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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这几年，，乡村民宿发展势头非乡村民宿发展势头非

常迅猛常迅猛，，全国不少地方都积极探索全国不少地方都积极探索

乡村民宿建设模式乡村民宿建设模式，，取得许多积极取得许多积极

成效成效，，涌现出一批特色化涌现出一批特色化、、品牌化品牌化

的乡村民宿经营点的乡村民宿经营点。。但是但是，“，“千村千村

一面一面””元素雷同元素雷同、、翻版农家乐品质翻版农家乐品质

堪忧堪忧、、乡村属性不突出等问题依然乡村属性不突出等问题依然

存在存在。。

眼下眼下，，乡村振兴已进入全面推乡村振兴已进入全面推

开阶段开阶段，，人们对乡村旅游产品与服人们对乡村旅游产品与服

务需求也发生了转变和升级务需求也发生了转变和升级。。乡乡

村民宿迫切需要从粗放扩张转向村民宿迫切需要从粗放扩张转向

提质增效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旅游提升住宿助力乡村旅游提升住宿

体验体验，，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性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持续释放

消费潜力消费潜力。。

推进乡村民宿健康发展推进乡村民宿健康发展，，不能不能

任由其野蛮生长任由其野蛮生长。。这需要这需要““有形之有形之

手手””和和““无形之手无形之手””共同发力共同发力，，让政让政

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

合合，，不断优化市场供给不断优化市场供给，，增加高品增加高品

质产品和服务质产品和服务。。各地政府应注重各地政府应注重

加强顶层设计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监管强化监管，，统筹解统筹解

决 好 民 宿 发 展 基 础 设 施决 好 民 宿 发 展 基 础 设 施 、、公 共 服公 共 服

务务、、土地保障等要素短板问题土地保障等要素短板问题，，引引

导促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导促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提档升提档升

