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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影响研究：进展及政策启示
陈玲玲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南京　江苏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通过生态旅游改善当地生计被广泛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政策工具，而生态旅游在各国实施以来
产生的影响一直备受争议。利用文献分析法，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英文国际期刊中有关生态旅游对经济、社会文
化及环境影响的论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生态旅游能够促进社区人民通过经济增权实现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
进而保护资源；而收入分配不公、强制移民、目的地拥挤及犯罪、威胁野生动物栖息等成为生态旅游地面临的主
要问题。当前生态旅游发展呈现复杂的影响和结果，应该关注所有可能引发当地生计活动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
矛盾的政策缺陷，进而制定和优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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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旅游形式，但随着全
球范围内生态旅游的普及与流行，复杂多样的生态
旅游发展现状与结果导致其能否实现真正的可持
续发展一直备受争议。保护主义者认为，在很多国
家和地区，生态旅游已经帮助其实现了消除贫困和
保护自然资源的双重目标［１２］。但是，在实践过程
中，生态旅游时常被当作一个“流行语”来吸引游
客，忽视了社区发展和土著居民［３］；并产生了环境
退化、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社区内经济不平等、不
稳定等负面影响［４］。那么，就当前的发展而言，生
态旅游究竟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还是招揽游
客的标语？是发展良药还是自陷困境？针对这些
问题，本文从生态旅游造成的影响入手，对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年在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犈犮狅狋狅狌狉犻狊犿、犜狅狌狉犻狊犿犕犪狀
犪犵犲犿犲狀狋等期刊上发表的与生态旅游研究领域相
关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选取的论文主要关注不同
地区的生态旅游在生计活动和自然保护过程中对
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文献内容的
分析来加深对生态旅游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的理解，
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生态旅游发展及政策制定的
启示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生态旅游的相关实践及
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生态旅游对经济的影响
（一）提供就业和创收

在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为环境资源的开发利
用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５］。在很多农村社区以
及一些热带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土著社区，因为承
诺能够提供就业、商业机会以及技能发展，生态旅
游被看作有潜力的经济发展救助方式和获取更好
生存条件的手段［６］。例如，生态旅馆、露营地、民
宿、餐饮、交通、向导服务以及礼品商店等可以为当
地人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７１０］。

Ｍｕｓｔｉｋａ等［１１］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北部罗威纳（Ｌｏｖｉｎａ）地区的观鲸旅游业比任何其
他产业都更有利可图。对菲律宾的普林塞萨港地
下河（ＰｕｅｒｔｏＰｒｉｎｃｅｓａＳｕｂ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ｉｖｅｒ）国家公
园研究发现，生态旅游已经成为该地区大多数家庭
的经济来源。与生态旅游产业相关的受访者表示，
生态旅游的积极影响主要是促进了他们的生计发
展，更高的收入促使人们放弃了原有的职业而参与
到生态旅游中来［１２］。而在生态旅游目的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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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又将额外收入用于购买消费品，对这些消费品
的需求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二）引发收益分配不公

尽管生态旅游在提高地区经济水平方面发挥
了作用，但其仍然受到很多批评与质疑。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减贫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很多
学者认为生态旅游加剧了人口的贫困化，从而破坏
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１３］，尤其是生态旅游并不
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４］。Ｈｓｕ和Ｌｉｎ［１４］以
台湾台江公园为例，在建立包括２２个因子的分析
框架研究基础上指出，不同群体之间有明显的利益
冲突。作者认为将当地社区融入生态旅游应成为
主要战略，也是未来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责
任。Ｃｏｒｉａ和Ｃａｌｆｕｃｕｒａ［１３］则指出，很多社区居民
受到资源和技能的束缚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因
此生态旅游不应被视为是社区发展的唯一来源，更
好的方法是采取其他的无害行动与之补充。
（三）生态旅游在减少森林依赖中的失败

