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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宿短租等特色住宿形
式逐渐成为出行住宿主流选择
的今天，消费者对品质和体验的
要求也在不断进化。特色住宿平
台小猪西南区域负责人指出，自
今年5月发布全场景闭环战略以
来，平台正积极开发满足不同场
景需求的住宿品类及其配套服
务工具，“让来吃、来玩、来放假
休闲、来工作跑步的用户都能住
进品质化的房源，获得完整的体
验”。截至目前，特色住宿平台小
猪共有超过80万间房源，5000万
活跃用户。

上 月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提
出，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指
导督促有关地方评估旅游民宿
等领域政策落实情况，优化准入
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这也是
继去年在《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
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中
明确提出鼓励发展租赁式公寓、
民宿客栈等旅游短租服务后，国
务院再次释放支持民宿业发展
的积极信号。

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背后，近
年来我国共享住宿行业也呈现出
迅猛发展的态势。上月国家信息
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
报告2019》显示，2018年我国共享
住宿市场交易额为165亿元，同比
增长37.5%，在线房源量约350万
个，较上年增长16.7%，房客数达
7945万人。同时报告预测未来三
年，市场规模将继续保持50%的增
长速度，根据小猪平台数据，2018
年二三线城市作为出行目的地的
人群已占整个出行人群的76.1%，
平台乡村民宿房源数也已突破10
万套。

行 业 繁 荣 的 背 后 ，民 宿 监
管、卫生以及社区矛盾等发展瓶
颈仍然存在，民宿标准化和品质
上也亟待提升。据了解，相比过
去对旅游民宿的评价标准，调整
后的《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
价》更为细化和量化，在卫生、安
全、消防等方面的要求也进一步
加强。而对普通游客来说，更为
直观的民宿选择参照，无疑是新

标准中有关旅游民宿三星级、四
星级和五星级的具体划分标准。
比如，同样是对“环境和建筑”的
要求，三星级民宿只有“周边环
境应整洁干净”、“建筑外观应与
周边环境相协调”这两条基本要
求，五星级民宿则在三星级的标
准基础上加入了周边应“环境优
美，宜有良好的空气质量和地表
水质”、“宜有医院或医疗点”、

“有停车场”、“周边宜有较多特
色餐饮”、“有地方非遗、风俗等
活动体验点”等七条参照标准。
四星级民宿的要求，则介于三星
和五星的要求之间。

对 此 ，小 猪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CEO陈驰表示，新要求的提出与
新国标的正式落地，在提振市场
信心的同时，也对民宿平台企业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猪也会
积极贯彻标准，用产业互联网模
式去持续推动行业向规范化、品
质化方向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倪婕

2019年5月，小猪宣布邓伦（左二）成为品牌代言人

民宿火热带动灵活就业
共享经济跑出成都样本

民宿的火爆符合近几年兴起的“共
享经济”概念，小猪数据显示，年轻房客
占比走高的同时，家庭游用户占比亦有
所上涨。宽窄巷子、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等亲子友好型景区附近的精品大户
型房源成交量增幅显著，成都市内平均
成交间夜价随之由淡季的350元上浮至
420元。

有意思的是“凉粉”意外成为暑期
成都房客线上咨询中的高频词，而知名
火锅店、蹄花店更是作为特色地标频繁

出现在成都房源的名称之中，可见成都
的确是“吃货”的“天堂”。

小猪房客、应届毕业生李菁就为自
己的毕业之行规划了一条“寻味成都”路
线。今年暑期，李菁通过平台预订了位于
锦江区纯阳观街的一居室。“房子边上的
154路公交车，一路坐下来可以串起成都
20多家‘苍蝇馆子’，从华兴街到荷花
池。”据李菁的房东王先生介绍，像李菁
一样，“奔着吃来”的房客特别多，一到暑
期尤其明显，“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朋

友，有时我也帮着参谋参谋哪些馆子地
道，哪些钱是冤枉钱。”

