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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is more and more rapid.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hina's
urban scope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urban residents' income, rural tourism characterized by rural lifestyle, rural customs and
rural pastoral landscap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t is the yearning of many urban residents to go into the countryside with pleasant
environment, stay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return to nature and feel the charming rural life. At present, there are
rural tourism leisure areas around many cities. Some areas with better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have helped local villagers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e rich. Rural tourism in some areas has even become the pillar industry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a's rural tourism market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a single "tourism" to a comprehensive direction
integrating tourism, participation, recreation, leisure, va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Experienc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urban residents' rural tourism.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enerally includes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ural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natural complex composed of atmosphere, hydrology,
geomorphology, soil and biology; Rural humanist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humanistic complex composed of buildings,
settlements, costumes, language, local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ourists and tourism servi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basi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Beautiful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direct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tourism. At the same time, rural tourism will also affect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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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农村发展也越来越迅速。中国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张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以乡村生活方式、
乡村风俗人情和乡村田园景观等为特点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休憩之余走进环境宜人的乡村，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
然感受独具魅力的乡村生活，是许多城市居民的向往。目前很多城市周边都有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区域，一些乡村旅游发展较
好的地区已让当地村民脱贫致富，部分地区乡村旅游甚至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乡村旅游
市场正逐渐从单一的“旅游观光”，开始向融观光、参与、康体、休闲、度假、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方向发展。体验乡村
生态环境是城市居民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生态环境一般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是由大气、
水文、地貌、土壤、生物等组成的自然综合体；乡村人文生态环境是由旅游乡村的建筑、聚落、服饰、语言、当地居民对旅
游者的态度、旅游服务等组成的人文综合体。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域特色浓厚的人文
生态环境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同时乡村旅游也会影响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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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致使乡村生态旅游环境遭到大幅度的
破坏，由此如何进一步加强乡村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并且针

田园风光以及生态民俗是乡村生态旅游的鲜明特色，这

对环境开展有效保护、整治，对于美丽乡村建设。通过进行

也是在当前背景下，吸引游客的重要方式。但是，当前背景

乡村原生态旅游保护能够更好帮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

下由于乡村生态旅游的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而且针对环保问

于提升经济水平以及和谐社会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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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生态旅游及其特征
乡村生态旅游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以乡村为旅游目的
地，基于乡村生态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资源的旅游活动。乡
村生态旅游的游客主要以周边城市居民为主，开展乡村生态
旅游能够进一步满足游客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内在需求，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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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生态环境，游客的喧闹声和
嬉笑声也打破了乡村生活原有的宁静，不仅影响了乡村生态
旅游的质量，还对动植物的生长繁衍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为了迎合城市游客的喜好，乡村旅游景点在景点建设中
逐渐走上了城市化、西方化的风格，使得乡村旅游逐渐失去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健康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涵盖了

