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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绿色名录》更新三处澳大利亚保护地状况

新闻采撷

在澳大利亚的众多保护地经历了毁灭性的火灾后，《IUCN 绿色名录》对阿拉瓜国

家公园（Arakwal National Park）、拜伦角国家保护区（Cape Byron State Conservation 
Area）、穆塔古岛自然保护区（Montague Island Nature Reserve）三处保护地状况进行了更新。 

这三处均是在 2014 年《IUCN 绿色名录》推出时，首批列入其中的保护地，管理措施各

具特色。

阿拉瓜国家公园和拜伦角国家保护区
阿拉瓜国家公园和拜伦角国家保护区位于澳大利亚最东端，与繁华的旅游城镇拜伦

湾相邻。这两处保护地占地面积虽小（合计 298 公顷），但拥有高度完整的生物多样性

和蓬勃发展的旅游业。

阿拉瓜居民是官方承认的土著产权持有人，根据一项土著土地使用协议，他们与新

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共同管理这两处保护地。阿拉瓜居民与当地景观、

植物、动物和水道都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联系。

这里的部分物种和栖息地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其中，拜伦湾禾本科粘土和

拜伦湾兰花通过“跨文化保护规划”得到了有效保护与修复。拜伦湾保护地还是国际著

名旅游目的地，每年接待 200 万游客。所得收入直接交于保护地管理机构。

穆塔古岛自然保护区
穆塔古岛面积很小，占地 82 公顷，位于新南威尔士南岸。该岛是这一地区的标志性

地点，不但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具有重要自然、土著和历史遗产价值，也是热门

旅游目的地。

岛上栖息着来自遥远的北极、新西兰和南大洋的 9 种海鸟——这是“海鸟栖息地恢

复计划（2004-2014）”的一项重要成果。

穆塔古岛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游客可以观赏不同寻常的野生动物活动的地方之一，

成千上万的海鸟、企鹅和海狗在这里繁衍生息，游客还可以参观保存完好的 19 世纪灯塔

和看守人小屋。

直至今日，这三处保护地在全球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始终展现着一贯的领导力和模范

的管理效力，并一直坚持实行公平的治理措施。

IUCN 全球保护地项目负责人谈到：“作为世界上首批在试验阶段就被列入《IUCN
绿色名录》的保护地，这一更新表明，它们继续致力于保持自身的领导能力，并与全球

列入《绿色名录》的自然保护地及其社区分享管理经验。我们祝贺这些杰出的保护地和

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居民与利益攸关方，是他们的努力促成了这一成果。”

列入《IUCN 绿色名录》的保护地必须满足治理、管理、设计和规划以及保护成果四

个领域的 17 项标准，并需表现出卓越的综合能力。《IUCN 绿色名录》衡量保护地的保

护与管理的有效性，评估其是否实现自身的保护目标，对最佳保护地予以奖励，并且激

励世界各地的保护地改善其管理措施，为全球自然保护地。该名录对人和自然有积极的

影响。                                                            

                                                            （来源：IUCN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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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举行纪念拯救努比亚古迹国际运动
40 周年庆祝活动

欧洲委员会发起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联盟的倡议

在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到来之际，欧洲委员会在摩纳哥发起了一项成立新的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联盟的倡议。该委员会呼吁所有国家公园、海洋馆、植物园、动物园、科学

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在 2020 年 10 月于中国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

缔约方会议之前联合起来，提高公众对自然危机的意识。在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期间，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196个缔约方预计将通过一个新的全球框架来保护和恢复自然，

这与以应对气候危机为重点的《巴黎协定》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委员会要求保护地、海洋馆、植物园、动物园、科学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加强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交流活动；鼓励国家、区域和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企业、科学家

和公民个人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召开之前发挥各自的作用，提高对生物多样性的认

识。在峰会之后，联合行动的重点将放在协调一致的行动上，这些行动将产生切实的影响，

以期扭转生物多样性流失的趋势。
（来源：欧洲公园联盟官网）

2020 年 3 月，位于埃及开罗富斯塔特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

纪念拯救努比亚古迹国际运动 40 周年。

1960 年，国际社会发起一项运动，转移并重新组建了努比亚的 6 组历史遗迹。因为

阿斯旺水坝建造而形成的人工湖，使这些古迹受到了威胁。这场运动持续了 20 年，于

1980 年 3 月 30 日结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伯国家科学区域办公室主任 Fariz 博士在欢迎致辞中提到，这

