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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生态旅游由于迎合了人们 回归大自然 的需求, 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森林生态旅
游所具有的多种保健功能, 使得森林生态旅游近几年呈不断上升的发展势头. 西双版纳得天独厚
的森林资源使其具备了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的优势, 通过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实现西双版纳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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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 biology Tourism and Xishuangbanna Social Economy
ZHOU Rong-hong, WANG Song-jiang
( Faculty of M 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 Because it meets people s requirement to return to the nature , forest - biology tourism is increasingly notic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Xishuangbanna is abounded with many unique forest resources, which
makes it possess the advantages in developing forest - biology tourism. Xishuangbanna can realiz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through developing forest- biology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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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回归大自然, 走进大自然 , 到森林中旅游, 去认识大自然, 已得到越来越多旅游者的钟情, 森林旅游
是人们亲近大自然的一种特殊方式. 人们通过森林旅游能够调剂精神、清除疲劳、
开阔视野. 森林旅游具有
许多独特的生态功能: 置身于森林之中, 绿色的环境给人以安静舒心的感觉并可调节神经系统、
大脑皮层
和视网膜组织, 从而增强嗅觉、
听觉、视觉及思维活动的灵敏性. 植物散发出的芬多精、森林空气中的负离
子不仅能防病, 还可辅助治疗高血压, 哮喘、
肺结核等疾病, 到森林中旅游, 对身心健康十分有益.

1 西双版纳发展森林旅游的优势分析
1. 1 旅游环境优势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 国家对西部给予了更多的政策性倾斜.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阻碍
西双版纳旅游发展的交通瓶颈
昆曼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到西双版纳的游客对交通方式有了更多的选
择. 澜沧江

湄公河的航运合作丰富了西双版纳的旅游路线 [ 2] . 自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以来, 由于西双

版纳独特的原始森林风光迎合了人们 回归自然 的需求, 到其旅游的人数逐年递增. 我省也提出了建成旅
游大省的发展目标, 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旅游发展政策. 政府的大力支持为西双版纳发展森林旅游提供了坚
强的后盾. 广受人们关注的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多领域的合作极大提高了西双版纳在国际国内的知
名度. 西双版纳与次区域许多国家文化上的趋同性及森林资源的关联性也使得西双版纳的国内外游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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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逐年递增. 所有这些, 都为西双版纳森林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环境.
1. 2 资源优势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南部边沿, 在这块19 000多 km 2 的土地上, 林地面积有 113 78 万 hm 2 , 林地当中,
有 24 2 万 hm 2 生态环境得到完好保护的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内, 分布有生态系统和森林植被保护完
好的热带山地雨林、季节性雨林、石灰山季雨林、热带竹林等. 在西双版纳这块不可多得的绿色宝地里,
5 000多种植物繁茂成长, 形成了一座热带植物的 基因库 . 在这个 基因库 里生长着被称为 活化石 的
孑遗植物 30 余种, 稀有植物 135 种, 当地特有的植物 150 多种 [ 1] . 西双版纳既是植物王国又是动物王国.
其特殊的环境条件, 为野生动物生息、
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使其成为国内野生动物最多之地. 据 西双
版纳国土经济考察报告 记载, 在西双版纳广袤的原始森林中栖息着亚洲象、野牛、印支虎、白长臂猿等
756 种野生动物, 是全国野生动物总数的 25. 4% . 在西双版纳这个动物王国里有哺乳类动物 108 种. 我国
的灵长类和灵猫类动物绝大多数在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的已知鸟类有 427 种, 占我们鸟类总数的 22% [ 1] .
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西双版纳具备了开展森林旅游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 此外, 一些原始森林
公园( 如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
野象谷、雨林谷等) 和人造森林公园( 如植物园、
风情园等) 的兴起也为其
发展森林旅游奠定了基础.
1. 3 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旅游开发决策中很重要的因素, 它直接关系到旅游开发的效益. 西双版纳西南与缅甸接壤
东部与老挝交界, 国境线长达966. 3 km. 沿澜沧江南下, 经过金三角、
可到泰国北部清莱省, 国内与思茅地
区衔接. 与西双版纳接壤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发展森林旅游的丰富的自然资源. 以澜沧江为纽带, 从上
游思茅贯穿西双版纳再经由老挝、
泰国等国家, 沿岸的森林资源蕴藏着巨大的森林旅游价值. 随着次区域
合作力度的加大, 处于黄金区位的西双版纳将具有无可比拟的发展森林旅游的区位优势.
1. 4 人文优势
西双版纳这块土地上居住着傣族、
哈呢族、
瑶族、
基诺族等多种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有着各具特色
的衣、食、
住宿习惯, 奇特而有趣的婚姻恋爱风俗以及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 西双版纳各少数民族创造了自
己的灿烂文化, 至今保留着反映自己民族特征的风俗习惯. 如傣族姑娘艳丽的穿着, 哈尼人五彩的服饰无
不显示出西双版纳民族服饰的多彩. 傣家如寺如画的竹楼、
哈尼族的母房与子房无不展示出不同民族的不
同居住习惯. 傣族欢渡新年的泼水祝福, 哈尼族的嘎汤帕、
拉祜族的拉祜扩
. 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和优
美的自然风光交织融合, 使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的土地大放异彩, 更加迷人.
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信奉佛教的民族. 因此, 傣族村寨都有佛寺, 是全国佛寺最多的地区. 在众多的佛寺
中, 既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也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些佛寺中, 保存着号称有8 400部之众的佛教
经典[ 1] . 其中一些经典, 刻写在精心加工制作的贝叶之上, 形成傣族特有贝叶文化.

