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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酒店”，是建在半山

腰的酒店吗？这个“新鲜”词

汇可是云南旅游业的一个“热

词”。近两年，云南旅游业“吃

老本”问题突出，一些主流客

群和高附加值消费人群逐步

放弃选择云南作为旅行目的

地。为突破发展瓶颈，推动旅

游业转型升级，云南提出加快

建设因形就势、融入自然的高

品质“半山酒店”。“半山酒店”

究竟是什么样的酒店？为何

建？怎么建？它能否成为游

客“说走就走”去云南的全新

理由？

““ 半 山半 山 ””何 以 醉 游 人何 以 醉 游 人
—— 云 南 探 索“ 半 山 酒 店 ”文 旅 新 业 态 调 查

旅游业占据云南省第三产业一半份额。近

两年，为重塑旅游业形象，云南动作不断。无论

是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还是推出大

滇西旅游环线，一个新词在业内频频出现——

“半山酒店”。

云岭大地，群山莽莽。若单从字面理解，“半

山酒店”即是在山间建设的酒店。不过，云南要

打造的“半山酒店”绝非仅此而已。

一段时间以来，云南旅游新业态、新产品供

给不足，线下产品“吃老本”问题突出。特别是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旅游业正经受新一轮洗

牌，亟待转型升级。2020 年，云南省提出打造

“8 字形”大滇西旅游环线，加快建设因形就势、

融入自然的高品质“半山酒店”，进一步推动云南

旅游产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推动双重作用下，云南

多地对“半山酒店”的探索和建设不断加快。

“半山酒店”究竟是什么样的酒店？为何建？怎

么建？能否成为游客“说走就走”去云南的又

一个理由？从西双版纳到香格里拉，经济日报

记者走进山间、乡野、雨林、湖畔，探寻“半

山”醉游人的奥秘。

何为“半山酒店”

大理市银桥镇中银村，木田·时间野奢设计

师酒店就藏在小村深处。想要到达此处，需要沿

着长长的碎石小路走到村子尽头。苍山脚下，石

头垒起高墙，一座庭院与周围的山林连为一体。

推开玻璃门，一幅山林野趣图展现在眼前。酒店

共有前中后 3个院，就地取材，依势而建，院子错

落有致地连在一起。石墙、竹林、水池、荷叶，每

个角落都是一幅独立的画面。

2016年，这家酒店的设计师和创始人白海峰

在中银村租下两个老院落及周边房舍，按照自己

的构思一点点改造。酒店 2019 年建成营业，很

快吸引了不少来大理的游客入住。“客人总体好

评率在 90%以上，有客人一年间入住了 7 次。”白

海峰说。

“在欧洲，很多酒店都是乡村老房子改造

的。来到大理后，我看到一些白族传统民居因长

期无人居住而破败，就把租下的房子修旧如旧

再改造。改造时保留白族民居建筑形式和原始

风貌，每个房间都做了精心设计。”白海峰告诉记

者，酒店的设计与云南省推出的“半山酒店”建设

理念不谋而合，他正积极把这家酒店推荐申报为

“半山酒店”项目。

近年来，云南着力推进大滇西旅游环线建

设，打造“半山酒店”成为其中重要一环。究竟什

么样的酒店能算得上“半山酒店”？云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新生事物，“半山

酒店”并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云南地理形态丰

富多样，要建设的酒店可能是茶园酒店、梯田酒

店、雨林酒店、鲜花酒店，也可能是温泉酒店、峡

谷酒店、雪山酒店、草地酒店，与山相伴、依山而

建，所以将其统称为“半山酒店”。

“不设统一标准”，为酒店的设计和建设打开

了想象之门。但对于“半山酒店”的总体定位和

风格等，云南做出了具体谋划：突出自然、生态、

小体量、低密度，建筑物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让

游客拥有难忘的入住体验；不能只做一家酒店，

要大力支持企业在环线上布局，建设连锁酒店，

推行连锁经营，提升项目盈利和运营能力，促进

其持续健康发展。

云南将“半山酒店”建设视为提升旅游吸引

力、影响力，推动旅游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省级层面的支持推动下，

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企业家、设计师走进云南的

雪山、峡谷、原野，将各具特色、契合“半山”定位

的酒店融入了大滇西旅游环线之中。

深耕本土特色

从南部的西双版纳到北端的德钦，云南的大

滇西旅游环线覆盖了从热带到寒带的丰富气候

类型和自然景观。不同的山水之间，“半山酒店”