Ｈｕｓｓａｉｎ和Ｂａｄｏｌａ［１５］对印度东海岸的毕塔坎
尼卡（Ｂｈｉｔａｒｋａｎｉｋａ）保护区的３６个村庄３２４户家
庭进行调查后发现，即使是非法的，生活在红树林
地区的贫穷村民依然非常依赖红树林资源，并且保
护区附近的村庄对这些资源最为依赖。Ｄｈａｋａｌ和
Ｔｈａｐａ［１６］研究发现，在尼泊尔奇特旺（Ｃｈｉｔｗａｎ）国
家公园的缓冲区地带，越接近缓冲区边界的居民越
依赖非法资源开采，同时，木材砍伐还为偷猎者创
造了寻找包括犀牛在内的野生动物的机会。

二、生态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有效促进社区参与、赋权

生态旅游可以通过提供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
利益来为当地社区赋权。生态旅游通过直接提高
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来赋予他们社会－政治权利，
从而促进不同文化和人权之间的尊重，并通过改善
基础设施、卫生条件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意识
和教育等间接方式来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持积极
态度［５］。尤其是社区能够参与从规划到执行、监控
的发展全过程，则对生态旅游的成功和可持续管理
大有裨益［１７］。Ｌｉｕ等［１８］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对中国
卧龙自然保护区的２２０户家庭进行了持续性调查，
发现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家庭从９户上升至６０

户，另外还有２／３家庭从旅游发展中获得了间接的
收入利益。不过，Ｓｕｔａｗａ［１９］也指出，赋权会产生双
向影响。当赋权增强了自尊和自信，一些居民就会
认为这是一种无限制的自由，从而忽视了其他相关
者的利益而试图获取更多好处，这就会在可持续发
展道路上引发更多的问题。
（二）生态旅游与文化进步的不确定性

Ｃｏｂｂｉｎａｈ［２０］指出，在加纳的卡昆（Ｋａｋｕｍ）保
护区，由于地方旅游相关机构并不十分了解生态旅
游的概念，导致文化保护、社区参与等生态旅游原
则是缺失的。在哥斯达黎加的曼努埃尔安东尼奥
（ＭａｎｕｅｌＡｎｔｏｎｉｏ）和蒙泰韦尔德（Ｍｏｎｔｅｖｅｒｄｅ）地
区，随着游客和移民的增加，酒精消费量和药物滥
用情况增加，犯罪率提高，尤其在蒙泰韦尔德地区，
日益提高的消费价格导致本地人被排除在旅游设
施和部分沿海地区之外［２１］。
（三）生态旅游与强制移民

在部分地区，为了国家公园的创建，很多人被
迫搬迁，流离失所。Ｃｅｒｎｅａ和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ｏｌｔａｕ［２２］
认为，强制移民（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不仅包括土地征用
造成的物理性搬迁，也包括因为限制性政策导致本
地社区的拒绝进入，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贫困，极
大地破坏了当地人的生计，并造成大规模的土地损
失、食品不安全、当地人无家可归、罹病率增加等一
系列问题。文中，作者指出，喀麦隆达哈（Ｄｊａ）生物
圈保护区、喀麦隆可鲁普（Ｋｏｒｕｐ）国家公园、中非
共和国僧伽江－恩多基（ＤｚａｎｇａＮｄｏｋｉ）国家公园
等保护区（公园）的土著社区得到了部分安置；而
在喀麦隆类波克（Ｌｏｂéｋé）国家公园、喀麦隆本巴
贝克（ＢｏｕｍｂａＢｅｋ）国家公园等，则完全没有任何
安置政策，导致当地人对生态保护持不满和冷漠
的态度。

三、生态旅游对环境的影响
（一）保护生物多样性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等［２３］认为生态旅游在拯救动物和脆

