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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

中国地缘辽阔，拥有丰富多样的森林资
源，或高耸挺拔，或旁出斜逸，郁郁葱葱，
令人叹为观止。“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湖
南张家界，从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林
场，成为世界著名风景旅游区。黑龙江伊春

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素有“北方九寨沟”
之称，山势逶迤，绿水湍流，亭亭白桦，掩
映其间，漫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和天然次
生林，更富有种类繁多的奇花异草。走进动
植物的乐土湖北神农架，银杏梳妆，鸽树起
舞，仙草江边一碗水，灵芝七叶一枝花。让
人不得不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截至2016年底，全国以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沙漠公园为代表的各类森林旅游地数
量超过 9000 处，总面积约 150 万平方公里，
超过国土面积的 15%。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和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是森林旅游发展的主
要载体，这三者的总数达7181处。其中，国
家森林公园828处，国家湿地公园836处，林
业系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59处。

好处多多

除了森林的观赏性，森林体验更具吸引
力。走进大森林，仿佛浸泡在绿色的天堂，风
吹涛起，顿生雅韵，微风过处，洗心涤骨。刚刚
游览过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马女士对笔者
说，“从远处望去，高大挺拔的白桦树有序地排
列在山上。林海茫茫，身处其中，沉浸在四周
的静谧中，感受大自然独有的宁静，令人心旷
神怡。塞罕坝简直是一个森林氧吧，那里清新
的空气让我忍不住想要多吸两口。”

与大自然亲密充分地接触使人们远离尘
嚣，获得身体的放松和心灵的慰籍。森林体验
包括接触体验、运动体验、休闲体验、文化创作
体验、探险体验等，不同群体对体验形式有着
不同的需求，森林马拉松、森林穿越、山地自行
车、林区漂流、自然教育等参与性强的项目成
为热门的旅游产品。

华侨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博士讲师王建英
说，“我觉得森林旅游对游客的最主要的吸引力

就是能够亲近大自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本体
的旅游资源，能够让游客和大自然亲近，比如湿
地观鸟，让游客和鸟类有亲密的接触，这个是它
区别于其他旅游形式的最主要的特征。”

森林环境在维持和改善人体健康方面有
着独特的优势。据有关实验表明，森林内气候
温和，昼夜温差小，林内光照弱，紫外线辐射
小，空气湿度小，区域降雨多，云雾多，这种舒
适的小气候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因此森
林也被称为天然疗养院。

森林的保健功能主要表现在：森林环境能
给人舒服的感觉。由于森林中空气清新、气温
舒适、噪声少，人在森林中会感到放松，释放压
力。森林中的自然声音，如蝉鸣、流水声等，还
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森林能产生大量负氧离子。在森林上空
及附近，负氧离子约为 2000～3000 个。据国
外有关研究，负氧离子浓度高的森林空气可以
调解人体内血清素的浓度，能够改善神经功
能，调整代谢过程，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森林
的绿色视觉环境，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多种效
应，带来积极的影响。

目前，森林养生渐受青睐，包括森林浴养
生、中医药养生、膳食养生、温泉养生、运动养
生、文化养生等，都掀起了公众特别是中老年
群体的热情。

潜力巨大

在森林旅游红火的发展过程中，也存

在着一些问题。目前森林旅游的发展不平
衡，不到 5%的森林旅游地支撑着全国森林
旅 游 的 半 壁 江 山 。 在 现 有 的 森 林 旅 游 地
中 ， 大 部 分 更 注 重 其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能真正将森林旅游的精髓挖掘出来的
旅游地还不多。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过度的开发利用
和人类活动的增多必然会对森林环境产生
负面影响。科学的规划、评估和对景区容
量的控制是森林旅游开发所需要的，关键
在于找到兼顾森林开发和保护生态的平衡
点。

中国的森林旅游业正迎来难得的机遇，
其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交通条件的改善，首
先为森林旅游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大部
分的森林保护景区，尤其是生态环境优美
的，都处在偏远地区，过去交通的限制将人
们挡在了自然生态乐园之外。如今高铁和公
路的大量修建，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还可
以通过自驾游的方式去游览森林风光、体验
生态之美。

国家林业局森林旅游管理办公室森林旅
游管理处处长陈鑫峰介绍说，“社会发展的规
律是：城市化越发展，对体验自然的需求量
越大；物质生活越富裕，精神层面的需求越
旺盛。当前，城镇居民对自然体验的需求越
来越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问
题的不断突出，大众对生态环境越来越关
注，对维护自身的健康越来越重视，森林在
健身、保健、疗养、医疗等方面的功效将受
到推崇。”如今，在社会需求逐渐增多的情况
下，森林旅游已成为大众旅游的一种新时
尚、新追求。

森林旅游多年来不断发展，其发展潜力
是巨大的。我们要做的是用发展的眼光去认
识它，挖掘出其更多的价值。

今年暑期，一些中国游客选择去遥远
的非洲避暑寻清凉。记者了解到，由于南
北半球季节相反，加之非洲东部和南部都
是高原，海拔在一千米以上，目前，赤道
以南的肯尼亚、南非、毛里求斯等旅游目
的地正处于一年之中最凉爽的季节，温度
非常适宜。加之签证利好、航班增加、特
色旅游资源丰富等因素，今年国内赴非洲
旅游非常热门。

随着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人们越来
越追求个性化、品质游，不少具有独特体
验的旅游目的地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驴妈
妈旅游网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赴非游预
订人次同比上涨近 2 倍，赴非旅游热情持
续高涨，8 月中上旬迎来暑期出游最高
峰。其中，追求独特旅游体验且有一定经
济实力的 25-40岁游客是赴非洲旅游的主
力客群，该年龄段占比超 7 成；国内城市
中，上海、成都、北京、广州、深圳、昆
明、西安、南京、武汉、无锡成为十大热
门客源地。中国游客暑期最爱的非洲避暑

