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接“诗与远方”的远游梦想

横琴成为露营热门选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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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陈子怡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擘画的宏伟蓝图中，提出
要高水平建设横琴国际休闲旅游
岛。横琴发展露营休闲旅游的优
势有哪些？目前还存在哪些问
题？后疫情时代，横琴露营的火爆
是否能成为横琴文旅产业发展的
突破口？

面对上述问题和粤澳居民热
议话题，记者专访了横琴创新发展
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宣建
国。

“现在这一阵‘露营’热更像是
一种时尚，人们从中满足了自身的
休闲和社交需求。”随着越来越多

“爱美景、爱生活”的年轻人加入互
动，目前衍生而成的众多“露营”概
念逐渐脱离了野外露营的本意，宣
建国说。

“以前是满足挑战自我、探险
野游的‘野性与纯粹’，现在更多是
以休闲式社交的方式提供‘精致和
乐趣’。”宣建国认为，当下的“露
营”更像是近郊游或城市休闲的新
形式。

但不可否认，露营的火热回应
了疫情之下人们的需求和渴望。
宣建国表示，疫情下，以往跨省跨
区域的长途旅游出行受到了限制，
人们对大自然的亲近和对生活休
闲休憩的需求就需要通过新的载
体、新的方式来满足和释放。

浏览社交软件上更为普及和流
行的露营体验分享，往往包含了以
下元素：生态环境清新，周边风景优
美，相关设施齐全，锅碗瓢盆的烟火
气和三五成群的热闹相聚构成了美
好生活的新图景。“虽然露营是远行
出游在当下的替代品，但是它的吸
引力和感染力非常强烈。”宣建国对
露营的体验感表示认可。

放眼合作区，宣建国认为横琴
是发展露营等休闲旅游的“宝
地”。首先，横琴绿地空间大、环境
好，可以提供理想的露营场地和环

境，花海长廊、天沐河周边、二井湾
湿地公园周边等均具备良好条件；
其次，横琴交通方便，停车场地较
多，适合家庭自驾、朋友相聚等露
营组合；此外，横琴以花海长廊为
代表的露营场地得到了精心养护
和经营，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将对
横琴露营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带
动作用。

不过，露营热潮还将持续多久
仍是一个未知数。宣建国介绍，某
个业态的发展要经历出现、兴起、
高潮、发展成熟至衰退的过程，目
前露营的市场化运营还处于探索
阶段，“一方面，露营目前带来的体
验感有可能被其他方式替代，需要
不断发展延伸出新形式、新体验和
新花样；另一方面，露营业态的持
续发展需要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
和足够的市场空间。”

从旅游业态和产业发展的角
度来看，宣建国表示，当下判断横
琴露营能否持续发展还为时尚
早。首先，露营对其他旅游业态
及酒店、消费等的带动作用还没
有体现出来，还处于一个早期阶
段，当前露营“较难与旅游相关产
业形成联动”；其次，露营的热潮
目前是由居民自发形成，露营还
没有被作为一个新兴的旅游业态
去谋划、引导、发展，没有纳入到
横琴休闲旅游整体发展框架中考
虑，缺乏在各方面的支持、引导和
促进措施，“目前缺少深入发展的
动力”。

因此，宣建国认为，横琴文旅
产业发展需要不断创新业态、丰富
内涵，露营休闲旅游是其中一项重
要业态。但长远来看，待疫情结
束、传统旅游业态恢复后，露营的
热度可能会有所下降；另外，露营
难以与澳门文旅产业联动，对整体
横琴文旅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
露营想要长远发展，还需要从业者
从中找到新机遇，通过积极创新助
力横琴露营与其他业态融合联动
发展，同时也需要有关部门进行系
统性的引导和布局。

