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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姣燕

带上帐篷、音响、相机、爱……
带上一切和露营相关的事物，

开启一场夏日房车之旅。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从长沙

光明村房车露营地出发，驾驶房车
“逃离”都市的水泥森林，一路向南，
奔向慕名已久的湖南“洱海”——白
廊。

“车轮上的房子”，不缺少家的
温馨。高大的车体内，卧室、客厅、厨
房、卫生间，整套居家设施一应俱
全。亲友6人，共居一车，并不拥挤。

房车客厅，创意十足。一边是
两个对坐的短沙发，4人围着茶几，
交谈很舒适；一边是灵活的活动区
域，2 人能同时起舞。厨房有车载
冰箱、微波炉、电磁灶，轻松烹调美
味。车内视野宽广，躺在车体后部
的床上，也能透过宽大的车窗一路
看景。驾车的同伴，沿路欣赏美景，
发现随时可能出现的惊喜。

房车旅行，一边承载着如港湾
般的家，一边随走随停，追逐青山绿
水。

大约4个小时，车子抵达“林中
之城”郴州，在王仙岭万腾房车露营
地补水充电，稍作休息，继续驶往此
行的目的地——有湖南“洱海”之称
的资兴市东江湖风景名胜区白廊镇。

白廊傍山衔湖，被郁郁葱葱的
森林覆盖。车子欢畅地在白廊镇东
江湖环湖公路穿行，关掉空调，打开
车窗，山风猎猎，头顶滚过阵阵竹
涛。视野所及，是一眼无边的湖面，
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岛屿如一颗颗珍
珠镶嵌于碧绿的水面。

湖、山、林、木，令人心情愉悦，
山间的果香与清凉气息涌进车厢，
让人有随时停车的欲望。这是一条
中国自驾旅游标准化环湖美景大
道，路边的瓜果休闲采摘导向牌贴
心地告知自驾游客，沿线有哪些瓜
果采摘区及其采摘时间。

照着指示牌提示，我们找到了
夏橙、枇杷、杨梅果园，密密匝匝的
果实挂满了枝头。白廊镇是小水果
之乡，也是东江鱼产地，是美食客的

“网红”打卡地。采摘一箩筐水果，

再在白廊镇上挑选几条游水三文
鱼、青鱼、刁子鱼，为晚餐备上新鲜
的食材。

夕阳西下，湖面倒映着霞光，为
白廊平添仙气。几台同样远道而来
的房车不约而同在白廊村驻车扎
营。

霞光渐暗，房车、帐篷里的灯光
亮了起来。有人支起了投影仪开始
看露天电影，烧烤炉上的烤鱼烤肉
吱吱作响。铺开野餐垫，一场湖畔
野餐PARTY就此开始。

摄影爱好者、户外露营达人、天
文爱好者……一行人凑在一起，实
属不易。音乐，啤酒，香茶，有趣的
灵魂聚集，把酒言欢也好，煮茶论道
也好。

夏夜，湖风、山风时而交织，略
带丝丝凉意，房车的极致魅力往往
显现在这个时刻。山峦、湖面、村
庄、民宿、人与景，都沐浴在一片不
可名状的星空下。野外夜宿的新奇
刺激和安全舒适，一台房车承包了
所有幻想。

静静地平躺在车内，透过天窗，
月光下泄，风声入耳。此时，一切就
像老歌《加州旅馆》唱得那样，你可
以随时退房，但永远不忍离开。

链 接

湖南特色房车露营基地

●长沙市望城区光明村房车露营地
光明村露营地占地面积近800亩，区

域内“山、水、田”特色分明，有各种型号
的自行式、拖挂式房车，提供房车租赁、
休闲住宿、露营、充电加水、露天自助烧
烤及中、小型会议接待等服务。营地被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五星级汽车自驾运
动营地”。

