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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发布自然保护地跨界保护规划 2.0 版

新闻采撷

2020 年 6 月，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下设的 WCPA（世界保护区委员会）跨界

保护专家组发布了《跨界保护规划：确定跨界保护可行性的建议问题》2.0 版。

自然保护地的跨界保护往往很难协调。一些潜在障碍，如利益攸关方参与跨界保护

的意愿和自身能力不足、人们缺乏寻求跨界保护的生态动机或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动态，

这些有时会阻碍整个规划保护过程。而通过发布跨界保护规划手册，跨界保护的风险可

被降为最低值，因其在规划保护的最初阶段便可识别风险，帮助保护地管理者实施措施

应对风险，有助于使跨界保护和跨国际边界合作取得成功并产生效力。该手册还可以支

持制定和执行跨界保护倡议的决策，这些倡议最终可能使跨界保护制度化，即建立跨界

保护区。

手册可应用于以下方面：基于定量和定性分析的评估、快速评估、成本效益评估、

自我评估、对规划保护过程进行评估、参与性和互动性方法评估以及全球规划应用。

该手册由 Maja Vasilijevi、Boris Erg,、Kevan Zunckel 以及 IUCN WCPA 跨界保护专

家组基于对跨界保护的最新理解，以及对规划保护流程的分析编制而成。                                                        

                                                            （来源：IUCN 官网）

COVID-19疫情使城市的脆弱性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及私营部门关注的焦点。

鉴于这场危机给世界各地的城市带来了新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UNESCO（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世界遗产城市网络研讨会，主题为“重新思考城市遗产的韧性和恢

复能力”。该网络研讨会于巴黎时间 2020 年 6 月 17 日在线举行，由世界遗产城市的市

长和专家组成的国际小组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经验。

世界遗产城市研讨会旨在恢复传统城市的繁荣，实施以遗产地为基础的策略来重建

城市，使其更具可持续性与弹性地发展。它是世界遗产城市项目的一项活动，同时也是

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批准并监督的六个主题项目之一。本届网络研讨会由 UNESCO 文化

助理总干事 Ernesto Ottone R. 主持。

世界遗产城市是指被列入 UNESCO《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城市类型的世界遗产，是

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其范围涵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

及太平洋地区、欧洲、北美洲（仅加拿大）以及阿拉伯国家。

如今，世界遗产城市面临着因 COVID-19 疫情所导致的长期关闭带来的生计损失。

从危机中重新崛起需要城市管理人员谨慎地平衡决策，他们既要考虑保护城市的遗产价

值和特征的连续性，也要考虑其他发展战略，以确保遗产城市的平稳正常运行，并增强

其竞争力。
（来源：世界遗产中心官网）

 UNESCO 举办世界遗产城市网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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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撷

   为恢复受 COVID-19 疫情影响下降的旅游需求，日本 39 个道府县正在或计划实施对

酒店、旅馆等住宿设施使用费的折扣项目。避免都道府县之间跨境移动的措施于 19 日全

面解除，各地方政府正致力于激活经济。然而，超过半数的道府县将该项目的服务对象

限定在当地居民，以警惕第二、第三波疫情的出现，对从其他地区招揽游客持谨慎态度。

　　政府拟 8 月上旬启动补助国内旅游的“GO TO Campaign”计划，希望带动地区经济

重生。

　　在 39 个道府县中，正在实施项目的为 22 个府县，计划实施的为 17 个道府县。住宿

费折扣、以低于面值的价格销售住宿优惠券的情况很多。此外千叶、神奈川、山梨、广岛、

熊本这 5个县表示“正在探讨”，埼玉和兵库称“没有该计划”，东京回答“尚未确定”。

　　39 个道府县中 25 个道县以防止感染等为由，将对象限定于当地居民。富山对于在

县内住宿设施过夜的县民提供每人最多 1.5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993 元）的折扣。据称

6 月初开始受理申请后报名者蜂拥而至。该县负责人表示：“长期避免移动导致旅游业严

重受挫。愿旅游业的阶段性恢复可以满足社会需求。”

