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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自驾车房车露营地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自驾，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还有一些人爱上房车，带着家出游。 于是，
自驾车房车营地应运而生。

今年 3 月，省政府出台《湖南省消费导向型旅游投资促进计划》，计划到 2020 年，全省将建设
150 个自驾车房车露营地。 9 月 22 日，国家旅游局等六部委发出《关于加快推进 2016 年自驾车房
车露营地建设的通知》，全国 514 个自驾车房车露营地建设项目中，我省有 18 个入选。

18 个自驾车房车露营地或藏山中，或依水边，或居乡村，其中 9 家已基本完成建设。
请随湖南印象一同前去揭开这 9 处自驾车房车露营地的美丽面纱。

“房车行”助你房车游

11 月 5 日至 7 日，中部地区首届房车露营产业博览会暨房车、露营装备展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 博览会上，湖南快乐车行露营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布了“房车行”手机 APP。 今后，自驾游爱
好者可通过平台租赁、购买房车，预订房车营地库位和参与各类户外活动。

此外，湖南房车露营协会也在申请筹办中，协会成立后将致力于帮助会员单位根据国家房车营地
建设标准，加快营地整体提质升级。

北京龙湾国际露营公园： 园区
内，房车营位区、水景篷房区、可移
动木屋区、儿童活动区 、帐篷营位
区、木屋别墅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
域布局合理、分区明确，不同分区之
间既独立又相互联系。 此外， 还设
有垃圾分类、雨水收集等环保设施。

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露营地：
营地位于蒙古阿拉善盟境内， 众多
的沙漠湖泊、芦苇荡，让这里成为天
然越野赛场。 从 2014 年开始，营地
定期举办“英雄会”越野拉力赛，以
活动打响营地知名度。

Maltatal 山地形五星级露营地：
营地位于奥地利最南部的科恩滕州
高原地区， 营地内全区覆盖无线网
络，游客身处大自然，同时享受现代
通信服务。

湖南正在建设的自驾车房车露营基
地远超过 18 家，自驾游市场广阔。 为促进
产业规范有序发展，省旅游局正加紧编制
《湖南房车露营基地发展规划》，将对整体
布局、运营标准等做出明确部署要求。

湖南的优势在于奇山异水无数、民俗
文化各异，房车营地建设首先应多种模式
共同发展，住宿型、娱乐型、休闲养生型，
根据不同目的地打造富有特色的露营基
地。 其次，应与扶贫紧密结合，露营的旅游
特点决定基地能更深入偏远贫困地区，可
考虑一个村建一个集约型营地，既便于管
理也能有效拉动当地消费。 第三，房车营
地应以高速沿线景区为节点，并串联起一
条精品旅游路线，如环洞庭湖、平汝高速、
长张高速、长常高速等。

———高扬先(湖南省旅游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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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棠佳阁，白墙灰瓦房是伟人毛泽东外婆
的旧居， 毛泽东在此度过了八年无忧的童年岁
月，屋外，花海与水田相间，四季变幻，从不单调。

沿小径， 文氏家风营房、 森林励志成长基
地，让孩子在玩乐中受教。 寻着清香，踏入花田，
石板路将我们引向森林木屋。 再往深处，没过脚
踝的草坪柔软开阔， 支个帐篷或住进房车里都
是不错的选择。

目前，棠佳阁房车营地还在做进一步完善。
未来，服务区、生态停车区、房车营地、生态运动
休闲区、汽车影院、帐篷营地、木屋度假体验区

等将一应俱全。
桂阳西河风光带露营地紧临西河，近 20 公

里的河道，由南至北繁衍了沙坪村、大溪古村、解
放村、官溪村……一村一景，旅游公路、城市绿
道、露营坪地、旅游厕所、驿道，方便舒适，每天可
接待 2 万人。

依山傍水的大溪村，骆宾王的后裔在此已生
活 500 多年，初唐四杰的题刻随处可见。 解放古
村里，300 亩菊花花海为古村披上黄金甲。 官溪
村的良田美景，极乐村的创意苗圃，让游客纷纷
支起帐篷住下，不愿离去。

