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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诗和远方”房车市场升温

不到半个小时，帐篷、椅子、炊
具就搭好了。马骏磨好了咖啡、沏
上茶，迎接即将到来的朋友和几个
下了网课的孩子。
“还有一个多小时，蚊子就要

‘上班’了。从晚上7点到8点，这儿
的蚊子特别多，8点之后，它们就
‘下班’回家了。”马骏的房车里播
放着约翰·梅尔（John Mayer）的音
乐，这是他从大学就喜欢的音乐
人。马骏倚坐在长椅中，看着桌上
的壶咕噜咕噜地冒热气，煤油灯光
从篷顶的一角一路延伸到平整的草
地……

大学时的马骏每到寒暑假都
会去背包旅行。如今，36 岁的他
是几家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工作时
间还算自由。这辆房车是马骏去
年 3 月份花了 40 多万元买下的。
这是他的第一辆房车，里面有一张
显眼的上下床。“我家两个孩子，
一个上三年级，一个上一年级，买
辆房车是为了在孩子课业还不太
繁重的年纪，多陪他们出去玩一

玩。”马骏告诉记者，有时孩子们
周五放学后，他们一家人会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从天津市区
走，晚上9点左右就能到承德。周
六周日在承德、赤峰玩一玩，晚上
就住在车里，周日晚上回来，转天
孩子们上学。”

一般情况下，马骏会选择小众
路线，之前到过内蒙古，走过318川
藏线，去过青海曲麻莱。为满足长
途旅行，车买来后，马骏做了些改
造，扩容了水和电。他们还会带一
根15米至20米长的电源线，方便在
营地和其他地方接上电。

在房车营地，马骏和孩子们看
过夜晚的繁星，在帐篷门口偶遇过
小刺猬。“女儿胆子小，起初很害怕
虫子，但几次露营之后，她学会了戴
着头灯告诉我萤火虫是怎样发光
的。”马骏说。

一次次“无预设”的露营总会出
现意料之外的状况。比如，有一次
晚上，车里没电了，孩子们慌起来。
马骏点上煤油灯，就像他小时候家

里停电了那样。等到天亮，他们一
家人出去找电源。

马骏觉得，房车露营最大的收
获是孩子们懂得了回馈。“有一次我
们的车抛锚了，一个司机本来已经
开过去了，又倒回来主动问我们需
不需要帮助。我们接受过很多陌生
人的帮助，这也影响到孩子们，他们
看到有车抛锚时会主动过去询问司
机是否需要帮忙。”

总有人说，房车露营只有中产
阶级才消费得起。但马骏觉得，这
种方式的性价比还是划算的。“我们
出去20多天只花了七八千元。”不只
是出行，这辆小小的房车已经成了
他和朋友们的据点，也成为他拓展
生意的重要渠道。

马骏在全国有 14 家分公司，
客户几百家。其中，不少客户都
是他在房车露营中“玩”出来的。
“这是一个圈子，大家在玩的时候
不会聊到工作，熟悉了之后总会
谈到各自的工作领域，机会随之
而来。”

太阳下山，空气中飘散着烧烤的味
道。红酒、咖啡混合着吉他拨出的和弦。
手机不断传出“咔嚓咔嚓”快门按键声，一
首《童年》还没唱完，朋友圈的“九宫格”就
已发出。

从野餐到露营，资深玩家们不再满足
在草地上搭个帐篷吃顿烧烤就走，他们要
“安营扎寨”，要看夜晚的星星和清晨的日
出。房车露营已经成为旅游界的新宠。

有人为露营有人当房住

中等价位为20万至40万元

小汪自己都记不清曾开着房车到过
多少地方露营，国内一般的线路他大多
都跑过了。“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经
常看到一家人开着房车露营，他们在营
地吃着简单的食物、放着音乐、随意地摆
弄着瓶瓶罐罐。”小汪告诉记者，国外大
部分房车营地设施完善，规划严格。不
但有水源、电源，很多营地还配有公共厕

所、热水浴室、独立餐车、野餐桌椅、烧烤
架等设施。

回国后，小汪就开始物色心仪的房
车。目前，市场上自行式旅居车以长度
6米以内、总质量4.5吨以下的B型、C型
车型为主。中等价位的B型房车一般在
20万至25万元；中等价位的C型房车一
般在 30万至 40 万元。最后，他花了不
到30万元买了辆B型房车，又花了2万
元改造了水电。
“我曾从苏州开到海南，在那里呆了

将近1个月。”小汪的车上有上下铺、电动
桌、旋转座椅、炒菜机、洗衣机、冰箱……
“很多人觉得房车露营是高消费，性价比
不高。但对于我这种经常露营的人来说
还是合算的，因为吃住都在车上，比常规
旅游住酒店、下馆子要便宜得多。”据小汪
介绍，他周围也有买了房车后悔的朋友，
主要是因为他们没什么时间出去，房车利
用率低，而且市里不好停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的人买房车