场运动不仅推动了埃及历史的发展，还促进了《世界遗产公约》的通过。他强调，该运

动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团结保护历史遗迹的指路明灯，是教科文组织、埃及政府（教科文

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和整个人类社会之间杰出的国际合作范例。

阿布辛拜勒至菲莱是一处异乎寻常的考古地区，这里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庙宇和供奉

伊希斯女神的圣殿。由于联合国发起了国际救援运动，这些宏伟壮丽的建筑遗址幸免于

尼罗河的洪涝灾害。

阿布辛拜勒的努比亚神庙和纪念碑遗址的保护可使我们追溯到人类社会几千年前的

文明历史，而努比亚文明遗址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间的友好合作和团结互助：

如果没有世界若干国家的友好协作，没有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不懈的探索、发掘和细致

的工作，这些遗迹就不会保存下来。

在1910年，人类第一次修建阿斯旺水坝时，努比亚文明遗址几乎淹没于茫茫河水之中，

而 1959 年阿斯旺水坝的重建，使得努比亚神庙遗址将不可避免地被湖水淹没，在 1960 年



3

新闻采撷

以后，努比亚文明遗址更是面临着随时消失在河水中的危险。幸运的是人类意识到了努

比亚文明遗址的价值，世界保护组织动员了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去拯救努比亚遗址。他们

在 1959 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起草了一份国际间合作保护计划，会议后他们查勘和寻

访了所有位于阿斯旺和苏丹之间的遗址，并发表了关于勘察、考古和发掘遗址的建议书。

在人们不懈的努力下，努比亚遗址保护措施得以实施，在 1960 年 3 月 8 日，保护组织发

表了一份国际倡议书，呼吁全世界为了挽救努比亚文明遗址，向其提供资金、技术等各

方面的支持。全世界许多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齐心协力，共开展了 40 多次大规模的拯

救努比亚古迹的活动。由24个国家的考古专家组成的实地考察团，经过周密测量和计算后，

该建筑群中的 22 座庙宇被拆散后完整转移，并在安全地带依其旧貌重建。人们用了近 20

年的时间，把努比亚的古迹移到了离原地不远、高出水位的地方。公元 1980 年，努比亚

博物馆正式破土动工，这一年恰好是努比亚遗址国际保护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具有纪念

意义。
（来源：世界遗产中心官网）

 新西兰网红树遭游客恶意破坏

3 月中旬，新西兰瓦纳卡湖南端的一棵网红

柳树被人锯断。一些树枝被冲到了岸上。一名

当地人说，“那棵著名的低悬在水面上、美丽

如画的树消失了。” 

这棵树位于新西兰南岛，距离但尼丁市

约 300 公里（186 英里），在网络上被称为

#ThatWanakaTree（瓦纳卡之树）, 谷歌地图甚

至列出了该地点的名字和标签。

2014 年，新西兰摄影师 Dennis Radermacher
凭借这棵树的照片获得了新西兰地理杂志年

度最佳风景摄影奖。自此，这棵树在社交媒

体上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认为它是希望的象征。尽管位于偏僻地带，没有路标，也

没有引路人，但游客们还是会开车到那里去抓拍一张照片，当地经济也因此被带动起来，

得到蓬勃发展。

   树木周围的环境同样很美。瓦纳卡湖位于阿斯帕林山国家公园（Mount Aspiring 
National Park）脚下，该公园以动物群和植物群闻名遐迩，是蒂瓦希普纳默世界遗产地的

一部分——这里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啄羊鹦鹉的栖息地，啄羊鹦鹉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山

鹦鹉物种。

   这棵树并不是唯一一处遭到破坏的景点，甚至不是唯一一棵遭到破坏的树。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约书亚树国家公园（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也受到了社交媒体过度关注和旅