   岛根的负责人介绍称“县内疫情稳定，因此可以安心移动”。着眼于都道府县之间以

旅游为目的的跨境移动逐渐增加，也有意见称“7 月上旬以后也将探讨向县民以外的人群

扩大”。其余 14 个府县还允许其他地区的居民进入。爱媛以四国地区 4 个县与广岛、大

分共 6 个县居民为服务对象，山口表示“愿从全国各地广泛招揽游客”，不设按照居住

地的限制。
（来源：共同网）

 日本 39 个道府县推出住宿费折扣项目

瑞士寄望内需拉动旅游业恢复

受 COVID-19 疫情影响，作为瑞士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遭受重创。瑞士研究机构

近日发布报告说，瑞士全境五分之一的旅游相关企业面临破产，超3万名劳动者或将失业。

面对冲击，政府期望通过拉动国内市场消费等方式促进旅游业复苏。

据了解，疫情期间瑞士酒店预订取消率约为 80%，4 月酒店入住率仅为 8%，创历史

同期新低。瑞士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3 月入住瑞士酒店的外国游客人数下降近

70%。

此外，瑞士苏黎世国际机场报告称，4 月份游客量减少 99.6%，飞机上座率仅为

20%。据日内瓦机场统计，疫情严重期间平均每天接待不到 300 名乘客，仅为正常接客量

的 0.5%，预计 2020 年将损失至少 5000 万瑞郎（1瑞郎约合 1.03 美元）。

经济部门官员表示，预计瑞士 2020 年旅游业营业额将锐减 35%，到 2022 年才有望恢

复正常。

疫情导致边境关闭，国外游客大幅减少，瑞士旅游业将希望寄于国内市场。瑞士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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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民众今年夏天尽量在国内旅行，支持本国旅游业复苏，重启经济。

为尽快恢复旅游业，瑞士各州纷纷推出新项目，吸引本地游客度假消费。格劳宾登

州旅游局局长马丁·文岑茨说，各州景区已经做好准备展开一场针对国内市场的“营销

大战”。

与意大利临近的瑞士提契诺州曾是瑞士疫情重灾区，随着疫情缓解，该州面向国内

游客推出景区优惠政策，开展“本土旅行”项目，为无法前往意大利度假的民众提供“替

代选择”。瑞士东部的阿彭策尔地区则与州政府、酒店及瑞士铁路公司合作，首次推出

免费公共交通政策，在该地区酒店过夜三晚以上的游客都可以免费乘坐当地火车。

随着部分旅游设施的开放，各景区将安全保障置于重启工作的首位。如格劳宾登州

东部的阿罗萨熊保护区设计了一条帮助游客保持距离的通道；阿尔卑斯山少女峰地区的

火车则面向游客开放预订座位甚至整节车厢的业务，帮助乘客减少相互接触。

为重振旅游业，瑞士联邦政府推出了针对性的救助措施。除向遭受疫情影响的旅游

业从业者发放补助外，瑞士联邦议会在 5 月初举行的 COVID-19 疫情时期“特别会议”

上通过了 4000 万瑞郎的旅游业援助法案，主要用于支持该行业的市场宣传活动。

以日内瓦州为例，州政府拟向当地旅游业提供 450 万瑞郎贷款支持，防止更多企业

破产。州政府表示，为吸引更多顾客，七八月份入住日内瓦酒店的游客仅需支付正常房

费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由州政府补贴。

在航空业方面，瑞士政府宣布提供约 19 亿瑞郎贷款担保，帮助航空业渡过难关，其

中近 13 亿用于支持航空公司，6亿用于支持地面相关业务。

随着瑞士疫情呈现平稳趋势，旅游业代表呼吁政府加快放松相关限制。5 月 24 日在

伯尔尼召开的瑞士第二届“旅游业峰会”上，瑞士联邦主席索马鲁加说：“所有人都盼

望着一个美好的夏天。”

