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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vided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Revitalizing Villages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condenses Chinese wisdom. It is not only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respecting, 

conforming to and protecting nature. Rich and unique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are bred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of 

China. It is a rare area wher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natural scenery are perfectly combined. It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and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At present,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has becom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which provides a unique development model and important practical path for building sports tourism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In view of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this paper will collect,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literature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in Southwest China through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analyze the 

innovative advantages and ric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actice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unde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ombined with the potential energy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ecological resour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in Southwest China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under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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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秉承“两山论”理念，统筹推进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振兴乡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指引。“两山论”凝结了中国智慧，它不仅是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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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更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孕育着丰

富独特的体育旅游资源，这是我国少有的民族体育文化和自然风景相互完美结合的地区，具有极大的体育旅游

开发潜力，为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山论”当下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基本

原则，为我国西南地区打造民族特色体育旅游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及重要的实践路径。

鉴于“两山论”理念的指引，本文将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的绿色发展进行文献资料的

搜集、梳理、归纳，分析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下对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模式的创新优势及实践路径的丰富

特点。结合绿色生态资源的势能转换，探讨“两山论”理念下西南地区的人文环境对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的现实

影响。 

关键词：两山论,西南地区,体育旅游,发展模式,实践路径 
 

1.前言 

“两山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的根本遵循，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

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人类尊重、顺应、保护自

然的潜在价值。“自然界的存在和运转是维持地球生

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支持着地球上人与多样

性物种的和谐共生”。
[1]
现如今，“两山论”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在社会各界达成了共识和实践。通过中

国知网（CNKI 数据库）等文献网络平台检索发现，

在“两山论”理念的影响下，学者对生态体育旅游的

研究趋势逐年上升，目前为止 2019 年的文献刊登数

量达到最高峰，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的侵入影响，居

家防疫的社会状况对旅游业的打击较为沉重，也导致

文献发文量的递减。虽然疫情的影响使体育旅游产业

遭到打击，但是从近十年的发文趋势和社会热潮来看，

依旧保持着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在 2020 年脱贫攻坚

的战略任务完成后，在新的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过程中，

关于生态体育旅游的研究屡攀新高。体育旅游作为新

兴产业，带动各行业的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抓手，是“体育+旅游”秉持“两山”理念发展的

重要现实载体。因此，在“两山论”背景下，厘清我

国西南地区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于

全面贯彻“两山论”理念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2.“两山论”理念 

“两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

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径。自党召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

对这一理念做了不同层次的阐述，他强调：“建设生

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我

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

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基于对

“两山论”基本理念的深刻阐述表达了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方针，表明了要建设绿色中国的决心。杨

卫军（2021）认为习近平“两山论”的深刻内涵主要

表现在：1.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自然观；2.树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3.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的生态发展观；4.绿色

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观；5.提倡节俭的生态经济伦理观。
[2]
由此可见，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树立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论观念，才能构建人类卫生的健康共同

体。 

徐剑（2021）认为“两山论”是为了有效协调保

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即生态资源的

经济型转化，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转型，从而共同实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一方面，生态资源的

经济化就是将“绿水青山”作为自然资源的生产要素，

为人类带来利益价值。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发展的生

态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促进经济的渐进式绿色发展。 

王丽敏（2020）通过对“两山论”的基本理论探

索总结出“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协

同，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关系出发，揭示了保

护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绿

水青山”就代表着人类待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金

山银山”则代表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所需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知“两山论”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4]
 

综上所述，关于“两山论”的理念研究阐述，学

者各抒己见，但“两山论”理念主要表达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是保持不变的，它将“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等同于建设生态

文明和统筹经济发展，摆脱了人与自然的分化形式及

人完全同一于自然的劣变趋势。融合了中国的传统自

然文化元素，创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科学的把握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内在联系，科学

的认识了人类生存与价值实现的基本关系，只有深刻

的了解其蕴藏的发展理念才能更好的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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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模式述评 

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独特的自

然地理环境和传统的体育文化资源覆盖了四川、贵州、

重庆、云南、西藏五个省区，在西南五省悠久的历史

文化影响下，发展生态体育旅游依托地域资源和民族

文化的特性，造就了各民族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色彩。

以云南省为例，它是一个多民族且物种丰富的生态基

地，近期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在云南昆明举办，

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大会主题，

倡导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会呈现出云南的生态地理

资源优势，彰显了云南的旅游文化特色，深刻的影响

并促进了云南生态旅游的发展。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

型的生态旅游产业问世发展，依托西南地区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融合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形式及