游高压的影响。在 2019 年 1 月政府关闭该国家公园期间，有游客砍伐了与约书亚树同名

的树木，还留下了涂鸦和垃圾。这些树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均不生长。（来源：CNN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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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

加强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

在过去的 50 余年里，加纳失去了 60% 的森林资源，按照目前每年约 2% 的森林砍伐

率（13.5万公顷/年），预计情况会变得更糟。这一现象已引起了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加纳政府也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一份新的 IUCN 森林简报探讨了加纳社区如何加

强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森林对该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至关重要。森林砍伐率的增加严重影响了社区的生计，

对居民和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加纳政府制定并执行了多项国家规划、政策和倡议

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其面对的挑战是提出创新且包容的方法，让社区参与自然资源管理。

IUCN 协助这一工作的方式之一是实施稳定土地利用项目（Stabilizing Land Use 
Project，简称 PLUS)，重点执行加强农业用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连接性的景观规划方法。

该项目以西部高海拔森林带的Wassa Amenfi景观和北部稀树草原的鼹鼠生态景观为重点。

IUCN 分别与 Codesult 网络合作系统和 Rocha Ghana 项目组进行联合工作。

任何自然资源管理方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包容性决策结构。它让不同群体

的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历来参与率很低的妇女，一起讨论并找到可持续管理资源的方法。

IUCN、Rocha Ghana 项目组、Codesult 网络合作系统和加强社区资源管理范畴工作组，通

过联合工作机制，赋予社区成员保护和管理资源的权力和责任，同时从更公平和更有生

产力的环境中获得好处。。

现有的治理框架被视为建立治理工作组的基础，以便社区通过对话和能力建设促进

制定景观领域的包容性决策。例如实施提高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教育、咨询和培训等一

系列办法有助于缩小现有的性别差距，并增强妇女和弱势群体在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

和利用方面的作用，推动妇女更多地参与决策。

IUCN 与现有的社区和地区组织及平台合作，以避免创建重复性的管理结构，并确

保以前的干预措施的可持续性执行。PLUS 项目包含五个子项目的运作，一个在 Wassa 
Amenfi 景观，四个在鼹鼠生态景观。该项目还支持参与起草条例，以巩固鼹鼠生态景观

的制度化治理结构，为保护地管理咨询委员会开展后续工作铺平道路。此外，在两处子

项目景观的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下，已经为社区各自的景观管理战略的发展提供了便

利条件。

IUCN 正与伙伴组织合作，以确保这两个区域的地区议会实施这些策略。此外，在国

家层面，主要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战略方

向和联系网络。例如，该项目有助于将社区资源管理范畴工作组的活动纳入地区议会的

发展计划。该项目还为国家层面的各类技术工作组的联动对话做出了贡献。

加纳的 PLUS 项目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景观规划方法应用于实践的例子之一 , 它

建立在现有决策结构的基础之上，汇集了广泛的利益攸关方 , 并且增强了女性的参与。

加纳的实践经验对决策者、捐助者、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都是有

用的。这一实践继续指导着景观规划方法的设计和实施。在过去的 20 年里，景观规划方

法作为解决森林砍伐、土地退化和发展问题的一种公平的方法获得了广泛认可。
（来源：IUCN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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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荐

危机准备、管理和复苏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旅游业怎样应对危机以及怎样尽快复苏

成为重要议题。从协助旅游目的地保护人们与资源的角度，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
主导过一个名为《危机准备、管理和复苏》的研究报告。

简介
报告将旅游业常见危机分为四类：恐怖行动、政治动乱、自然灾害、流行病爆发（在

90 次危机中有 12 起是流行病爆发），对旅游业的冲击进行了量化阐述，包括损失的游客

量、旅游收入、恢复时间等。

综述
能预测到的安全与安保水平是旅行者选择目的地的关键因素之一。低概率高影响事

件使旅行者最为担忧，但事实上旅行者涉及的绝大多数是高概率低影响事件，例如遭遇

偷盗和轻微疾病。今后几年，数据安全和环境变化与资源稀缺等新兴风险将会更加明显。

恐怖主义可能是许多国际旅行者考虑的问题，不论是去哪个目的地，但实际上成

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几率微乎其微。旅游业反弹快，恐怖袭击的恢复时间最短，平均为