为响应旅游业代表的倡议，瑞士联邦政府已自 6 月 6 日起开放所有营业场所，恢复

山地缆车、露营地等旅游设施的运营，并在保证人际距离的前提下允许 300 人以内的人

群聚集。

据当地媒体报道，部分议员提议推出更加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如向在国内旅行的瑞

士居民发放现金优惠券或给予税收减免等，以加速旅游业复苏。

（来源：新华网）

 河内等越南多地集中刺激旅游

   在越南尚未允许外国游客返回的背景下，越南全国多地正在大力开展旅游刺激计划，

旨在吸引更多国内游客。

   尽管国内游客开始反弹，但数量有限。此外，炎热天气也是河内游客有所减少的原因

之一。在此情况下，河内市采取多项措施，刺激旅游发展，同时创造更多新产品，以吸

引更多国内游客。

   最近，河内市人民委员会要求各厅局集中采取措施促进国内旅游发展。河内市人民委

员会副主席吴文贵要求职能机构对该市所有旅游景点、旅游接待单位、餐厅进行核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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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导旅行企业制定旅游刺激计划。 

还剑郡是河内市旅游重点地区，拥有

许多著名的景点，如还剑郡、玉山祠、河

内古街及步行街等，是吸引游客最多的地

方。正因为如此，该郡已开展多项活动，

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和克服 COVID-19疫
情造成的影响。

河内市旅游局也呼吁各旅游景点、旅

游接待单位、旅行服务单位共同推出优惠

计划，同时与各省市配合，为旅游业复苏

开展多项刺激计划。

 中非共和国政府和非洲公园组织签署
关于欣科河自然保护地的新协议

从现在至年底，河内市旅游部门力争接待国内游客量 1000-1100 万人次。为了实现

该目标，除了打造新产品、降低服务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外，文化活动宣传也十分重要。

COVID-19 疫情给河江省旅游行业造成严重影响。在此情况下，河江省已展开若干措

施，促进旅游业尽早复苏，力争在 2020 年下半年吸引游客量 130 万人次，旅游营业收入

达 1.9 万亿越盾。

据悉，该省将有效展开旅游企业帮扶政策，协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活动，如加大特

色旅游产品宣传推广工作，呼吁经营组织、个人下调服务价格、为游客推出减免参观门

票的政策等。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河江省接待游客量约达 258759 人次，同比下降 60.8%，其中

国际游客量达 32967 人次，下降 62%，国内游客达 225792 人次，下降 60.6%，该省旅游

业营业收入超过 2930 亿越盾，同比下降 49.2%。
（来源：越南通讯社中文网）

中非共和国政府和非盈利环保组织非洲公园最近就欣科河（Chinko）自然保护地签

署了一项为期 25 年的公私合作协议。这项协议旨在扩大受保护的地区范围，将包括欣科

河周围土地在内的中非共和国东南部的 550 万公顷土地交由非洲公园组织管理。有效管

理这些重要的生境，将不仅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将维护自然资源的平衡和稳定，

并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该协议有助于增强景观的长期连通性，将欣科河自然保护地在地理上与现有的亚塔

恩加亚动物保护区（Yata-Ngaya Faunal Reserves）、泽蒙戈动物保护区（Zémongo Faunal 
Reserves）和安德烈费利克斯国家公园（André-Felix National Park）连接起来。综合而看，

这些地区有可能成为非洲最大的持续受保护的荒野，面积达 800 万公顷，两条主要的河

流形成了最原始的淡水系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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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非洲公园组织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管理欣科河自然保护地，恢复人