级级。。同时同时，，积极引入对民宿设计开积极引入对民宿设计开

发发、、运营管理运营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具市场开拓等方面具

有成熟经验的市场主体有成熟经验的市场主体，，持续激发持续激发

市场主体经营活力市场主体经营活力。。

多元化多元化、、有特色是乡村民宿的有特色是乡村民宿的

吸引力所在吸引力所在。。目前目前，，不少地方的民不少地方的民

宿产品同质化严重宿产品同质化严重，，内部设计缺乏内部设计缺乏

美感美感，，提供的活动产品也大多是采提供的活动产品也大多是采

摘摘、、垂钓等单一项目垂钓等单一项目，，容易造成用户容易造成用户

审美疲劳审美疲劳，，导致后续消费乏力导致后续消费乏力。。因因

此此，，要科学把握乡村差异性特征要科学把握乡村差异性特征，，根据不同群体的消费理念根据不同群体的消费理念、、消消

费目标和消费能力费目标和消费能力，，因村制宜因村制宜，，打造独具特色的民宿产品打造独具特色的民宿产品，，避免避免

陷入同质化陷入同质化、、低俗化泥潭低俗化泥潭。。

乡村民宿有内涵才能有市场乡村民宿有内涵才能有市场。。提档乡村民宿提档乡村民宿，，既要既要

保证居住品质保证居住品质，，更要注重文化内涵更要注重文化内涵。。传统优秀的乡土文传统优秀的乡土文

化是乡村民宿的灵魂化是乡村民宿的灵魂。。要坚持土味中有品位要坚持土味中有品位、、质朴中质朴中

见大美见大美，，在保留中创新在保留中创新，，在创新中显品质在创新中显品质，，将乡村民宿将乡村民宿

与当地自然风貌与当地自然风貌、、乡土文化有机融合乡土文化有机融合，，既保持当地民既保持当地民

居风格居风格，，又彰显地域人文特色又彰显地域人文特色，，让游客在乡村民宿让游客在乡村民宿

不仅不仅““宿宿””山山““宿宿””水水，，更更““宿宿””文化文化，，使他们真切感受使他们真切感受

到记忆乡愁到记忆乡愁，，享受到田园之乐享受到田园之乐。。这样这样，，乡村民宿乡村民宿

才能不断释放后续消费潜力才能不断释放后续消费潜力，，一直吸引人一直吸引人。。

“俗话说得好，‘阳春三月三，野菜似仙

丹’。‘婆婆丁’是我们北方人对蒲公英的俗

称。记得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每

年一过清明节，母亲就带着我上山挖野菜，山

坡上长满了婆婆丁，采一篮子回来，搭配着玉

米面给一家人‘改善’伙食。后来到了城里多

年，还是一直没有忘记这一口。”河北承德市

民白小波告诉记者，如今一到春天，婆婆丁炒

蛋、婆婆丁馅饼都是他们家餐桌上的常备美

食，“时下这婆婆丁可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它

新鲜的叶子里面维生素含量特别高，自带一

种特殊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做馅吃解馋又

解腻，蘸酱生吃口感更爽脆”。

让白小波一家人赞不绝口的这份山野美

食，来自距离市中心 10 公里、一片绿意盎然

的大棚。4 年前，承德市双滦区大贵口村村

民李长刚看到人们对原汁原味绿色食品的旺

盛需求，从小吃到大的蒲公英让他嗅到了新

商机。如今，李长刚建起的山野菜种植大棚

内，无花果树枝叶繁茂，树下的大叶蒲公英一

年四季郁郁葱葱，成了大棚里一道独特的

风景。

“比起野生蒲公英，大棚种植的水分足、

个头更大，适合汆烫后包馅吃，但营养价值没

有区别。得益于大棚种植，大叶蒲公英每 10

天左右就能收割一茬，在冬天能卖到 20 元一

斤。”李长刚说，为了方便市民购买，他还组建

了名为“共享农家院”的微信群，现在群里有

100 多名消费者，随时可以通过网上下单购

买，他负责定时送货上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和饮食

习惯也在不断变化，人们更加注重食品的绿

色有机。充满原生态之美的婆婆丁、荠菜等

山野菜随之身价倍增，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

的“心头好”。

“滋啦”一声，一阵清香的气息在厨房里

弥漫开来。“10 元一斤从早市购回的新鲜婆

婆丁经滚水烫过，倒进烧至六成热的油锅里

和鸡蛋一起翻炒，那味道甭提多美了。”4 月

30 日一早，河北承德市冯营子镇天都嘉城小

区，63 岁的市民陈红梅做好了婆婆丁炒蛋，

品尝记忆中春天的味道。

进 入 4 月 份 以 来 ，各 种 春 野 菜 纷 纷 上

市。在承德市西大街窝瓜园早市的蔬菜摊

位上，摊主张洪军刚把几个装满山野菜的袋

子打开，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围拢过来挑选

购买。

今年 50 岁的张洪军是河北承德县新杖

子镇两益城村人，他的家乡是远近闻名的花

果之乡，山清水秀、土地肥沃，这里出产的山

野菜更是备受消费者青睐。

“一开始是带着亲友挖菜，后来我就到周

边乡村的农户手中收购品质好的山野菜，经

过初步清洗后在市场上进行批发零售，除了

早市摊，我还向邻近的一些商场、超市和酒店

供应山野菜。”张洪军说，这些年，自己的野菜

生意越来越红火。一个春季下来，光野菜能

卖 3000 公斤左右，纯收入近 3 万元。相较普

通蔬菜种植，利润可观，且由于他的野菜摊子

种类丰富、品质好，时间长了，消费者都喊他

“野菜大王”。“婆婆丁的叶子可以凉拌、炒菜，

春天吃最能消炎祛火，成了北方市场里的野

菜‘王者’，每斤晒干的根茎能够卖到上百

元。如今，许多承德市民都成了我的老顾客，

有的一次能预订 20 来斤鲜菜。”

