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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丁香醫生數據研究院發布的《2021 國民
健康洞察報告》顯示，74%的受訪者因疫情
改變生命觀，過半人擔心自己患上焦慮抑

鬱。因此，好不容易等來了國慶長假，人們盼望逃離鋼筋樓宇、給身心做個
「SPA（水療）」。於是，帶有禪修、唸經、打坐等項目的療癒系民宿成為熱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 療癒課程的林間雲
腳禪行。
腳禪行
。 受訪者供圖

「一花一世界，一樹一菩提。」距離杭州
市區 40 分鐘路程的徑山鎮，坐落着江
南五大禪院之首的徑山寺。看慣了千篇一律的
黃牆紅門，這座創建於唐天寶年間的寺院以其
簡單古樸的「仿宋」建築，令人眼前一亮。著
名的日本僧人圓爾辨圓便是在徑山寺學習長達
6 年時間，才將徑山茶道和禪宗文化帶回了日
本，直至現在每年仍有日本僧人遠渡重洋來此
考察學習。

山林環繞 找回平靜
「不是居·林」正是落址其中的一間休閒度
假民宿，試圖為都市人提供一個身心療癒、回
歸自我的「森林療癒空間」。「如果不是知道
這裏開了一家療癒系民宿，我壓根兒沒想過還
有不少杭州人能花一兩千元（人民幣，下同）
在杭州住上一晚，這也太奢侈了。」某互聯網
企業的營銷總監菜菜說，她經常三天兩頭到各
個城市出差，每天的行程表裏恨不得塞進七八
件事，連好好吃飯都成了一種奢侈。「所以當
國慶假期快要到來的時候，我就想好了要找個
寧靜的地方躺平。」菜菜說，這座民宿整個被
山林包圍，客房邊就是參天的樹木，透着原始
的氣息。「看到圖片的那一刻，就有一種平靜
的感覺。」
唯一讓菜菜有些猶豫的，是民宿的價格。
「國慶期間，兩晚的價格要八千多元，都夠我
去趟東南亞了！」但即便如此，國慶前三天的
房間還全部訂滿了，可見像她這樣願意為「躺
平」支付高額代價的都市男女還真不少。「價
格是貴了點，但搭配的療癒課程還挺多的，甚
至還有治療失眠的音缽療癒，太適合我這種
『打工人』了。」菜菜感慨道。
從離開學校到進入現在的單位，菜菜從未跳
過槽。工作十五年來，她在公司的職位越升越
高，收入也越增越多，去年算上年終獎，到手
有近 200 萬元。付出的代價則是日夜顛倒的生
活和飲食不規律導致的嚴重胃病，還有時不時
發生的失眠與焦慮症。「這十五年以來，我幾
乎沒有放過長假，手機24小時隨時待命，難得
跟朋友吃個飯，吃到一半就接到電話趕回去開
會了。」
「為什麼不犒勞一下自己呢？」在這種補償
的情緒下，菜菜下單了三天兩晚的療癒套餐，
「讓工作見鬼去吧。」

事實上，像菜菜這樣收入不菲卻心靈焦躁的
都市白領，正是「不是居·林」的目標客群。
「與一般的目的地旅行相比，我們民宿做的是
『減法』，為客人留下大段的空白時光審視內
心。」民宿的主人Louis身着禪服，看起來頗有
些仙風道骨的模樣，「從選址到設計建造，我
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請來了業內知名的建築
師陶磊，為的就是建一座能完全融入自然的民
宿。」為了保留林場的特色，陶磊在每棟小屋
的房間內部，都保留了一棵原生的樹木，樹木
所佔據的空間成了屋中院，透過玻璃時刻與室
內相伴，身處其中有一種「生長於林卻又消隱
於林」的感覺。

