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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
机器采红苕尖一亩单次节约500元

近日，在荣昌区河包镇核桃村红薯机械化种
植基地，一台自动化采摘红苕尖的机器投入使
用，作业效率700斤/小时，相当于70个人工1小
时的采摘量。以此测算，单次采苗每亩可节省
500 元费用，以每亩年采尖 8 次计算，可节省
4000元。

采摘现场，工作人员发动机器油门，刀口就开
始自动剪切苕尖，再通过传送带传到3个收纳箱
内，仅用10分种，3个收纳箱装满红苕尖。

据介绍，西南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根据红
薯生长特性，参考国内外采苗机械，联合重庆
市农科院农机研究所、西南大学农业工程学院，
研发出适宜丘陵山区红薯栽插采苗的农机，能
适应茎叶高度在10-25cm范围内的叶菜无序
收获。机器具有轻巧、高效、灵活、环保等特点，
是一种田棚通用、节能环保、高效轻便的轻简
型机具，在提高劳动生产力、节省劳动力、降低
成本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下一步将逐步推广
使用。

荣昌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南川：
“藕+鱼”循环发展实现双丰收

“这几条清水鱼是要送到周边民宿的，生态
养殖的，很抢手。”近日，南川区河图镇中图村村
民刘明生站在荷塘边，提着新捞上来的鲢鱼，笑
容满面地说。

这片20多亩的荷塘里，年初投放了3500公
斤草鱼、花鲢、鲫鱼等鱼苗，7月荷塘对外垂钓引
客后，收入近1.5万元。莲藕在11月开始采挖，每
亩莲藕产值在3000—4000元。收完莲藕后放水
抓鱼，还将有近30万元的收益。村里还计划发展
集观荷、赏花、垂钓、露营为一体的乡村游，带动村
民增收。

“藕+鱼”循环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型种养结合
模式，在藕池里养鱼，通过鱼儿松泥、吃草、除虫，
鱼的排泄物又能为莲藕提供肥料，减少施肥量和
病害的发生，既可以提高莲藕质量，又能提升鱼的
品质，实现莲藕和鱼的双丰收。

近年来，河图镇大力促进优势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充分利用邻近龙川水系的区位优势，打造稻
花鱼、荷花鱼等循环经济新模式，壮大了集体经
济，也美化了生态环境。

南川融媒体中心 黎明

铜梁：
建蜜蜂养殖示范基地促品质提升

近日，铜梁首个蜜蜂养殖示范基地在二坪镇
狮子村建成。

二坪镇蜜蜂养殖历史已逾百年，是铜梁区蜜
蜂养殖大镇，全镇500余户养蜂农户年养殖中华
蜜蜂2000多箱，蜂蜜年产量达到15吨。

据介绍，新建的示范基地占地50亩，有150
个方型的新式蜂桶，蜂桶的空行间播撒油菜和花
草。基地还建有集蜜蜂文化展览、技术培训、产品
展示、电商销售为一体的专用房屋。

当地希望通过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
用，提升农户科学养蜂水平，提高蜂产品产量
和品质，推动二坪镇中华蜂养殖产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在 3 年内使蜜蜂养殖达到
3000桶。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巴南巴联村：
高山红心猕猴桃30元一斤

眼下，巴南区安澜镇巴联村巴廉寺猕猴桃
园的350亩红心猕猴桃成熟上市，欢迎市民购
买。

巴廉寺猕猴桃园位于海拔700米高山上，坚
持有机种植，猕猴桃口感香甜清爽，果肉细嫩、香
气浓郁，营养丰富。今年因为天气影响，猕猴桃已
全部采摘入库，购买价格为30元/斤，中心城区内
包邮。

联系人：黄老师；电话：13996460666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大足杨柳社区：
红心蜜柚买20斤送15斤

金秋时节，大足区宝兴镇杨柳社区丽乡果业
的红心蜜柚成熟了。

丽乡果业以“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流
转土地300亩发展葡萄、柚子等水果种植，目前
35亩柚子进入采摘期，采摘价格3元一斤，一次
性购买20斤送15斤。

联系人：周才顺；电话：13629707358
大足融媒体中心 黄舒

不难看出，乡村民宿遭遇“成长的烦
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打造独特卖
点。

目前，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赚钱盈利
的概率就会高许多。巴南“别花山房”民宿
就是一例。

“张老板，这门为啥从外面看是正的，
而从里面看是斜的呢？”

“外正内斜，寓意出了这扇门不能走歪
门邪道。”

10月5日，巴南芙蓉村，游客陈刚被
“别花山房”独特的大门造型吸引住了，不
禁发问。张勇便讲起背后的故事——他的
民宿由200多年历史的廖家院子改造而
来，是一座穿斗式结构为特色的四合院，保
留有完整的祠堂、老宅、石磨、几吨重的长
条石等建筑遗址。相传，廖家院子是乾隆
时期一县官的府邸，不仅流传有很多民间