这些脆生生、鲜嫩嫩的山野菜与春天一

起到来，再加上人们对绿色消费和饮食的喜

爱，催火了这门野菜生意，也让不少像李长

刚、张洪军一样的农户鼓起了钱袋子。“我还

打算开发具有承德地方特色的野菜深加工产

品，同时在网上售卖承德时令春野菜，让更多

人尝到家乡的味道。”张洪军说。

①①

刚刚过去的刚刚过去的““五一五一””假期假期，，重庆市铜梁区重庆市铜梁区

的乡村民宿火了一把的乡村民宿火了一把，，全区全区 5959 家乡村民宿入家乡村民宿入

住率达到住率达到 100100%%，，成为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的一成为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的一

大亮点大亮点。。

铜梁的乡村民宿靠什么吸引消费者？记

者近日来到铜梁，走访了几家乡村民宿。

保留田园特色

铜梁区土桥镇有着铜梁区土桥镇有着““莲藕之乡莲藕之乡””的美誉的美誉，，

当地种有莲荷当地种有莲荷 11万多亩万多亩。。在土桥镇六赢村在土桥镇六赢村，，荷荷

塘之畔坐落着塘之畔坐落着 88幢青砖黛瓦幢青砖黛瓦、、古色古香的民宿古色古香的民宿

小院小院，，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原乡藕寓原乡藕寓。。

“五一”假期，重庆市民陈曦带着家人在

原乡藕寓民宿里住了 3 天。“这里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既能欣赏田园风光、采摘果蔬、体

验农耕乐趣，还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乡土文

化，回归自然，释放身心。”陈曦说。

“乡土味”是乡村民宿吸引消费者的重

要因素。原乡藕寓民宿群不仅最大程度保

留了古旧民居的建筑风貌，还把当地农耕文

化和“荷文化”元素植入其中。这里的民宿

依山傍水，院落里有序摆放着石磨、水缸等

农家物件，房间内部则用莲蓬、荷叶、荷花等

物品进行装潢，营造出沉浸式体验乡村文化

的居住环境。

原乡藕寓民宿负责人唐韵秋介绍，2020

年，土桥镇六赢村和庆林村共同成立了原乡

藕寓旅游民宿经营公司，采取专业合作社统

筹、管理公司出资、农户房屋入股的方式建

设运营原乡藕寓民宿。“民宿不仅盘活了乡

村闲置资源，也让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唐韵秋说，原乡藕寓民宿共有 30 多个房间，