療癒課程 紓緩壓力
菜菜報的療癒套餐，涵蓋了民宿裏所有的療
癒課程，包括音缽療癒、靜心抄經、身心瑜
伽、宋式點茶雅修、藝文手作等等，這些都是
「不是居·林」團隊與專業的療癒師團隊為都市
男女設計的「輕療癒」體驗。「疫情之前我經
常會去印度等東南亞地區的療癒系酒店入住，
那裏面的很多課程都是一周起報的，我們的客
人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所以就挑選了其中的幾
個項目過來。」
「音缽療癒」是「不是居·林」裏最受歡迎
的課程之一。療癒師通過敲擊音缽帶來振動，
發出的泛音能深入聆聽者的大腦皮層，起到放
鬆和靜心的作用。「人體約70%都是由水分
組成，音缽發出的聲響，是一種有規律
的振動。」
Louis解釋道，通過聆聽或者是直
接接觸身體，都可以對人體產生
正面積極的影響，對治療失眠效
用極佳。
「好多客人在『音缽療癒』
課程期間就直接睡着了，還有
打呼的呢。」Louis笑着說，作
為民宿的王牌項目，「不是居·
林」近期還為有更深療癒需求的
人士，提供專業音療師一對一
「音缽療癒」個案，幫助客人在
深度睡眠的同時，紓緩壓力，緩解
疼痛，全面喚醒身體自癒力。「這個
項目要另外收費，但效果很不錯，還蠻
多人預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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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塵囂囂 躺 平
避世民宿療癒

首選，在旅行中「返璞歸真」的需求也令這樣的民宿一房難求。

禪修茶藝手作體驗 「打工人」：讓工作見鬼去吧

一場新冠疫情，打破了所有人的平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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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文化於度假
回歸中華傳統

事實上，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的
城裏人就將度假的目的地放到了大
自然裏，這也使得鄉村民宿在這一
年多的時間裏得到了質與量的大爆
發。途家《2021 上半年鄉村民宿
發展報告》中指出，上半年國內鄉
村民宿房源總量超過 63 萬套，同
比 2020 年增長超 16%，相較 2019
年增長超 2.9 倍。民宿業已然進入
內捲期，相似的網紅打卡拍照點比
比皆是，看照片幾乎分辨不出各家
的區別。
位於浙江衢州開化的「漢唐香
府」是縣裏首個主打「漢唐文化」
的民宿，民宿的主人段書英是中國
傳統香道的傳承者之一。「在創建
時期，我就想到了要發揮本身的特
長，做一間更有體驗感的民宿，這
樣也好在周邊民宿群的競爭中脫穎
而出。」段書英介紹道，「漢唐香
府」以香道文化為主，以茶道、書
道、花道、琴道為輔，打造了一處
回歸中華文化傳統的「慢生活」空
間。
走進「漢唐香府」，香器和茶具
幾乎無處不在，從香爐、香筒到香
插，段書英會向客人演示一整套的

焚香過程，有興趣的客人不但能親
自上手，還能帶一套香器回家，感
受與西方香氛不同的味道。此外，
每天下午，一整套包含品茶、品
香、插花、撫琴、書法的「五道文
化」體驗，寓文化於度假，更是民
宿主的獨特心意。
從農家樂到民宿再到度假體驗式
民宿集群，鄉村民宿正在為復興鄉
村活力、推動鄉村經濟發展持續提
供強勁推動力。「衞生、安全、私
密、特色開始成為遊客出行最關心
的重點，用戶的旅行需求正從『觀
光型』轉向『度假型』。」在途家
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商務官李珍妮看
來，專注風情體驗、休閒吸氧、度
假療癒的高品質民宿正迎來更大的
發展空間。

●「漢唐香府」打造回歸中華文化
傳統的「慢生活」空間。網上圖片

特色度假體驗式民宿

禪心居梯渡山舍
地址：河南省登封市少林街道辦事處楊家門村
特色：民宿請來專業的少林弟子，為客人提供八段錦等養生功法及少林功
夫的體驗，另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體驗課程，包括琴棋書畫、紮染陶
藝、古彩戲法等等

●民宿
民宿「
「不是居·林」坐
落在山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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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竹山居
地址：安徽省黃山市翡翠谷
特色：民宿主人有260畝茶園，客人在這
裏不僅可以品嚐到正宗黃山毛峰、祁門紅
茶、太平猴魁等徽茶名茶，還可以體驗摘
茶、炒茶的過程，深入了解中國的茶文化
●位於安徽省黃山市翡翠谷
的溪竹山居。
的溪竹山居
。
網上圖片
竹蓬里民宿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門縣岙樓村
特色：頗具年代感的物件如電報機、蓑衣、斗笠、熱水瓶，與歷史故事牆
繪相得益彰，大鍋飯體現「紅色主題」
壹點探案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五里社區
特色：全國首家兩天一夜實景沉浸式探案民宿，古風庭院實景還原了整個
劇本，遊客身着漢服吃住其中，隨着劇情層層推進解鎖不同結局

