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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随之不断提高,这使得广大民众越来
越追求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绿色消费观属于一种全新
的消费观念,目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开展绿色消费观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势
在必行的工作。因此,本文便针对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绿色消费观做出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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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工作,这样便能够推动绿色酒店不断向

生对学校食堂开展“绿色监督”活动,搜

着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集学校食堂当中的“绿色行为”以及“非

3.1注重倡导绿色消费培养学生正确

3.2注重鼓励学生争做绿色消费表

绿色行为”,然后在课堂中开展讨论,提出

的绿色消费观。从现状来看,我国民众的

率。从现状来看,我国有很多旅游酒店都

自身的意见和建议,这些都可以为学生“绿

环保意识依然相对较弱,并没有太大的参

将生产绿色产品以及绿色服务作为其运

色消费”顾念的巩固和加强产生良好的推

[5]

与环保的积极性,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

营的宗旨 。比如：有很多酒店提倡绿

动作用。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

原因便是广大民众在全民环保问题上仍

色消费理念,注重节约能源,在非高峰时

主动参加社会环保科技活动、成立活动小

然存在着非常多的认知误区,同时也没有

段要求员工尽量少开灯,并且在一些必

组采访绿色产业、向广大民众推广绿色产

树立起一个良好的绿色消费观念 。最近

要开灯的地方都安装了声控灯或者触摸

品、
自主设计绿色旅游活动等等,这样做可

几年,我国有很多旅游酒店都开始注重依

式定时灯,做到了人来灯亮以及人走灯

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绿色消费意识,使其

照环保标准开始实施清洁生产,并且部分

灭。此外,还有部分酒店减少水龙头以及

成为绿色消费表率,在不断成就自身的同

公司已经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但同时

花洒等设备的出水量,在对走廊、浴室等

时也可以不断地去感染和影响他人。

仍然能够发现,环境资源保护并没有成为

地进行清洁时不再用水进行冲刷而是注

4 结语

各类饭店遵循的主要原则,很多饭店也并

重利用扫帚和相应工具进行清洁,在客

综上所述,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

没有树立起一个正确良好的坏境资源保

房的一些显眼位置,酒店往往会摆放一

绿色消费行为已经逐渐受到更多学者以

护理念,仍然有很多饭店在能源利用率方

些留给客人的建议信等材料,以此来提

及广大民众的重视,其也属于时代发展的

面并没有达到先进水平,例如：设备实际

醒客户节约用水、用电等。

一个必然趋势。对于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

[4]

上并没有处于经济运行状态以及运行效

对于这些酒店所开展的“绿色活动”

绿色消费观教育来讲,其能够对旅游酒店

率低等等。部分饭店之所以积极主动地加

教师可以将其进行收集与整理,然后在

管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能够更好地提

入到创建绿色饭店的行列,其实际目的也

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组织学生开展知识

升管理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促使其形成良

并不是站在环保的角度,而是为了能够节

抢答活动或者对学生开展“绿色知识”

好的价值观念,所以学校应注重做好这方

约能源不断降低自身成本,这样可以让自

测试,促使学生能够对其进行熟记,如果

面的教育工作,以此推动社会不断向着可

身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加。也就是说,这些

学校有合作的旅行社以及酒店等,可以

持续性发展的方向迈进。

饭店并没有真正地从客人以及环保的角

安排学生开展实践活动,促使学生身体

度来考虑,只是打着“绿色环保”的旗号,

力行,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帮助

来招揽生意而已。对于这些情况,旅游酒

学生强化“绿色消费”意识。

[参考文献]
[1]陈天容.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实训
教学模式分析[J].缔客世界,2020,6(3):192.

店专业的教师可以利用图片以及视频等

此外,对于绿色酒店来讲,除了倡导

[2]张 莹 . 旅 游 酒 店 管 理 专 业 学

方式来为学生进行展示或者组织学生一

“环保”理念之外,同时还注重强调“健

生 职 业 素 养 提 升 策 略 [J]. 当 代 旅

起到一些存在这些问题的饭店进行参观,

康观念”以及“安全观念”,对于安全观

游,2020,18(31):56-57.

然后再让学生写调查报告以及总结,促使

念来讲,其主要可以包括消防安全、食品

[3]廖钟迪.“国标”指导下的旅游

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当今饭店的实际经

安全以及治安安全等方面。针对健康观念

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思路[J].教育

营状况,针对一些做的比较好的饭店教师

来讲,主要指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一些有益

现代化,2019,6(71):152-153+173.

可以将其作为正面教材,借机向学生倡导

于身体健康的服务以及享受,而这些服务

“绿色消费”思想,针对一些做的比较差

的开展核心都是在不断强调“绿色消费”
。

认同感现状及对策——基于洛阳理工学

的饭店,教师可以将其作为负面教材,深

例如：绿色饭店能够保证饭菜方面绝对

院 的 调 查 [J]. 宁 波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入地分析各种问题,针对性地对学生展开

“绿色”,比如当客户点餐的时候,工作人

报,2019,23(04):13-19.

“绿色消费”教育,努力做好绿色理念的

员需要结合用餐人数来为其提供适当的

宣传以及倡导,促使学生的绿色消费意识

用餐意见,从而达到节约以及实惠的目的,

校专业教学之间的衔接初探[J].三峡大学

可以不断增强,从而让学生能够在日常学

在客人用餐完毕之后,如果有剩余还会提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9(S2):65-66.

80

[4]金勇强.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专业

[5]赵炜.酒店管理人才知识需求与高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