传说，建筑也很有特色和文化。
2018年2月，第一次见到廖家院子断

壁残垣的张勇，就被其建筑文化深深吸
引。他将其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打造成
中式建筑的乡村民宿。

“民宿外观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可
能进行复原，内部则按照现代风和中式风
格进行装饰。”张勇说，这样一来既有传统
老院子的韵味，又能满足游客对房间舒适
感的追求。如今，通过建筑文化故事的输
出，“别花山房”民宿一年四季都不愁客源，
一年营业额在400万元以上。

同样，为解决同质化问题，武隆区仙女
山“归原小镇”的美宿36院推出了定制民
宿，让那些具有动漫、茶艺、设计、非遗等专
业技能的人士落户，打造主题民宿，形成民
宿街区，让游客在一条街就能感受不同的
文化氛围。

市民宿产业协会会长秦文武认为，乡
村民宿既不是酒店，也不是农家乐。好的
乡村民宿既是一件作品、艺术品，也是一个
产品和消费品，它寄托着民宿主人的所有
情感和文化修养，“有文化、有温度、有故
事、有情怀、个性化、小众化，是乡村民宿应
有的特色。”

“归原小镇”负责人唐绍波的观点类
似，“民宿是有温度的，不是冰冷的建筑，民
宿主的性格、个性，阅历、经验赋予了民宿
生命。”他说，民宿主是民宿的核心要素，要
融入民宿的文化营造之中，绝不是“甩手掌
柜”。

“民宿的根基在于‘民性’，作为基础性
功能又要追求‘宿性’。”罗兹柏称，“民性”
就是以地域环境为根基和依托，用本土材
料，体现本土风格、本土气韵，从物质形态
到精神气质，都必须带上自然而朴素的乡
土韵味。“宿性”就是作为深度休闲体验旅
游模式，要为游客提供舒心、动心、贴心的
住宿设施和服务。乡村民宿要力所能及谋
求差异化特色化，独具匠心才能留住人流。

从“一时红”到“长久红”重内涵与个性化是关键

乡村民宿乡村民宿，，如何跨过如何跨过““成长的烦恼成长的烦恼””
本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近几年，我市乡村民宿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已经成为乡村旅游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既满足了城里人的消费需求，又
从产业、文化、生态、人才、组织等多个层
面推动了乡村振兴。在记者看来，乡村民
宿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还需要炼好“三
味”。

一是保“土味”。乡村民宿区别于酒
店最大特点在于它的乡土味，能唤起人们
的乡愁记忆。比如，巫溪县通城镇长红村

长红巴渝民宿自 2017 年开业以来，能持续
引流，客源不断，重要的一点是保留了当
地农村风车、石磨、对窝、石碾、水缸、院
坝、堂屋、灶台和火塘（当地一种做饭、熏
制腊肉、取暖用的火坑）等乡村元素，与青
石板、走马转角的阳台、炊烟、梯田、古树
相得益彰，让人宛若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回忆满满。

二是提“品味”。如今各地把民宿作为
乡村旅游的“标配”，遍地开花，这就需要乡

村民宿避免千“宿”一面，走特色化、差异化
发展之路，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味。巴南芙
蓉村“别花山房”在外部保留了传统老院子
的原始风貌，内部也在不断提档升级，结合
不同群体的需求，设置咖啡吧、阅读室，打
造了举办中式婚礼、老人祝寿的堂屋和楼
宇，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完美融合，赢得不同
年龄群体的喜欢，如今仅回头客就超过
5000人。

三是会“加味”。融合已成为乡村旅游

的代名词，乡村民宿的发展同样如此，也需
要融合多种业态，走“民宿+”模式。南川区
大观原点的“十二乡颂”民宿，结合户外运
动、生态观光、养生度假、怀旧体验等旅居要
素，探索出了“民宿+艺术”“民宿+书屋”“民
宿+动漫场景”“民宿+研学”等融合发展方
式，形成了以民宿带动多业联动、多业融合
的乡村旅游新业态。

乡村民宿要从“网红”变“长红”，既要凸
显当地文化特色和文化自信，挖掘本地文
化，体现乡土风情，最大限度地保留乡土味，
又要巧妙地融入现代元素，碰撞出新旧结合
的人情味，呈现出与乡土民居截然不同的样
貌，给消费者提供独特的体验，走“民宿+”
融合发展的道路。

乡村民宿要长红需炼好“三味”

今年国庆，重庆乡村民宿异
常火爆——

梁平猎神村，“梦溪恬园”28
套民宿节前被预订一空，管家唐
攒英还婉拒了40多位游客；

巴南芙蓉村，“别花山房”价
格在千元以上，但仍一房难求，
主人张勇将自己的房间也腾了
出来；

石柱桥头村，“冇名堂”民宿
客流不断，“旧时光”夯土民宿也
在节日期间开门迎客；

……
近年来，在乡村旅游带动

下，以前卫设计、地方民俗、农事
体验等为卖点的乡村民宿在我
市遍地开花，在盘活农村闲置资
产，带动农民增收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异常火
爆的乡村民宿还需跨过哪些“成
长的烦恼”？如何发挥自然风光
迤逦、人文景观独特等优势，推
动乡村民宿健康发展？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记者手记>>>