洋沙湖国际房车度假基地在洞庭之南，芦
苇深处。 修建一新的码头边停靠着崭新的游船。
乘船而上，一路经停帐篷露营区、湖边木屋别墅
区，看白鹭展翅齐飞。

租一辆自行车，沿环湖路骑行，囊括众多水
上项目的主题公园即将建成迎客。 南部片区将
最大程度保留湿地原貌。 秋冬之际，带上你的望
远镜，看看哪些候鸟造访此地。 未来，水上航线
可将游客向北送至青山岛。 百里银滩、全鱼宴、
藜蒿、芹菜、芦笋在岛上等你。

韶湖汽车度假营地就在湘中水府庙水库。
山秀丽，水清幽，小岛星罗棋布。 泛舟湖上，露营
滩洲，何等快意。 上岸，白鹭纷飞的白鹭岛可丛

林徒步、野外拓展、真人 CS 镭战。
水库视野开阔处设有帐篷露营区、自驾车露

营区、房车露营区、户外运动区以及生活服务区，
可同时扎营上千顶帐篷，并配有热水淋浴设施。

沉静的常德柳叶湖， 因为越野爱好者的到
来，热闹非凡。

卡丁车绕赛道呼啸而过，摩托车手挑战着高
难度的越野障碍，挥洒过汗水后，住进柳月汽车
营地的汽车酒店、木屋酒店、或搭建帐篷，别有一
番风味。 远处的沙滩公园，能体验“海岛风情”；集
装箱创意街，是琳琅满目的美食和创意商品。 夜
晚，露天电影广场、木屋酒吧人声鼎沸。 湖心岛上
5000平方米的广场，可举办一场浪漫难忘的婚礼。

山地型营地：越野溯溪采茶
猎豹汽车国际露营基地、 香山龙凤国际房
车露营基地、张家界路上汽车营地、辉山景
区自驾车营地

向导 猎豹汽车国际露营基地（长沙县安沙
镇宋家桥村 ）： 长沙—长浏高速行 1.2 公
里—京港澳高速行 9.6 公里—长沙绕城高
速行 1.8 公里—G107 行 2.1 公里—京深线
行 15 公里

香山龙凤国际房车露营基地 （宁乡香
山国家森林公园）： 长沙—长张高速行 27.6
公里—欧洲路行 6.6公里—Y614行 7.9公里

张家界路上汽车营地 （张家界市慈利
县三官寺乡罗潭村）： 长沙—长张高速行
283.9 公里—张慈线行 190 米—阳龙公路
行 15.4 公里—S306 行 4.3 公里

辉山景区自驾车营地 （桂阳县桥市乡
辉山村）： 长沙—长潭西高速行 1.7 公里—
赤江互通行 370 米—长韶娄高速行 15.4
公里—岳临高速行 252.9 公里—S323 行
4.9 公里—S214 行 8.4 公里

长沙县安沙镇宋家桥村， 猎豹汽车国
际露营基地， 马达轰鸣声随着弯道由远及
近，卷起漫天尘土，这里是汽车越野爱好者
的天堂。

沙路、石块路、双边桥，数十种越野障
碍依次排开，长长的陡坡大于 45 度，考验
车手的胆量。这条 1.6 公里的体验赛道跨越
两座山头，山谷里，还有竞技障碍赛场。

在山腰体验速度和激情， 山顶却静谧
而空旷， 可以一窥关山水库真容。 占地约
7000 平方米的山顶停车坪已修建平整，未
来，汽车影院、汽车露营地及生态停车场将
陆续建成。 环关山水库一圈的环湖赛道已
完成 5 公里的土方建设， 沿路还将设置露
营集中地，方便你垂钓、烧烤、观星。

深秋， 宁乡香山龙凤国际房车露营基
地里，火红的法国梧桐、红枫和金黄的银杏
装点着山头。

一入大门， 是儿童游乐场和拓展训练
基地，从山顶蜿蜒而下的滑道，给你试胆。
沿盘山公路向上， 木屋别墅区、 房车露营
区、帐篷区依山势而建。 房车露营区已建设
好草坪停车位，明年还将配套水电桩，保证
房车供给； 帐篷区是香山最接近天空的地
方，毗邻美食街。 烧烤、音乐清吧、演唱会，
可狂欢至深夜。