类和野生动物的安全。非洲公园组织首席执行官 Peter Fearnhead 说 :“与中非共和国政府

达成的这项新协议反映了过去六年来双方在减少威胁和创造复苏机会方面取得的成果。

这表明，即使在形势复杂的地区，通过与政府、社区和资助伙伴合作，也有可能为人类

和野生动物建立一个更好、更安全的未来。在面临全球健康危机之际，这提醒我们可以

在生态系统中建立弹性机制，在这些提供清洁空气、水、粮食安全、碳封存、就业、教

育和医疗保健的地区，创建支持人类福祉的基石”。

尽管面临持续的挑战，当地社区居民和野生动物在欣科河找到了避难所。居民们面

临的主要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除，野生动物的数量也稳中有升。这里经常成为周边

社区的安全生命线——在 2017 年的人道主义危机中为 380 名国内流离失所的居民提供了

安全堡垒，同时在改善数千人的生活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欣科河为教师、医

生和护士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节约型经济模式的形成。这一切之所以

成为可能，也离不开欧盟、美国国际开发署、大象危机基金以及一些私人捐助者的重要

支持。

“景观的规模、上游源头丰富的自然资源、数百万公顷的完整的热带森林和繁茂的

草原，都使得这里成为非洲一处最重要的保护地。”国家地理探险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 J. 
Michael Fay 说：“很少能够在有这样规模的完整的地方发现如此独特的物种。本次协议

的签署是获得重要自然资源和确保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难得机会，不仅有利于中非共和

国，而且将有利于整个世界”。

中非共和国位于非洲的中心 , 其国土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充沛的水资源

和森林资源。然而，由于政府及民间组织对这些资源长时间疏于管理 , 使其受到了人类

活动的强烈影响 , 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该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饮用水管理、森林管理和保

护地管理及其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 , 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要因

素。因此，此次通过欣科河与非洲公园组织加强合作，对其国内的诸多生态问题的解决、

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措施的落实也会有所助益。
（来源：非洲公园官网）

尽管位于非洲大陆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

之一，欣科河还是拥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是世

界上少有的同时拥有热带草原和热带雨林物种

的地区之一。这里是非洲野犬在中非西部的最后

避难所，也是该国东部黑猩猩、四种非洲穿山甲、

大羚羊、大象和 24 种食肉动物（包括狮子、金

猫等）的大本营。不幸的是，由于之前不当的

管理，导致来自苏丹的武装牧民放牧的数十万

头牲畜季节性泛滥，加剧了与当地社区的冲突，

使欣科河重点哺乳动物种群减少了 95%。

“我们与非洲公园组织的公私伙伴关系建立于 2014 年，这种关系已经帮助欣科河实

现了转型。”水、林业、狩猎和渔业部部长 Amit Idriss 说。“本次新协议的签署使我们

能够通过良好的治理来增强欣科河的影响，实现这一伙伴关系在帮助保护景观、恢复生

物多样性以及使人们受益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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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城市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城市化是世界大势所趋。生活在城市环境中，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

的收入，企业可以获得更低的投入成本及更多的合作和创新机会。但快速的城市化带来

许多负面影响，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下降就是其中之一。

1995 年在瑞典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城市公园在芬兰引起了关于如何以更可持续的方式

建设城市、保护自然和绿色空间的辩论。芬兰环境部研究发现了城市地区的几个问题：（1）

主导城市规划的元素是城市结构，而非生态环境；（2）建筑物给城市自然、文化遗产和

城市特性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3）城市的海湖海湾以及湿地正在被填满和改造，从

而改变了海岸线，减少了生物多样性，阻碍了人们进入其中；（4）大多数人都想生活在

城市环境中，这样可以方便地到达绿色区域，但使城市的自然特性有所减弱。

因此，芬兰提出了国家城市公园（NUP）概念，致力于提升城市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促进可持续城市的规划。这个概念是 2000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土地使用和建筑法案》的

一部分。  

国家城市公园概念是芬兰生物多样性战略的一部分，是一种提升生物多样性的工具

和方法。国家城市公园并不是传统的保护地，而是通过对城市规划的限制来确保从自然

栖息地到大规模改造的公园之间的连续性。城市公园内的绿色基础设施必须是大规模且

不受干扰的，还应创造鼓励物种迁移的生态走廊。生态廊道必须持续统一地从城市中心

延伸到城镇郊区、自然区域或乡村。

现在芬兰有 9 处国家城市公园，第一处于 2001 年在哈米林纳建立。芬兰所有的国家

城市公园都有一个或多个保护区、属于 Nature 2000 保护地范畴内的区域、古老的森林或

者海洋、湖泊和河流生态系统。

国家城市公园的主要原则包括：申请——由市政府提出申请，环境部最终决定是否

符合申请条件；所有权——国家城市公园的土地所有者可以是市政府、州政府、公共实

体和私人；保护——通过土地使用计划和不同的法令对其予以保护和规划；管理计划——

通过由市政当局制定并经环境部批准的管理计划来对国家城市公园实施监管，以实现其

价值。

   在国家城市公园的申请和管理的各个阶段，必须有市政当局、区域当局、当地居民和

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的工作。

   申请和管理国家城市公园的各个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例如，并非所有的市政管理

部门都明白，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方式。对一些城市来说，

筹备城市公园的时间（5-10年）太长。在此期间，城市的政治决策者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新的决策者或对完成城市公园的准备工作和目标不积极。