11.5 个月，范围从 2个月扩展到 42 个月。

数据表明，政治动荡或内乱对一个国家旅游业的损害远远大于恐怖袭击。政治不稳

定性和内乱事件的平均恢复时间最长，为 22.2 个月，恢复期从 10个月到 44.9 个月不等。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都急剧增加，1970 年至 2016 年间自然灾害数量较以往翻

了 4倍，而恢复的时间范围跨度最大，从 1个月延伸至 93 个月，平均为 16.2 个月。

流行病的出现与爆发已成为新的常态，类似 H1N1 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估计在

4050-550 亿美元之间。病疫的平均恢复期为 19.4 个月，跨度为 10 个月到 34.9 个月。

危机的影响力日益要求各国政府和非公共部门加强合作，以提高危机准备、管理和

复苏的工作实效。

危机防范应该集中在建立基于信任的联盟、评估危机准备的程度、制定应急行动计划、

加强教育等方面。

确保迅速复苏的对应措施强调透明度、准备性和信心。准备就绪后，吸引旅行者返回，

开拓旅游市场，并在危机后战略性地重建基础设施。

报告指出，最大的危险通常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准备、管理和对应危机的能力。在

准备方面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它需要公共部门、非公共部门与地方政府和社区的有效

合作。各机构也应分别评估自己的准备水平，采取统筹方式推动社会的抵御能力，制定

可操作的灾害应急计划，以促使旅游业更具反弹性。在此过程中，目的地可以改善声誉，

重获旅行者的信任。风险越大，越需要在地方、国家层面乃至国际层面采取新的解决办法，

使相关利益方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风险和危机。

尽管旅游业极具弹性，但是增强这一能力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旅游业必须不断努力

制定政策并建立应对危机所必需的工具和程序。报告列举了许多国家的成功例子，希望

各目的地能借鉴各种有用的经验。尽管我们无法预计下次危机的性质以及何时发生，但

是可以一起做好准备。
（来源：环球旅游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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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

随着当代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崇尚有利于身心健康、追求

休闲时尚、突出个性发展的生活方式。将体育和旅游融为一体的体育旅游，真正让人们

亲近自然、放松身心、释放个性、提高生活质量。目前，体育旅游已成为全球性的文化

现象，是当前旅游业和体育业发展的重要项目，同时也是新兴的旅游产品，有着巨大的

市场前景。体育与旅游有机结合，一方面有益于创造新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有益于开

发体育资源，丰富和拓展体育运动产品类型，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寻找体育乐趣、强健体魄，

在运动中观光赏景、陶冶情操。

本文主要分析国外保护地体育旅游发展的特点，介绍国家公园和自然景点开展体育

旅游活动的案例，并提出建议，以期为各景区带来启示。

国外保护地体育旅游发展的特点

一、公园体育活动开展的整体性

体育与教育相结合。国外大部分自然保护地地广人稀 , 国家公园面积广袤 , 多数公

园建有教育基地,对青少年及其他游客进行自然知识、野外知识以及公园文化特色的教育,

以增强青少年对环境与社会的责任感。体育运动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如徒步、攀登、