特色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旅游项目，是促进体育旅游产

业的发展重要模式。在基于充分发挥各民族特色的前

提下进行优势互补，达到整体功能的最优化，进而不

断创新生态与体育旅游融合的发展模式。 

由于我国西南地区的生态体育旅游业发展受人

文地理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各

地区都进行因地适宜发展举措，创新生态体育旅游发

展模式。如聂涛（2019）对地方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

做了深刻分析后提出以下四种模式：首先，必须将传

统和现代的体育旅游项目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体育旅

游项目的多元化。其次，建立少数民族体育旅游文化

资源的合并发展。再其次，保护体育旅游的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的旅游素质。最后，推动体育旅游业与民族

地区的景点相互结合的发展模式。
[5]
形成体育旅游与

各种可融合发展的行业进行联合共赢，深层次融入民

族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开发因地制宜的旅游服务和

现代体育旅游相接轨的民族特色旅游项目，这样生态

经济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容纳民族体育

文化和现代体育气息。 

根据当地的文化色彩和地理环境，李亮（2020）

在体育旅游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推出三种发展模式：1.

体育与红色教育相互融合，建设体教小镇的发展模式；

2.体育依托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康养度假村的发展模

式；3.体育与少数民族风俗相结合，构建主题公园的

发展模式。充分的使体育与其他行业元素融为一体系

统发展。
[6]
 

同时，在深刻把握民族地区发展生态体育旅游的

有利条件基础上，耿迪（2021）结合市场需求，总结

出的体育旅游发展模式：1.通过旅游的体育产品来满

足游客的休闲娱乐和健身需求，从而带动旅游集镇、

主题公园、山地景区的旅游经济发展；2.结合少数民

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开展各种各样的民间体育活动来

满足外地游客体验当地民族的文化风情的需求，提高

景点的吸引力；3.通过吸引外地游客从异地进入少数

民族部落参加或欣赏民间赛事活动，从而带动旅游活

动，促进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
[7] 

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生态体育旅游作

为旅游产业的新型模式，张建（2021）认为体育旅游

的发展模式应从四个层面进行：首先，打造体育景观

生态旅游，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促进体育旅游的发展，

实现体育旅游向生态化发展转型，这是基于生态文明

理念下体育旅游发展的主要模式。其次，落实游客的

体育器材设备和材料的循环再利用，实现其在旅游过

程中的零污染零消耗的低碳体育旅游。再其次，倡导

游客的环保意识，在旅行的过程中主动参加对游区的

环保建设，实现旅游向公益性质转化的环保体育旅游。

最后，建设高端体育俱乐部，加强体育旅游领域内的

实体产业发展，依托自然景观配备相关的体育运动赛

事场地，推动体育产业的实地发展。这种模式与构造

生态体育小镇的模式在性质上是大体相同，是一种带

动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模式。
[8]
 

综上所述，聂涛（2019）、李亮（2020）、耿迪

（2021）、张建（2021）等学者通过生态体育旅游的

调查研究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旅游发展都进行了详细

的阐述并提出因地适宜的发展模式，都是从生态第一

的角度下探索体育旅游的发展概况，结合自然生态景

观与民族文化风俗的不同特点提出与体育旅游进行

融合的发展模式。但是，体育旅游的发展必定会涉足

全国各地，单一的发展模式局限了体育旅游的发展上

限，只是从宏观方面解释推崇的模式不能促进体育旅

游的全面发展，应考虑微观因素，全方位的创新生态

体育旅游的发展。基于我国环境国情资源利用不合理，

生态环境形式严峻的基本情况下，“两山论”理念的

脱颖而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为提倡生态体

育旅游发展带来大好趋势。同时，在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下，提升我国居民身体素质教育也是迫在眉睫，

将保护生态与体育旅游相互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既

促进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化，又提升了人们的身体素

质还带动了体育旅游的经济发展。我国西南地区作为

自然康养旅游的重要发祥地，正好符合生态体育旅游

的发展需要，应探寻更多适宜的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模

式，推动生态经济双向发展。 

4.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实践路径述评 

生态体育旅游的产生来自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

坏而引起的生态意识。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产生

活的质量提升，以及对满足精神层面享受的需求，大

众对于体育旅游的追求热潮如履新增，不仅提升了人

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带动了地方的新型体育旅游业

的发展。但是，在体育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

多不足之处，成为继续全面发展的挡路牌。生态体育

旅游在生态经济建设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提倡

贯彻“两山论”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生态体育旅游

的建设，结合我国西南地区地大物博、水天一色的自

然地理条件，力争打造极富民族文化色彩的生态体育

旅游路径。 

在关于探索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中，张

诚（2021）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实践举措：首先要搭建

乡村绿色生态体育旅游平台，提升融合程度；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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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体育旅游的经营主体，推进高质量发展；接