张家界路上汽车营地在慈利， 奇峰高
耸入云，山路十八弯。“路上汽车旗舰酒店”
预计明年初建成营业， 给自驾出行者带来

舒适便利。
届时，结束一天的游玩，停车入库后，

从楼梯可直入房间；自驾途中需道路救援，
一个电话就能办妥；特色出行路线，由旅游
达人为你设计……汽车酒店不仅是休憩的
场所，更是一道风景。 竹林掩映下的观景步
道深邃而宁静，湿地里的芦苇随风摇曳。

桂阳县西北边陲的辉山， 盘山公路宛
如巨蛇行至海拔 800 米， 有自驾车营地在
等你。

溪水清澈见底，巨型石块，光滑如镜，
坐躺皆可。 沿着溪流继续前行 1 小时，地势
渐平，一大片茶园恭候你的光临。 茶园、竹
亭、竹桥、溪流和竹林紧密结合，一座座木
屋从平台延伸至水面，恍如世外桃源。 辉山
绿紫坳，曾是重要采矿区。 今天，你仍可去
废弃的铜矿老井探探险。

湖畔型营地：泛舟环湖观鸟 洋沙湖国际房车度假基地、韶湖汽车度假营地、柳月汽车营地

向导 洋沙湖国际房车度假基地 （湘阴县陈官镇）： 长沙—长浏高速行 1.24 公里—京港澳高速行
66.5 公里—S308 行 14.4 公里—汨新大道行 2.3 公里

韶湖汽车度假营地 （湘潭市水府示范区）： 长沙—长潭西高速行 1.7 公里—赤江互通行 370
米—长韶娄高速行 32 公里—韶山支线行 15.4 公里—韶山高速行 1.3 公里—宁韶公路行 16.4 公
里—X036 行 780 米—湘乡大道行 2.1 公里—X312 行 31.3 公里

柳月汽车营地（常德市柳湖沙月东侧）：长沙—长张高速行 141.5 公里———二广高速行 13.7 公
里—洞庭湖大道行 5.7 公里—常德大道行 2.3 公里—柳叶大道行 1.5 公里

乡村型营地：良田花海古村 棠佳阁房车营地、桂阳西河风光带露营地

向导 棠佳阁房车营地 （韶山市大坪乡棠佳阁）： 长沙—长潭西高速行 1.7 公里—赤江互通行 370
米—长韶娄高速行 50.8 公里—X041 行 4.6 公里—Y013 行 1.9 公里

桂阳西河风光带露营地（桂阳县黄沙坪街道沙坪村）：长沙—京港澳高速行 302 公里—水龙特大
桥行 1.1 公里—厦蓉高速行 35.2 公里—S214 行 2.8 公里

祁阳香湖湾自驾营地
郴州北湖仙岭湖通途国际汽车营地
张家界路上汽车营地
衡山自驾车房车服务基地

及衡山中国香客露营公园
平江天岳幕阜山国际房车度假旅游营地
韶山棠佳阁房车营地
湘潭昭山房车露营公园
长沙县猎豹汽车国际露营基地
益阳柒家桥自驾车休闲营地
常德柳月汽车营地
宁乡龙凤国际房车露营基地
湘乡韶湖汽车度假营地
湘阴洋沙湖国际房车度假基地
凤凰古城自驾游基地
炎陵神农谷房车营地
中方县桐木葡萄沟景区房车营地
双峰国藩故里 1 号营地
桂阳辉山景区自驾车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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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你

去往张家界路上汽车营地的山路十八弯 李纲 摄

长沙县猎豹汽车国际露营基地赛道 桂阳辉山景区自驾车营地溯溪

桂阳西河风光带露营地

湘乡韶湖汽车度假营地

宁乡香山龙凤国际房车露营基地木屋别墅

常德柳月汽车营地创意集装箱

韶山棠佳阁房车营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当地旅游局及各房车露营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