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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提升在促进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污染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环境污染情况的严重对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为了有效的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我
国实施了绿色、环保、节能的发展理念，为了适应国家的发展理念多数的产业都进行了转型升级，也正是
由于环保理念的实施使得旅游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当前的旅游业发展中森林旅游成为了一种广受欢迎的旅
游方式，在生态文明的时代，人们对森林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森林旅游的发展中旅游价值要通过森林文
化在旅游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以及历史研究价值来实现，通过森林旅游可以让游客认识
到森林对人类的意义。本篇文章，主要就是对美丽中国的森林旅游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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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a great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my country'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y country
has implemente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saving.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concept, most industri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and upgraded.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that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been better developed.
In the current tourism development, forest tourism has become a popular way of tourism.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for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tourism, the tourism
value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economic value, ecological valu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value of forest cultur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Through forest tourism, tourists can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forest to human beings. This
article is mainly about the cognition of the forest tourism culture in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Beautiful China, Forest Tourism, Cultural Cognitio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1 对森林旅游的认知

学习的场所，也给旅游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外国的观

森林旅游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以湿地、荒漠和森

光游客[1]。

林以及野生动物为依托所进行的观光、休闲度假和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人们对于

文化教育的一种旅游方式，森林旅游最先起源于美

森林的认知是不同的，人们对森林的认知决定了对

国，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才使得人们认同森林旅游

森林的态度，森林资源情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

和了解森林旅游所带来的价值。随着各界人士对森

映出该国人们对于森林的态度。一些森林资源丰富

林旅游价值的承认使得森林旅游成为了森林资源开

的国家国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森林文化的表露

发中的一个部分，森林旅游可以为游客提供健身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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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以往的社会发展中乱砍乱伐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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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认知的不断提升，人们

品。技术领域的森林文化是根据森林生态变化来发

了解了森林资源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所以在当

展来的一些技术，其中造林技术、培训技术和采伐

前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较多的“国家公园”“森林

技术等都是技术领域的森林文化，不论是技术领域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旅游场所，这些旅游场

还是艺术领域的森林文化，都是围绕森林这一主题

所的建立和存在也说明了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知的

来进行的[8]。

飞跃。根据调查研究发现，森林旅游已经成为我国

3 森林和森林旅游时代认知

公众特别是城镇居民常态化的生活以及消费方式，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缺少对环境保护的认

且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森林旅游产品也呈现多样化的

知使得我国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环境问题带来了全

发展趋势，除了观光之外森林养生和山地活动等群

球变暖等不良情况，所以在当前的发展中人类生存

[3-7]

体也在持续上升

。

环境已经是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属于世界性的

森林旅游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可以为游客提供游

问题，人类在自然界中对大量的自然资源进行了采

览、知识丰富、度假、养生、体育锻炼、探险等体

取，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使用使得资源短缺的

验，也正是由于森林旅游对于资源的多样化发展使

压力原来越大，不但打破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还造

得在国民旅游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森林旅游的

成了环境的污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发展以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和以环境保护

近年来社会发展迅速，社会发展中所用的资源已经

为发展核心，实现的是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共处，也

超出了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度。在社会发展的初期我

是由于森林旅游发展理念适应当前社会环保的发展

国的森林资源到处可见，发展至今已有大部分的森

[6]

理念，所以在旅游业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 。

林资源已经消失，随着森林资源的匮乏环境污染、
土地沙漠化等问题出现层出不穷[9-11]。

2 对文化森林旅游文化的理解
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经过长期的创造而形成的

当前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生活，人们生活

一种产物，所以也可以将文化说成历史的产物，从

水平的提升的同时对于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也越来

大的层面来看文化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创造的精神

越高，由于人们已经对森林文化有了足够的认识，

财富和物质，该物质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和制度文化

也了解生态环境的质量会对自身的健康有着直接的

以及精神文化等等，物质生产文化主要是说人类的

影响，所有更加的关注生态环境的建设，基于此，

物质生产过程中器物的成果，制度文化是说人们生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了当前社会发展的重点内

活在社会实践中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精神文化

容。“人与自然是共同生命体”所以在社会的发展

是指人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所有的思维方式和情感

中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当人们有了人与自然平等

[7]

素质 。从小的方面来看文化就是单指精神方面，

的观念才能使社会发展从心理到文化价值进行升

主要就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以及风俗习

级，才能更好的推动我国“美丽中国”的建设[12-15]。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森林旅游发展较好，要合

惯。
森林文化的形成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社会

理的进行森林旅游的发展还需要森林提供足够的森

的不断变化中，人们由不森林资源的浪费在到对森

林旅游资源，在当前的森林旅游发展中活动形式多

林资源进行保护，这种思维变化的方式是指人们森

种多样，有森林养生、极限运动、知识学习、度假、

林文化的改变，所以说森林文化就是指人们对人类

锻炼等多种活动。森林养生活动是根据森林的优质

的认识以及对森林的敬畏和崇拜，森林文化的形成

环境和绿色产品来改善人们的身体素质的活动，这

是建立在森林文化认识上的，可以说森林文化是对

种养生不是治病是通过缓解疲劳来减小疾病出现的

人类和森林关系的文化现象反映。通过对森林文化

一种方式。极限运动是根据森林中的一些独特场地

了解，相关人员将森林文化分为两种，分别是艺术

来制定的攀岩、赛车等活动，通过适当的极限活动

领域的森林文化和技术领域的森林文化。艺术领域

来消除人们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疲劳心理。由

的森林文化是有关于森林的绘画、建筑和音乐等作

于森林的环境清新，场地大，所以人们会经常在森

品，简单来说就是对根据森林来进行的艺术创作作

林旅游地进行野餐度假，通过适当的休息来缓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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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的疲劳，这些活动的存在有效的提升了森林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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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放在重要的位置，这种美不单单是体现在经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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