另一方面，在赢得2021年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主办权以后，“运动”正成
为成都的新名片。成都马拉松即将在今
年10月27日举行，尽管抽签结果还未出
来，但心急的跑手们早已开始了住宿预
订工作。据悉，马拉松起点金沙遗址博
物馆附近的房源问询量显著提升，更有
热门房源提前百天就接到了马拉松周
末的订单。

民宿真核是主题文化、主人风采同
时还有人情味，正让民宿成为很多外来
游客甚至是当地人的旅游体验的新选
择，而民宿也在带动灵活就业创业，让
很多人找到了归属感。

成都的80后民宿老板“黎姐”一直
在做酒店生意，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做民宿其实是巧合，当初是看到朋
友做青旅，生意不错，随后我也在2011
年尝试做青旅，2012年转型做酒店式公
寓，2017年才正式做起了高端民宿”。

打造“无厘家”品牌，黎姐说，每一个
间房都是自己花了很大的心思精心装修
的，“从房间色调的选定，家具的选购，软
装的布置，都是我亲力亲为。前期我简直
是一人担数角，又要做设计师又是采买
师、规划师，甚至房间的家具，有时淘货
淘到想吐，但我都坚持下来了。”黎姐说，
看到房间慢慢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心里越发有成就感，有一次自己甚至跑
去建材市场买回家具，请师傅定制。“也
许这里不够豪华的，但这里一定是最用
心的。”如今，黎姐打造的“无厘家”品牌，
目前在成都就已做有11套房源。

“黎姐”表示，自己的民宿经过品牌
化打造，盈利回报也趋于稳定，更收获了
客人不少暖心之举，其中有位客人在自
己的民宿连续住了两月后，爱上了成都，
决定在成都开火锅店，还拉着我一起守
铺子。在黎姐看来，这不仅是一份事业，
更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提及跟特色住宿平台小猪的合作，
黎姐说道：“合作很开心，结算以分佣金
的方式，简单便捷。同时，特色住宿平台
小猪会定期组织沙龙学习分享，让房东
们共同进步。”在未来规划方面，黎姐想
走向田园，过向往的生活。做乡村民宿
是她近期规划。

在共享经济下兴起的民宿行业，也
带动了新的就业机会。在特色住宿平台
小猪工作了两年的谢女士在做“民宿管
家”，主要就是做民宿的日常保洁和维
护，因为平时要照顾自家小孩时间并不
是很固定，又想着能够多一些收入。刚
好她看到特色住宿平台小猪在招民宿
管家这个职位，这给了她相对自由的工
作时间。

“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来安排时
间，或适时在APP选择接单，让她工作
带娃两不误。孩子上学期间，每月能有
三四千的收入，寒暑假有时候还要多一
倍的收入。”她表示，这份工作不仅可以
补贴日常家用，也可以实现自身价值，
除了是一名管家外，热心的她更是一位
贴心导游，由于住民宿的大多都是外地
人，她都会热心地给介绍一些很地道的
旅游路线、餐馆。

随着暑期档持续升温，自由行成为主流出游方式。来自特色住宿平台小猪的数据显示，成都
暑期7月份的房源订单量相较6月增长150%，其中，95后房客占比接近七成，位列全国第三。

民宿及其覆盖的周边产业链条也悄然间在成都跑出了新样本。成都民宿市场的发达背后，
带动了一批民宿品牌的发展和民宿管家、保洁等岗位的就业。另外，为进一步促进旅游民宿健
康和规范发展，备受关注的《成都旅游民宿建设管理服务规范》将在今年9月底正式出台，这意
味着成都旅游民宿从建设到服务，均将有规可循，民宿发展也将进入快车道。

美食、运动成成都民宿标签
95后房客占七成位列全国第三

房东到民宿管家尝到“民宿红利”
小猪在蓉城跑出“成都样本”

民宿业再迎政策利好
小猪用产业互联网模式推动行业发展

记者：你在电视剧、电影和话
剧三个方面都有建树，你自己最喜
欢哪一项？

王砚辉：其实电影、电视剧、话
剧我觉得都应该是一样的。我当年
在话剧舞台上，经过了锻炼，很早
就演了很多的话剧。对我而言，也
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储备。因为很年
轻的时候就参加了全国演出，都获

