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岛”洁净舒适的接待大厅，蓝色的蓝天、大海元素让人神清气爽。

“蓝岛”开业，三人合体，希望在后海开启新篇章。中间依次为（左起）：杨文正、任彦博、韩潇然。

“三体”登岛 有点魔幻
本报记者 王鑫 袁燕

●三体│文字释义：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本文代指“三人合体”。

●韩潇然、任彦博、杨文正│同为河北人，前二人有过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三

人都曾岛外创业。

●创业时间│2020 年，于三亚后海创办“蓝岛户外”。

嘿嘿。
韩潇然把反戴的NY帽子又向后面甩了甩，“无意有意的原

因都有，总之不可思议。”谈起她和两位河北老乡到后海创业，
“90后”姑娘的调皮不经意露出眉梢。

正是下午两点，阳光大热，全神贯注投射到狭仄的藤海二
巷。这个时间，“蓝岛户外”里的顾客还不多。任彦博说，到了黄
昏去皇后湾的游客才会涨潮。

趁此空档，他和韩潇然对面而坐，迅速理了理工作上的头绪。
另一位合伙人杨文正，彼时正在飞往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的航班上——这是他来海南5年以来，第一次回老家。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跟门店开张前比，三个先后登岛青年的

那颗心暂时结束半悬状态，因为短短几个月，后海的游客数量并
没有忽上忽下，春节之后他们的营业额反而更高了。

就魔幻。

●脱欧入“亚”

“90后”韩潇然，1982 年出生的任彦博，都有过在欧洲或留
学或工作的经历。他们与杨文正聚于三亚，缘于2020年新冠疫
情暴发。

韩潇然读的是伦敦大学，主修财务金融，研究生学历；任彦
博毕业于华北科技大学，专业是企业管理。

学成回国，韩潇然选择在北京创业，开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营业范围与欧洲藕断丝连。

任彦博从事的也非本门。他有亲戚在欧洲做贸易，去玩了
一圈，发现那里的民宿、私人酒庄“非常带感”，就势在那边考了
导游证，做起了东欧定制旅游，边逛边赚钱。

他回国到北京创业，缘自家里的“警告”：你岁数不小了，赶
紧回来成家。

同为河北老乡，大本营同在北京，两个人通过朋友相识，时
间并不长，走的创业路线也迥异。

相同的是，他们去年分头来到三亚过春节，随即被疫情“留”
在这里，一动不能动。得知韩潇然也在，任彦博问她，“最近干嘛
呢，要不一起找点事做做？”

一拍即合。
再来说杨文正。1988年出生的他，除了合伙人，还有另外一

重身份，任彦博的妹夫。
杨文正来三亚的原因，“很暖”。他媳妇，怕冷。
跟着他在北京打工、创业，冬天她要穿加厚棉衣棉裤，裹成

熊，也是度日如年。实在寒冷难耐，她跟他说，买一张机票吧，去
一个温暖的地方。

落地三亚那天是 2016 年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其后每年
此时，一家人都要“隆重庆祝”，这是他们的“登岛节”。

自到三亚，不但“冷”的问题没有了，夫妻俩“睡不够”的问题
也迎刃而解，“负氧离子含量高的原因吧，在北京总觉得睡不醒，
在这里五六个小时就能睡饱。”

舍弃原有来到三亚，面临着再创业。
蓄势数年，杨文正需要的机会，来了。
天时、地利、人和。

●“海”选

前前后后，诸多项目摆上台面，都被一一否决。
既然都不理想，不如换个角度，先寻找适合创业的地点。什

么地点呢？在三亚，必须跟海有关系吧？未来发展潜力同样重
要，二者缺一不可。

去年夏天，他们从崖州湾开始，沿着三亚漫长的海岸线走了
一遭，“湾湾”绕绕。

回头复盘：三亚湾、亚龙湾，商业气息足够浓烈，业态繁杂到
针插不入；马岭、博后，居民生活区体量不大，支撑点少，距离周
边景区还有一段距离……

总结到后海，大家默契地投了绝对赞成票。
任彦博说，后海偏隅于呈上升态势的海棠湾，又守着蜈支洲

岛这个大景区，相当于守着一片“金滩银山”，自带引流功能；同
时，游客群体呈现“年轻态”，无论是海边冲浪还是乐居民宿，有
了这群消费主体支撑，潜力无穷；还有一点，小村庄保持着海南
本土特色，人、物、事，难得纯粹。

