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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新评 17家等级民宿，
各有各的特色

近日，浙江省民宿评定管理委
员会公布了 2020 年度浙江白金宿、
金宿和银宿评定结果，台州共 17家
民宿入选。其中，白金宿 1 家，仙居
的杜若山居；金宿 1家，临海的三抚
一宅；银宿 15 家，椒江 1 家（望汐民
宿）、路桥 1 家（无问西东民宿）、临
海 1 家（括苍山米筛浪农家乐园）、
温岭 1家（梦情海湾民宿）、玉环 1家
（听海民宿）、天台 5 家（寒山隐院、
寻山等你民宿、浪水溪山居、竹町民
宿、水车缘民宿）、仙居 3家（湖山我
居客栈、坐看云起民宿、四喜宿）、三
门 2家（竹蓬里民宿、辉敏民宿）。

17家特色鲜明的等级民宿，为各
方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住宿体验。

天 台 的 寒 山 隐 院 、浪 水 溪 山
居、竹町民宿等，将和合、茶道、唐
诗等文化主题融入民宿的设计建
造、装修装饰、经营管理与服务等
环节，青山掩映间的民宿，让久处
都市的人们找寻到田园记忆 。有

些 民 宿 发 挥 得 天 独 厚 的 地 理 优
势，临海括苍山顶的“云端”民宿
米筛浪农家乐园 ，让游客在海拔
上千米的高度打卡天空之境 ，温
岭的梦情海湾民宿、玉环的听海
民宿 ，则让住客留下小海鲜的鲜
甜、大海美妙的涛声。有些民宿则
提供了“大隐于市”的小资生活，
位于江南城墙边的三抚一宅、藏
在 路 桥 十 里 长 街 的 无 问 西 东 民
宿，古朴与繁华相得益彰。

被评上白金宿的杜若山居，位于
仙居县淡竹尚仁村南木坑自然村。该
民宿于 2019年 10月对外正式营业，
主理人是80后南京人徐可。

徐可追求闲云野鹤的慢生活，
便从南京来到仙居，她寻得一处古
村里的百年老宅，将其打造成乡野
雅居，从外立面设计、装饰配搭，再
到棉麻质地床品的选择，精心打造
每一个细节。

徐可的另一个身份是画家，民
宿内多处摆放的画作 ，多是她和
老师的作品 。徐可还在民宿内设
置了瑜伽露台、茶空间等公共活
动区间 ，定期组织文化沙龙交流
活动，“民宿定位高端消费群体，
以康养旅游、亲友小聚、企业会议
等需求为主。”

抱团发展、组织活动、
亮相银屏，民宿活力强劲

记者了解到，至目前，我市共有
46家等级民宿。除了上述 17家，另有
白金宿3家，分别是临海的胜坑草宿、
仙居的尚仁善居民宿、温岭的奢野一
宅；金宿5家，分别是天台的舍不得民
宿和风来半山民宿、温岭的栖衡石舍
民宿、黄岩的花语堂、椒江的有家客
栈；银宿21家。

近年来，我市民宿行业发展势头
良好。全市各地结合当地实况，走出
了各具特色的民宿发展路子。尤其是
从单个民宿闯市场到民宿集群发展，
成为行业新常态。

事实也证明，民宿抱团发展，
在经济效益、市场前景等方面更具
优势。

天台县赤城街道塔后村，是台州
有名的民宿特色村。民宿产业，激活
了一池“村”水。

2017 年，塔后村的民宿越办越
多。村里成立民宿业协会，对民宿
资源进行整合 ，由村民陈文斌担
任会长。

创业多年的陈文斌，牵头打造了
“寻山民宿联合体品牌”，旗下的寻山
等你民宿获评2020年度银宿，景和居

获评2019年度银宿。
“民宿发展，应该更注重服务。”

陈文斌认为，消费者既想尝试体验
民宿个性化的住宿风格，同时也期
待成熟的配套设施以及旅游业态。
瞄准这一点，塔后村的民宿融入了
唐诗游园、文创集市、音乐秀等特色
活动，为传统民俗开辟了全新展示
窗口，也为游客了解当地搭起一座
新桥梁。如今的塔后村，民宿“回头
客”比比皆是。