●南岳红星村房车露营地
南岳是国内游客自驾旅游、房车露

营最受欢迎的地区之一。南岳红星村房
车露营地拥有房车位5个，可同时容纳20
个帐篷露营，同时满足住宿、餐饮、休闲、
娱乐等需求。

●新宁县山
良山辣椒峰房车露营地

山
良山辣椒峰房车露营地位于邵阳新

宁县核心景区辣椒峰风景区（刘氏宗祠
景区）内，是观云海赏日出的好去处。山

良

山被誉为“丹霞之魂”，是世界自然遗产
和世界文化遗产。其中，辣椒峰景区是
山
良山开发最早的景区，主要有辣椒峰、骆
驼峰、林家寨、鹅公寨、蜡烛峰、一线天、
龙口朝阳等景点。

●韶山宾馆房车露营地
韶山宾馆房车露营地位于韶山景区

毛泽东故居附近，环境清新幽雅，是红色
旅游与房车露营融合发展的试金石。该
营地各项配套设施和服务完善，为游客
带来了更多休闲旅居选择，也为全国红
色旅游景区创新业态提供了可行性发展
方案。

●长沙橘子洲房车露营地
长沙橘子洲房车露营地是目前长沙

市区唯一的亲水房车露营地，集城市生
态、体育、文化于一体，青青草地、江岸沙
滩，营地风光优美，服务完善，拥有不同
风格的房车营位，满足各种露营需求。

●昭山国际房车露营地
昭山国际房车露营地位于湘潭昭山

示范区玉屏村，交通便捷，生态良好。项
目总投资约10亿元，其中一期已开发300
亩，建成房车营位138个，进驻各式最新
款房车101台，木屋12栋，是集游客接待
服务中心、房车营位、自驾车营位、轻奢
帐篷营位、生态木屋树屋及运动、休闲、
餐饮、培训等多种功能配套为一体的复
合型国际房车露营公园。

●洋沙湖国际房车度假基地
洋沙湖国际房车度假基地位于湘阴

县陈官镇，在洞庭之南，芦苇深处，看白
鹭齐飞。帐篷露营区、湖边木屋别具一
格，以露营、拓展训练、户外休闲和夏令
营为主。

●香山龙凤国际房车露营基地
香山龙凤国际房车露营基地位于宁

乡香山国家森林公园，木屋别墅区、房车
露营区、帐篷区依山势而建，配备儿童游
乐场和拓展训练基地，水、电桩一应俱
全，保证房车供给。帐篷区毗邻美食
街。烧烤、音乐、清吧，可狂欢至深夜。

（孟姣燕 整理）

拖着“房子”去旅行，是时下别样的风景。在追

求健康、亲近自然多重因素推动下，房车旅行、户外

露营丰富着人们的出游新体验，成为消费热点。以

房车露营为代表的旅游装备制造业，正成为旅游业

新的经济增长点——

房车之旅

文旅新业态 消费新动力

后疫情时代，房车、露营等旅
游新业态受到越来越多人青睐，旅
游装备的消费潜力正在加速释
放。瞄准旅游装备巨大市场空间，
我省创新推动旅游业与装备制造
业跨界融合，优势互补，湖南旅游
装备制造业异军突起。

湖南省在制造业上门类齐全，
在汽车、船舶、航空航天、轨道交通
装备等领域，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基
础条件和比较优势。近年来，湖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社会科
学院，发布了国内首个全面研究旅
游装备发展状况的综合研究报告
《2018中国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
报告》，首次明确旅游装备的分类
标准，提升了湖南旅游装备产业的
品牌化和国际化水平。编写《湖南
省自驾车房车营地发展规划》，确
定露营旅游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
积极推进自驾车旅游需求与特色
资源结合。成立湖南省旅游协会
旅游装备和户外露营分会，激发湖
南旅游创新创业新活力。我省在
株洲市举办湖南国际旅游节，聚焦
工业旅游和旅游装备，充分发挥长
株潭“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
市群的开放平台优势，按照引进新
标准+研发新产品+引进新装备的
思路，推进我省工业旅游产品研发
和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每年举
办湖南旅游产业博览会暨旅游装
备展、南方露营大会等节会，成为