    但是，即便面临的挑战与困难重重，人们也已总结了很多重要经验，如根据“自下而上”

的方法进行的准备和决策过程、“百花齐放”战略的应用以及选择合适的技术标准来补

充有关规定条例。

对于城市决策者和居民来说，这是一个学习城市自然重要性和将生态考虑纳入城市

规划的过程。

（来源：欧洲公园联盟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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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旅游的特征与分类

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身心健康以及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

以健康、养生为核心主题的产业日益增多。康养旅游就是其中之一，它可被定义为通过

养颜健体、营养膳食、修心养性、关爱环境等各种形式，使人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都

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康养旅游提倡以现代健康生活理念融合高科

技技术，让人们在自然环境中达到身心放松的状态。近几年来，康养旅游作为旅游的新

业态、新模式，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养生的多元化需求，成为未来旅游行业发展的潮流。

本文将详细说明康养旅游的特征、分类及意义，阐释国外康养旅游的发展现状，介

绍德国巴登巴登小镇、美国黑莓牧场、法国依云小镇与日本 FuFu 山梨保健农园实施康养

旅游的特色案例，并根据国内当前拥有的资源与条件提出发展康养旅游的对策与建议，

为各景区提供参考与借鉴。

康养与一般的养生在目标诉求上是一致的，即追求健康、快乐、幸福和长寿。但康

养旅游有自身不同于其他旅游休闲活动的性质特征，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很大不同。康养

旅游与度假休闲比较接近，故其性质特征及要求也基本相同，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高度注重健康和心理感受。这是由康养的本质决定的。追求健康、舒适、快

乐是康养旅游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其决定健康和快乐感受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环境、

设施、产品、项目内容、服务及组织管理等。其中，除了环境是天然的、人为干预效果

有限之外，其他因素都是可以由人为干预决定的。因此，环境是康养旅游目的地选择和

建设的第一资源。

针对环境这一因素可从两方面分析，首先是自然生态环境和气候，包括舒适的环境

温湿度、清新的空气、清洁甘甜和有利于健康的饮用水、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优美的

自然景观——温泉、冰雪、湖泊、溪流、海水、沙滩、森林、草原、山峰、等都是可利用、

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资源。其次是人文社会环境，包括居民的好客、友善、亲近程度

以及卫生习惯和文明礼貌，舒服缓慢的生活节奏，科学健康且有趣的生活和生产劳动方式，

形式与内涵丰富多样的民族、民俗、民间历史文化，这些均是旅游目的地可向游客展示

且游客参与、体验、感受程度较高的因素，更是旅游目的地发展康养旅游的软性条件。

第二，高度重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及性价比。这也是由康养旅游的目的以及市场经

济规则所决定的。除了环境以外——如上所述环境是天然的，人们只能进行选择和有限

干预。而对健康、快乐、幸福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游客进行康养旅游时所消

费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餐饮、住宿、休闲旅游活动项目及其所使用的产品、原

材料及其配置的时空结构。细分而言，康养旅游项目的选择，组织计划安排，各个环节

所提供的服务，康养设施设备的科学规划和设计，以及游客对产品的科学、文化内涵的

挖掘、展示、阐释等都能影响游客的体验程度。

在质量水准相同的前提下，康养产品和服务是否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是康养旅

游目的地最大的竞争优势，这是由价值决定价格和等价交换这一市场经济基本定律所决定

 康养旅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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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分析，对于康养旅游来说，其消费结构大致包括往返居住地和目的地的交通、