记者多方了解到，我市多地成
立了民宿业协会，尤其是去年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温岭、临海、天
台等地民宿业主选择抱团自救，并
共同发起为医务人员免费提供住宿
等活动。

另外，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电
视剧电影的取景拍摄地选在美丽乡
村，定格村落中时尚与古朴兼具的民
宿，无疑助力民宿影响力的扩大。

临海市小芝镇胜坑村的胜坑
草宿是一家白金宿。民宿的主人 6
年前从城市来到胜坑村，租下一间
木结构石墙房，改造成乡趣盎然的
度假空间。

去年，胜坑草宿二期崇民家开
张，在直播纪实真人秀节目《很高兴
认识你》中亮相，艺人阿雅、周迅、毛
不易光顾，让胜坑草宿跻身“网红”
民宿。

我市已有46家民宿
在省里“摘金夺银”

本报记者陈 婧

过去的一年，我市旅游饭店聚焦
创品牌、提品质、盯项目、谋发展和强
担当，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五星级”五年实现“四
连创”

随着台州黄岩耀达酒店、温岭耀
达国际大酒店先后入选五星级旅游饭
店名录，2020年，台州成为全国唯一一
个创建2个五星级旅游饭店的城市。

据介绍，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工作
由全国旅游饭店星级评定机构负责，
共分为 5个级别，五星级饭店是目前
对旅游饭店星级划分的最高等级。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一直
将五星级旅游饭店创建作为打造台
州城市会客厅的“重要窗口”来抓。至
目前，实现了五年“四连创”目标，先
后创成台州国际大酒店、温岭国际大
酒店、台州黄岩耀达酒店、温岭耀达
国际大酒店四家五星级旅游饭店，创
建总数位居全省第一。

各类特色旅游饭店创
建全省领先

我市绿色酒店、品质酒店、特色
文化主题饭店、十佳饭店等特色旅游
饭店创建工作，成绩同样斐然。

根据省相关单位公布的名单，
2020年，温岭国际大酒店一举荣获金
叶级绿色旅游饭店、金桂级品质旅游
饭店、节水标杆单位，成为全省唯一
一家获三项殊荣的酒店。

天台庐境度假酒店创成金桂级
品质旅游饭店，黄岩中话模具主题
酒店创成银桂级品质旅游饭店；神
仙居景澜酒店创成银鼎级特色文化
主题饭店，成为仙居县第一家特色
文化主题饭店。

临海远洲国际大酒店的《提升酒
店服务质量，展现重要窗口形象》、温
岭国际大酒店的《以创建绿色饭店为
引领，打造节能降耗标杆酒店》，入围
文化和旅游部星级饭店优秀案例。

台州远洲凤凰山庄、黄岩耀达酒
店、黄岩国际大酒店、台州皇冠假日

酒店、天台泰和开元大酒店、天台远
洲庐境度假酒店、仙居东方大酒店、
台州耀达国际酒店、台州花园山庄、
台州香溢大酒店等10家企业，被授予
台州市“十佳”饭店。

据统计，目前，在第三方网络预
订平台，全市 42家旅游饭店中，评价
在4.7分以上的有12家（其中4.8分以

上 9家），占全市旅游饭店 28.6%，创
历史新高。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
组成员朱昌明表示，接下来，市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将在品牌创
建、品质提升、项目建设等方面持
续发力，全力推动我市旅游饭店业
高质量发展。

晒一晒，台州旅游饭店的亮眼成绩单

本报记者陈 婧

昨天上午，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台州广播电
影电视集团（总台）共同举办的“山海台州·近悦远来”活动正
式启动。

据介绍，活动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历时 12个
月，通过台州广电的女主播出镜领读美文、传唱歌谣等形式，
探访“新天仙配·寻爱之旅”“海岛风情·浪漫之旅”“禅修问道·
寻缘之旅”“人文休闲·度假之旅”“鲜在台州·美食之旅”“唐诗
之路·文化之旅”“红色印记·初心之旅”“知行合一·文化之旅”