并非为了露营。“我在外地工作，周末回
家，每年租房也要2万多元。我在考虑要
不要买辆便宜点的二手房车代替租房
子。”正在考虑买房车的小张表示。

最大进口房车集散地

国内七成从天津港清关

近年来，人们自驾游需求逐渐释放，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很多人不愿意
再去人员密集的酒店。房车露营这种私
密和自在的旅行方式顺势升温。

从工信部2021年发布的新车型公告
来看，全年共有182家房车生产企业申报
567款房车。相较2020年的145家房车生
产企业申报422款房车来说，房车生产企
业同比增长26%，公告车型数量同比增长
34%。其中，上汽大通、宇通客车、福田汽
车等车企已进入房车市场。
“天津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进口房车

集散地。全国大概有70%的进口房车是

从天津港清关的。不少外地人会直奔这
儿来买车。”站在进口房车停驻的场地
上，天津市滨海新区自驾游与房车露营
协会会长窦鹏飞指着周围的几栋建筑
说：“这边是海关，旁边是检测点，那边是
3C认证的检测机构。整车到港后，可以
在这里完成认证、检测及清关这三个主
要环节。”

C6驾照放宽至70周岁

开“拖挂”不再怕被拦

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自今年4月1
日起正式实施，新增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
型（C6）。此举目的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
驾驶房车出游需求，促进房车旅游新业态
发展。

房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行式房
车，一种是拖挂式
房车。此次规定针

对的是拖挂式房车。“这是国内第一次为
了一种旅游业态增加驾照类型。”提到此
事，窦鹏飞难掩兴奋。要知道，在此之前，
虽然C本也能驾驶拖挂式房车，但在执行
过程中容易引发争议，这类车偶尔还会被
拦截。而C6驾驶证实施后，轻型拖挂房
车上路就有了驾驶规范。

尤其是C6驾驶证将年龄放宽至70
周岁，这让不少业内人士松了一口气。
根据规定，申请C6驾驶证的人员需在20
周岁以上，60 周岁以下。对 60 周岁以
上、70周岁以下人员，确有驾驶轻型牵引
挂车需求的，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
力等能力测试后，也可以申请增驾C6驾
驶证。
“在房车游的圈子里，退休老人是主流

人群。”窦鹏飞表示，北方很多退休老人每
年10月以后开到三亚，在营地住到来年开
春再返回北方。“将驾照的年龄放宽到70

周岁，能把更多的老年人纳入进来，
这对整个行业是重大利好。”

在自驾旅行的途中，人们总是要走走停停。对于旅行
者来说，如果房车是家，那么营地就是让家停靠的港湾。以
营地为据点，人们一边进行车辆补给，一边感受当地的生活
与文化。

今年3月28日，企查查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
超过4万家营地相关企业。其中，2021年新增相关企业2.1
万家，同比增长139.50%，是近十年来相关企业注册量最多
的一年。

尽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参与者也逐渐增多，但目前
国内营地呈现小而散的特点，规模化的专业房车营地仍
十分紧缺。房车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营地的发展。
国内现有营地水平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房车市
场的发展。

滨海新区北塘古镇西侧停机坪上，停放了近20辆房
车。这些房车有些属于车主个人，有些是经销商展示的车
辆。天津市滨海新区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协会会长窦鹏飞指
着眼前这片草地说：“平时这些车就停在这儿。每到周末，
就有车主带着孩子来这边野餐、休息。不过，这里只能小范
围地接待一些车友，还不算专业的房车营地。”

据介绍，国内专业的房车营地大概有2000多个。此
外，许多景区、农家院也都具备接待房车游客的能力。“做得
好的营地除了具备房车出租、水电补给、洗衣沐浴、垃圾处
置等基础功能外，还有儿童娱乐设施、露天影院、垂钓采摘、
篝火晚会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窦鹏飞告诉记
者，这些年，他跑过了不少地方。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
沙漠营地，营地里除了滑沙、热气球、歌舞表演之外，竟然还
有游泳池。他说：“在沙漠中游泳也是一种别样体验。”

“市场很大，利润在哪？”采访中，不止一个从业者发出这
样的感叹。在他们看来，赔与赚只在一念间。

天津市旅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告诉记者，
进口房车的成本除了购买裸车的费用之外，还包括运输拆
箱、3C认证以及关税等共计4万至4.5万元的费用。经销商
销售一辆进口房车的利润率约10%。“由于投资周期长、回报
率低，目前国内进口房车经销商仅有10家左右，全国每年的
进口规模仅有几百辆。目前，房车行业尚处于市场初期的培
育阶段。做进口房车的这些人大多是带着情怀来做的。”郭
志说。

