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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下一个样本
专家建议制定整体规划，立足特色，规范发展

年轻人来这里扎堆
从早到晚，他们都能在后海找
到喜欢的生活方式

潮流文化往这里富集
冲浪爱好者、DJ、嬉皮士……新老后海人带来了冒
险、艺术、时尚、二次元等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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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分钟，354人，平均
每分钟约有10人。

最近，三亚市海棠区藤
海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梁振华特地在滕海社区
（又称后海村）唯一的入口，
估算了下进村人流量。后海
村的人气可见一斑。

实际上，后海村真正意
义上红火起来，是从去年5
月开始的。这个曾是冲浪爱
好者心中的小众冲浪胜地，
如今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
“网红”旅游点。但旅游经济
的迅速发展，也给后海村的
交通、水电、治安、环卫等方
面带来压力，日渐浓厚的商
业气息反过来影响了游客的
体验。

后海如何在商业与情怀
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展现海南
自贸港形象的一道窗口和一
张名片，值得深入思考。

站在滚烫的铁板旁，身穿清凉比基
尼的女孩依次往铁板上放黄油、厚吐司、
培根等食材。热腾腾的香气伴随着油脂

“嗞嗞”作响的声音，让一旁的食客垂涎
三尺。后海村里这家主售三明治的餐
吧，在今年初开张后一举成为“网红”店
铺，食客一拨接一拨地来。

“这里空气好，生活节奏慢，压力没
有那么大。”餐吧老板刘轩说，自己喜欢
待在后海村，“在后海，你会遇见各种身
份的人，有企业老板，有演员、歌手，有艺
术家，有人待三五天就走，有人一待就是
数月，甚至成为这里的常住居民。”

有人总结，在后海村的发展过程
中，有两类旅居群体非常关键：老后海
人和新后海人。老后海人，是指较早
来后海的冲浪爱好者，他们直接推动
了当地冲浪文化的形成。新后海人，
是 2020 年后来这里生活的人。这批
人的到来，为后海的氛围升级注入了
新鲜“血液”。

据微信公众号“一条”的一篇文章
称，新后海人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从
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来的，大多数是自由
职业者或来投资做生意的人。后海村
里各色俱乐部、酒吧和餐厅等实体店

铺，主要是由他们经营起来的；
另一类则是从云南大理慕名而来
的手作人、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和表
演，为后海村带来了波希米亚、嬉皮士
等文化元素；还有一类是从内蒙古等地
来，大多数是歌手、DJ，他们成了这里
电音派对的“领头羊”。

对于后海村如今这种年轻又自由
的氛围，柴勇分析道，前几年，后海村
先是因为小众、刺激等特色，吸引海湾
休闲和海上运动爱好者慕名而来，一
批时尚的年轻人聚集于此，营造出一
缕浪漫情怀，进而吸引艺术青年到这
里创作。他们的艺术气质又吸引了许
多钦羡艺术生活、追求精神享受的人
的到来。同时，后海村尝试将美丽乡
村建设与旅游、体育、文化的发展相融
合，特色小镇和主题民宿陆续配套跟
进，满足了都市人对童话式生活和住
宿风格的心理需求。

“几个不同方向来的旅居人群，吸引
了时尚人群的聚集，在出国游变得不确
定的情况下，后海成长为一个以国内年
轻人为主要客群的聚集地，更多冒险、艺
术、时尚、二次元等文化元素也在这里重
新发酵。”柴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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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村位于海棠湾的后海角，村边的
海滩呈现月牙式的独特地理结构。四季宜
人的气候、全年不断的海浪和相对安全的
海底地形，让这里成为许多冲浪者的心中
挚爱。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旧严峻，
许多游客开始挖掘国内的小众旅游目的
地。后海村进入更多人的视线。

“人、从、众，到处都是人。”今年4月初，
时隔近一年，海南游客王芹芹再次来到后海
村。热闹是她的第一感受。在后海海滩上，
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写着“冲浪教学”字样的
招牌，海里学冲浪的、海滩上聊天的、街巷中
拍照的、餐馆里吃饭的……这个小渔村里，
似乎每个角落都有游客的身影。

数据能直观反映后海村的“热度”：在
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搜索“三亚后海”，相
关旅行笔记超过2万条；后海村的冲浪店
超过100家。在去年5月之前，这一数字还
是30家左右。

被冲浪带动的，还有民宿、酒吧、餐饮、
音乐等业态。“白天看海冲浪，晚上喝酒蹦
迪，新与旧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让
后海变得独特又好玩。”游客杨立新说。

后海之夜也不一样了。王芹芹的印象
中，一年前的后海村，入夜后宁静惬意，游
人三三两两在海滩边散步、抓螃蟹。而这
次,时针刚过晚上8点，海滩上的音乐浪潮
此起彼伏，年轻男女跟随节奏尽情蹦迪。
即使到了11点，曲终人未散，许多人还围
坐一起继续谈笑风生。

冲浪、蹦迪之外，拍照也是不少人来到
后海村的目的之一。清新风格的海景民
宿、色彩斑斓的冲浪店、面包车改造的小酒
吧、自成风格的涂鸦墙……随手一拍就能
惊艳“朋友圈”。

就是游人自己，也成了后海村的潮
流风景。皮肤黝黑、着装性感、梳着脏辫的
女孩已不足为奇。游人在后海村追求穿衣
自由，无论是前卫的皮夹克、吊带短裤，还
是直接穿比基尼，都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

为什么一个小渔村，能赢得潮流年轻
人的青睐？“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标准
化、精细化的工作带来一成不变的枯燥感
和麻木感，越来越多年轻人希望在业余生
活中选择有一定刺激性和娱乐性的运动。
后海村以冲浪等海上休闲运动为切入点，
聚集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带动了相关产
业的发展。”三亚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
院院长柴勇说。