下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强化乡村规划引领，建立

体育旅游长效发展机制；最后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拓

展体育旅游实质发展空间。
[9]
 

耿迪（2021）根据生态发展的基本模式要求提出

了体育旅游发展的四个实践路径：第一点，要优化自

然区域的旅游空间布局，构筑体育旅游产业群的建设；

第二点，要强化基础配套设施，夯实体育旅游物质基

础；第三点，加快体育和旅游业人才资源开发，强化

体育旅游的高科技智能化技术支撑；第四点，要加大

宣传营销力度，扩大体育旅游市场影响。
[9] 

在体育旅游的发展路径研究，董龙舟（2021）认

为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职能，合理规划体育旅游布局；

加强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培育新兴旅游项目，满足各族

群众的不同需求和体验；社会企业和成功人士应积极

参与、全力支持生态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创建民族

体育文化特色旅游产业。
[10]

 

从体育旅游的组织基础建设方面，徐运君（2021）

认为发展生态体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应不断完善旅

游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景点区域的交通便捷程

度；提升景点和旅途服务管理水平，重视体育高端人

才的引进，打造旅游基地品牌，提升知名度；开发民

族特色体育旅游项目。
[11]

 

在优化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基础上根据经营现

状，房金华（2021）对体育旅游的实践路径提出五个

层面的观点：1.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休闲体育旅游产业

的发展；2.以体育旅游产品为核心，带动其它产业的

共同发展；3.科学化管理保障体育旅游健康发展；4.

发挥社企职能，加强体育固定资产的投资建设；5.

通过技术创新优化体育旅游的现实路径。
[12]

 

综上所述，对于文献的梳理和归纳，从现有的研

究成果了解到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体育旅

游的实践路径提出了相应发展举措，且有一定的可实

施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由于生态体育旅游是一个

“双型”的发展模式与“两山”的基本内涵高度保持

一致，既要在保护生态旅游的基础上提升“绿水青山”

的环保意识，又要在打造体育旅游的文化特色的角度

内带动“金山银山”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生态体

育旅游发展的多向性，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

分的实践路径较为概念化，从广泛的理论层面进行概

括描述，研究意义淡化，在实地的旅游开发区并没有

采纳，不符合各地区的实际发展模式，导致部分发展

出现停滞状况。 

然而，在我国西南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极具潜力的

基础上，西南地区富饶辽阔的自然景观和“大杂居小

聚居”民族体育文化特色，为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提

供足够的空间和便利。我认为基于“两山论”的理念

基础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关系上，我国西

南地区的生态体育旅游发展路径应更加具体化、民族

化、符合化、经济化，按照可行的实施计划从大化小

从小落实的基本步骤大力发展各民族的体育文化推

动体育旅游产业经济，提升生态体育旅游开发路径的

实践性。首先，从国家层面积极贯彻“两山论”和“乡

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方针，落实绿色生态建设政策，

优化体育旅游的各地区各民族各阶段的经营管理制

度和营销战略，做到不空谈、不造假的特色精品生态

体育旅游。其次，在社会层面要主动发挥社会主体地

位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各子能产品的发展，

强化高端人才指引理念，创新实践路径的可实施性和

价值性。最后，在个体层面积极落实发展路径的可行

性要求，凝聚和提炼当地民族体育文化打造特色旅游

品牌，以诚信第一、生态第一、健康第一的基本理念

打造体育旅游基地。生态体育旅游的实践路径是建设

绿色生态推动旅游经济相互融合发展的命脉，所以落

实每一个实践细节都显得尤为重要，也为“两山论”

理念下保护生态推动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总结 

综上，“两山论”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生态

体育旅游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将绿色生态与经济

发展统筹为“青山绿水”和“金山银山”，二者同步

发展协同进步。在秉持“两山论”的理念下，对于探

索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和实践路

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我国西南地区良好的自

然生态环境，应着力打造独具各民族地方特色、民间

传统体育项目、适宜地理条件的体育旅游，实现人文

与自然的有机结合。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业态，结合

西南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调整创新发展模式，打造

自己的品牌，探索一条完整且高质量的发展路径，实

现体育+旅游的融合发展形成 1+1>2 的效果。为实现

绿色生态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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