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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definition, reality refle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eco-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Combining with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in southwest China, it will be 

helpful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combing, summarizing and summarizing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It provides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path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in southwest China under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southwest China has unique natural geographical 

resources, which can develop sports tourism projects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o develop the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overall considera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rry out the "green marketing" strategy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products, strengthen the infrastructure and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requires both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Keywords: "Two Mountains theory", Southwest China,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and 

path 

“两山论”视域下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路径

研究 

郭椿义 1，a刘坚 2，b* 

1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云南，中国 
2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云南，中国 
a395770869@qq.com 
b*117128722@qq.com 

摘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已有研究的概念界定、现实反思和发展路径进行综述。

结合“两山论”理念，立足于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加强对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研

究文献的梳理、归纳以及总结工作，将有利于厘清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为“两山论”理念下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本文研究结果：我

国西南地区有拥有独特的自然地理资源，可以开发各具特色的体育旅游项目；发展生态体育旅游产业，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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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推行生态体育旅游产品“绿色营销”战略、强化基础配套设施、践行可持续发

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关键词：“两山论”,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模式与路径 

1.“两山论”概述 

2005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以下简称“两山论”）；2006

年，在《浙江日报》上，习近平同志阐释了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经历的三个阶段；2008

年，习近平同志强调：不能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

青山；2013 年，习近平同志全面深化“两山论”的

核心内容；2015 年，“两山论”正式写入党中央文件；

2016 年，联合国发布“两山论”，为全世界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2017 年，当的十九大召开，

树立和践行“两山论”被正式写入党代会报告；2020

年，习近平同志调研浙江吉安余村时，再次强调“两

山论”。“两山论”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国的发展方式向

绿色发展转型（李云燕，2020）。发展高质量生态体

育旅游，“两山论”既是理论支撑，也是行动指南，

切实践行“两山论”理念，生态体育旅游是重要载体，

也是良好路径
[4]
（范菡珏，2021；王会，2017），二

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王淑曼（2020）、黄敏（2020）、

徐泉（2020）、余依萍（2021）、徐伟杰（2021）等学

者分别以不同的地区为例，深刻地解读了在“两山论”

理念下，如何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兼顾生

态环境绿色发展。 

在中国知网（CNKI）中检索出上千篇以“两山论”

为主题的文献，由此可知，有关“两山论” 的研究

比较丰富。“两山论”作为中央文件精神，具有高度

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任何地区任何项目的发展都必须

以“两山论”为指导，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

谋求经济的发展，我国西南地区发展生态体育旅游模

式与路径必须以“两山论”为基础，践行新发展理念，

不断地丰富“两山论”的内涵，才能使生态体育旅游

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驾齐驱。 

2.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 

西南地区，是我国七大自然地域划分之一，涵盖

了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共

五个省市区，因此西南地区又被称为西南五省，地形

单元包括盆地、高原、丘陵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和气候特点，使得在我国西南地区发展生态体育旅游

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墨西哥专家、国际生态保护

联盟特别顾问豪·谢贝洛斯拉斯咯瑞首次提出“生态

旅游”这一概念。生态体育旅游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生态旅游之后衍生出

的一个概念，是以一定数量的体育场地器材为基础，

以旅游商品为载体，能为游客提供健身指导以及娱乐

休闲等服务的经营性项目群（王振，2011）。生态体

育旅游是指在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合理开发

过程中，对体育游客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并且能进行

体育旅游活动，以体育旅游为主，且能为旅游所用，

产生一定的经济、社会、生态、旅游价值，是生态旅

游与体育旅游的紧密结合（晏瑞琴，2010；刘凤云，

2005），大力发展生态体育旅游便是实现旅游产业可

持续发展最好的路径，大力发展生态体育旅游既有利

于旅游地区生态旅游环境保护与发展，同时也利于提

高旅游品质，满足人们现代化多元文化生活需要
[13]

（朱玉琼，2015）。 

郑斌（2019）深刻解读了甘孜藏区发展生态体育

旅游的优势和劣势，并提出甘孜藏区发展生态体育旅

游的路径：1.加快建设生态体育旅游模式，实现生态

体育旅游的绿色发展。要切实树立并践行“两山论”

理念，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2.在对区域经济进行开发时要注重实效，避免重复竞

争。在发展生态体育旅游的同时，要根据游客不同的

需求有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体

验；3.加快打造绿色生态体育旅游品牌，与红色文化

资源共同发展。依托藏区的民族体育，以红色文化为

载体，发展生态体育旅游项目；4.加强生态体育旅游

的宣传力，推广面向大众的生态体育旅游项目；5.