了它本身赋予游客的意义，失去了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也

乡村旅游、生态旅游，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乡

逐渐丧失了对游客的吸引力。而有些旅游乡村为了追求自身

土气息厚重。乡村生态旅游是一种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旅

的商业利益，对一些野生动物进行疯狂捕杀，对珍稀鱼类进

游形式，乡村纯净的自然环境、简单的生活方式、独特的民

行撒网式地捕捉，对珍稀的植物从果实到根茎进行地毯式地

俗风情成了吸引周边城市游客的亮点；第二，自然资源丰富。

清剿。这使得乡村原有的生态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由于

当前大部分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低，很多乡村自然资源

部分游客自身素质不足，导致的乱涂乱画，以及对生态环境

都依旧保持着原生态，自然环境优美纯净。乡村的山川湖泊、

的人为污染，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旅游的生态环境。

草原旷野都尚未开发，原生态的乡村旅游特色能够对游客产

3.2 乡村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污染

生重大的吸引力。第三，旅游性价比高。乡村生态旅游的主

在乡村旅游业兴起之前，乡村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

要客源为周边城市的居民，部分乡村风格突出的乡村旅游目

和畜禽业。由于传统的生产习惯，农村在粮食收割结束以后，

的地也会有国外游客前往游览。虽然乡村生态旅游所花费的

习惯性地将农作物的秸秆捆在一起进行焚烧，或者放在河流

成本相对于其他旅游类型要更低，但是乡村旅游却可以给游

湖泊两侧等待其自然分解。在传统的农村生产理念中，焚烧

客带来独特的体验，让游客在舒适、自然、惬意的乡村环境

后的秸秆产生的草木灰有利于增加土地的养分，可以使得第

中享受高性价比的旅游服务。第四，旅游资源丰富。乡村生

二年的粮食收成更好，而堆积在河流边上的秸秆在腐烂后可

态旅游融合了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现

以成为河流内鱼虾的食物。但是，农作物秸秆的焚烧对空气

代乡村生态旅游已经冲破了以往乡村旅游“农家乐”的单一

的污染程度却是巨大的，据有关数据表明，农作物秸秆焚烧

形式，出现了乡村旅游生态体验、乡村自然景色游览、乡村

时产生的黑色浓烟的污染程度不亚于煤炭燃烧时产生的污染，

人文风情等形式，使得乡村生态旅游更具吸引力。

而放置在河流两侧的农作物秸秆，在腐烂后也会对河流内水

3 造成乡村旅游生态环境污染的原因

的质量造成污染。

3.1 旅游业的发展对乡村旅游生态环境的污染

而在畜禽业的生产中，由于游客的不断增多，对畜禽的

由于农村旅游业的大力发展，使得农村的生活用水量不

饮食需要也在不断的增长。乡村农民自身养殖的畜禽已经不

断的上涨，污水排放量和污水的浓度也在不断地增加，而农

足以满足日益增加的游客的需求。于是，大量的散养、放样、

村原有的排污系统已经不足以对这些污水进行有效的净化，

圈养畜禽的现象在乡村旅游景点中屡见不鲜，而大量的畜禽

一部分生活所用的污水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就排入了附

粪便的随意堆放导致了蚊蝇乱舞、臭气熏天，疾病蔓延，再

近的河流当中，不仅对当地的河水质量造成了污染，也对河

经雨水冲刷后流向村庄，不仅恶化了水质，对于影响了乡村

流沿岸以及下游的河水造成了污染。而另一部分污水则是直

旅游的环境。

接通过地面，渗透到了当地的地下水层当中，这对于当地饮

3.3 工业生产的污染

用水的质量造成了污染，对当地村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
威胁。

乡村旅游的不断兴起，是当地村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得到
了显著地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业企业的建立。而这些工

乡村安静祥和的气氛，一直是吸引城市旅游者前来乡村

业企业不但掠夺了乡村的自然资源，还占用了乡村的土地资

旅游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城市游客的大量涌入，乡村的安

源，部分工业企业的排污量根本无法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

静已经被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所打破。娱乐产业链的建设，

对乡村的空气和水资源等自然环境资源也造了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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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社会环境遭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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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车辆，禁止鸣笛声并合理限速。对民用建筑改建为农家

不断兴起的乡村旅游兴业为乡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

乐的房屋也应注意隔音措施。植被的保护要防患于未然，在

的贡献，然而也使得一些外来的不良因素进入了乡村。在经

旅游开发阶段要做好科学规划，尽量避免植被的大范围破坏。

济利益的驱使下，原本善良淳朴的村民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来

4.3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

吸引游客，甚至有的旅游景点还出现了宰客的现象如“天价鱼”

