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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一番快速崛起后， 这个身处莫干山北麓的小村不知不觉
来到了十字路口：乡村旅游这门生意如何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

特色小镇集聚新业态
上虞“玩”出新花样

民宿经济的仙潭村样本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本报记者 于量 首席记者 孔令君 杭州日报记者 张骥鸿

仙潭村民宿“莫梵”。
又到踏青季节， 长三角从来不缺好山好
水，莫干山便是其中之一。如今，莫干山则被
频繁地与“民宿”联系在一起。
2007 年，南非人高天成从当地人手中租
下了数间土坯房，并打造成高端度假村“裸心
乡”，莫干山的“洋家乐”随之一炮而红。12 年
过去了，翠竹满坡的莫干山上，民宿有如春笋
般次第冒出，沪苏杭小资青年，跟风而至。
莫干山所在的德清县，民宿产业起步早，
发展快。2015 年德清就发布了全国首个县级
地方标准规范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
与评定》。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莫干
山的民宿经济无疑是一个打好“乡村旅游”牌
的成功案例。然而，当地不少从业者困惑与期
待共存。莫干山民宿在经历一番高歌猛进后，
不知不觉来到了十字路口， 民宿数量的高速
增长和愈演愈烈的同质化竞争让人发愁。
相比之下， 长三角乃至全国一些后发地
区的乡村， 探讨发展亮点时常把民宿或农家
乐摆出来，绿水青山和乡村振兴，似乎能由此
一下子与“诗意”捆绑在一起。现实究竟如何？
藏身于德清县莫干山北麓的仙潭村， 不到
2000 人的村庄已开出了 100 多家民宿。记者
特意探访，剖析这个江南小乡村。

巴不得整村都搞民宿
仙潭村党总支书记沈连根说：“如果没有
民宿，这个村就完了。”
这话不假。仙潭村本是个穷山沟，莫干
山的茶叶和毛竹是主要收入来源，但利润都
极其微薄，且受制于季节，以前村里人大多
数时间还是要靠外出务工谋生。在沈连根看
来，在发展旅游之前，背靠的这座青山某种
程度上几乎“一分钱不值”。如今在村里开民
宿的姜文英也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因她在
工商所工作的缘故， 多次来过这一带的村
子，看到村里人到了冬天便无事可做，只能
烤火晒太阳。
十多年前，情况开始改变。沈连根回忆，
当时部分村民在家中摆出圆台面， 向过路游
客提供简单餐饮，并逐步开始提供住宿服务。
虽然每晚价格不过百元， 但也让大家初次尝
到了甜头。2013 年， 一支上海团队在仙潭村
租下了当地人的房子， 开出了第一家真正意
义上的民宿“大乐之野”。彼时，劳岭村的“裸
心乡”和同在莫干山附近的一些“洋家乐”民
宿已小有名气。但是，当这个时髦玩意儿真正
来到了家门口，仙潭村的人们还是为之一振：
原来旅游这门生意，还可以这么做。
有样学样， 仙潭村本地人也纷纷搞起了
民宿。沈连根回忆，“大乐之野”开张后的那几
年， 每年村里都有至少 20 家新民宿开张。仙
潭村总面积 11.8 平方公里， 如今开出了 135
家民宿。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民宿 90%由当
地人经营，其中 80%由返乡创业人员开办。
民宿给仙潭村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2018 年 2 月，国务院新闻办就乡村振兴举行
中外记者见面会， 时任德清县委书记项乐民
就提到了仙潭村的民宿产业。项乐民说，仙潭
村的民宿一年能为当地村民带来各类收入累
计近千万元。2017 年， 仙潭村人均收入突破
3.4 万元，较五年前足足翻了一番。

资料照片
“以前村里年轻人都到外地讨生活，留在
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只能打打零工。 自从有了
民宿， 这些阿姨妈妈们就成了服务员、 保洁
员，也有了稳定的收入。”沈连根说，按照当地
“行规”， 仙潭村民宿服务人员的月均工资在
3000 元左右，年底双薪。“90 后”本村年轻人
陈耀于 2016 年回村， 在民宿当店长， 月薪
8000 元，不仅收入比他在浙江永康的一家物
—朋友圈
流公司高一倍， 还显得很有面子——
里发的都是青山绿水与高颜值民宿。
在沈连根看来，把村里的“绿水青山”真
正变成“金山银山”，落脚点必然是民宿。他认
为，仙潭村民宿“开得越多，生意越好做”，因
为民宿的大规模集聚能够产生带动作用，从
而实现引流。按照他的设想，未来仙潭村至少
要有 60%到 70%的人口投入民宿行业，从而
实现整个村的共同富裕。
“我巴不得整村人都来搞民宿咧！”沈连
根说。