露营休闲旅游
是横琴文旅产业重要业态
但目前缺乏系统性引导和布局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社会热点引发众人思考，露营掀起的
风潮同样备受粤澳居民的关注。城市露
营究竟是昙花一现的特定产物，还是人们
生活的刚需？是在快速增长后恢复为小
众爱好，还是在日后时光中成为众人必不
可缺的生活方式？对此，粤澳居民纷纷表
达自己的看法，参与到讨论之中。

“我们是否是‘伪露营一族’？”

假期里在花海长廊搭起简易帐篷的
王先生是一名上班族，他在横琴工作，居
住在珠海市区，趁阳光正好，便和自己的
朋友一起来横琴放松身心。谈及“露营”
热时，王先生先是一阵感叹，复又连忙摆
手，他说：“我们其实都说不上是真正的
露营，我们只能算‘伪露营一族’。”

记者查阅文献网站发现，露营一开
始是指人来到户外，不依赖人工设备，
用自己准备的道具在山野中生活过
夜。随着人们对娱乐生活的需求变化，
丰富了“露营”本身的概念。比如“房车
露营”，开着房车跋涉野外，房车本身就
具备床铺、厨房、卫生间等生活必备空
间设置；“精致露营”，糅合精致与户外
建营的因素，更注重仪式感，对营地环
境、装备风格、饮食、露营美学、娱乐措
施会有较高要求；“荒野露营”，则是有
计划、有预谋的野外生存活动，要求掌
握基本丛林求生技能与知识，会利用最
基础的工具在野外安家。

王先生认为，自己不是上面提到的
任何一种，设备简陋，连“精致露营”都算
不上，“我们今天就支了个帐篷，带了点
零食，不像其他人带了小灯、天幕甚至充
气沙发。”他说，“我感觉这实际上就是一

次郊游，和以前在草地上铺一块野餐垫
野炊的行为差不多。”因此是否能被称作
真正的“露营”，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有着7年多户
外运动经验的宋先生。接受记者采访
时，宋先生正帮朋友在花海长廊搭帐
篷，他说：“以前露营还没有这么火的时
候其实算是一种小众爱好，只有热爱户
外运动的人会专门购买装备去野外。”
最近朋友看到别人晒露营照片，也想体
验一下，但是又不会搭帐篷，于是才找
到他帮忙。

“我想他们其实更享受在户外吃
饭、聊天、拍照的乐趣，毕竟在我搭帐篷
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参与进来。”宋先生
开玩笑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朋友爱
上的究竟是“露营”还是“郊游”，宋先生
表示自己也无法确定，但相较自己而
言，朋友们此次开展的活动的确算不上
真正的露营。

“等新风口过了新鲜感后，才能
看到露营能走多远”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人们取
消了长途游的计划，不断积累着对旅
行、对亲近自然的渴望。疫情影响彻底
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后，露营是否还能
有如今的热度？

“等疫情过了，露营可能就没有那
么火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能出远门玩
儿了。”事业有成、孩子也已经工作的云
丽女士说道。花海长廊1号驿站附近，
她正和六七位朋友围坐在天幕下，背靠
帆布折叠椅，脚踩野餐垫，中间桌子上
则摆放着各色样式的食物和调味品。
但是相比露营，云丽女士表示还是更喜
欢长途旅行。

“现在大家看到很多有关露营的内
容，其中有不少是商家营销的手段，也
许真的有不少人在疫情之后选择露营
去放松身心，但能达到这么火热的程度
一定少不了商家的手在背后推波助
澜。”坐在帐篷里喝茶的向先生向记者
分享他的“入坑”经历。

向先生和家人外出散步途中，见到
他人在露营，觉得还不错，回去就在网
上搜了露营需要的装备，“当时搜完只
是收藏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但
之后就不停地在手机上收到‘露营’的
相关推送。”向先生说，“当时我们只打
算买帐篷，看了推送才知道还有天幕、
露营灯、营地车桌之类的东西。”好奇心
和从众心理，让向先生一家一次性购买
了不少露营装备，被问及今后还会不会
再来露营时，向先生称还是要视天气情
况和上班时间决定。