了奖。然后我把这几个的表演方法
都综合了一下，就融在一起。其实
都是相辅相成的，都对我有很大的
帮助。

记者：你在表演上有什么诀窍？
王砚辉：我接的每个角色我

都认真地去演。当然我要把自己
的审美观和人生观，还有我的世
界观注入在里面，在角色上体现

出我的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我
生活中的本我是什么，我就觉得
每个角色都有我想传递的一些我
个人的世界观吧。

有时候在创作当中，我就是
愿意把这个人物想得更复杂一
些，准备得充分一点，让这个人物
更加丰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在在《《小欢喜小欢喜》》中中，，你最喜欢哪个家庭的教育方式你最喜欢哪个家庭的教育方式？？

“季区长”：家长要成为孩子的榜样

“明事理的爸爸，望子成龙的妈妈，过度敏感的家
长和不与孩子亲近的老爹……几乎每个人都生动立
体。有时候孩子难，家长也难啊。”这是豆瓣上一位网
友对《小欢喜》的短评，获得了超过千人的点赞。

自在东方卫视开播以来，聚焦高考、家庭教育的
现实主义电视剧《小欢喜》一路口碑和收视飘红，豆瓣
评分从之前的7.9一路上扬到如今的8.3，收视也牢牢
占据第一，平均收视达到1.2，可谓近段时间关注度最
高的电视剧。

剧中，相对方圆（黄磊饰）的开明教育、对女儿细
心的乔卫东（沙溢饰），王砚辉饰演的季胜利在教育子
女的问题上却格外矛盾。身为区长的季胜利因为工作
原因，孩子从小就由亲人抚养。高考临近，季胜利和妻
子选择来到孩子身边陪伴。然而，因为错过了孩子成
长的黄金时期，这一对父子却矛盾不断。

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采访时，季胜利
的扮演者王砚辉坦言，自己一开始接这个角色有些顾
虑的，一直在思考如何拿捏好演干部的分寸感，“我的
创作的方法是，首先还是要演人，他要有血有肉，有情
感，有个性，有爱有恨。”谈到自己在教育上的理念，王
砚辉认为，每个孩子有不同的教育，但作为家长应该给
孩子树立一个形象，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非常重要。

记者：剧中你演的是区长，听
导演说你一开始对这个角色有些
顾虑？

王砚辉：对，其实一开始是有
些顾虑的，顾虑就在于怎么演好干
部的分寸感。分寸感的把握是我特
别注意的，就是怎么能够达到他的
那个标准度，这个有些难度。我认
为这个角色不是很好把握，很有挑
战性。

这个要感谢汪俊导演，我们在
现场有很多的沟通，探讨怎么让这
个人物更加丰满一些，鲜活一些。
我自己认为，演干部也好，演区长
也好，我的创作的方法是，你首先

还是要演人，他要有血有肉，有情
感，有个性，有爱有恨。

记者：你在生活中和剧中的季
胜利会有相似的地方吗？

王砚辉：在剧中我和我爱人刘
静刚回家的时候，和季杨杨关系是
别扭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在中国可
能有很大一部分吧，是一个很普遍
的现象。怎么处理好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对这件事也有一个很深的
感受。因为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
一直在外拍戏，在家里时间会比较
少。我认为，慢慢磨合去替对方着
想，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

记者：你最早演的电影是《李米

的猜想》，后来又和邓超合作过《恶
棍天使》，但出演的很多都是反面角
色。这次饰演一位憨厚的父亲，你是
如何处理这种形象转变的？

王砚辉：最早与曹保平导演合
作时就演了反派，后来都是演反派。
我在想我怎么就突然就演反派了。
很多人，包括现在，也在邀请我演反
派。其实我现在当了父亲后很想演
个爸爸。我也很疑问，可能是因为我
身上有某种气场吧。

其实这个角色还是挺难塑造
的，我怕给大家一种模式化的感觉。
后来还是按照我以前创作的感觉，不
管演什么，还是演人，尽量去演人。

记者：你对孩子的教育秉承什
么样的理念？

王砚辉：孩子的教育我觉得这
是个非常难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身
边会有无数的声音告诉你，应该是
这样，应该是那样的。到底应该是怎
么样呢？我这次回到家有一种感觉
就是——其实有点矛盾。确实应该
多陪伴他，但是有时候更应该给自
己的孩子树立一个形象。其实你的
一些所作所为，孩子都看着的。给孩
子树立一个榜样，还是挺重要的。