新鲜劲儿过去了怎么办？
沈连根的女儿沈晓琳在村里当了民宿老
板， 可她没父亲那么乐观。 相比对未来的预
期，她更在意眼前。
2013 年，“大乐之野” 在仙潭村开张，每
晚千余元的房价让沈晓琳觉得不可思议。更
不可思议的是， 高价也没能阻碍一波又一波
的城里人开着私家车跑到山里来。 此后开张
的民宿，也是“开一家火一家”。在沈晓琳的印
象里，有那么一段时间，仙潭村的民宿根本不
分淡旺季：“一年四季都有人来， 房间都要提
前很久预订。若当天来，整个村子里压根找不
到地方睡。”
沈晓琳心动了。2014 年底， 她找来设计
师，决定将自家的毛笋加工厂改建成民宿。相
较同行，沈晓琳的民宿规模更大、房间更多，
草坪、吧台、咖啡厅、露天泳池一应俱全。2016
年 10 月，沈晓琳的民宿“清栖·莫干山”终于
开门迎客。
也许是耗时近 2 年的装修施工， 让沈晓
琳错过了“风口”。开张后的第一个月，营业额
只有 1 万多元。直至 2017 年夏季，经营状况
才有所缓解，迎来了第一波订房小高潮。但好
景不长， 沈晓琳的生意在 2018 年又不行了。
去年国庆假期过后， 她和店里的阿姨每天都
窝在店里看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
沈晓琳不是没想过办法。 她找来一家旅
游类的自媒体，希望宣传。对方开价 1 万元，
最后砍价一半，但要“包食宿”。可是，文章阅
读量不到 2000……此后又有一档真人秀节
目在她民宿取景，节目嘉宾包括 TFBOYS 成
员王源等。沈晓琳原本指望，能将粉丝转化为
客人，谁知粉丝来了，不过是在店门口拍照留
影，然后走人。
2018 年，“清栖·莫干山” 全年流水约 80
万元。在仙潭村民宿行业的“后来者”中横向
比较，沈晓琳的经营状况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她坦言，只要能够坚持，不至于无以为继。只
是对于未来，唯有“走一步看一步”。
问题到底在哪里？经营民宿两年多，沈晓
琳有自己的思考。在她看来，消费者对于民宿
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 民宿在全国各地都

越开越多， 吸引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小。“我最
怕客人问我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最近的
莫干山景区，开车过去半个小时。我们村里，
没有夜市、没有夜宵、没有能打卡的网红店，
晚上出来散个步连个路灯都没有。” 沈晓琳
说。
莫干山所在的德清县当地政府部门，也
已察觉到市场的变化，并正在采取举措。当年
民宿大环境好，政府尊重市场，创造优良环
境鼓励民宿发展； 如今民宿经济整体下滑，
莫干山旅游市场也探索转型， 从 2017 年至
2018 年，凯乐石跑山赛、TNF100 莫干山国际
越野跑挑战赛、 莫干山国际竹海马拉松、全
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等赛事，先后在德清举
办或永久落户。