旅游目的地依次为毛里求斯、肯尼亚、摩
洛哥、南非和突尼斯；整体价格较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集中在 1-2万元之间，出游
天数多在8天以上。

赴非游市场持续向好发展，一方面是
因为许多非洲国家对中国游客持开放态
度，陆续对华实施免签政策，如毛里求
斯、摩洛哥、突尼斯都已对华免签，刺激
着中国游客的出游热情；另一方面，非洲
拥有许多独特的旅游资源，如肯尼亚动物
大迁徙、在摩洛哥跟着 《卡萨布兰卡》去
旅行等，对追求个性化、品质游的中国游
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是，虽然国内赴非
洲旅游路途遥远，飞行时间单程均在12个
小时以上，但仍然有非常多的家长热衷于
带孩子前往非洲，体验身临其境的动物世
界。据有关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赴非洲游
客中，亲子家庭占比接近 5 成，比去年提
升近2成。

上图为非洲动物。资料图片

晨光洒在千岛湖面上，鳞波泛起，我行船
于湖上，越往前行进，仿佛进入了水上画廊，而
迎面吹来的是风的凉爽。

人们熟知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
是画家黄公望表现富春江秀润淡雅风貌的杰
作。而孕育千岛湖的新安江是在富春江的上
游，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若是从淳安再往
前对接，便是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遂安了。

曾以为，千岛湖的“千”只是一个虚
数，可听当地人介绍后，方知千岛湖名副其
实，是由一千零七十八个岛屿组成的，而这
一千多个岛屿是在1959年，当时新安江建设
水电站拦坝蓄水形成的。千岛湖山水造化的
背后，是当年二十九万移民的大搬迁。面对
碧波荡漾的湖区，我从心底对新安江移民的
敬意油然而生。是他们的付出，是那抬高的
水位线，让一座座山峰成为了一个个如诗如
画的岛屿。或许，大部分人在乘船游湖的时
候，只知道万顷碧波之下有一个遂安古城，
其实，千岛湖湖底还有贺城、威坪、茶园、

港口四个重镇。
我相信，每一个到千岛湖的人，都会像

我一样为千岛湖的水质发出惊叹：一个湖区
面积比杭州西湖大一百多倍的千岛湖，能够
保持国家一级水体，不用经过任何处理就可
以达到饮用水标准。这，应是千岛湖人创造
的最大的奇迹吧！好几次，我去千岛湖都是
奔着诗画的山水去的，目的是去看千岛湖山
水不同季节的表情。无论走在千岛湖的湖
岸、码头，还是渔港、岛屿，看到从容淡然
的居民，觉得与“淳而易安”的县名很是匹
配，他们的幸福感是无需猜度的，我想得最
多的一句话是“山水纯净，岁月静好”，而每
一处给我的画面感都是环绕的，俨然是一幅
幅超出了平面视角的山水画。

渔，历来都是中国画主题之一，表现的是
山水中“隐”的意象。而千岛湖呈现的却是民
间风俗的“鱼乐图”，吉庆，喜气。通往月光岛
的鱼乐桥，称得上是观赏千岛湖淡水鱼的乐
园，锦鲤、青鱼、鳙鱼、鳊鱼等共同汇聚成群鱼

嬉戏争食的奇观。锦鲤雍容华贵，通体红艳，
本身就有喜感，而一百多斤一条的青鱼算得上
是千岛湖鱼群中的“庞然大物”了。水与鱼，在
千岛湖人的心中已经超出了它本身，是财富的
象征。

在千岛湖，印象最深的还是梅峰岛，登
高望远，群岛星罗棋布，游船来回穿梭，旖
旎，奇谲，深妙。碧水清波，船艇闲泊，群
岛耸峙，舞霭飘逸，无需皴擦点染，就是一
幅充满意象与灵气的山水画。往往，这样安
宁恬静的山水，可以直接通往唐诗宋词的意
境。李白、范仲淹、朱熹等文人骚客都曾与
这方山水有缘。

夏天，千岛湖凉爽的风推动湖面的碧波
荡漾。那浩淼的碧波之上，宛如一幅山水长
卷在徐徐铺展，意境自然而悠远。流连千岛
湖，仿佛徜徉在山水的画廊中，从视觉与精
神上进行了一次中国山水画的回乡之旅，其
中的情景与意象，还有凉爽的惬意，真的是
妙不可言。

森林旅游：绿色巨伞撑起大市场伞撑起大市场
关一文 马冀圆

炎炎夏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

然保护区成为中外游客休闲避暑、养生

度假的目的地。黑龙江北极村国家森林

公园、浙江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海南尖

峰岭国家森林公园……从北疆平原到南

国水乡，从西部戈壁到东海之滨，一个个

森林公园犹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大

地。森林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中国森林旅游持续快速增长。

“森林旅游已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

林业朝阳产业。”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

生日前在“2017中国森林旅游节”新闻

发布会上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森林旅游

游客量近7亿人次，同比增长16.7%。仅

2016年，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12亿人

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数超过27%。

流连千岛湖上 徜徉山水画中
洪忠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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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非洲寻清凉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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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和游客在重庆市南川区山王坪喀斯特生态公园“洗”森林浴，沐浴森林阳光，享受清新
空气。 瞿明斌摄 （人民视觉）

游客在四川洪雅县七里坪国际度假区森
林养生禅道上纳凉。 姚永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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