野营等活动项目。“青少年护林员”项目就是国外国家公园开展的一种有代表性和特色

的休闲体育项目 , 青少年只需要交纳少量的费用就可以参加为期数周的活动项目 , 在专

业护林员（公园员工或者有经验的生物学家等）的带领下学习自然知识 ,参与徒步旅行、

探险教育、野营与野餐等活动。优秀的参与者还会受到表彰和奖励。

体育与探险相结合。由于国家公园保护完善 , 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面积广

袤的荒野地、绵长的海岸线、高耸陡峭的悬崖等 , 因此 , 寻求刺激和挑战的探险活动成

为部分游客的目的之一。探险活动要求游客具备较高水平的体能并经过一定的身体训练 ,

还要配备足够的户外体育工具。

体育与原生态体验相结合。与挑战自然需要较高的体能不同 , 体验原生态则更多的

是一种心理体验与感受 , 以及与自然和当地社区融合的游览行为。游客可以白天游览无

人知晓的荒野地带 ,晚上回到公园舒适的自然小木屋 ,体验别有风味的自然生活。

体育与公园内外相融合。由于国家公园对环境保护有着严格的要求 , 一些体育娱乐

项目和服务设施无法（或受到一定限制）在公园内设置 , 如蹦极、狩猎等。公园管理局

鼓励在公园附近社区开发私营的游客休闲娱乐和服务项目 , 并且与邻近的附属区建立合

作关系 ,以满足游客娱乐活动的需求。

此外 , 许多户外教育学校和生态旅游经营机构也将目光瞄向资源丰富的国家公园 ,

成为推动公园生态休闲旅游与体育活动开展的重要动力。 

二、公园体育设施开发的适度性

国外国家公园大多规定娱乐及体育设施应融入公园环境。例如,公园一般不建设全套

的游乐设施 , 但允许建立规模适度的儿童游乐场、团体野外露营的户外运动场地 , 公园

一般对露营地场所的数量有所限制，公园设施建设应尽可能考虑残疾人的无障碍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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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坎皮诺斯国家公园

通常情况下，国家公园允许设置的体育娱乐活动设施包括船只、野营场所、自行车、马匹、

潜水器械、滑雪器械、攀岩设备、游泳设施、越野汽车、滑翔伞等 , 这些娱乐设施必须

符合公园的规定 ,并经过评估和许可后才能投入建设。 

    三、公园管理体制的法制化

   国外国家公园对体育休闲娱乐活动设有相对应的法律条文，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

规范体育旅游的发展。例如，自 1872 年起，美国国会通过了《黄石公园法案》, 《国家

公园事业许可经营租约决议法案》、《国家公园及娱乐法》和《国家公园系列管理法》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得公园的发展目标与规划、土地保护、讲解与教育、公园设施、

项目经营及资源管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法律层面上保障了国家公园旅游业的有序发

展。

    四、运作机制的公益性与市场性

   在联邦制国家，国家公园的主要资金大多来源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公园管理部门

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 , 而是从事基本的公益性服务。但为了提高公园资源的利用率和游

客的享受感 , 公园采用了差异化服务方式。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服务与商业性游客服务等

是采取特许经营和商业用途授权方式进行 , 通过授权一些商业实体在公园适宜的区域开

展相应的娱乐体育活动 ,满足游客的休闲需求。

坎皮诺斯国家公园（Kampinos National Park）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基于科学研究、

教育及旅游、娱乐和摄影等商业目的 , 以不会对公园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产生不利影响

的方式，举办了上百场与体育旅游相关的赛事活动，包括自行车比赛、跑步比赛、马拉

松和徒步比赛等。举办体育类赛事活动当前是该国家公园的基本任务之一。

由于坎皮诺斯国家公园位于华沙附近，拥有众多

的步道、多变的地形、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便利的交通，

地形条件适合组织马拉松、跑步等体育活动，公园当

局组织体育活动的兴趣非常大。考虑到这些活动项目

可能对该地带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坎皮诺斯国家公

园对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目的的活动项目发放数量有限

的许可证。这些体育赛事具有娱乐性质，并以家庭为

导向。

赛事活动范围基于《自然保护法》而设置。该国

家公园的保护计划中标明了可用于人类活动的区域，

如果要组织体育赛事，需要公园当局作出安排，包括

获得公园负责人的书面同意。

日本广岛中央森林公园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国家开始重视自然区域的保护和利

用 , 颁布了《自然保护法》、《自然公园法》和《文化财产保护法》等法规 , 并建立了

国家公园制度体系。日本的《自然公园法》首先在公园设施利用方面对 11 项 36 种设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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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详细的规定 , 鼓励团体和个人按照公园计划提供贴近自然的设施；其次 , 提出可在

国家公园内建立设施简单、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度假村；第三 , 规定公共设施由国家和地

