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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绿:归依心灵的家园

人类从远古洪荒
走来,最初的家园是
原野 、森林 ，原始人
结草记事 、 筑巢而
居 、钻木取火 ，离不
开森林。 所以，人类
心灵深处的记忆铺
陈着盎然绿意，田园
情结甚深。 随着城市
大规模发展，森林大
片大片消失，成为稀
缺资源。 海南，幸运
地保存着大面积连
片热带原始雨林，海
南之绿， 苍茫古老，
葳蕤深远 ， 漫步其
间，都市人浮躁繁杂
的心灵仿若寻找到
了归依的家园，沉静
愉悦起来。

4月 18 日上午， 海南呀诺达雨林
文化旅游区，一支浩浩荡荡、四世同堂
出游的队伍吸引了众多游客注意。 北
京市民李建设带着妻子、父母、兄嫂、儿
子儿媳、孙子等一行 15 人前来海南自
助旅游， 白发的老人在雨林栈道上悠
闲漫步， 天真的孩子环绕着老人在栈
道上活泼地跑前跑后，温馨动人。

“我们一大家子人能凑齐一起旅
游真不容易。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
把全家旅游目地选到了海南。 ”看着一
家老小，李建设满脸笑意。 “海南气候
宜人、空气清新、森林养眼，非常适合
全家出游。 你看，我们老人在森林里呼
吸新鲜空气，有益身体健康；孙子对从
未见过的雨林非常好奇，问东问西，也
能学到不少东西。 ”相比北方的雾霾，
李建设说到了海南， 就像到了绿色的
天堂，连呼吸都轻松畅快起来。

现状：海南绿色旅游崛起

国务院在 《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要求海
南，要加快发展森林生态游，打造尖峰
岭、霸王岭、五指山等一批精品景区，
高标准规划建设热带雨林游等主题公
园。 自此，海南在开发传统的蓝色旅游
产品的基础上， 着手打造绿色旅游产
品。 不仅早期的南游猴岛、东山湖野生
动植物园等以绿色旅游为主题的景区
功能更加完善， 旅游设施和开发的旅
游产品更加吸引游客， 一些新的绿色
旅游景点也逐渐崛起。国家 5A级景区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亚龙湾天堂森
林公园等， 越来越为游客所喜爱所熟
知， 而且成为不少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新的森林旅游线路也陆续被开发出
来，如北部海口的红树林旅游、中部的
热带雨林生态游、五指山的红叶、昌江
的木棉、吊罗山的瀑布、霸王岭的长臂
猿、俄贤岭的喀斯特地貌等森林景观，
逐渐走入游客视野。

海南绿色旅游不仅深受游客喜爱，
也受到了国际的关注和好评。 在中国
灵长类绿色旅游与可持续自然保护论
坛上，保护国际基金会主席罗素·密特
迈尔说：“海南灵长类绿色旅游先行一
步，探索出了很多好的经验”，还称赞
陵水猴岛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南湾
“为海南灵长类所做出的工作令人敬
佩”，这些对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的优
秀经验值得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资源：海南之绿丰富独特

海南之绿以浩瀚的蔚蓝大海为底
色，以纯净的蓝天白云为浮色，更显气
势磅礴，诗意美丽。 覆盖热带原始雨林
的大山大岭不乏胜数：五指山、霸王岭、
尖峰岭、吊罗山、黎母山、七仙岭……森
林资源信手拈来。

海南森林覆盖率高，并通过设立自
然保护区的方式，保存有完整的、生态
系统发育良好的热带原始雨林， 由于
长期与大陆隔海独立演变， 森林物种
不仅丰富多采， 而且具有高度的特有
性，很多物种为海南独有。 历年调查统
计记录有已发现的各类木本植物 4600
多种，其中 630 多种为海南独有，珍稀
树木 40 多种， 陆栖脊椎动物 570 多
种。 此外， 还有 600 多种蝴蝶蹁跹、
4000多种昆虫和鸣于森林间。

记者曾参加过五指山地区自然景
点摸底采集调查，处处瑰丽景观：有上
千亩连片分布的五指山不老松、连片面
积最大的桫椤沟谷、海拔最高落差最大
的瀑布群、高达十多米的根抱石、成片
集中生长的空中花园等，省林业厅收集
了 100 处 16 种类型的观赏性强、到达
性强的绿色旅游景观，而五指山人迹罕
至处，深藏着更多的海南绿色之美。

绿色旅游并不单纯只是一种自然
景观，人类与大自然密不可分，在海南
苍茫绿意里， 人类活动而产生的人文
景观也是绿色旅游中亮丽的一笔色
彩。 海南琼州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教
授王永挺曾对海南热带雨林生态游资
源分类， 他将其分为自然生态资源和
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 自然生态资源
包括自然地质景观、雨林植物景观、雨
林动物景观等， 而人文旅游资源更是
独具风情，它包括雨林人文遗迹，比如
五指山等中部地区存有不少元、明、清
历朝历代的摩崖石刻，以及革命遗址，
如白沙起义遗址、琼崖纵队司令部遗址
等，而长期生活在中部热带雨林地区仅
海南才有分布的黎族，更是创造了独特
璀璨的黎族文化，船形屋、黎族织锦、竹
竿舞、山兰米酒、三月三民族节日等都
是打动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