的建设形式迥异，并无样板，但酒店建设者却有

一个共识——敬畏自然，深耕本土。

山林下、云雾里、田园畔、花海中……“半山

酒店”选址大多十分“低调”，同时酒店建筑又与

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相融相生。

玉龙雪山南麓，沿着朴实的村落小道一路往

上，来到丽江市白沙古镇，丽江物与岚设计收藏

酒店就在其中。谈及“半山酒店”的建筑理念，这

家酒店联合创始人钟光明认为，“它也许藏在山

间、隐没林中，也许外观古朴，不够‘高大上’，但

酒店设施一定是现代化的，服务一定是一流的”。

走进物与岚设计收藏酒店，记者看到，几

座合院均由石头、木材建造，客房到酒店公共

区域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

术作品。房间内部风格简约，设施现代，让人

感到舒适放松。放眼望去，巍峨高耸的玉龙雪

山，不远处的森林，低处的白沙古镇，都与酒

店融为一体。“酒店的建筑由当地的砂岩石堆砌

而成，并用纳西族的建筑语言和符号加以表

现。从内而外给客人带来舒适感和美感。”钟光

明说。

走进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松赞林卡酒店，记者

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建筑理念。坐落在山坡上的

几幢藏式房屋错落建造，木石结构的藏式风格酒

店大厅里，上百年历史的老门板、藏族人惯用的

铜器、传统藏毯，不少家具和摆件都是收藏级

别的。

在松赞集团总经理助理鲁茸农布带领下，记

者走进几间客房，房间的手工浴室铜盆、藏式地

毯和装饰都与众不同，每一样都是精心打造。“地

处高原，我们的房间里配备有制氧机，夜晚关上

门窗，在海拔 3000多米，客人也能睡得很舒服。”

鲁茸农布介绍。

长居云南的艺术家于涌对“半山酒店”的建

设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建筑物的外观应与当地

自然景观融合，不能是一个突兀的建筑。每一间

‘半山酒店’，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和文

化标签。可以选取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符号的艺

术品作为室内软装陈设和其他生活产品的衍生

设计元素，提升酒店的整体质感。”