调查表明，自然风光是乡村旅游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

事件，“强迫购物”事件等等。外来游客的不断涌入，在带

一。没有良好的自然风光和环境为依托就没有乡村旅游的可

来优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习性，“黄、赌、

能性。植被的保护要防患于未然，在旅游开发阶段要做好科

毒”等不良的社会风气也涌入了乡村，败坏了乡村的社会风气，

学规划，尽量避免植被的大范围破坏。因势利导资源优化的

也乡村旅游的正面形象。

利用现有的自然风光不被破坏，达到和谐与自然的统一。

4 乡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综合对策
4.1 有序有理有节制
将乡村旅游纳入有序的管理范围是解决乡村环境问题的
基础。加强乡村休闲旅游建设有序的开发，贯彻对生态资源
环境保护的原则。乡村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要兼顾对资源
与环境的保护，对景区内新建项目要进行环境评估，严格控
制各种宾馆、餐饮、歌舞厅等旅游服务设施在景区内发展，
在必要地段可实行封山育林，保护景区生态平衡，促进乡村
旅游有序、持续发展。

4.2 制订区域性乡村旅游开发规划与环境保护规划
将乡村旅游纳入有序的管理范围是解决乡村环境问题的
基础。第一，乡村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要兼顾对资源与环
境的保护，对景区内新建项目要进行环境评估。旅游总体规
划中要包含环境保护内容，并应制定区域性旅游项目开发和
环境保护规划，明确环境保护目标，在开发和经营过程中同
步进行环境监测与评估，建立旅游环境质量指标数据库，使
环境保护规范化、科学化。第二，加强乡村旅游开发审批制度，
严格进行项目审批。实行旅游开发规划验资制，实行乡村旅
游经营户的准入制度，实行挂牌经营制度，保证乡村旅游的
质量和品味，规范乡村旅游市场。第三，当地政府和旅游管
理部门应在旅游开发区设立旅游管理机构或在当地基层管理
队伍中选派专人对旅游开发和经营进行指导和管理，积极探
索有效管理模式，妥善处理区域性环境污染问题。把环境影

4.4 环境承载能力布局预警制
休闲旅游的环境包含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在内的复合
环境系统，需在旅游环境和承载能力内去做旅游的规划方案。
风景区的环境容量，包括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和对旅游人群
的承接能力。对乡村环境状况随游客人数增减而产生的变化
要实时监测并及时反馈，使景点的美学价值的损减，原生态
系统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减到最低值，测定承受旅游的接待
人数。

4.5 进一步提升垃圾处理能力，杜绝生活垃圾污染
一部分来乡村旅游的游客市场随意地乱丢垃圾，最终整
个乡村的环境受到了较大影响，在此背景之下必须要针对此
种状况进行有效处理。在整个乡村旅游路线上进行垃圾箱的
设置，力求能够为游客丢弃垃圾提供相应的方便，在村庄内
部以及周边进行可以沤肥的腐蚀垃圾点以及不可以沤肥的垃
圾中转站。针对可回收资源进行回收利用，努力做到垃圾的
减量化处理，进而达到保护乡村整体生态环境的目的。除此
之外还可以建造沼气池，如通过每口沼气池一年能节省薪柴
2000kg，一个村庄建 100 口沼气池，则能够节约燃料的开支
5 万余元，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 500 亩的森林。除此之外，
每一口沼气池，可以促进村民养猪 6 头，以每头猪纯利润达
到 450 元计算，每户村民可以增收 2700 元。而沼气池发酵的
废液以及沼渣还可以当做无公害蔬菜的肥料，此项可以为每
户菜农创收超过 3000 元。不仅有效地保护了的生态环境，而
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为村民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

响评价制度和考核制度运用于旅游环境保护的实务中，通过
签订责任书等形式明确旅游景区（点）责任人和管理者的目

5 结语

标和任务，并将环境保护成效纳入各级政府领导的业绩考核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给村民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的

范围，强化领导的环境保护意识。在乡村旅游规划中各功能

同时，也对乡村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

区要分布合理，交通干线要偏离居民区，景区内禁行噪声超

破坏。这些破坏主要是由于村民对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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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乡村在防污、排污的技术和设备上的落后，以及工业
化不断发展造成的污染。只有不断的完善乡村旅游业的管理
机制，建立一套完整管理计划和规章制度，才是乡村旅游生
态环境保护中最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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