⬇坐在海边喝着冷饮的游客，正享受三亚后
海放松闲适的氛围。

⬇冲浪文化是三亚后海的重要文化元素，海
滩上随处可见抱着冲浪板的身影。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作为国内冲浪体验胜地，三亚后海开始进
入更多人的视线。

不断涌入的人潮，让房屋成为后海
村最紧俏的资源之一。一条又一条求租
信息活跃在后海人的微信群里。

“现在后海一套三居室，月租达到
4000元，比市区多数房子租金都高。”刘
轩说，上涨的房租给创业者带来不小的
压力，有人因此离开。“从生意人的角度，
我当然希望游客越多越好。但从生活者
的角度，我怀念过去人少、房租和物价都
低的悠闲时光。”望着人来人往的后海
村，刘轩有些感慨。

除了房租走高，在“冲浪”“蹦迪”“中
国小清迈”等标签中走红的后海村，还陷
入了更多争议：商业气息浓厚、环境脏乱
差……让不少慕名来到后海村的游客感
到失望。

商业气息重，部分体现在冲浪行业
内部激烈的价格战上。去年5月以来，
到后海村学冲浪的游人呈井喷式增长。
源源不断的需求催生出更多冲浪俱乐
部，同时也诞生了一个新的工种——“职
业推板师”。

相比需要经过培训、考核并具有红
十字会救护资格的专业冲浪教练，“职业
推板师”专业门槛低，一节冲浪体验课收
费只要专业教练的一半，甚至更低。海
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后海村部分新开的
冲浪俱乐部，冲浪课每小时收费200元
至300元，也只有老牌俱乐部收费的一
半左右。

如此一来，后海村的上百家冲浪俱乐
部之间、“职业推板师”与专业冲浪教练之
间打起了激烈的价格战，冲浪课程品质、
设备质量、教学水平也变得良莠不齐。

但另一方面，来后海村的许多游客，
主要是体验冲浪站板，拍摄视频和照片，
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客观上说，冲浪
教练是否专业，对这部分游客的意义似
乎不大。

8mm冲浪俱乐部就是受到价格战
冲击的后海老牌俱乐部之一。“游客们会
对比各家的冲浪价格，只有少部分人决
定来我们这里报名。”该俱乐部创始人袁
孟说，因为俱乐部培养和挖掘冲浪人才
需要成本和时间，“所以即使受到冲击，
我也不愿意降低课程价格。”

后海村这样的发展轨迹并不唯一。
纵观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丽江、大理、
凤凰、鼓浪屿等，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困

境。有行业人士指出，
“网红”目的地的

商业与情怀，处
于此消彼长的
关系中，商业
化程度高了，
情怀就会淡

化，只要一个
地方有商机，就

有大批人蜂拥而
至，瓜分市场“蛋糕”，

而很少考虑逐利行为是否
会破坏目的地的人文情怀。

环境卫生方面，随着人流量加大，后
海村的环保压力也日益升高。在旅游旺
季时，很容易出现垃圾清运不及时，造成

“脏乱差”现象。
其他问题在后海村的发展中也逐渐

暴露出来。行走在后海村，海南日报记
者注意到，原本不宽敞的街道挤满了汽
车、电瓶车和行人。虽然村口已经设立
安保门岗，禁止村外的车驶入，但是本村
车辆和摆渡用的电瓶车还是造成一定的
交通堵塞。

如何既保留人文情怀，又具备能满
足游客需求的商业业态，是后海村继续
发展的必答题。“冲浪是后海村的特色，
要从系统规划、产品设计、形象打造等
方面着手，从无序发展向有序发展过
渡。政府也需尽快制定地方标准，引导
后海村各产业朝正规的方向发展。”北
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副院
长蒋依依表示。

柴勇也提出自己的见解：当地政
府可以借鉴国内外著名风情小镇的经
验做法，对后海村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尤其是对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所
涉及的方面进行合理规划，充分利用
现有优势和资源乘势而行；加大制度
建设，在环境保护、商业业态、游客服
务、居民福祉等多方面建立有效的保
障制度。

作为国内“网红”旅游目的地中的
“新人”，后海村或许还可以从“前辈”们
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

比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
城，也曾面临过度商业化冲淡文化韵
味、业态和商品同质化突出的发展困
境。据人民日报报道，2019年开始,丽
江对古城核心区的业态进行市场目录
清单式管理，文化传承人、手工艺人开
馆授艺等弘扬、展示特色传统文化的店
铺被列入鼓励类，不仅审批一路绿灯，
还可以申请公房房租减免、项目补贴等
一系列优惠政策；网吧、电子玩具、现代
建筑材料等 16类项目被禁止市场准
入；酒吧行业被归入限制类，存量继续
经营，但不再新增审批。

如今的丽江，东巴纸、木雕、滇绣等
文化创意体验项目多了，鲜花饼、非洲鼓
等“千店一面”的产品相对少了，用文化
的浓度稀释商业的密度，古城韵味更浓
了。此外，丽江古城还打造油纸伞“网
红”街，扶持“剧本杀”游戏体验馆等新兴
项目，希望把千篇一律的古城街道变成
千姿百态的文化业态聚集地，不断改善
旅游体验。

借鉴经验不意味着走同质化道
路。关心后海村发展的网友们在社交
平台上纷纷留言表示，作为新兴“网
红”旅游目的地，后海村要持久发展，
还是要走一条专属的新路径，成为独
一无二的后海村，才能释放出更旺盛
的文旅生命力。

（本报三亚6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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