旅游目的地居住生活基本消费、康养旅游过程中对旅游目的地所提供服务和产品的选择

性和延伸性消费三个部分。其中，往返居住地和目的地的交通只有档次和方式的选择，

目的地基本生活消费也是由产品和服务档次水准决定的，延伸性、选择性消费则由游客

自己的偏好、意愿和能力决定，游客对后二者的选择弹性较大，而对交通的选择弹性相

对较小。交通还直接影响时间成本、舒适性和便捷性——可称为心理成本，这些对康养

旅游来说都非常重要，由此决定了区位和交通是康养旅游目的地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第三，在旅游目的地居住时间长和重复消费比例高。这是与观光旅游、专项旅游相

比较来说的。观光旅游多为一次性消费，其主要吸引力是旅游目的地的景观和项目的奇

特性，对产品、项目、服务的质量和设施配套、组织接待科学性等方面的关注退居次要

地位。由于是一次性消费，旅游目的地在后述方面的不足往往对吸引力、竞争力和形象、

声誉的影响相对有限——“去不去都后悔三年”的旅游项目、产品、目的地能够存在即

是如此。专项旅游也基本如此，只是其核心吸引力主要来自消费者所关注的项目和活动

自身，例如观鸟（摄影爱好者能够在炎热、寒冷、沼泽湿地、蚊虫叮咬、黎明黄昏甚至

深夜等气象、环境条件下前往旅游目的地且乐此不疲）、沙漠丛林穿越、热气球、攀岩、

漂流、登山、汽车摩托车拉力赛等爱好者不顾生命危险而执着前行。

然而，康养旅游因为是以健康、快乐、幸福——包括家人、亲友的幸福为主要目的，

并需要在旅游目的地居住生活比较长的时间，因此，游客对设施、项目、产品、服务等

就既会有动机又有条件去慢慢品味、细细琢磨、品头论足。旅游目的地及其项目、方式

的选择、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设施配套、生产经营、接待服务、组织管理等各环节、

各方面，就必须经得起消费者的比较、琢磨、品评。因此，产品和服务是康养旅游目的

地经营发展的制胜法宝。

依据其特征，康养旅游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生态养生型。生态养生型康养旅游主要是在旅游目的地现有的丰富资源和良好

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养生保健设施和项目的开发，使游客达到增益身

心健康的目的。此类康养旅游产业的特点是以生态资源为依托，借助体验、观光、学习

相关文化等手段，实现休养身心的状态。

   （二）运动休闲型。运动休闲型康养旅游主要是以旅游目的地或其周边的运动资源或

者大型的运动活动为依托开展的旅游活动。以运动的参与或者体育赛事的观赏为主要内

容，同时以配套的休闲、养生设施和项目为辅助，以达到促进游客身体健康的目的。这

类康养旅游产业以游客参与赛事或活动组织为主要特点。游客群体主要是对自身身心健

康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追求较高的人。

   （三）休闲度假型。休闲度假型康养旅游主要为游客提供休闲娱乐设施以及具有高度

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康养旅游服务。游客通常利用闲暇时间参与该类型康养旅游的活动，

通过体验、参与进而实现与自然环境的亲近，提升身体和心灵的享受与放松。此类康养

旅游产业的主要特点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逗留时间较长，以满足其休息和享受生活的需

求。

   （四）医疗保健型。医疗保健型康养旅游以实现对疾病的预防与护理和对身体的康养

与修复为目的，其活动的开展主要依托旅游目的地的医疗保健设施和机构，利用当地的医

疗保健资源吸引游客到旅游目的地进行医疗护理、医疗保健、体检、康复等活动。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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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康养旅游产业对旅游目的地有着很高的医疗水平的要求。  