“匠心传承·非遗之旅”“台州制造·工业之旅”等台州十条精品
旅游线路，带领观众游览、解锁台州各路好山好水好美食，溯
源台州文化。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高佐明表示，台州的每
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故事，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文化挖掘和美景
美食的展现，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激发台州文化和旅游市场的
消费潜力，提升消费水平，为台州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注入
新动能。

“山海台州·近悦远来”

开启台州精品
旅游线路探访之旅

本报记者陈伟华

近日，记者从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获悉，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农业农村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等
多家单位公布了一批2020年度省级示范基地认定名单。我市
共有6家单位获评。

天台山艾草文化体验中心新晋为浙江省中医药文化养生
旅游示范基地。据介绍，该单位致力于“天台山海艾”研究开
发。游客们可以在该基地参与摘艾叶、捣艾绒、卷艾条等形式
多样的研学活动，还可以体验多种养生项目，放松身心。

新晋为浙江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包括黄岩智能模具
小镇开发有限公司、台州金山陵酒业有限公司和欧路莎股份
有限公司。黄岩智能模具小镇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黄岩智能
模具小镇，通过智能模具产业与文化、艺术、旅游结合，融“智
造、研发、孵化、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台州金山陵酒业有
限公司糟香四溢，拳头产品金山陵糟烧白酒被誉为“台州茅
台”。欧路莎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建成 6个工业旅游景点，包括
国内卫浴展示馆、智能马桶体验区等。

另外，临海市古建筑工程公司、三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
晋为浙江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我市新增6家文旅类
省级示范基地

本报通讯员
江文辉文/摄

1月10日，一
场“新春祈福礼”
活动在温岭市松
门镇南咸田村
文化礼堂举办。

9时许，“新
春祈福礼”拉开
帷幕。首先进行
的是“年的故事大
家讲”分享会，由志
愿 者 讲 述“ 年 的 故
事”，让孩子们了解为什
么要过年、年是怎么来的。

故事分享会后，孩子们来到
文化广场。广场上，做棉花糖、爆米花的，打炒米的，写春联送
福的，各有手艺的村民已经准备就绪。

71岁的王增寿搬出了家里的老物件——一台炒米机。老
人说，这台炒米机已经陪伴自己50多年，每年过年前后，他都
要拿出来用一用。

制作棉花糖的机器最受孩子们欢迎。村民将白糖倒入机
器，孩子们转动着竹条，很快，一个白白胖胖的棉花糖制作完
成。孩子们分享着甜甜的棉花糖，别提有多高兴。

村妇联的工作人员还给到场的孩子送上了年画、红包等
礼物。12岁的松门镇第三小学四年级学生包思涵是南咸田村
人。村里每年举办的民俗活动，她都会来参加，今年还自己制
作了棉花糖、爆米花。“活动不仅有好吃的，有礼物，还让我增
长了年俗知识，可真开心！”包思涵说。

松门：品年味赏年俗
文化礼堂笑意浓

本报记者陈伟华

日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
2020年度浙江省当代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评审结果，全省共 5个作品
入选，台州乱弹大型现代戏《我的大陈
岛》榜上有名。

《我的大陈岛》讲述了一群年轻人
响应“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号

召，满怀热情上岛垦荒的感人故事。由
台州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领衔创排并
导演，剧本由国家一级编剧陈涌泉创
作，以台州乱弹形式重现历史，致敬垦
荒英雄，生动诠释了“艰苦创业、奋发
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
垦荒精神。

该剧自创排上演后，备受社会各界
关注，收获颇丰。

2018 年，该剧入选文旅部戏曲剧
本孵化计划一类项目，并入选浙江省
文化精品“三大”扶持工程。2019 年，
该剧获得浙江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在第十
四届浙江省戏剧节获得“新剧目大
奖”，主演鲍陈热获得“优秀表演奖”，
唱腔设计朱冬康获得“优秀音乐奖”。
2020年，该剧剧本荣获第 34届田汉戏

剧奖剧本奖一等奖。
“《我的大陈岛》是台州乱弹剧

团建团以来，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创作的首部现代题材的大型戏剧。
这部剧的成功上演，为我团积极探
索用现代戏的创作传承和保护非遗
剧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将继
续树立精品意识，接续奋进，砥砺前
行。”尚文波说。

浙江省当代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揭晓

台州乱弹《我的大陈岛》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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