目标地点确定后，三个人没有盲目上马，详细考察的任务交
给了杨文正这个“三亚人”。毕竟，他已在这里生活5年，一家人
的户口也早落于此。

对于后海的深入体味，杨文正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清晨5点，上午 8点，中午 12点，黄昏 6点，他分别到海边和

小巷，看看后海的人在做什么，游客在做什么；下午、晚上直至半
夜，再挑不同时段去观察。

“天刚刚亮，夕阳入海之前，但凡有一点天光，就有人在海
里，在浪里。”在杨文正的视线内，后海的“热闹”和活力是全天候
的。“下雨的时候，我特地到海边，人也不少。游客说正好，雨天
不晒。”

周六周日，是杨文正的重点时段，他的考量是人流量与平时
的比较，结论是“变化不大”。

除了这些，杨文正细致到研究当地人文历史。比如后海商
圈，有杨氏、李氏和梁氏“三大家族”；他在短时间内和当地人打
成一片，得知看着风平浪静的时候，皇后湾会突然涌起三道浪，
俗称“鬼浪”，是能把渔船打翻的；比如，以前那座山可以登上去，
上面有个灯塔，视角特别好，海棠湾、皇后湾、渔村、蜈支洲岛，一
览无遗。

“调查报告”出来，三人拍板：
干吧。

●收房

正合韩潇然心意。
去年春节前后，她应邀到后海玩耍，拖了一块冲浪板下水，

自此玩上了瘾。她的想法是“做户外”，跟年轻人在一起。
任彦博和杨文正也有此意。
创业项目确定了，下一步是寻找门店位置。
当时的情况是，疫情把人们憋在家里良久，正需要一个“发

泄”的出口。而在此之前，关于后海户外运动的视频，在社交媒
体上给予宅男宅女们相当强烈的诱惑力——原来在中国，在海
南，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恣意纵情。

而且，天蓝蓝水蓝蓝，不比国外胜地差。
眼看着后海的游客量起来了，三个人找房的心情就更加迫

切。
后海早没地方了。
他们谈过一个店面，但距离大海有点远，位置不理想，算“二

线”，便放弃了。但除此之外，再没看见有转让的。那些曾因疫
情闲置着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店面好像突然间自街巷里长
出来，挤满了后海的每一个角落。

眼尖的杨文正发现藤海二巷一间民房突然贴出“此楼出
租”。赶紧拨通电话，听讯后的房主马上下楼，没和几个人进一
步洽谈，却把招租告示撕了下去。

“不想出租了。”房东的心意突变，让三人懵了头脑。出于礼
貌，房东解释了理由，他的考虑是，家里也不差这些钱，房子租出
去又是装修又是改造，操心。

那就再等等吧。
好像最后希望破灭的感觉。三个老乡有点泄气。
中秋节前，杨文正收到了家乡寄来的月饼。他寻思相逢即

是缘，买卖不成仁义在，“也有最后试试的想法”，专程从市区开
车到后海，将这份“土味食品”送给房东。

这次聊得投机。送他出门前，房东问了一句：房子你们还租
吗？

●“多几把刷子”

大起大落，望外之喜，虽然二楼没能一并租下来。
租房合同一签5年，还可优先续租。房东只对他们提了一个

要求：不得经营餐厅与娱乐场所。

房子在手，店面的名字也定为“蓝岛”。

是多轮遴选的结果。蓝是大海的颜色，岛是海岛，听到这个

名字就能浮想联翩。韩潇然说，蓝色还代表着静谧和舒适，希望

它能成为年轻人在岛上游娱休憩的港湾。

沿着三亚海岸线走下来，店面装修什么风格、室内功能区怎

么分割，三人早已成竹在胸。

走过天涯区马岭社区的时候，那股熟悉的圣托里尼风格

让韩潇然眼前一亮：白墙蓝顶、马赛克拼贴、原木与石块，明

亮、纯净、优雅，面朝大海，与天空和海洋融为一体，好一幅海

岛画图。

直接照搬过来。

接待大厅、洗手间、储物间，在图纸上分区明确。接下来，

就动工了。

从白底间蓝的墙面，到砖块砌成的吧台，从设计样式到购
买材料到刷墙砌台，三人亲力亲为，“多几把刷子的事，人多
效率高”。

多几把刷子——也是他们对于创业的重要定位，单纯地
做做户外难以长远，各自优势需要发挥。

做过互联网的韩潇然负责线上推广，携程、飞猪、小红书、
抖音、微博、小程序，能用到的平台都铺开；

杨文正负责线下，这个他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去年疫
情刚暴发那会，他见小区内不少人买菜吃力，报名当上志愿
者，为其他业主运输生活物资，现在到处都是“熟人”。加上
在三亚居住 5 年，积累了一些人脉，此刻都可以派上用场；