也有居民认为，露营热度会一直保
持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因为“逃离”现有
生活，一直是人们的刚需。

冶野联合创始人郑先生认为短暂
脱离原有的生活圈子和工作内容是人
们精神上的“必需品”，人们总要在百忙
之中寻找一个远离城市的“出口”。这
种精神需求在疫情前表现为各式各样
的旅行，在疫情后则表现为露营。

带着家人在花海长廊露营的陈先生
认为，露营像是一种“有仪式感”“有备而
来”的逛公园，假如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不
会产生影响，这种休闲方式也会以门槛
低的优势，长久吸引居民参与其中。

“露营和过去的KTV、剧本杀、滑雪
相似，是大众喜好的风口，但露营热的不
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当下大环境造就的，
是久居在家引起的‘触底反弹’。”从事金

融行业的张先生对此有一定的分析，“我
也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观点，露营会随
着解封回归日常平静、回归小众爱好，因
此等新风口过了新鲜感后，才能看到露
营能走多远。”

“‘露营’就是将自己的生活搬到户外”

郑先生在提到“精致露营”时表达
出自己看法：“把生活带到户外，将自己
喜欢的生活在户外努力实现出来，就是
一种‘精致露营’。”因此不同的人，将自
己生活搬到户外，就有了各自不同的露
营玩法。

花海长廊蓝天碧海、绿草如茵，记
者看到大大小小的帐篷以5号驿站为中
心，分别向南北延伸。马戏班帐篷容积
大，能够放进整套桌椅和充气沙发，一
名中年人在帐篷里，一边看太阳西落、
一边安静沏茶；蓑笠般金字塔帐篷造型
别致，年轻的女孩子精力旺盛，三三两
两聚在一起，准备了话筒唱脍炙人口的
歌；花花绿绿的公园帐篷最为常见，使
用这种帐篷的居民大多“拖家带口”，有
的带着小孩子放风筝，有的甚至搬出一
张四方桌和开始家人打麻将。

这样看，即使是“伪露营一族”，即
使是单纯来聊天、拍照的人，都仅是将
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带到户外而已，不
能用露营的概念对他们作过多的苛求
与区分。

累了就在帐篷里小憩，醒了就看看
风景，享受与自然亲近的美好时光，可以
早点回去，也可以等到晚上看灯光与星
星。“你可以在一片土地上创造出自己想
要的生活方式，搭配自己喜欢的装置，放
你喜欢的音乐，和自己喜欢的人做喜欢
的事，这就是露营的意义。”郑先生说。

是一时新鲜，还是生活刚需？

粤澳居民热议“露营潮”

节假日横琴露营场地持续爆满

据同程旅行网数据显示，五一假期
“露营”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17%；
马蜂窝相关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露营”
相关搜索热度平均涨幅超过130%。位
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星乐度·露营
小镇“五一”期间平均入住率超过95%，
整体客流日均逾万人，众多特色住宿的
订单已排到“端午”假期。

每到节假日，横琴花海长廊5号驿
站就迎来“撒点野”的市民和游客，平均
每间隔2至3米就能看到一顶帐篷。游
客们带上孩子，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谈天
说地，一同亲近大自然，乐享闲逸舒适
的假日时光。记者从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行政事务局、经济发展局了解到，
五一假期花海长廊人流量达到36500
人次，总计支帐篷数量1260个。

珠海本土露营品牌冶野于2021年
11月与珠海大横琴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于花海长廊5号驿站建立露营点，
为前来露营的游客提供露营装备租赁、
食品零售等服务。冶野联合创始人郑先
生表示：“我认为，横琴露营热是从2021
年底开始的。由于场地和停车场免费，

风景也很不错，花海长廊吸引了很多珠
海、澳门的游客来这里露营，尤其是周
末，5号驿站露营场地基本上爆满。”