业主们也在探索新出路
莫干山的民宿业主也在探索新出路。
在德清的民宿圈子里， 大家都管姜文英
叫“淡水姐”。“淡水姐”原是当地的公务员，在
机关工作了 20 多年，本可以“太太平平混到
退休”。但是人到不惑，姜文英向往的依然是
诗和远方。在这种“小清新”式的理想驱动下，
她在 2015 年辞去公职， 到仙潭村搞起了民
宿，取名“蕨宿”；自媒体帮她家民宿宣传，标
题离不开“公务员下海开民宿”。她不喜欢“下
海”这个词，坚持说是“辞职”，她始终希望，民
宿是“小而美”的。然而，姜文英不得不作出更
多的妥协。
她本坚持，青山绿水间的民宿里，自动麻
将桌这种东西断然是不应该出现的。 但是架
不住客人的一再要求， 姜文英最终还是买来
一台。 只是平日里麻将桌都罩上罩子藏在角
落，客人不提绝对不主动拿出来，算是她“最
后的倔强”。
又比如，“蕨宿” 在 2017 年砌了泳池。
“2016 年的时候，客人来问有没有泳池，虽然
我这里没有，但客人八成还是会留下来。到了
2017 年，再说没有泳池，客人转身就走。”姜
文英说。各家民宿那一方方又小又浅、比浴缸
大不了多少的泳池，“形式大于内容”，但没办
法，如今在莫干山，泳池是民宿“标配”。
姜文英认为，自家是莫干山的第三代民
宿。依照她的标准，第一代是当年老外们搞
的那些“洋家乐”，主打“与自然融为一体”，
房间里不仅没有空调，压根就没几样东西是
插电的；第二代以仙潭村的“大乐之野”为代
表，开始讲究装潢，同时更多考虑舒适性；至
于她这样的第三代，则是赶上了莫干山民宿
高速发展的尾声， 装潢要体现风格和设计，
硬件设施则更为标准化， 房间里也有了地暖
和中央空调。
吉晓祥是“大乐之野”联合创始人之一，
在他看来， 无论是仙潭村还是整个莫干山地
区， 民宿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是乐观的：“这
块市场是巨大，因为需求越来越大。”吉晓祥
所说的“需求”，是城市人对于乡野“慢生活”
的向往， 是与山水自然重新建立起联系的向
往。 这种向往恰恰是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里的。民宿无非是“慢生活”的一个“入口”，在
它背后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市场空间。
“比别人先迈出一步，自然也会先一步碰

到问题和瓶颈。莫干山对于民宿的管理、拓展、
经营都非常规范， 同时也开始逐步控制民宿的
体量和开发。 这会让莫干山以后走得更好。”姜
文英说，“关键要有信心，要坚持。”

“红利”如何长期持有
数据不骗人，2018 年莫干山的游客数量，
比前一年增长了 13%以上。同时，莫干山民宿
的床位数也增加了近一倍。 一个仙潭村民宿多
达 135 家。吉晓祥觉得，仙潭村民宿良莠不齐的
情况已经开始逐步显现。他说自己不怕竞争，怕
的是“后来者”们把整个品牌给搞砸了。仙潭村
另一位小有名气的民宿经营者，“莫梵” 的老板
沈蒋荣也持类似观点。自 2014 年起经营民宿至
今，他愈发意识到提升品质的重要性。
作为莫干山民宿协会的副会长， 沈蒋荣主
张仙潭村的民宿抱团发展， 首先避免内部的恶
性竞争：“现在生意不好， 有些人家就盘算着打
价格战。”沈蒋荣透露，据他所知，部分经营者正
通过一些渠道商和自媒体策划各种打折活动，
打折幅度惊人。“1000 元一晚的民宿，打折打到
500元一晚，这让原本定价 500 元的民宿还怎么
活？”沈蒋荣说，他也对民宿规模的过度扩张感
到担忧， 一些地理位置非常不好的农舍也变身
为民宿，经营肯定成问题。
沈蒋荣也反对旅游产品设计上的跟风：“前
段时间玉环县有个玻璃栈道火了， 我们村里也
想弄。我个人是不赞同的。玻璃栈道全国各地都
有，太容易被淘汰。另外，这种旅游景点靠的就
是旅游大巴拉人。如果 30 多辆大巴车来，仙潭
村原本的这份宁静还有吗？ 这份宁静不恰恰就
是我们最大的卖点吗？”
“要练好内功。”沈蒋荣说，他第一个回村投
资，把自家改造成高端民宿的本村人，在经营之
外，他更关心村子的发展。他正在打山里竹林的
—如今竹子便宜了，不值钱，村中偏远山
主意——
中的竹子，若要弄出来卖，得倒贴人工费。若不
管不顾，竹林也就荒着。若政策允许，能否在竹
林里搭建玻璃房？ 做书屋或者当茶室， 别有意
境。若能在竹林里搭个竹棚，带住客们体验下酿
米酒的过程，也不错。
他还着意于外来投资者、 本村民宿从业者
与当地村民们的“共生”，他牵头让各民宿的住
客“串门”，让各家民宿一起出钱，请村里老人吃
饭；他还组建了舞龙舞狮队，把村里搞得热热闹
闹的。相比他刚回村投资民宿的 2014 年，村里
的改变非常大：路、网等基础设施改善之外，最
让他高兴的， 是村里不少原本废弃的老房子都
成了漂亮的、洋气的民宿，再无凋敝景象；村里
农产品都卖光了， 在民宿工作的阿姨都是附近
村民，常有客人跟着阿姨们到田间去采摘。村里
的年轻人大多回来了，就业状况很好。
他设想，一些经营不善、设施不完善或位
置不佳的农家乐，能否打包起来做高端养老产
业，引入高端民宿的服务理念。如此这般的健
康产业，与莫干山的“体育+旅游”也更相得益
彰。
靠着民宿经济起家的仙潭村， 如今要考虑
的是，如何长期持有这些“红利”，并把乡村振兴
的内容进一步丰富起来。难能可贵的是，在莫干
山，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在思考，在不断
改变，不断引进新的资源。