去年住宿和餐饮营业收入超过 50 万元，还带

动了当地土特产销售 30 多万元。

在铜梁，像原乡藕寓这样保留原汁原味

乡土风情的民宿还有不

少。记者在巴川街

道玉皇村采访时看

到 ，几 户 闲 置 农 房

也 被 改 造 成 了 民

宿 ，每 户 民 宿 由 青

石步道相连，空闲的土地上种起花草，靠墙处

摆放着风车、石磨、对窝、石碾等老物件。

“近年来，铜梁区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上提

档升级，打造特色农家乐及旅游民宿 59 家、

房间 700 余个，涵盖高中低各档次，有效满足

不同消费层次游客的多样需求。”铜梁区文化

旅游委副主任李亚告诉记者，目前，该区在乡

村振兴安居示范片、西郊示范片、淮远示范片

内，建成了一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和乡村特

色的旅游民宿，推动旅游民宿从传统住宿功

能向休闲体验、康养度假等功能延伸。

提升服务品质

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小桥流水、花木扶

疏⋯⋯走进位于铜梁区南城街道西来村的西

郊雅社民宿，一幅如诗如画的江南庭院图景

呈现在眼前。“这是一个主打园林景观的乡村

民宿，总景观面积 8000 平方米，一年四季花

开不断。”民宿负责人朱子涵说。

今年 30岁的朱子涵从事民宿管理工作已

有 6 个年头。2019 年，他从成都来到铜梁，加

入重庆玄天湖文化旅游开发公司，负责公司旗

下西郊雅社等 5 家乡村民宿的日常管理。在

他看来，当前，民宿消费呈现群体年轻化、需求

多样化等特征，只有不断创新提升民宿品质，

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才能更好地满足

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

摒弃以往统一化的风格，重庆玄天湖文

化旅游开发公司打造出的 5 家乡村民宿风格

迥异，特色鲜明。比如，黄门小筑民宿主打书

香文化体验，在房屋设计中融入了铜梁龙文

化和书画艺术，文艺气息浓郁；荷和原乡民宿

依托毗邻爱莲湖的地理优势，突出湖景主题，

每个房间均设立了独立的观景阳台，并以莲

或荷相关的文字命名，给游客“观名即见景”

之感。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民宿产品多元

化、个性化需求，朱子涵经常向游客发放问卷

调查。“主要是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和满意

度，比如对民宿的硬件设施要求、用餐要求，

希望购买到哪些特色农产品等，通过调研掌

握的情况，对住宿和餐饮服务进行产品创新

优化。”朱子涵说。

值得一提的是，铜梁区还不断加大乡村

民宿市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建立起统一宣

传营销、统一登记分配、统一服务标准、统一

收费结账的“四统一”标准化管理运营机制。

目前，铜梁区月色雅筑、原乡小憩、荷和原乡

等 5 家乡村民宿已实现预订客户统一登记，

根据游客需求和房源配置进行统一推介和调

配，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融合多种业态

铜梁区土桥镇爱莲湖畔，莲乡茶宿民宿

的主人刘晓妍正坐在椅子上缝制手工包，不

时起身招呼前来住宿的客人。自 2017 年开

业以来，她和丈夫创业打造的这家民宿生意

一直很好。“还有不少游客喜欢我制作的文创

手工包，一买就是好几个。”刘晓妍说。

莲乡茶宿门外是荷和印象文创街。长约

300 米的街道上遍布陶器、竹编、龙灯彩扎等

多家店铺和展馆，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与土

特产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购买。“游客除了注

重民宿住宿品质外，也更加看好地方民俗文

化、艺术教育等在地化体验。”土桥镇宣传委

员黄萍告诉记者，当地通过“民宿+文创”的方

式，为游客创造出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民宿

体验场景，丰富游客对乡村旅游的消费体验。

围绕民宿产业，铜梁区近年来积极引导

户外运动、生态观光、养生度假、怀旧体验等

旅居要素与乡村民宿发展有效融合，探索出

了“民宿+非遗”“民宿+艺术”“民宿+书屋”等

融合发展方式，形成了以民宿带动多业联动、

多业融合的乡村旅游新业态，促进了乡村旅

游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经过多年建设发展，目前铜梁区打造了

多个非遗游、古城游、乡村游、红色游等不同

主题的乡村民宿，乡村民宿产品体系较为完

善，能满足游客观光游、休闲游、度假游、研学

游等多种消费需求。”李亚说，下一步，该区将

在民宿集聚区常态化开展各种主题节会和非

遗展演，同时建设完善游客接待中心等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打通乡村旅游民宿目

的地“最后一公里”。

贴近大自然的近郊游贴近大自然的近郊游、、乡村游乡村游

市场火爆市场火爆。。重庆市铜梁区在传统重庆市铜梁区在传统

农家乐基础上提档升级农家乐基础上提档升级，，建成了一建成了一

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

民宿民宿，，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体验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体验。。

②②

河北承德春野菜上市受青睐——

一株婆婆丁 春日好滋味
本报记者 宋美倩

③③

图图①① 重庆铜梁区原乡藕寓民宿重庆铜梁区原乡藕寓民宿。。

图图②② 重庆铜梁区荷和原乡民宿群重庆铜梁区荷和原乡民宿群。。

图图③③ 重庆铜梁区西郊雅社民宿重庆铜梁区西郊雅社民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摄摄

河北承德市民在果园中体验挖蒲公英河北承德市民在果园中体验挖蒲公英。。

关鹏玉关鹏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