任彦博“这把刷子”的能量就更玄乎了。去年出不了岛，
他没闲着，给社区做团购，自己还做了一个小程序，小区居民
得了方便美滋滋的，甚至得意地问附近超市：你们没团购小程
序吧？连我们小区都有。

疫情相对缓和后，任彦博在三亚注册了一家科技公司，直
播带货。

北京的朋友提醒他，可以搞一个“直播节”。搞呗，就叫
“三亚首届海南特产直播节”。最多的时候他开过 12 个直播
间，将水果、珍珠、茶叶、椰子酒等列入其中。

完事盘点码洋，成交了 100 多单，几万元钱还是有的。之

所以没继续下去，是他有了“无力感”，“如果不是头部主播，
销量怎样都不理想，这不是技术的问题。”

所以任彦博并不甘心，“蓝岛”支起门面后，他的 4 人直播
团队也没完全解散，最近一次做活动，是帮助海棠区政府做推
广。

——凡此种种，任彦博觉得皆可为目前所用，起码直播账
号攒了上百万粉丝，这是流量，就看怎样转化。

除了潜水冲浪，任彦博同时瞄准了丛林穿越、沙滩露营以
及帆船比赛。“海南有特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就是缺少串
连，以后我们要把它们做成套餐。”

●风口浪尖

皇后湾的浪，适合入门级冲浪者，但不代表它虚弱。
海水总是蕴藏着无穷力量。就像杨文正所说的“三道

浪”，就是在悄无声息中，它突然形成了管涌。
杨文正举了一个实例：前些天一个游客下水，上岸后发现

戴在手上的结婚钻戒被冲掉了。她还说呢，平时撸下来都费
劲，这也没多大浪啊，怎么就冲下去了呢。然后自嘲，真是海
枯石烂了。

韩潇然与任彦博选择留在三亚创业，疫情的因素肯定避
不开，两个人还不约而同谈到同一缘由，既能看到如今的风
口，还看得到日后层叠的浪尖。

在市场中历练过的韩潇然十分敏感。
“这里可是自贸港。”
她说，既然是自贸港，证明有国家的政策导向在里面。政

策好，来求发展的人就多，人多机会就多，自然会衍生巨量商
业需求。“尤其是后海，别看现在还算风平浪静，那是在积蓄
能量，以后一定会爆火。”

韩潇然的根据是，网络上对于后海的不自觉宣传越来越
多，小渔村已经出圈。再过一阵子，或许会诞生一个口号：玩
雪去东北，玩水来后海。“当然不是北京那个后海，是三亚。”

对于自贸港和政策，任彦博来三亚之前只是“隐约听到一
些消息”。直到待了一整个春节假期，把自贸港横空出世的前
前后后通学一遍，脑海里有了清晰的轮廓。

他触摸到的海南和三亚，不缺好的产品，但外界并不了
解。像椰子油、乳胶床垫这些，都是泰国的产品在抢风头，看
着“心疼”。

随着好的政策不断加码，本岛特产走出去只是时间问
题。这正是他用 3 个月时间尝试直播带货的初衷。“大家都加
把劲，事儿就成了。”

杨文正来三亚后解决了“睡眠问题”，精力旺盛，浑身有使
不完的劲。他步任彦博后尘，也注册了一家科技公司，但觉得
太占用精力，暂时把精力都放在“蓝岛”这边。

他不担心公司闲置，遇到适合的机会，它自然再次启动，
也许会与“蓝岛”形成互联，“+时代”，许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从“人不留人天留人”，到几个月之内选址、开业，韩潇然、
杨文正、任彦博的“三体”组合，充满“魔幻现实风”——三亚
这地方，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让魔幻变成现实，让现实里充满
魔幻。