而国产房车厂商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一位房车生产
商直言：“目前的市场份额主要是在上汽、宇通等几个大厂，
其他厂商的销售量可能只有几百辆，甚至几十辆。”但大厂对
房车市场似乎也是浅尝辄止。宇通2021年财报将房车、医疗
车、观光车等统称为其他车型。这些车型全年共销售了1648
辆，在整个公司的业务中仅占1.88%。

尽管目前房车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尚未达到预期，但整个
市场却表现出巨大的潜力。路程网x房车行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1年，国产自行式房车总销量为12457辆，同比增长
43%。抢占这条赛道的企业逐渐增多，未来，房车市场有望成
为车企一个新增长点。

玩家小海花了32万元买了辆B型房车，后期又花了2万
元改装了水电。他加了1100瓦的太阳能，并将存水量扩容到
170升。这样的配置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足够用了。
“为了价格实惠，不少房车厂家推出的车型配置都比较

低。水电不够用，出行很费劲。”小海表示，他改造后的房车，
能够驻车四天，太阳能板一天可以发近5度电。

据了解，房车车主基本都会对水电进行改造。“我之前因
为房车水电配置不够，连灯都不舍得开。”一位老年车主告诉
记者，如果在车上做简餐，做一顿饭用半度电就够了，如果还
要炒两个菜，基本上需要1度电。“前期我们没有对房车进行
改造，但出去一次发现，还要到处找充电的地方，很不方便，后
来又加了太阳能板。”

其实，车主对房车的改造还不止这些。在他们眼中，房车
就像一间毛坯房，需要适当的装修、装饰。“几乎100%的用户
都会对房车进行改造。”天津市旅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郭志指着一辆房车对记者说：“这辆车上的遮阳棚原本是没
有的，但基本每辆车都要加装这个，因为出去之后肯定会有遮
阳的需求。”有一些玩家还会自己动手，制作家具、风扇和小型
油烟机等。

阿满在2019年成立了一家定制房车工作室，其销售的改
造房车按照车型划分，价格在35万元到150万元不等。客户
可以根据需求增加一些自选项目，包括水电扩容、行李架、车
顶露台、遮阳篷等。
“我们工作室有15个人，改装一辆车大概需要3个月，

具体交付时间还要按照订单排期来定。”阿满向记者介绍，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对定制的房车产生了兴趣，工作室的
生意也逐渐好转。“在成立的第一年，工作室只接到了2个订
单；今年，才刚4月，我们就接到了8辆车的订单，交车时间
排到了9月。”

部分采访是在房车外的帐篷底

下完成的。从午间到傍晚，被太阳

烘烤的草地一点点从炙热变得微

凉。我们这才意识到，采访接近了

尾声。

桌上的茶不知道喝了几轮；一

直围着我们摇尾巴的小黑狗趴在草

地上打盹；孩子们围着这辆车撒欢

玩耍……同样是烤串+啤酒，跟路边

摊相比，这里的人们“撸串”的样子

没有那么急躁。这种感觉挺奇妙

的，像是置身于一个虚拟场景中，这

可能就是玩家们说的“氛围”。

在这个圈子里，不乏多才多艺

的人。他们抱着吉他，哼着随意的

曲子，唱出了时代的共鸣。他们说：

“弹首《一块红布》，有人听着听着就

哭了。”可能每每这个时候，人们就

会想起自己是个“过期”的小孩。

“房车露营会给你稳定的生活

带来一点不稳定感。”这是采访中

我们多次听到的话。在旅行的过

程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

难，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意外，而

这种“无预设”正是玩家们追逐的

魅力所在——把生活还给生活，把

日子过成段子。

线路1：交响丝路·重走丝绸之路

线路规划：喀什—和田—轮台—库尔勒—天池—乌鲁木

齐—哈密—敦煌—嘉峪关—兰州—天水—西安

线路2：长城内外·古老长城发现之旅

线路规划：山海关—金山岭—八达岭—崇礼长城—大境

门—乌兰察布古长城遗址—大同古长城—朔州广武长城—

雁门关

线路3：黄河两岸·华夏文明寻根之旅

线路规划：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运城黄河大禹

渡—临汾壶口瀑布—太原—老牛湾—晋陕大峡谷—包头—

乌海—银川

线路4：国道纵横·318自驾川藏线

线路规划：成都—雅安—康定—理塘—芒康—左贡—波

密—林芝—拉萨

线路5：东方海岸·胶东半岛自驾游

线路规划：青岛—威海—烟台—潍坊—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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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车子，这两个容易触动人们兴奋点的词语，再

配以“诗和远方”的场景，会打开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哪

一族群支撑了这个市场？对入局者而言，赔与赚是否真

在一念之间？

经销商

销售整车利润低
行业仍处培育期

房车改造

新车就像毛坯房
买完几乎都会改

国内企业超4万家
规模化专业化有待提升

记者手记 弹着《一块红布》
有人听着听着就哭了

线路推荐

房车游：国内5条成熟线路

人物故事

“胆小的女儿告诉我
萤火虫是怎样发光的”

露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