港青重返支教學校 喜見貴州山鄉巨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今
年國慶期間，在內地互聯網公司實習的香港大
學本科生黃國斌，選擇利用假期回到了曾經支
教過的貴州學校。鄉村翻天覆地的新變化令他
興奮不已，當初支教時的初中生們，現在都已
經入讀高中，對未來也有了更多想法，希望能
有機會到大灣區看看。「短期的支教活動僅是
彼此緣分的開始，教學過後的陪伴，才是整個
支教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環節。希望能做一個長
期陪伴、隨時解答疑問的人，幫助他們成長，
繼續做更多回訪。」黃國斌希望，通關後能促
成香港民間和學生機構前往當地開展支教或捐
助活動。
黃國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己甫入大學
便對到內地山區支教心生嚮往，於是，他加入
了香港支教組織蒲公英計劃，擔任幹事。2018
年暑假，他第一次參與支教團，與10餘位香港
大學生一同來到貴州仁懷市美酒河鎮學校，並
就此結下緣分。

村裏出現第一家奶茶店
「此次重回貴州，就像是回鄉團圓。」黃國斌
行前將國慶計劃告訴學生們的時候，得到了他們

的熱情歡迎，滿滿當當的行程表令他非常感動。
在國家對鄉村振興的精準扶持下，美酒河鎮建設
日益完善，呈現了嶄新的面貌，當地的建築像仿
古民居，古色古香，雅觀別致。赤水河畔，是一
條蜿蜒的單車徑，可以溯源而上，到達河的另一
端。學校也新添了足球場和田徑場，給孩子們帶
來更多的活動空間。村裏更是出現了第一家奶茶
店，成為了學生們的聚集地，再也不需要耗費一
個小時車程去到市內才能喝到奶茶。不少學生也
已隨家人搬到了仁懷市內居住，黃國斌第一次在
城市裏見到了同學們。「剛抵達的那天，男生們
就熱情的邀請我回學校打籃球，他們一直都很期
待我到來，和我單挑。」
在美酒河鎮的幾日裏，黃國斌寄宿在其中一
名學生家裏，過上了最簡樸的鄉村生活。對他
來說，學生家中的羊肉粉和火鍋，已經是一道
難忘的家常菜。
鄉村裏的孩子一般較為害羞和被動，僅通過
社交軟件聯繫，交流不夠深入。黃國斌為此還
專程上門拜訪，了解他們的生活近況、成長環
境。「他們一般都住在山上，出行不便，步
行、自行車、摩托車等交通方式我都體驗過，
額外感受到他們上學的不易。」

當年還是初中生的學生們，如今都已經讀中
專、高中，對未來也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黃
國斌在和他們交流的時候，更多地分享了自己
的見聞和學習生活建議，鼓勵他們考慮在未來
發掘有更多的可能。「家長們也十分熱情，有
的和我分享在酒廠工作的經歷，有的拿出自製
的佳釀來給我品嚐，有的很好奇在香港的生活
會是什麼樣的。」

冀能保持亦師亦友關係
黃國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大多數人參加
完支教並不會再與學生們保持聯絡或者回去探
訪。一來感情達不到那麼深厚；二來遠程的感
情維繫較為困難；再者孩子們也比較被動，有
時候發完信息要是哥哥姐姐沒回覆，也就可能
不敢發了。相較之下，他會更主動些去問學生
們的近況。
「短期的支教後的長期陪伴，才是整個支教
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環節。」黃國斌分享支教經
驗時感慨道。他指出，自己在與學生們的上課
交流中，能明顯地感覺到，由於缺乏資訊，他
們對世界的認知和事物的想像較為簡單。曾有
位女學生，因受到綜藝熱播的影響，就萌生出

●黃國斌
黃國斌2018
2018年在貴州仁懷市美酒河鎮學校支教
年在貴州仁懷市美酒河鎮學校支教。
。
不讀書而去當唱跳偶像的想法，更提出如何才
能出道的問題。
黃國斌表示，如何更好地引導學生們去思考
自己以後想做些什麼、自己未來應該是什麼樣
的、想去哪裏發展、是留在貴州還是出省等
等，是他想做的事，而這些僅靠一次短期支教
起到的幫助非常有限。「希望能保持着亦師亦

受訪者供圖

友的關係去幫助他們，具體的方式包括更主動
地關心、分享更多的信息、堅持利用長假做面
對面的家訪，更直接地了解他們的想法，讓自
己的經驗和認知幫到他們。」他稱，希望疫情
平復後能促成民間和學生機構前往當地開展支
教或捐助活動，把這種互相守望、以生命影響
生命的精神薪火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