记者：《小欢喜》呈现三个家庭
的教育理念，你最欣赏哪一种？

王砚辉：因为每一个家庭所面

临的教育孩子的问题都不一样。你
像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家庭，
就是陪伴特别少。每个家庭都不一
样，我觉得都应该有他们合理的地
方，都会碰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
到后来也都相对好地解决了。也给
观众、其实也包括我们这些饰演角
色的演员，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也
在思考以后我对我孩子的教育应
该是什么样的。

记者：你跟儿子之间有沟通的
困惑吗？

王砚辉：我儿子现在还没到叛
逆的时候。因为我结婚比较晚，我
儿子今年才12岁，特别可爱。他也

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很多时候，都
是我们俩在用心去沟通。

我们现在沟通还是蛮顺利的，
可能还没有到叛逆的时候。这个假
期我也没拍戏，就是要陪伴他一
下。我这几年拍戏，在家里的时间
比较少。我觉得，能回家就多陪陪
他，而且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
问题，然后有矛盾的时候就忍一
下，过上个几分钟可能就会好了。

记者：拍完这部剧，你最大的
收获是什么？

王砚辉：最大收获是——生活简
单一点。眼前的事情和身边的事情做
好就行了。踏踏实实的，别好高骛远。

不要模式化 要有血有肉有情感谈角色

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谈教育

让角色传递个人的世界观谈表演

19日，由亚太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办的首届亚太健
美锦标赛在泰国曼谷落幕，来自成都的43岁健身教练
谢黎明获得健身先生形体亚军，这是本次比赛中唯一
一位参加健身先生竞技比赛的中国选手，同时，谢黎
明受中国健美健身队特邀作为团队教练，团队成员在
本次比赛中也获得三金两银。

谢黎明曾获得2001首届中国健身先生冠军、世界
十佳体能训练专家称号，同时，他也是音乐剧制作、唱
作演员，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独家采访时，
谢黎明表示，“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健身先生项目选手
代表中国队参赛，并且作为教练获得荣誉，既是为时
隔18年后、最后一次参加健身先生比赛划上完美句
号，也是作为中国健美健身队教练的完美开始。”

健身先生竞技比赛除了注重个人形体的匀称、肌
肉和脂肪的比例，还重视展现身体全面体能和素质的
技巧性。据了解，18年前，在亚洲以上的国际性比赛中
没有健身先生这个项目，这次也是谢黎明完成了个人
的突破，“虽然我年龄大了，本次参赛准备时间也只有
11天，很紧迫，但我愿意挑战一下自己。”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谢黎明说，能参加本次
比赛，得益于他从未对自己有过松懈，谢黎明表示，从
去年10月开始，他便为线上减肥训练营做“增肥培瘦”
和学员共同减脂塑身——增肥增重近20公斤，而这次
受中国健美健身队特邀作为团队教练前，身体各项指
标已减到、练到接近赛季状态。“这也让我有机会和资
格参与比赛。”

接到比赛邀请后，只剩11天，谢黎明要将自己全
身13%的脂肪皮脂极速降到只含有3-5%，这对他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我在这11天中，对自己下了‘狠
手’。”前7天，完全断掉油、盐，每天必须喝下8-9升的
蒸馏水；后3天每天进500ml的水，直到赛前最后一天
晚上，蒸完桑拿后，到比赛前的2小时进行完全断水。

在比赛过程中，谢黎明为了保证服装的协调性和
审美的极致状态，他都坚持光脚上场，在比赛中做难
度动作的时候，他右脚背全部被磨破。但谢黎明对此
很坦然，“比赛前和比赛中我就已经预料到会受伤，但
这个就是代价。”他说，自己的血和汗都留到了舞台
上，很值得，“无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相等的代
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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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43岁健身教练谢黎明
获亚太健美锦标赛健身先生形体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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