就连“蓝岛”聘用的咖啡师，也连呼“不可思议”。因为她
来后海 3 个月，从冲浪“小白”进阶成抓浪“高手”，只是转瞬之
间——

这个地方，到底还有多少“隐秘而伟大”的魔法？

坐在“蓝岛”外面，可以吹吹海边飘来的风，看看藤海二巷的安静与沸腾。

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风格点缀着“蓝岛”的每一个角落。这是饮品吧台。

静静矗立的、依偎在一起的冲浪板，等待着“浪人”到来。

■开业时间 2020 年

■店面地点 海棠区藤海社区藤海二巷

■合伙人 韩潇然、任彦博、杨文正

■总投入

■主营项目 户外运动策划与辅导，包括海

上、陆地并拓展空中旅游。

■兼营项目 饮品、轻食，剧本杀等，以及后

续的网络推广。

■目前客流 日均七十人次+

■目前营收 月均 3 万元左右，2021 年 3 月

下旬已经突破 4 万元。

■预计盈亏平衡 2021 年 7 月份

“蓝岛户外”简易创业计划表

根据采访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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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岛”开门迎客之前，韩潇然、杨文正、任彦博三
人写过详细的计划书，这个不止在白纸上随意涂抹那
么简单，是基于认真观察、调查和走访后的判断。

在他们的时间表里，“蓝岛”开业 9 个月要达到盈亏
平衡，之后就是利润，前提是疫情不再大面积扩散。这
是从商业模型的角度计算的数据，考虑到了成本和营
收。

韩潇然说，这也是他们放弃民宿这个创业选项的
主要原因，“回款慢。”

现在看，前几个月平均有 3 万多元的营业额，到了
3 月下旬，这个数字已经超过 4 万元，比计划跑得快。

与阿拉伯数字相比，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后海乃至
三亚、海南的发展势头，至少从人流量上说，春节过后
不降反增，店里日均客流量可以稳定在七八十人次。
租户外运动工具的，要求简单辅导的，喝咖啡的，不断。

喜是喜在心里，该冷静还是要冷静，毕竟想要长时
间扎根，工作仍需按部就班。

三个合伙人有明确的分工——韩潇然线上，杨文
正线下，任彦博抓管理。

至于谁说了算，任彦博说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复杂
点的问题，三个人就坐在一起商议。

有没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韩潇然说，肯定有，但
目前没啥大事，以后估计会遇到类似情况，“谁负责那
一块，谁来做总决定。”

他们的出发点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像韩潇
然在北京的公司，手底下 100 多号人，现在才 7 个。但
管理的事全权交给任彦博，他是专业出身，当然值得信
赖。

杨文正也觉得这种“条块分割”并非生硬，而是更

能明确岗位职责，每个人都有短期的小目标，万涓成水
终究汇流成河，一起努力便是。

当然真正遇到问题，三个人约好都要各自“跳出来
看”，不能只站在个人角度判断。

好比任彦博时常走出“蓝岛”，坐在外面的塑料椅
子上观察藤海二巷，每天都在发生什么，尽管它纤毫如
毛细血管，并不明显。

“之前这条巷子没什么玩的，晚上就关灯。现在你
再看，年轻人来来往往，灯也亮了，不远处的沙滩上也
开了清吧。”他数着种种悄然而至的变化。“春节过去
了，依然有许多人来玩，蜈支洲岛那边几个停车场，
全满。”

韩潇然喜欢从内在因素看问题。“从创业的角度
讲，我不喜欢自己认为的‘非正能量选项’。”之前一
个朋友的娱乐项目找她入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还是喜欢读书、健身类的。之前在北京，工作
节奏快，每个人都紧张忙碌，照顾不好身体和心情，没
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感慨三亚大环境的“舒适”，“所
以要做健康的人和健康的事，才对得起这里的环境。”

任彦博干事创业激情满满，因为有了这个平台，
已经产生了很多合作的机会。“前面有个大楼在装修，
他们要搞海上运动的项目，还计划做一个‘慕尼黑啤
酒文化街’，向欧洲口味看齐，准备跟‘蓝岛’合作共同
推广。”

“据说他们的精酿啤酒要开发 50 多种口味，50 多
种。”任彦博特意加重语气，说这就是三亚和后海潜力
和前景的体现——

“ 其 实 生 意 好 不 好 ，我 们 说 了 都 不 算 ，市 场 说 了
算。”

●三人行

谁说了算？
□ 王鑫 袁燕

总策划/吴钟斌 卢巨波
执行/陈太贤 张雪锋

版式/杨智宏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出品

年轻的“蓝岛”团队，对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就像身后的那面洁白墙面，可以描绘多彩的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