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民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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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地小筑

房间基本以原木为主，北欧风格，

适合年轻人居住。房间的名称取自一

年十二个月的花期，非常雅致，如“丹

盈”“桃艳”“布草”等。这个时节入住

“荷红”，想来也别有一番生趣吧。

地址：洛阳市重渡沟风景区西沟12号

听山·水舍

这所民宿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

殊，位于太行山脉，整个民宿为太行山

独特的红色岩石地貌围绕，能隐隐听

到山谷流水的声音。房间有家庭房，

也有标准间，既能观星，也能烧烤，很

适合周末全家游。

地址：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谷

竹韵闲园

是一所以竹子为主题的民宿，风

格古朴，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

云台山，泡上一壶清茶，享受着山间拂

过的微风。岁月过往，也不过一片闲

云也。

地址：焦作市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区西
十街2号

篱苑山舍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

明诗词的意境，和这座民宿很像。藏

在大山里，山路一重重。灰色屋顶，深

色木头，红色砖墙，典型的北方民宿样

子。这里有一片菜地，一个鱼塘，还有

一座长长的红色滑滑梯，无论大人小

孩都能找点乐子。早晨，天然的公鸡

闹钟会叫你起床，深深吸一口大山新

鲜的空气，配着悠闲的早餐，怎一个舒

坦了得。

地址：登封市唐庄乡郭庄村马头岩

酒店在中国的历史由来已久。
古时，人们将酒店称为客栈、酒楼、酒

馆、酒家等，并将饮食业与之相伴，以至于
酒、酒旗、店小二及掌柜等文化实体深入
人心。唐宋时期，酒店十分繁荣，经营项
目逐渐多样化。到了明清时代，一些酒
店将娱乐活动与饮食买卖结合起来，酒
店业空前繁荣。直至现在，酒店业更是
与国际接轨，一些国际知名酒店在各大
城市都有分布，人们的选择更是多样化。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
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平
衡木”。人们的旅行体验也由“走一走”
变为“歇一歇”，民宿，应需而生，为人们
提供了新的住宿方式。

蒋先生是新乡一所大学的老师，平
日里学术交流或出差，都是在酒店度过
的，所以，民宿的个性化对他来说充满了
吸引力。

尤其是这两年，他旅行总是选择不
同地方的民宿。“在我看来，酒店都长得
一样，高大的楼梯，标准化的服务，甚至
连食物的味道都一样。”蒋先生说，比起
酒店，民宿的体验感更好。他住山里祖
屋改造过的民宿，一觉醒来，发现山里的
雾气打湿了窗帘。冬日，踏着白雪入住
登封少林街的禅心居，围炉煮茶，与自己
对话。在孟州的莫沟村，“窑洞书馆”保
留了北方窑洞的传统风格，充满书香的
窑洞书馆冬暖夏凉，古香古色，为人们提
供读书的闲适环境，一些老人坐在家门
口聊天，粗大的嗓音说着方言，这是酒店
里感受不到的生活气息。

“每一处民宿都是一处独特的风
景。”蒋先生对民宿的喜爱，溢于言表。

有调查显示，近年来，在文旅产业高
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旅游住宿市场“生
活方式”理念不断加强，人们对旅游的体
验感要求更高，民宿逐渐受到人们的追
捧，变成一种潮流，甚至成为部分消费者
的住宿首选。

当然，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程
先生四月份与家人一起出游时，在网上
预订了一家离景区近，评价较高的民
宿。坐完高铁乘巴士，又打了出租车，终
于到了预订的民宿。拿着钥匙，他提着
行李箱兴冲冲地进入房间后，床头柜上
的灰尘，一次性拖鞋的卫生问题，洗漱水
龙头的设计缺陷让他很失望。

“价格比周围的星级酒店差不了多
少，但是入住的舒适感差太多。”他略为
懊恼地说，卫生和服务问题让他的旅行
略有遗憾。对于今后旅行的住宿，他会
选择继续住酒店，毕竟舒适、干净的入住
环境能让旅行增添不少快乐。

诸如此类的新闻也是比比皆是，有人
白天看到风景独好，但因周边环境不成熟，
夜里黑漆漆一片，也没有娱乐的空间和设
施，天一亮，打包走人；有的服务意识淡薄，
入住全凭客人从第三方平台拿密码，房门
打不开，又联系不上房主；甚至有网友吐
槽，本想给女朋友一个浪漫的惊喜，结果
房间内的卫生让人无比尴尬等等，这些都
让一些想住民宿的人又爱又恨。

住民宿 感受生活的美好
□本报记者 胡春娜

说起民宿，很多人并不陌

生。有别于传统的酒店、旅

馆，这是一种为游客提供体验

当地风土人情、自然文化生活

的住宿方式。人们远离都市，

来到青山绿水之间，住进各具

风情和地方特色的民宿中，观

景之后，还可以在民宿中尽情

地感受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窑洞、地坑院、沙窝别墅、

林间木屋、城市民居……作为

旅游领域这几年涌现出来的

新兴业态，民宿业的发展势头

可谓强劲。民宿的发展过程

中有哪些故事？各地又是如

何推进民宿产业走向规范和

兴盛的？让我们在全省各地

走一走，带您去一探究竟吧。

夏至蝉声起。旅游业又开始进
入暑期旺季。

以 前 出 行 多 选 择 住 酒 店 ，而
今，随着民宿的迅猛发展，酒店一
枝独秀局面不再，很多人会选择入
住具有文艺气息或者极具当地特
色的民宿来解决出行期间的住宿
问题。