   （五）文化养生型。文化养生型康养旅游要求旅游目的地具有浓郁的养生文化，可使

游客对其进行挖掘，并以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依托，充分整合资源

与文化，实现优化和提升生活质量，达到养生的目标。这类康养旅游产业的主体为非物

质层面的传统文化养生资源，如将禅修作为产业的核心和灵魂。在进行产业建设时要特

别注意把虚幻的非物质主体通过物质层面的建设向游客展示出来。

欧洲一直是康养旅游的佼佼者，其中德国是最大的客源市场，奥地利是最佳旅游目

的地。在北美洲，加拿大的康养旅游最发达。而美国的夏威夷气候温和、风景秀丽、生

活悠闲，是北美洲另一个主要的康养旅游目的地。

德国是世界上发展康养旅游产业最早的国家。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就在巴特·威利

斯赫恩镇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森林浴基地，目前德国共有约 350 处康养旅游目的地，形

成了以国家自然景观为核心的康养旅游体系。经市场调研发现，德国人认为“健康”与“自

然”能产生紧密联系，德国康养旅游产业的重心其中之一就是自然体验。79% 的德国游客

认为“体验自然”是他们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原因，21% 的人认为能够待在户外是他们

参与体育运动的一大出发点。

近年来，越来越多“温和”的户外运动得到规模化发展，如徒步旅行和自行车运动，

体现了德国人“健康”意识的提升。德国把康养旅游作为基本国策。公民到“国家自然

景观公园”的开销均可列入国家公费医疗的范围，同时硬性要求公务员进行康养旅游。

德国在大规模地推行“康养旅游”项目后，医疗、养老、养生、旅游等要素不断融合，

国家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医疗费用总支付锐减 30%。

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康养旅游目的地，自 2002 年以来，其水疗

设施增加了 129%。泰国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强，马来西亚紧随其后。

如今，对于康养旅游的发展，亚洲各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处，同时也发展出

健康管理、医疗旅游、健身俱乐部、康养旅游目的地等不同的康养旅游开发模式。

2004 年，泰国首开亚洲先河，针对养生水疗、传统泰式按摩、养生产品和服务，制

定了“安全、卫生、优质”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其康养旅游多年来持续稳步增长，在该

领域与其邻国的竞争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这与泰国在服务和运营方面具有优势是密切相

关的，譬如接待温和礼貌、旅游价格适中，这些都给游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泰国康养

旅游的目标消费群体是全球旅游市场，又对具体的目标市场做出区分，重点围绕中国、

中东区域国家两大目标市场。因此，泰国鼓励越来越多的中东游客、中国游客前往，并

为不同国家的游客准备合适的目的地产品。调查发现，中东游客更倾向于健康服务，如

泰国传统的健康疗法、水疗、美容疗法，尤其是众所周知的传统泰式按摩。

泰国康养旅游种类丰富、划分细致，大致包括泰国传统医疗旅游、草药美食旅游、

自然农业旅游、温泉之旅、冥想训练和康复之旅。同时，这些康养旅游活动大多安排在

景区中进行，景区内完善的设施及与景区相关的吃、住、行、娱、购组成了完善的健康

旅游环境，也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游玩的因素。比如住宿，会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习惯和

信仰文化设计客房。游客参观景区的路线设计具有舒适性，很容易进入，从路线的开始沿

国外康养旅游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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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有清晰的标识标牌指示直到目的地。另外，纪念品价格公道。概括而言，泰国发展

康养旅游的经验除了有核心健康产品项目外，还包括景区及其设施的高水平设计规划，

路线设计使游客轻松舒适抵达，配套设施方便使游客能逗留更长时间。

德国巴登巴登小镇

巴登巴登小镇（Baden-Baden）位于德

国西南部的巴登 - 符腾堡州黑森林国家公

园（Nationalpark Schwarzwald）内，这里的

森林土地面积为 130 万公顷，占其总用地的

38.1%。巴登巴登小镇是德国重要的森林康养

小镇。小镇完善的“防、养、治”康养体系、

丰富的休闲文化设施、个性化的康养产品体

系是其成功发展和良好运营的重要条件。 

  

美国黑莓牧场

   黑莓牧场建成于 1940 年，坐落在全美知名的自然保护地大雾山山脚下。这里以优美

的自然风光闻名，是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观光游览、健康养生等功能于一体的度假

旅游胜地，占地总面积为 4200 英亩。

黑莓牧场根据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开发了 5 处不同的区域，即会议接待和餐饮区、