弱生态系统方面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它通过为居民
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从而保护了亚马孙上游地
区大型哺乳动物的多样性。哥斯达黎加托土盖罗
（Ｔｏｒｔｕｇｕｅｒｏ）地区通过保护濒危物种绿海龟来发
展生态旅游，增加了当地社区的收益并改善了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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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活，居民反之更加珍惜和保护海龟［２］。
Ｒｅｉｍｅｒ和Ｗａｌｔｅｒ［１０］表示公园门票、捐赠和环境保
护税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的经济收益，并直接用于
生态保护。Ｎｙｕａｐａｎｅ和Ｐｏｕｄｅｌ［５］通过关注尼泊
尔奇特旺（Ｃｈｉｔｗａｎ）国家公园，发现旅游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性，指出随着经济收
入的增加，人们将越发以这些自然资源为荣耀并倾
向于更好地保护资源。

生态旅游贯彻可持续旅游的发展原则，主要包
括减少环境影响从而减少生态足迹，以及通过直接
的植树造林、栖息地恢复或经济收益等帮助生态保
护［２４］。例如，印度毕塔坎尼卡（Ｂｈｉｔａｒｋａｎｉｋａ）保护
区的红树林极大地保护了村民免受飓风、洪水等灾
害。当地人非常重视红树林的功能，并愿意参与红
树林的恢复及保护［２５］。
（二）生态旅游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冲突

生态旅游在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方面并不是万
能的。Ｄｉｘｉｔ和Ｎａｒｕｌａ［２６］、Ｃｈｉｎ等［２７］分别对印度
马达夫（Ｍａｄｈａｖ）国家公园、印度尼西亚簔哥（Ｂａ
ｋｏ）国家公园进行研究，提出垃圾、植被破坏、土壤
侵蚀等环境条件将极大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Ｇｕ
等［２８］指出，在中国九寨沟，由于旅游人数的持续快
速上升，已经导致该地水体藻类增加，持续富营养
化，湖泊沉积物增加，钙华退化，并对生物多样性造
成巨大威胁。由于没有控制游客数量，该地区的生
态退化仍在继续，自然资源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之
间的矛盾成为影响九寨沟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
观鲸旅游一直被视为是可持续的、非消费性的，但
它对物种保护却存在巨大的威胁［２９］。Ｍａｒｔｉｎ［３０］持
相同的观点，认为以鲸鲨观赏为基础的生态旅游的
发展对鲸鲨的行为、栖息地生态环境都有严重
影响。

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针对生态旅游
最为基本的环境批判是，生态旅游通常会消耗大量
的资源。以南极邮轮旅游为例，Ｅｉｊｇｅｌａａｒ等［３１］指
出，２００７年南极旅游人数较２０００年翻了三倍。这
种旅游的卖点是在目的地消失之前唤醒人类的环
境保护意识，因此被认为是负责任的旅游。然而，
研究发现南极旅游活动结束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旅游者环保意识得到提升，反而这种旅游活动产生
了更多的温室气体。

四、基于生态旅游影响的政策与管理
启示
　　从目前生态旅游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文
化、环境造成的影响来看，生态旅游成功的案例证
明，有组织的生态旅游能够使当地人通过就业和商
业机会获取经济收益，实现经济增权，从而有机会
改善基础设施、卫生设施，提升当地人民的教育水
平等，实现社会增权。当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促
进了其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并帮助他们参与到促进
文化和政治增权的项目和行动中来，这有利于保护
生态环境，对生态旅游产生积极的态度。这个过程
即是通过将生物多样性变为创收资源，为环境资源
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选择，进而实现了
环境保护的目的。因此，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生
态旅游和自然资源保护之间能够实现相互依存。

相反，很多生态旅游地由于不遵循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原则，在生计活动与自然保护联系过程中仍
有各种问题和矛盾，如管理缺失或监管不到位，依
然依赖砍伐环境资源为生，直接导致地方自然保护
的失败；又如，随着游客的增多，部分生态旅游地产
生拥挤、犯罪、文化侵蚀、疾病风险增加等社会问
题，以及造成大量资源消耗并对野生动物行为产生
影响等环境问题。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改
进生态旅游规划，弥补政策实施或管理过程的缺
陷，从而实现既服务于当地居民利益的实现又保护
环境的目标。
（一）正确认识经济增权与保护之间的动态关系