小楠供职于郑州一家房地产公
司，每年这个时候，她就会休假和家
人一起外出旅行。这两年，随着父
母年事已高，她对旅游的要求已不
再是“有多远走多远”，而是带着父
母就近找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去深入
体验，发现生活的不同美感，于是，
民宿成为她出行的最佳选择。

“和可 预 知 的 标 准 化 酒 店 不
同，民宿意味着推开门，发现不一
样的世界。”小楠向记者讲述了她
端午假期在洛阳重渡沟的民宿体
验。院内石子小路蜿蜒，转角一簇
翠竹映入眼帘，随意摆放的花儿，
让这里显得舒适安逸。房间木质
结构，简约中略带古朴，精致而小
巧，开放式的厨房、会客厅，装饰的
物品都是民宿主人的私藏品。晚
间，躺在屋顶的摇椅上看星星，野
趣十足，她感觉找到了生活原本的
模样。“这种推开房门心生欢喜的
感受，让我十分满足。”

近年来，民宿风可谓有愈刮愈
猛之势。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因素
外，大抵是人们在重复的日常里，总
是想邂逅一些美好的事物。民宿，
顾名思义是住民居，无拘无束，可享
受周边一切与之相依偎的自然风
光。自由烂漫的生活美学，带给人
们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宿不仅在山间，也在都市。
在郑州东站附近，就隐藏着一所民
宿。老板青青是一位 80后姑娘，她
认为民宿之所以日渐风靡，缘于人
们在快节奏的现实中对慢生活的一
种向往。

一些客户从东站下车后，满目
的高楼和陌生的街道，带着一身的
风尘，匆匆赶到这里。但是一进屋
子，柔和的灯光，温暖的木地板，颇
有情调的花草和那只慵懒的花狸
猫，顿时让他们觉得这个城市有温
暖柔情的一面。“一位北京的客户自
从第一次在我这里入住后，近一年
的时间，只要来郑州出差，都住我这
里。”每一次，她都会温婉地笑着告
诉客人，“这是你在郑州的家，请自
在、随意。”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
件都慢……”一首《从前慢》，让多少
人为之动容。于是很多人在出行
时，纷纷带着结庐人境、心远地偏，
或寻觅一处安静的小院落的目的，
借着拥抱蓝天、白云、小池塘的举
动，在青瓦木屋里找到生活朴素、光
阴流转的本来面目。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在促使传统的酒店业
转型升级。而民宿，则以一种具有原真
的生活状态并追求自由洒脱、纯粹自在、
心灵回归的生活方式，直击当下消费者
追求自我、体验生活的心态。

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国内
的民宿已有五万家左右，租赁平台也
在不断增加，虽然因为一些监管措施
滞后，导致民宿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
但这丝毫不影响民宿业在各地的发
展。

有专家认为，民宿作为一种乡愁与
乡土相结合的产物，其优势和魅力在于
人们把它当作一处心灵的栖息地，生活
的“桃花源”。正是有了这样强烈的需
求，民宿业未来几年还会不断地开疆拓
土，落户城乡。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重渡沟风景区，
顺着蜿蜒的山路，缓缓进入山里。不一
会儿车程，就看见一栋栋特色民宿掩映
在绿树中，勾勒出一幅山水田园的美丽
画卷。

这两年，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
下，重渡沟建起了 300 多家民宿，吸引
各方游客纷至沓来，居住山间，体验原
汁原味的民俗文化，感受乡间的慢节奏
生活。

小武的时光山居是这300多户中的
一员。他曾经背井离乡在繁华的都市打
拼，后来和妻子一起回到家乡，建造了这
座特色民居。门前溪水流过，背后山林
隐隐。“我负责掌勺烧菜，她负责打点日
常事务。”笑容满面的小武指着正在接电
话的妻子说。

近年来，政府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既能维护房屋不
衰败，更能为景区增添别样色彩；风景区
依托别致的民宿，闯出了一条特色乡村
发展之路。

业内人士认为，民宿前期投资大，
再加上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怎样维
持民宿的持续性发展，是民宿从业人员
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能与多
元化的生态相结合，文化、艺术、农业等
作为内容支撑，构建多业态的生态圈，
则可以为民宿提供一个健康的发展途
径。

我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成就
民宿业发展的是消费升级和生活方式的
改变。民宿作为酒店的一个市场补充，
从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层面来讲是可行
的，并且发展空间很大。

目前，我省的民宿发展处于刚开发
阶段，主要建在风景区、古村落，还有一
些零星分布在市区的高楼大厦里，经营
模式也是五花八门。想要健康发展，必
须营造成行成市的经营氛围，并借用环
境、人文等要素，注意设计感与卖点，把
餐饮、住房、人文、物产等结合起来，才能
为民宿注入更多的生命力。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一方庭
院，两只猫狗，三五好友，几盏清茶，这种
惬意的生活，可以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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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旺季民宿热 民宿的那些事 打造生活“桃花源”

焦作青天河景区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入住小贴士

●有些民宿不允许携带宠物；

●提前做好功课，留意有些民俗不支
持信用卡支付；

●较为偏僻的民宿，单独外出请携带
好名片；

●带孩子出行，务必准备一些常备药
物。

（除署名外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