农园种植体验区、动物牧场区、体育运动休闲区和住宅区。在各个区域内，游客既能享

受牧场提供的各类服务，也可以亲身参与到实地活动，修身养性，切实体会到康养旅游

的乐趣。

巴登巴登兼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森林资源，在小镇中游客可同时享受森

林浴、温泉浴和心理调节等多种活动。通过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聆听音乐、呼吸遍地

芬芳等获得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五感的洗礼和放松。徜徉于这座历史积淀与

现代创新共同孕育的小镇，陶冶于人文艺术与自然美景之中，运动与休憩动静结合，达

到身心和谐。为满足游客的康养体验，小镇完善了不同功能的温泉疗养设施，引进了小

而专的先进医疗服务，打造了多场景、多疗效的森林步道。同时配以众多的特色诊所，

采用先进医疗技术，使游客可接受由内至外的全方位疗养服务。由此，小镇构建了以预

防和保健为主、治疗为辅的康养体系。

小镇拥有国际赛马会、世界舞蹈晚会、国际会议展览等多类休闲活动项目，提供森

林疗养和完善的旅游度假服务，这些使得巴登巴登成为欧洲水准较高的休闲和度假中心、

沙龙音乐中心、文化中心。

    同时，巴登巴登小镇针对不同年龄的人群打造了具有针对性的休闲服务设施。例如，

为儿童建造水上乐园；为中青年开展徒步、跳伞等强度级别不等的运动项目；为老年人

提供贴心的医疗水疗服务及结合了美食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慢节奏小镇游览服务。针对不

同群体，为个人、双人和多人家庭提供多种选择的套餐，包括饮食、住宿、SPA 等项目。

针对不同目的，为病人提供小镇疗养治愈服务，为游客提供免费办理游客卡服务，使其

享受优惠待遇，还为参加会展和商务会议的人员设计娱乐休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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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接待和餐饮区是牧场内主要的服务功能区。这里除设有规格不同的会议室，还

会定期举行以美食为主题的节日，如品酒节。而餐饮也一直让黑莓牧场引以为豪，游客

在此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学习烹饪。牧场每个季度都会安排不同的课程，每个课程

根据季节时令设有不同的烹饪主题，烹饪课程每年举办 15 次。

农园种植体验区是农业生产的基地。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参与到牧场的农业生产

活动中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种植蔬菜，了解它们如何生长，也可以在农园采摘新鲜

蔬菜即时进行烹饪。农园的果园种类繁多，成熟的果实不仅供应内部餐厅，还可用于制

作各种加工品，游客也可进入果园采摘并参与加工。儿童们也可参与其中，采摘胡萝卜，

挤压苹果酒，体验参与农业活动的乐趣。

动物牧场区里成群的牛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们在欣赏风景的同时，还可以进

入到羊群中，与动物们亲密接触。园内也为儿童们设计了很多有趣的活动，如喂鸡、进

入鸡栏收集鸡蛋、给动物挤奶等。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还增强了孩子们的想象力。

牧场为运动爱好者设计了挑战项目，以满足他们对户外活动的需求。体育运动休

闲区内设有活动，如网球、羽毛球、槌球戏、陶土飞靶、钓鱼、推圆盘游戏等，还有

单车自驾、骑马远行、徒步远足、划独木舟、木筏漂流、骑摩托车和乘坐热气球等野

外活动。爱好大自然的人们也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探险活动，这里广阔的地域空间给

了游客充分的场地，是人们户外探险的终极目的地。牧场内建造了 3.5 英里的步道，

通过各种不同的路线使人们深入到大雾山。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开展徒步远足和骑马

观光活动，沿途观赏大雾山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物种。此外，这里拥有全美最好的农庄

SPA 馆，可以根据不同人群的护理特点，提供缓压、抗衰老等疗法，以及按摩服务。

本期就康养旅游的特征、分类与意义，以及德国巴登巴登小镇、美国黑莓牧场进行

了详细介绍，下期将继续介绍法国依云小镇与日本 FuFu 山梨保健农园实施康养旅游的特

色案例，并对国内发展康养旅游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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