建议：山海互动社区共享

“绿色代指大自然。 绿色旅游当然
是指亲近自然的一种旅游方式。 ”罗
素·密特迈尔说，绿色旅游的概念最早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有很强烈
的时代背景。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推进，
人们逐渐厌倦了充斥着钢筋水泥、高楼
林立的城市生活，渴望走入有鸟鸣、有
花香、有森林、有流水的大自然中去。

因此，他建议绿色旅游资源丰富的
海南，要大力开展绿色旅游，结合海南
森林资源特色，细分绿色旅游产品，以
适应不同游客需求，比如乡村游、森林
游、观鸟游、登山游、探险游、度假休闲
游等。

海南绿色旅游不仅是一个产业发
展的问题，还事关海南生态环境保护。
因此，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历次省两会
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建议、提案
的形式，对如何发展海南绿色旅游提出
建议。 民盟海南省委就在《关于中部生
态旅游发展对策建议》中提出，依托我
省中部山区优越的生态环境， 发展中
部生态旅游， 实现海南旅游 “山海互
动，蓝绿共融”。

海南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杨小波
强调，海南的绿色旅游一定要以人文为
本，因为森林覆盖率高，海南森林里及
其周边地区分布着很多社区，人们生活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群对森林资源依赖
程度很高。只有让社区居民参与绿色旅
游，共享发展绿色旅游的成果，他们才
能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 尖峰岭林业局副局长洪仁辉对此
深有感受，他说海南现有原始热带雨林
大都分布于黎族、 苗族同胞聚居的地
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只有将周边群众
纳入热带雨林生态游的规划统筹考
虑，形成区域性的旅游经济，带动周边
群众受益，才能做好生态旅游。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董事
长张涛以“呀诺达”的经营模式为例，
“呀诺达景区在运营中，没有将一己之
利放在首位，而是强调利益共享，希望
在景区的成长过程中， 能带动周边社
区，还有农民一起获益，带动农民脱贫
致富。 ”张涛说，为此，景区在招聘员工
时，优先考虑当地群众的就业愿望。 现
在，呀诺达 700 多名员工中，超过 50%
是当地群众。 这样，社区居民就能做到
保护好呀诺达的雨林景观，就是保护自
己的利益，有了这样的共识，保护与开
发才能同时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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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旅游： 是一种亲近大自
然的旅游方式， 以自然资源为旅
游主题的景区在为社会提供舒
适、安全、有利于人体健康的产品
的同时，以一种对社会、对环境负
责的态度，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因此，绿色旅游要求政府
管理部门、旅游者、景点管理者、
旅行社和导游在内的旅游参与
者，以及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在整
个旅游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必须
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绿色旅游需要绿色游客，绿色
旅游也有通行的十大行为准则：

一、低碳出行及消费，选择环
保的交通工具；

二、 尽量详细了解旅游目的
地相关信息， 带一张旅游目的地
图；

三、 准备好绿色旅游所需装
备，比如计步器、计算器等，尽量
自备洗漱用品；

四、保护环境，不干扰野生动
植物， 不购买野生动植物及其制
品；

五、文明旅游，不在旅游地涂
抹刻画、 不乱踩乱踏、 不留下垃
圾；

六、野外露营，尽量不生火；
七、不干扰当地居民的生活；
八、 遵守旅游景区管理当局

的指示，不孤身犯险，安全旅游；
九、旅途中，不使用一次性纸

杯、筷子、塑料袋等不环保且损耗
资源的一次性产品， 减少洗涤剂
的使用等；

十、提倡在旅行中植树，边旅
游边身体力行地宣传、 践行环保
理念。

（范南虹）

海南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

海南开发绿色旅游产品不应该
仅仅是简单的观光游产品，还可以开
发休闲、探险、养生、度假、户外运动、
科考等旅游产品，潜力巨大。 旅游是
体验经济，地球上雷同的自然资源很
多，依托同样的自然资源开发出不一
样的产品就能提供不一样的体验，一
靠富有特色的本土文化来支撑，二靠
科技来支撑，而依托不可复制的本土
文化开发出的旅游项目一定会带上
‘与众不同’的‘烙印’，留给游客的体
验也一定是耐人寻味的。高水平的旅
游资源开发， 必须要注入本土的、本
民族的文化内涵。海南热带雨林分布
的各大山区是黎族、 苗族聚居地，长
期以来形成了古老而独特，富有传奇
色彩的民俗风情、神话传说、历史沿
革，以及生活方式、民族节日和庆典
活动等。如果把海南绿色旅游结合黎
族苗族文化加以开发，形成海南热带
雨林自然环境资源与黎族苗族人文
资源相结合的旅游发展新路，那么海
南绿色旅游不仅养眼， 还可养心怡
情，让游客留连忘返。 （范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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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霸王岭林区奇异的根瀑景观。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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