配套不断完善吸引多地游人

“我们露营一次的花费大概在400
元至1000元之间，费用不会很高，而且
又可以随时随地出发。”在横琴花海长
廊露营的云丽女士说，一群好友坐下来
聊聊天、吹吹风、晒晒太阳，就能享受美
好时光，对于她来说，是露营最大的魅
力。而能享受这一切的前提是，横琴目
前有这样宽阔、风景优美的场地。

在珠海从事房地产行业的陈先生
于今年年初加入“帐篷大军”，他认为现
代人在温饱的基础上追求精神与心灵
的“安放”，而城市配套的不断完善，则
给了人们这样的机会。

“除了工作，人还要适当休息。”陈
先生说，“现在城市环境整体不断改善，
已为人们休闲娱乐提供了更好的支
撑。”可以说“就差人了”，露营在横琴形
成的热度，也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
呈现的必然结果。”

记者从珠海大横琴城市公共资源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获悉，从去年11月起，花

海长廊就定期进行景观更新，添加微景
观、增设绿地、更换时花，目前已形成“一
步一景，一路一特色”的赏花游玩新空间，
为琴澳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除此之外，位于横琴北部的芒洲湿
地公园、陆续对外开放的小横琴山步道、
有“生态秘境”之称的山海驿站……一个
个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样板区
域，一个个可以看海观岛、享尽野趣的开
放公园，让人们有了更多户外游玩的选
择。据统计，合作区生态游连续三年呈
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仅五一假期，试运营
的山海驿站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而
在这其中，澳门游客就占比超过50%。

正如很多澳门居民感叹的那样，横
琴的变化越来越大，已逐步从蕉林绿野
转变成宜居宜业的新家园。宽阔的活
动场地、优美的自然环境，都在吸引粤
澳居民来横琴露营。

“澳门太小了。”在横琴工作的澳门
居民小梁说，“周末休息日，前往澳门郊
野的道路会变得相当拥堵。”于是很多
澳门居民就会选择到横琴露营打卡。

露营还需更多引导和规范

记者发现，露营虽然在人们积压已

久的外出愿望中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但由于行业规范未跟上“野蛮生长”的
发展速度，背后还存在不少隐忧。比如
新华社文章提到，目前一些露营活动

“破坏环境、存在安全风险”，还需“对行
业进行规范，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中提到“有必要在加大场
地供给、完善配套设施、丰富露营产品
等方面下更大力气”以此更好满足居民
对露营的需求。

城市露营场地人数的激增，给公
共场所管理带来考验，珠海大横琴城
市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花
海长廊日常管护的工作人员称，露营
的人多了，公共绿地的草坪被不断踩
踏需要养护，夜间游客在帐篷中过夜
也要考虑保证他们的安全。郑先生认
为，目前横琴花海长廊露营的最大问
题是垃圾问题，虽然多次向游客强调
露营时不要随地乱扔垃圾，但每次在
清理场地时还是能发现不少被留下的
食物残渣和塑料包装。郑先生说：

“目前露营还处在需要引导和规范
的阶段，希望未来能通过宣传将‘无
痕’露营、敬畏自然等观念深入人
心。”

疫情，让“诗与远方”的梦想搁置于计划表，于是人们开始把对远游的渴望，寄托于在城市郊区的草地上“撒点野”。
“五一”前后，既有小长假，又值春夏之交，人们出游的热情高涨，露营活动迎来高峰。打开朋友圈、社交软件，有关

露营体验的分享和攻略层出不穷；携程、马蜂窝、去哪儿等App都专门为露营列出了单独版块；节后对露营的评论、报
道更如雨后春笋争相而出。以上种种，都勾勒出人们假期露营热潮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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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海长廊5号驿站露营地，游客三五成群享受露营时光。

大大小小的帐篷以5号驿站为中心，分别向南北延伸。。

亲友相聚一起，享受与自然亲近的美好时光。

小朋友在露营地享受家庭自制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