将门票收入的 25% 回馈给当地的民众，后因该数据

难以实现，他的继任者魏诗登将回馈金比例改定在 10%。

此外，每个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社区服务协会（CWS），负责具体落实社区利益分

配后的具体发展事项，给予当地民众实质性的利益分享内容，比如提供经费赞助地方发

展计划，兴建学校，为学生提供奖学金等。以知名度仅次于马赛马拉保护区的安波塞利

国家公园为例，当地政府通过旅游发展，建设了基础的取水和饮水设施，把部分门票收

入用于地方基础建设、园区管理，为当地人提供直接的经济补助，推动学校、医疗站和

村民活动站的建立等。

私人企业投入生态旅游后的社区参与利益分配，也是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利益分配均

衡化的重要表现。肯尼亚政府十分鼓励私人投资者引入的生态项目，并合理地分享其所

带来的利益。比如，私人投资者 Eselenkei 集团所开展的生态旅游中，其项目收益被用于

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就业机会和降低风险。当地社区每年能从地租、门票和床位费上收

获 5000 美元。26 名马赛男性被雇佣为设施保护者。在相关发展机构的支持下社区促进调

节相关资源冲突的能力得到提升。不断扩大的生活基地减少了当地易受灾害的人们和野

生动物之间冲突，野生动物物种保护区的居民数量也得到了增加。

生态旅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破坏当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另一方面

却也能促进当地生态和文化的自觉。肯尼亚政府以经济利润为推力，促进社区居民参与

到保护环境与野生动物资源的活动中来，使他们意识到相对于猎杀，保护野生动物所带

来的利润更为巨大。经过多年的生态旅游的发展，当地居民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所带的

利益，许多部落已经将野生动物看作是珍贵的资源，不仅不再以打猎偷猎的方式来伤害

野生动物，还自觉地保护它们。

与此同时，肯尼亚政府把这种生态保护意识通过教育方式传达给下一代，使得生态

保护意识更加自觉。在肯尼亚，经常能看到中小学生有组织的在国家公园中游玩；内罗

毕的博物馆、动物园也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些对国外游客票价较高的景点，只象征性

收取学生很少的费用，学校频繁组织学生参观和游玩，从而在肯尼亚下一代人中深植了

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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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旅游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旅游概念正式引入中国。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及湿地公园、

沙漠公园、水利风景区等为主要载体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体系，基本涵盖了山地、森林、草原、

湿地、海洋、荒漠以及人文生态等 7大类型。生态旅游产品日趋多样，深层次、体验式、

有特色的产品更加受到青睐。生态旅游方式倡导社区参与、共建共享，显著提高了当地

居民的经济收益，也越来越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人们的生态保护

意识明显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逐步成为共识。

与此同时，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地区对生态旅游的认识

不到位，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不重视资源保护和规划设计，搞竭泽而渔式的开发，

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部分地区过分追求门票经济，不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

人为增加保护压力，降低旅游质量。相当数量的景区没有充分发挥生态旅游的科普、教

育功能，在产品开发、导游解说上过于肤浅和形象化。部分景区所在的社区参与度低，

没有决策建议权，利益共享机制缺失。此外，生态资源的保护监督体系也亟待健全。

结语

生态旅游是一种增进环保、崇尚绿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旅游方式，是旅游

业特别是以自然景观为基础的景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我国目前在生态旅游发展

过程中还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只要不断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加以创新，就一定能够形

成更好的发展策略，为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做出重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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