加强各部门协调统一，紧密协作。要努力突破甘孜藏

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的瓶颈难关
[11]

。（盛建国，2019）

在《生态体育旅游的价值表现及开发策略》一文中，

突出了生态旅游开发的建设性策略：1.科学规划，在

开发自然生态资源的同时更要注重环境保护，贯彻落

实党中央提出的“两山论”部署；2.创新体育旅游产

品和管理模式。推进生态体育旅游的内容和形式创新，

使企业与游客共创生态体育旅游价值；3.为游客提供

健身指导等体育公共服务，扩大生态体育旅游市场，

培育体育旅游群众基础。将生态体育旅游纳入体育公

共服务体系，向社会提供体育旅游设施、产品、服务；

4.利用大型体育赛事或活动，开发特色体育旅游产品，

凸显生态主题
[9]
。王振（2011）总结了发展生态体育

旅游的五点建议：科学系统的规划与设计、由上至下

的部门规范、加强环保、加强营销宣传、多元化体验

旅游
[14]

。陈萍（2017）指出，要使生态体育旅游可持

续发展，就必须做到 1.进行科学的生态体育旅游发

展规划；2.制订科学的生态体育旅游营销方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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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从业者的综合素质；4.加强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
[12]

。邱爱英（2006）阐述了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的关系，认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既相互促进，

又相互制约，要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高吸引

力，形成多方体育旅游投资的制度，充分整合生态体

育旅游资源
[17]

。 

综上所述，郑斌（2019）、（盛建国，2019）、王

振（2011）、陈萍（2017）、邱爱英（2006）等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为我国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提出了许多

建设性建议，且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从

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多从“两山论”的阐释、

生态旅游发展、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等方面进行客观总

结和评价，总体上说，现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是充

分的、思路是清晰的、观点是明确的，都认为在发展

生态体育旅游的同时，必须深刻把握“两山论”的内

涵，促进可持续发展，但就现实条件来看，现有研究

提出的策略大都是基于宏观层面进行解读，缺乏微观

层面的细致研究，提出的建议或策略缺乏针对性，学

者们讨论最多的就是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策略，并没有

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使得建议和策略很难落地实行。 

3.“两山论”理念下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

游发展模式 

我国西南地区发展生态体育旅游，要充分利用自

然资源以及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结合地区特色扩大生

态体育旅游市场。我国西南地区海拔落差大，且少数

民族较多，自然资源丰富，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大力

发展生态体育旅游。 

3.1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开发各具特色的体育旅
游项目 

西藏境内的青藏高原地区，海拔高，气温低，常年

有积雪，冻土和冰川广泛分布在各处，该区域复杂而严

酷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对此望而生畏，少有人到此目睹

实景，也使得该区域保持了自然界的天然本源，给人以

纯真粗犷美，因此，该地区适于开展划水、冰雪运动、

漂流、峡谷探险等户外运动，如珠峰挑战赛如今已享誉

全球；包括贵州省全部、云南省东部的云贵高原地区，

在大娄山以南，哀牢山以东，雪峰山以西，地势高度落

差大，具有独特的高原景观，该区域适合打造极具挑战

性的体育旅游项目，如蹦极、登山、山地越野、山地自

行车赛等；云南省昆明市，由于地处低纬高原而形成

“四季如春”的气候，常年温差小，享有“世界春城”

的美誉，海拔 2000米以上，可以在此地开展高原训练、

高原越野拉力赛、徒步等体育旅游项目；自四川西部到

西藏自治区地带，拥有广袤的草原，海拔较高，气候干

燥，降水稀少，这是游牧民族世代居住的地方，可以在

该地区开展滑草、骑马、射箭等；四川省成都市及其周

边地区以及重庆市，水资源丰富，可以充分利用其地势

落差相对较小的特点，开展滑翔、潜水、跳伞、漂流、

热气球等体育旅游项目。 

3.2依托民族特色开发名族体育旅游项目 

渝、云、贵、川、藏五省皆有少数民族，各地区

可以根据民族聚居的特点开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带

动生态体育旅游发展。重庆市苗族、土家族居多，可

以开展秋千、麻古（手毽）、划龙舟、赛马、斗牛会、

举石、秋千、打磨秋、踢毽子、高脚马等体育旅游项

目；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最多，因此可以开展与藏族

民族传统有关的体育项目，如赛马、射碧秀、大象拔

河等；相对来说，云贵川三省少数民族最多，可以根

据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因地制宜的开发各

种体育旅游项目，依托民族特色来开发体育旅游项目，

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无论是根据自然地理条件还是根据民族人文特

色案例发展生态体育旅游。都要坚信守住绿水青山才

能得到金山银山。 

4.“两山论”理念下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

游发展路径 

1.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加强我国西南

地区体育旅游景区的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根据不同

地区的生态体育旅游特征，制定生态体育旅游规划，

在规划中重点突出自然生态特色，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最大程度上减少环境污染。 

2.开发生态体育旅游产品，推行生态体育旅游产

品“绿色营销”战略。依托自然旅游景区，开展体育

旅游项目，同时做好体育旅游的外围服务工作，提升

地区生态体育旅游知名度，游客在整个旅游体验过程

中，始终要体现和突出“两山论”理念，从而提升我

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服务的整体环保形象。 

3.强化基础配套设施，夯实生态体育旅游物质基

础。我国西南地区除一、二线城市外，其他地区的交

通网络还不够发达，为此，政府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的硬件基础，将现代

化科技引进来，让生态体育旅游走出去。 

4.坚持可持续发展。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

建设和环境保护息息相关，通过生态体育旅游发展和

完善，逐步优化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圈的发展

环境，促进生态体育旅游和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 

5.结语 

“两山论”对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生态体育旅游是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的结晶，在现代

社会生活中得到迅速的发展，要保证生态体育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就要促进其与生态效益、文化效益、社

会效益的协调发展。“两山论”背景下，我国西南地

区生态体育旅游的绿色发展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美丽

中国的建设，也是我国西南地区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的

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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