方共同出资提供 , 具有非营利性质 , 而旅馆、滑雪场、滑雪缆车等则是营利性设施 , 由

特许承租人根据公园发放的经营执照建设。

广岛中央森林公园（Hiroshima Central 
Forest Park）的主要体育功能区包括运动广

场、自行车运动场和高尔夫球场等。其设施

建设强调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布局、科学利

用 , 突出环境教育和运动推广功能 ,如木材

建设的儿童游乐场与森林学习馆等。目前在

公园经营中 , 自行车出租、野营烧烤以及运

动广场的业务收入排名靠前 , 显示公园体育

设施的利用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广岛中央森林公园的体育活动主要有自

行车活动、橄榄球运动和高尔夫球运动等。

该公园的自行车活动在日本享有盛誉 , 是 1994 年亚运会自行车赛举办地。公园自行车中

心出租自行车赛车、亲子车、山地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型号的车辆 , 公园开设自行车

课程,针对家庭用户、赛事用户、普通游客等教授各种技巧,并进行活动方案设计。此外,

公园还举行各种自行车比赛。

法国沙木尼休闲登山小镇

沙木尼小镇（Charmonix）位于法国中部

东侧，毗邻意大利和瑞士，坐落在阿尔卑斯

主峰勃朗峰脚下的山谷里。这里是现代登山

运动发源地，被称为“户外爱好者的乐园”、

“滑雪者的天堂”，每年接待超过 200 万的

登山滑雪者和日常游客。

沙木尼小镇成为户外运动的天堂得益

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小镇海拔

1035 米且位于山谷中，是理想的登山活动出

发点，阿尔卑斯山的主峰勃朗峰也为小镇带

来了独一无二的登山资源。

沙木尼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高山运动教育培训系统，以世界上第一所登山向导学

校——法国国家滑雪登山学校（ENSA）为代表。ENSA 建立于 1943 年，由法国体育部

直接管辖，其教学使命是“发展和提高山地运动水平，研究和分析山岳安全风险，训练

高水平运动员”。学校有着严格的培训、考核、认证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培养了

一大批国际顶尖的向导和登山家。

在法国，登山向导对顾客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些以技术高超、经验丰富、责任

感强而著称的向导们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ENSA 开设的教学项目有登山向导、滑雪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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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协作、救援、滑翔伞教练。因为 ENSA 的存在，沙木尼成为全球登山标准的制定者，

完善的培训和卓越的服务成为其登山产业发展的基石。

    在吸引登山游客的基础上，沙木尼注重相关体育项目、赛事、休闲、文化艺术产业

的开发。滑雪、高山滑翔、溪降运动等也开展得非常广泛。2003 年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

正式举办，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越野赛事之一，2016 年吸引了超过 2000 名越野跑精英和