经济增权在生态旅游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改
善社会文化和环境保护留下了很大空间。这是
因为，经济水平的提升是社区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也是确保地方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获得参与管理在内的社会利
益与经济利益共同成为促进生态保护的要素。例
如，Ｓｔｒｏｎｚａ和Ｐêｇａｓ［３２］发现，海龟生态旅游能为巴
西沿海社区带来经济利益生态保护的结果，而秘鲁
的生态旅游为当地社区增加了经济效益，同时参与
生态旅游管理不仅实现了地方管理的目标，也激发
了保护生态的集体行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尽
管案例表明，对社区的经济增权能促进生态保护行
为，但是这些研究有可能是在旅游地生命周期中相
对较早的阶段进行的。经济增权的消极影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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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发展和旅游人数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因
此，应根据旅游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关注与研究当
地生态旅游的经济增权与保护之间的动态因果关
系，及时调整发展政策，以避免经济增权的措施与
保护结果产生错位。
（二）重视社区居民的作用

生态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
的支持，当居民对生态旅游持有积极的态度时，将
对生活质量改善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影响持有
积极的期望［３３］，并且社区居民的环境知识以及感
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会对其参与生态旅游有巨
大影响。很多成功的案例也证明，以社区为基础的
旅游可以为当地人谋取更多的利益［３４］，但需要更
多的沟通与信任管理；如果有正确的经营和管理，
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发展能够促进自然资源保护
并通过参与旅游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收益。因此，
政策制定者应关注社区居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
方面的发展需求和收益。
（三）进行科学规划、可持续管理与评估，保障生态
旅游的可持续性
　　重视非政府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的作用，制定
科学、合理的生态旅游规划是保障生态旅游可持续
性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环境、政府、游客、社区、
旅游开发商和运营商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利益
相关者，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决定了规划过程有多重
选择相互影响与制约，从而在多方面影响相关利益
者的感知及利益。因此，生态旅游规划要在遵循生
态旅游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权衡多方利益，有效引导目的地健康发展。

采取各种技术对生态旅游目的地进行可持续
性管理与评估，能够更好地为环境保护提供指导方
针［３５］。目前也已有很多方案、认证计划等用以评
估生态旅游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例如哥斯达
黎加的可持续旅游认证、澳大利亚自然与生态旅游
认证、瑞典的大自然之最等［３６］。这些生态旅游监
测和评价工具将促进生态旅游地的可持续
管理［３７］。

五、讨论
本文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生态旅游影响相关英文

文献为基础，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的经济、社会
文化和环境方面主要的积极与消极作用进行了阐

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如何通过政策的改进来减
小生态旅游的负面影响，实现生态旅游地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

就研究本身而言，当前大多数有关生态旅游及
其影响的文献都是定性研究，主要利用描述性分析
来获得结论。由此，建议融入定量方法，用以评估
生态旅游影响的动态变化；同时，可以借助“３Ｓ”技
术（遥感技术，ＲＳ；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全球定位系
统，ＧＰＳ）尤其是ＲＳ和ＧＩＳ技术为生态旅游地的
环境动态提供基本信息。

就影响结果而言，生态旅游对经济、社会文
化和环境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生态旅游的最终
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保护和提高人类福祉的双赢，
因此尽管目前生态旅游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
各类问题和漏洞，但并非不能实现健康发展的生态
旅游目标。在此过程中，要正确认识经济增权与保
护之间的动态关系；重视社区人民在参与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对生态旅游地进行科学规划、可持续管
理与评估，从而保障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只有结
合当地人民的发展需求来研究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并关注所有可能引发当地生计活动与自然资源保
护之间的矛盾，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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