房车爱好者旅游交流的重要平台，
形成我省旅游装备集中展销和订
购热潮。目前，我省已培育出地球
仓、亚光科技、山河科技、星通房车
等一批科技环保型旅游装备制造
企业。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
献春指出，旅游本身是一种生活方
式，凡能满足游客旅游生活方式的
相关领域和产业都会激发和释放
出新的消费潜力，从而形成庞大的
旅游市场需求。近年来，这种庞大
的旅游市场需求叠加到装备制造
领域，促使旅游装备制造业迅速成
为我省消费的新热点和增长新动
能。其中，“一车(房车)、一艇(游
艇)、一机(旅游直升机”)，在全国旅
游装备制造领域已形成较强的竞
争能力。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我省将
积极适应旅游形势发展变化，加强
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科学规划，
研究出台扶持政策，通过引进国际
标准，研发设计徒步旅游、骑行旅
游、邮轮游艇旅游、露营房车旅游、
低空飞行旅游、轨道观光旅游等特
色旅游产品，并以旅游装备博览会
等展会和活动为平台，积极对接、
引进与特色旅游产品相配套的国
内外旅游装备行业龙头企业重点
项目，打造旅游装备制造专业园
区，推进我省工业旅游产品研发和
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

引领旅游装备供给 力促文旅消费回流

推动自驾游标准向国家标准迈进
湖南省自驾旅游与露营房车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何建熊

近年来，湖南在国内率先开
展自驾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理论
研究，发布了湖南省地方标准《旅
游目的地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公共
信息图形符号》，编制了集结区、
驻车观景台、旅居车营地、露营地
等新业态图形符号，填补了行业
标准空缺，成为国家标准《自驾游
目的地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指
南》在湖南实践落地的补充性地
方标准。制定《自驾游活动组织

操作服务指南》和《自驾游领队服
务质量要求》2项标准，提出20多
项服务内容的具体标准。成立湖
南省自驾旅游与露营房车行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为全国第一个
专门从事自驾车旅居车行业标准
研究的机构。多项标准为行业的
规范与成熟发展提供了必要依据
和支撑，湖南将继续推动省级标
准向国家标准迈进，推动自驾车
旅居车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湖南房车露营新名片

房车露营，被誉为21世纪休
闲旅游的标杆，在欧美国家已有上
百年的发展历史，近年来受到越来
越多国人的青睐。今年，疫情催生
房车旅游成为旅游新趋势，伊宅购
湖南快乐车行旗下20个露营地和
百余台房车租赁供不应求，湖南房
车露营产业前景无限。

在国人的传统理念里，房车价
格离谱，遥不可及，事实上随着汽
车产业飞速发展，房车及其租赁价
格变得更加亲民。近年来，快乐车
行结合自身互联网优势资源，整合
国内外房车、木屋、露营地资源，布
局营地开发建设，自主研发并推出
一站式房车旅游社交电商平台“约
你游”App，提供即时互动、分享交
流、在线租车、房车补给、旅游攻
略、游记分享、营地预订、路线规
划、商品购买等一站式全方位旅游

服务。
当前，房车露营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但房车文化普及和市场培育
任重而道远。为加快湖南旅游复
苏和消费振兴，快乐车行以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为原则，以房车旅游
为媒介，以湖南知名景区景点、特
色小镇为依托，以连接景区的公
路、干道为轴线，以网红直播、旅游
访谈节目制作为手段，全力开展
2020年湖湘首批房旅精品线路打
造计划之“房旅V计划”，打造湖南
首批房车自驾游精品线路，让“房
车带你游湖南”。

湖南房车露营市场来势看好，
也承担着推动湖南休闲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使命。快乐车行将联合
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单位，发展
智慧文旅，开拓精品线路，把房车
露营打造为湖南旅游的新名片。

谭远程
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房车露营专委会
执行会长、伊宅购集团创始人兼CEO

观 点

“草原丝路·房车文化万里行”草原露营

山
良山营地

光明村营地帐篷节活动

南岳红星村房车露营地

橘子洲房车露营地

浪漫整个夏日浪漫整个夏日

伊宅购快乐车行光明村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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