数万名跑步爱好者参与。

启示

新西兰皇后镇

新西兰皇后镇（Queenstown）位于新西

兰东南部瓦卡蒂普湖边，被南阿尔卑斯山环

绕，是世界蹦极的发源地。皇后镇被誉为“探

险之都”的原因在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南阿尔卑斯山是新西兰最高大的山脉，巍峨

高耸、峡湾众多，是蹦极的极佳选择。美丽

的瓦卡蒂普湖是新西兰第三大湖泊，因形状

独特有特殊的潮汐现象而颇具特色。因此，

除蹦极外，滑雪、喷射快艇和山地自行车均

是“探险之都”皇后镇的热点项目。

同时，小镇独有的自然地理资源优势适合发展其他不同的极限运动，进一步形成了

极限运动的集群效应。小镇所处的南阿尔卑斯山南段，山体陡峭，激流奔涌，山顶被冰

川覆盖，能进行攀山、漂流、山地自行车和冰川徒步等活动。在冬天，整个山体被冰雪

覆盖，小镇附近有四处天然滑雪场。瓦卡蒂普湖湖面开阔，能发展帆船划艇和水上飞机

活动。小镇还开展了滑翔伞、跳伞、热气球等项目。由于地理条件复杂多变，小镇可发

展的项目众多，成为有超过 200 多个项目的综合性户外运动的“探险之都”。

皇后镇的体育和旅游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双轮驱动的体育小镇在全世

界尚属少见。户外运动作为皇后镇旅游发展系统中的重要元素，是形成体育旅游共生体

的基本条件。皇后镇则利用以高山峡谷、急速湍流、冬季白雪皑皑等优越地势，开发了

激流泛舟、跳伞、滑雪、蹦极、喷射快艇、漂流、山地自行车等户外运动，为各地户外

运动发烧友提供了良好的体验场地。

体育旅游中另一个元素则是旅游，多样性旅游产品可以满足各类游客的差异化需求。

除惊险刺激的户外项目外，皇后镇依托美景、历史、文化，开发了休闲度假、节庆旅游、

婚庆旅游等深度体验产品，同样吸引了大量游客。

近年来 ,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体育旅游市场需求在我国的各个省市都有较大程度

的增加 , 体育旅游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旅游市场和形式。2016 年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体育总

局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 体现了国家对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高

度重视。同时，在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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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提出了指导思想和一系列工作部署，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成为其

中的一大亮点。《意见》从宏观层面要求制定体育旅游发展纲要，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

范工程，编制国家体育旅游重点项目名录，发展一批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从微观层面要

求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旅游景区拓展体育旅游项目，鼓励国内旅行社结合健身休闲项目

和体育赛事活动设计开发旅游产品和路线。这为体育旅游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外的体育旅游发展时间比较长 ,运作模式和整个生态形式相对较为成熟 ,为我国体

育旅游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一、完善景区管理的法律法规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可确保景区体育旅游在法制化的框架下遵循整体性与科学性

的发展路径。在相关法规条文的规范下，有序开发体育资源、适当设置体育休闲娱乐活动、

体现体育运动的教育功能、生态功能及娱乐功能均是促进景区体育旅游发展的重要驱动

因素。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景区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 , 建立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 改善景区周边的交通环境 , 

节约游客的交通时间。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提升体育旅游产品的品牌效应 , 增强游客

的用户体验。

三、结合实际情况多元化地设置体育休闲娱乐活动项目

景区在开发中保持当地特色的同时，完全可以将当地体育文化的研究与旅游资源的

开发密切联系起来，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经济上的最佳效益。景区可开展富有地方

风情民族特色的各式各样的民族体育活动，可以在著名景点结合实际向人们展现民族体

育文化，邀请游客参加民族体育运动，使游客不仅可以感受山水之美，还可感悟民族体

育文化。

四、加快本土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体育旅游专业人才是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高校尚未设

置体育旅游专业，为解决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可适当在高校旅游专业中增开体

育旅游专业或增开体育旅游课程。景区可与当地体育产业部门和旅游管理部门联合开办

培训班，培训紧缺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人才。加强体育休闲与健身旅游意识教育，

加速培养人才，充实“软件”质量。

五、强化体育旅游投入力度

加快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需遵循体育旅游经济独特的发展规律，多渠道、多形式

地加大体育旅游投入，加快实现由大投入小产出向小投入大产业、不投入也产出的阶段

转变，大力提高体育旅游产业的投入产出水平。景区可完善优化与体育休闲娱乐活动相

关的配套设施建设，并且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力度，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结合，引进内资外

资并举，做到“项目要成熟、政策要到位、环境要优化”。

六、加强媒体宣传力度

景区可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新闻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作用，捕捉其体育旅游

的亮点与特色，以短视频、访谈、专题报道或融入其它观众喜爱的节目中等多种多样的

宣传形式，向公众详细介绍其开展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产

生到景区体验休闲娱乐活动的兴趣。通过媒体宣传，让民众了解景区、向往景区，最后

消费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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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体育运动类型呈多样化，运动的文化底蕴深

厚，并融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这些使得我国拥有丰富多元的运动休闲旅游资源。

由于纬度跨度大，各地在地貌、气候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我国几乎适合开展所

有类型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而景区的存在则为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提供了诸

多便利条件。因此，体育旅游为旅游产业系统的升级和景区产品的提升，提供了一种有

效的解决手段。景区可结合我国国情及自身实际情况，参考国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

发展体育旅游的经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的体育旅游品牌。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