2 制约西双版纳森林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以旅游业大发展的势头为背景, 加之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优势、
区位优势、
人文优势, 西双版
纳充分具备了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的先决条件. 但是,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 西双版纳森林生态旅游的发展却
不尽如人意. 那么, 是什么制约了西双版纳森林生态旅游的大发展?
2. 1 环境保护措施不力
西双版纳丰富的森林资源是其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的基础, 因此, 保护好这些森林资源就成了当地政府
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 但是, 现实的情况是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面积因为人为的破坏而逐年减少. 出现这
些情况是因为: ( 1) 民众环保意识淡薄, 为了眼前利益而采取短视行为. 在西双版纳一些偏远山区, 许多农
民为了解决温饱, 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大面积砍伐森林资源. ( 2) 政府环保措施不力. 除了民众外, 当
地政府环保措施不力也是森林资源遭破坏的原因之一. 首先, 政府对山区农民的环保宣传不够. 许多农民
之所以盲目破坏森林资源, 是因为他们缺少相应的环保意识. 如一些农民无意中砍伐国家一级保护的树
种; 捕杀国家一级保护类动物. 其次, 政府保护措施不够严厉. 这尤其表现在执法力度上, 一些违法分子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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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贩卖珍贵动植物发财致富的幻想. 贩卖国家级保护类动植物的案件屡禁不止, 而政府的严打往往是
雷声大雨点小 .
2. 2 产业结构不合理
以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及其地理位置, 理应以旅游业尤其是森林生态旅游业为龙头, 带动第
一、
第二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但是, 西双版纳一直以来都以橡胶的生产作为其主导产业. 西双版纳森林
资源大面积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为种植橡胶而砍伐森林所致. 由于橡胶产业见效快、回收期较短, 政府
缺乏长远规划而大面积种植橡胶,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原始森林的大面积减少, 珍贵野生动物因无栖息处而
相应的较少.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打破了原始森林生态系统的均衡发展.
2. 3 政府宣传力度不够
旅游业的产业群体特性决定了它对宏观调控有很强的依附性, 它的迅速发展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
持和引导. 旅游业的发展, 虽然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但重视宣传, 搞好促销, 才能提高本地区的知
名度. 长期以来, 西双版纳本着 皇帝女儿不愁嫁 、 酒香不怕巷子深 的思想来发展旅游业. 由此产生最直
接的后果是西双版纳作为旅游大州的迅速没落和其地位被一些后起之秀所取代. 西双版纳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 并不是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必须让国内外游客知道, 才能带来客源市场. 而要实现这些就必须扩大对
外宣传. 而这方面的费用或投入的相当一部分, 需要政府部门来承担. 完全由旅游经营单位来承担也不尽
合理. 与其它地州相比, 西双版纳在对外宣传的投入上还远远不够. 年财政收入仅有4 000万元的迪庆州,
却花了1 000万元来搞旅游促销, 它们以 香格里拉 为契机, 不仅在国内, 而且还走出国门主动搞促销, 充
分发挥政府在旅游业中的主导作用. 因此, 政府在旅游宣传投入上的不足, 也就成了西双版纳旅游业再上
新台阶的障碍.
以上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西双版纳森林生态旅游的大发展, 采取相应的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战略, 突
破这些制约瓶颈, 是西双版纳实现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 西双版纳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
体现. 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 已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 3] . 西双
版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 为其大力发展森林旅游, 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3. 1 森林旅游是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
由于历史的原因, 西双版纳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 商品经济不发达, 州内还有许多的贫困地区. 发展森
林旅游业可使少数民族群众摆脱贫困奔向小康. 由于西双版纳境内蕴藏着丰富多彩的生态旅游资源, 加之
神奇的民族文化, 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 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旅游者的求知欲和好奇感. 充分发挥少数民
族地区森林自然景观优势, 充分发掘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的巨大潜力, 把自然资源、