敬畏自然，深耕当地文化土壤，已成为云南

众多“半山酒店”建设遵循的原则。同时，酒店内

部的现代化设施及个性化服务，又能为客人提供

便捷舒适的入住体验。

“半山酒店”的存在打消了许多人想要亲近

自然，却担心不适应原生态居住环境的顾虑，这

无疑成为游客选择云南作为目的地的又一重要

理由。

突破住宿边界

“一家酒店的成功还远远不够，我们更希望

通过建设运营系列酒店，深度挖掘整合各地自

然、文化等多种资源，打造成一个个旅行目的地，

承担客人‘从下飞机再到上飞机’的全过程服

务。”在香格里拉松赞林卡酒店里，松赞集团首席

执行官知诗七林阐述了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

践行的理念。

“20 年前，集团创始人白玛多吉在松赞林寺

脚下的小村子，将自家宅基地改建成了一个极具

藏族文化底蕴的酒店，这便是松赞集团的第一家

酒店。”知诗七林告诉记者，此后，松赞集团先后

来到塔城、茨中、奔子栏、梅里、丽江等地建成 12

家酒店。这些酒店散布在滇西北的横断山脉内，

遥相呼应、串联成线。

松赞集团依托自有酒店及越野车队，把隐

藏于滇藏山区的高山、湖泊、森林和民族文化

通过“酒店+旅行”模式带进了公众视野。越

来越多游客来到滇藏的三江并流、横断山脉等

区域。“他们走近雪山，深入村庄，接触当地居

民。通过我们的引领和介绍，让每个人的旅行

都能成为一次文化之旅、探索发现之旅。”知诗

七林说。

“半山酒店”选址所在地大多拥有丰富而独

特的旅游资源，这些品牌酒店的建立，让更多游

客能够到达这些隐秘的村庄。

大滇西旅游环线规划课题专家组组长葛羿

认为，“半山酒店”要打造一款集自然人文体验于

一体的旅游度假产品，“不仅能提供高标准的住

宿条件，同时还能提供高品质的旅游线路服务、

深度的人文体验活动、五星级的管家式服务。通

过‘半山酒店’的建设，对云南的自然资源和人文

资源进行全新诠释，并带动周边地区乡村建设和

旅游业发展”。

记者发现，云南正通过“酒店+文化、户外、

科普、研学、体育”等多种方式，构建新型休闲旅

游度假目的地体系，引领环线旅游新业态、新产

品发展。

在丽江市玉龙雪山脚下，选择金茂璞修雪山

酒店的客人除了来感受“推窗即雪山”的大美景

观之外，还有一个理由——观星。该酒店通过和

丽江星迹旅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开设了

“星迹旅课天文台—金茂璞修观测站”。

“住在雪山脚下，仰望星空，我们就是被这个

吸引来入住的。”游客刘女士告诉记者。

“丽江海拔较高，空气清新通透，雪山脚下空

旷开阔，具备良好的观测条件。同时，当地的旅

游配套设施较为完善，能给观星游客提供良好的

后勤保障。”“星迹天文台”台长姜萌介绍，观星是

金茂璞修雪山酒店的二次消费项目，夜幕降临

时，天文台工作人员会给客人讲解天文知识，带

领他们到户外用望远镜观察星云星系。“起初是

很多入住的游客了解后才选择体验，现在有不少

游客是慕名而来。”姜萌说。

实际上，云南推出的“半山酒店”项目就是要

突破住宿的边界，构建以度假综合体为核心的健

康生活目的地网络体系。“‘半山酒店’将酒店从

单一的住宿功能延伸出去，也可以变成游客心目

中独一无二的旅行目的地，成为‘诗和远方’的一

部分。”钟光明说。

塑造全新业态

在白玛多吉看来，打造“半山酒店”未来

将与乡村振兴密切关联，“不仅是带动旅游业发

展，更是通过聚拢人群带来资源，并产生互

动，帮助当地配套产业实现升级，让乡村更有

活力”。

“半山酒店”通过雇佣当地劳动力，形成和村

庄的紧密联系，帮助解决村民就业、应对农村“空

心化”问题，同时也给更多年轻人提供了成长机

会。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汤满村的藏族姑娘鲁茸

追玛就是其中一位。她说，“来到松赞酒店后，我

接受了很多专业培训，也掌握了不少新知识。家

乡旅游业的发展，让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稳定满

意的工作”。

不仅是助力乡村发展，云南省还谋划以“半

山酒店”推动旅游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带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滇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按照计划，到 2021年底，云南省将建成运营

“半山酒店”50 家以上，到 2025 年将打造 150 家

以上。

如今，云南“半山酒店”的新场景正在不

断涌现。4 月 10 日，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

洪市基诺山乡小普希村，由云南腾云信息产业

有限公司、乡伴文旅集团、华侨城云南集团共

同建设的小普希智慧生态酒店项目正式启动。

据介绍，该项目分两期建设，除打造主题客房

外，还将探索音乐实验室、香氛实验室、摄影

打卡点、声音邮局等创新场景。

“智慧生态酒店的落地和诸多文创元素的

注入，也将带动当地人才、生态、产业、文化

的整体提升，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活力。”云

南腾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王磊告诉

记者。

“一段时间以来，因旅游产品更新缓慢、服务

能力下降，一些主流客群和高附加值消费人群逐

步放弃选择云南作为旅行目的地。”葛羿认为，

“通过‘半山酒店’建设，云南将建立一个全新的

旅游度假产品体系，通过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和旅

游服务市场发展，促进旅游从业人口素质提升，

重塑云南旅游的产业生态。”

“半山酒店”作为云南打造大滇西旅游环

线的重点项目之一，指出了未来云南旅游业转

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以高品质的硬件和服

务提升用户体验和品牌影响力，塑造云南旅游

全新形象。

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产品业态，“半山酒

店”在旅游市场中找到了自身发展路径。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面对利好政策，如今滇西

沿线州市建设热情高涨，“半山酒店”也得到

了资本市场的认可。包括中旅集团、融创文

旅、中国国家地理、青普文旅、松赞酒店、

喜林苑等在内的多家企业已经开始布局“半

山酒店”建设。为避免一哄而上、无序开发

造成资源浪费，在“半山酒店”项目推进

中，几个问题需要特别重视。

首先，做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滇西地

处横断山脉，具有绝美的自然风光，区域内也

有许多自然保护区。按照总体布局，当地政府

应开展资源点的实地踏勘和规划研究，摸清家

底。用更加科学精准、因地制宜的政策规范

“半山酒店”的用地选址及建设施工，确保项目

不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又

能将云南最美的风景展示给游客。

其次，加强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

持。高端文旅项目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报周

期长，建设投资方要具备承受资金压力的能

力。“半山酒店”的定位决定了其选址的特殊

性，酒店多分布在雪山、峡谷、森林等非城

镇区域，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势必造

成酒店建设成本增高。政府可以在贷款、税

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引进有实力、有情

怀的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建设，利用好民营资

本和国有资本的不同优势。

此外，将“半山酒店”打造为旅游目的地不

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周期、规模化的建设运

营，投资方、建设方、运营方以及当地政府都要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按照计划，未来几年

大滇西旅游环线上将汇集众多“半山酒店”，各

方更需要从游客体验、酒店运维、市场营销等

方面统一思考、周密部

署，避免虎头蛇尾、资

源浪费等情况出现。

严防“一哄而上、无序开发”

丽江玉龙雪山下的金茂璞修雪山酒店丽江玉龙雪山下的金茂璞修雪山酒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曹 松松摄摄

丽江物与岚设计收藏酒店丽江物与岚设计收藏酒店

一景一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曹 松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