巴山渝水间，各具特色的乡村民宿散
布，每逢节假日很多民宿一房难求，成为近
年来我市乡村旅游的新亮点。

民宿火爆，带动了一波创业潮，刘书琴
便是其中一员。

老家在石柱县桥头镇桥头村的刘书
琴，大学毕业后在浙江从事互联网设计工
作。2016年，她被石柱作为返乡能人引
进，从事农产品电商销售。家乡的蓝天白
云、一山一水让她萌发了吃“旅游饭”的想
法。

当时，吃住有特色的农家乐是乡村旅
游最基本的“配置”，但部分农家乐品质低、
体验感差，不能满足都市人群的需求。“何
不把浙江的乡村民宿‘复制’过来？”刘书琴

灵机一动。
说干就干。经过三年多的努力，2021

年刘书琴将流转的8户闲置农房改造成了
现代风格的乡村民宿。由于环境舒适雅
致、烧烤啤酒露天电影等体验活动丰富，

“冇名堂”开业后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慕名打
卡。

按照规划，桥头镇成为17个市级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乡镇之一后，建设了商业一
条街、土家族特色乡村旅游综合体“瓦屋部
落”、四川美院艺术写生基地等乡村旅游项
目，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这让刘书琴的
乡村民宿出现接待紧张。

看好市场前景，她又把民宿周边5家
农户的闲置农房流转过来，开了一家“旧时

光”夯土民宿。今年国庆，夯土民宿一期
对外营业，房间刚挂上网就被订完了。

同样火爆的还有开州区满月镇甘泉
村的“甘泉小筑”乡村民宿——配套还未完
善，就有不少游客前去体验；而在巫溪县通
城镇长红村，17户脱贫户以房联营形成的
18栋长红巴渝民宿，国庆七天吸引5000
多人次游玩打卡……

“民宿是个性化的住宿方式，能满足
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重庆旅游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表示，受疫情影响，
周边游成为人们出行休闲的首选，乡村民
宿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业态，自然深受欢
迎。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21年间，
我市各地民宿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数量达
到近两千家，乡村民宿数量更是呈几何式
增长，基本形成了一批叫得响、有特色的民
宿品牌。

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乡村民宿呈井喷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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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市场很火，但并不能与赚到钱
划等号，这一点，让记者也颇感吃惊和意
外。

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梦溪恬园”民宿
业主陈中明就遭遇了这样的烦恼。

“梦溪恬园”地处梁平区百里竹海腹
心，是一间在7户闲置农房基础上改造而
来的苏州园林风格的乡村民宿，至今已营
业3年有余。

3年来，由于“梦溪恬园”的装修别致、
环境优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体验。但
陈中明却坦言，“表面看似火爆，到了年底
一算账，根本不赚钱”。其原因是，乡村民
宿有很强的季节性，夏季入住率爆满，冬季

基本没啥生意。同时，节假日一房难求，平
时入住率不到一成。

他也想过不少办法来延长民宿的营业
周期。比如，打造了100多亩果园供游客
参观、聘请茶艺师、古筝老师等增加互动
性、打造游泳池、观景台赏雪玩雪等文娱项
目，但收效甚微。

陈中明算了笔账：改造28间民宿加
上周边的设施配套共花了2000多万元，
民宿日常维护及工人工资一年需 60万
元，每年陆续的配套投入要 50多万元，

“即便是一年有120万元的营业额，扣除
支出后能保本就不错了，哪还敢想赚钱
嘛。”

万州区的民宿业主魏敏也遇到了类似
的境况。

魏敏在福建上大学时便捕捉到了乡村
民宿的商机。去年，他回到万州老家，投资
近60万元修建了5间茶山民宿。

运营一年，入不敷出。魏敏深究原因，
在茶园的6家民宿，都是以推销茶山风景
为卖点，产品同质化严重，互相挤压了市场
空间，“三个和尚没水吃”。

对此，农业农村部农经协会乡村建设
专委会委员、重庆同欣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杰认为，近年来，尽管有越来越多
的创业者、酒店企业和资本力量盯上乡村
民宿这个“香饽饽”，但从目前调查数据来
看，受季节性、同质化等因素影响，仅有不
到20%的乡村民宿有盈利，36%的乡村民
宿收支基本平衡。换言之，约八成乡村民
宿不赚钱。

季节性强同质化高 八成乡村民宿盈利困难

9月25日，游客在巴南区芙蓉村“别
花山房”民宿前聊天休息。

记者 赵伟平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