民族文化转化成旅游
商品, 变成经济效益. 可使少数民族群众提高商品意识, 参与竞争, 融入商品社会, 增加收入进而摆脱贫困
走向富裕[ 3] .
3. 2 通过森林旅游的大发展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西双版纳地处云南最南端, 长久以来, 由于交通闭塞、
路途遥远, 这严重阻碍了其与外界经济、文化等
领域的相互交流. 通过发展森林旅游, 可以极大提高西双版纳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 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
到西双版纳旅游. 游客的到来必然会带来一些新思想、
新观念. 通过与外来游客的相互交流, 可以使人们拓
宽视野、
增进知识, 进而提高人们文化知识素质.
3. 3 以发展森林旅游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
西双版纳各少数民族有各自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遗产. 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一些民族风情正逐渐
被汉化. 在许多城郊处, 现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具有民族建筑风格的傣式竹楼,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水泥平
房. 竹林深处有人家 式的村落形式也正逐渐消失. 通过发展森林旅游、招来游客, 使游客参与其中, 可以
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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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以发展森林旅游为龙头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今天, 旅游业正成为世界上发展势头最强劲和最大的产业. 它发展之快, 产业带动之强, 使许多国家和
地区都把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 予以大力扶持和发展[ 2] . 具有绿色生态特性的森林旅游由于其特
有的休闲、
疗养、保健等功能正好迎合了当前全球兴起的回归自然的时尚. 而以森林资源见长的西双版纳
更应该把它作为一项支柱产业来大力发展. 而现实的情况是其三大产业的比例仍然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导.
作为橡胶生产基地之一的西双版纳还过多地依赖于橡胶的生产及其初级产品的加工. 近年来, 西双版纳的
原始森林面积呈逐年递减趋势, 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种植橡胶林所致. 发展森林旅游可以提高旅游业在三大
产业中的比例, 带动一、
二产业的发展, 促进西双版纳产业结构的调整.
3. 5 以发展森林旅游, 促进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是当今人们广为关注的一个热点, 协调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实现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 当其它地方正为空气污染、水污染犯难的时候, 西双版纳却山青水秀、
空气清新. 但是, 由于受到一些短期利益的驱使, 目前的一些环境状况令人担忧. 这尤其表现在对原始森林
的砍伐、
捕杀野生动物上. 同时, 一些工业布局也缺乏长期规划, 环境监控力度不够, 对河流造成了一定的
污染. 通过森林旅游的发展, 可以提高西双版纳的知名度, 受到人们广泛关注, 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 同时,
发展森林旅游可以提高山区少数民族的收入, 减少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 通过与外地旅客的相互交
流, 也可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4 结论
综上所述, 森林生态旅游的持续升温为西双版纳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创造了条件, 而西双版纳得天独厚
的森林资源为其发展森林生态旅游提供了可能. 所以, 发展森林生态旅游, 带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西
双版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森林生态旅游, 指导思想是关键. 森林生态旅游是一项社
会系统工程, 不仅是林业行业的事, 而且还关系到西双版纳社会经济发展全局, 这就需要社会、
所有相关行
业、
部门共同关心、
支持、
配合、参与, 加快森林生态旅游业发展步伐. 同时, 政府要给予政策性支持, 如在财
政、
投资、
信贷、
价格、税收等各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加以扶持.

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 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 逐步提升旅游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 以森林生态旅游的大发展带动一、二产业及相关
产业的发展. 深层次发掘森林旅游价值. 改变单一的森林观光旅游模式, 开发森林探险旅游、
考古旅游等
多层次旅游服务项目, 丰富及升华森林资源价值.

建立相关的旅游保证体系, 维护森林生态系统. 完备的

法律、政策、法规是实施森林生态旅游的有力保障. 建立行政管理法规以规范旅游市场, 有效实施环保法规
以保护自然资源, 维护生态平衡. 积极开拓客源市场. 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之契机, 寻求多方位合作, 提
高西双版纳的国际国内知名度, 同时积极宣传西双版纳, 吸引游客到西双版纳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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