提起绍兴上虞，不少上海人都知道。人们会说
起祝英台的故事，与曹娥江的美景。更熟悉的人，
会说起上虞十万建筑大军在上海大市场的锤炼
中，拥有了 7 家全国特级建筑企业的竞争实力；或
者，人们会提起上虞的机电、轻纺、建材等优势产
业。想不到，在上虞城区西北，曹娥江西岸，近些年
无中生有发展出一个 e 游小镇。 这是一个聚焦游
戏电竞、移动社交、电子商务、互联网教育、智慧旅
游等新业态的特色小镇，正“玩”出新花样。
上虞打造 e 游小镇， 一方面是看中了全国游
—几家
戏市场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也有基础——
上虞本土上市公司已在制造业、商贸业、建筑业等
领域颇多建树， 在对传统产业推进转型升级的同
时，也一直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们通过并购
等方式，开始涉足游戏产业。2014 年，世纪华通斥
资 135 亿元，相继收购了上海盛大、七酷游戏等股
权，浙江金科也投资 29 亿元，一举收购了杭州哲
信。此前，入驻上虞的浙大网新、新华定制等信息
经济龙头企业， 已纷纷向网络游戏及相关领域发
力，营造了浓浓的氛围。很快，一些游戏企业从上
海、杭州和深圳等地搬来了，但上虞的短板也很明
显：当地缺乏高校，本土相关技术人才稀缺。其实，
这也是长三角不少小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时遇到
的难题。为此，上虞制定了详细政策，设立总额为
5 亿元的信息产业扶持发展基金， 第一期 1 亿元
基金已正式运作。 符合条件的技术人才在生活补
助、 住房补贴乃至子女就学、 配偶工作调动等方
面，都可走“绿色通道”。小镇与全国 22 所高校开
展合作， 设立游戏艺术研究等方面的人才实训基
地。截至目前，小镇已引进了盛大游戏、中手游、金
科汤姆猫等数字经济企业约 500 家； 累计实现有
效投资超过 50 亿元，2018 年实现税收 3.9 亿元，
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数字游戏产业链， 在浙江百余
个省级特色小镇中排名 13 位。
进入小镇，到处都是年轻人，玩游戏的，搞直
播的。e 游小镇管委会主任张铭军笑谈，一定要多
聊一些新名词，要给人留下一个年轻的印象。e 游
小镇在路边白墙也做足文章，小镇管委会和浙江
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携手，用“网红墙”设计
大赛的方式，用满满的墙绘，赋予小镇围墙“有趣
的灵魂”，目前已成为上虞人拍照打卡之处。小镇
还举办包括独立游戏制作人沙龙、次元跑、音乐
节、 电竞比赛等各类活动为一体的游侠大会，进
一步提升小镇整体功能和形象。
上虞产业转型走出新路子，也给大多数以传
统制造业为优势产业的长三角区县一个启
示——
—摸清家底，找准特色，把自身产业放在更
大的区域产业布局中，聚力发展，总有所成。接下
来更为关键的是，上虞的 e 游小镇如何与长三角
其他游戏重地互动，错位发展。当下的上虞，正积
极抓紧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机遇，出台
《融杭联甬接沪行动计划》，其中的重点便是深化
与上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上虞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聚焦提升建设管理
水平，研究曹娥江怎么对接黄浦江。上虞正积极
引进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推进一流社区、未来社
区建设，通过持续举办高质量赛事、展会活动，不
断提升城市竞争力；聚焦打造大湾区高端制造大
平台， 研究杭州湾开发区怎么对接上海浦东新
区、金桥、张江、虹桥商务区等平台，推动整合后
的开发区按照一张规划图纸、 一个政策体系、一
个发展目标、一个项目盘子的“四个一”要求加快
开发建设，在长三角“产业生态圈”中抢占有利位
置，不断提升平台竞争力和产业集群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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