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展销暨精品拍卖会即将举行

这个周日到潭门“淘宝”去

下午，在天堂小镇博鳌喝杯“老房
子”的“歌碧欧”咖啡黑，借辆自行车
在博鳌乡村带状公园的美丽田野里享
受骑行的浪漫；

回到小镇在路边买了椰子或是点
上一杯清补凉、 鸡屎藤略做休闲后，就
驱车从博鳌经刚刚建成通车的潭门大
桥，10 分钟后就可以到潭门南海风情
小镇，镇上一家接一家几百家贝类工艺

品店，让人总是担心会挑花了眼；
逛累了，随便找家海鲜店吃顿“爱国海

鲜大餐”，这里的海鲜店经营的都是从南海
捕来的物美价廉的南海海鲜，味道一级棒；

晚上，回到博鳌“海的故事”对着
大海吹吹风，喝杯啤酒。 或者就在酒店
悠闲地泡个温泉， 或是看当地推出的
《博鳌传奇》、《琼花》 等演艺节目，可
以了解当地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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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城市 幸福琼海

千年渔港 南海之门
这个周末去哪儿？当然到千年渔

港潭门南海风情小镇去“淘宝”！

海南岛第一个定期、定址的拍卖

会———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展销

暨拍卖会，在 4 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即

本周日 （4 月 27 日） 又将热闹开拍

了！

拍卖会从 2 月正式启动以来，已

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2 个月，每个月的

最后一个周日到潭门参加旅游工艺

品拍卖，开始渐渐成为市民、游客的

新去处。 这个聚集了近 200 家海洋

旅游工艺品加工企业， 超过 300 家

贝艺工艺品店的中国最大的海洋旅

游工艺品加工区和销售聚集区，开始

成为海南旅游的另一个新卖点、新亮

点。

现在， 每个周末都有不少藏家、

游客专程赶到潭门去“淘宝”，也顺带

着品尝这里的海鲜店近水楼台挑到

的从南海捕来的最好的鱼虾海鲜。当

然， 更可以坐在潭门渔港———听海、

品海，感受这个千年渔港的独特南海

风情……

拍卖师的叫价声、围观者的喝彩声
……从 2月开始，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
日， 千年渔港潭门南海风情小镇总是热
闹非凡。 当天在这里举行的“五彩海玉
幸福传递”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展
销暨精品拍卖会， 吸引着来自岛内外的
游客朋友，人们在现场感受竞拍的激烈、
在展销会上欣赏琳琅满目的精美贝艺
……

从吃渔业饭到吃旅游饭， 潭门南海
风情小镇正以其丰富的南海文化为内
涵，以市场为导向，以旅游为载体，凭借
着全国最大的海洋旅游工艺品加工和销
售聚集地的优势， 加快推动这一特色产
业做精做美。

4 月 27 日，4 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依然是在潭门南海风情小镇，这个定期、
定址举办的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展
销暨精品拍卖会又将开拍———一大批早
早就精挑细选出来的潭门海洋旅游工艺
品，正在等待着各方买家、游客的到来！

周末到潭门“淘宝”
成小镇旅游新卖点

继 2月 23日首次琼海（潭门）旅游
工艺品展销暨精品拍卖会成功举办后，
这一定期、 定址的活动不但吸引了大量
藏家朋友的关注， 更吸引了岛内各大旅
行社的关注。

当 3 月的最后一个周日———3 月
30 日到来时，岛内几大旅行社早早就做
好谋划和准备， 将这场特殊的拍卖会专
门策划进了旅游线路中。 3 月 30 日当
天，几大旅行社组织的团队客、自驾客成
为拍卖会上的一个新亮点， 会场旁的展
销会上销售的各类贝艺工艺品、 潭门海
干产品更是受到游客热捧。

“我们专门组织了近 40人的自驾团
到琼海过周末，这个自驾团原本是计划到
五指山参加‘三月三’活动的，听说潭门
有工艺品拍卖会， 就临时改变线路过来

了。 ”海南康泰国旅中国公民旅游中心总
经理何鹏说， 今后每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都会专门组织游客到潭门参加拍卖会，同
时会结合潭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包装
更为丰富和个性的旅游产品，让游客可以
更好地感受和体验潭门的南海风情。

“现在来潭门买工艺品的游客特别
多，到了节假日，我们这里都坐满了人，
有时甚至要排长队了。”在潭门开海鲜店
的符老板， 每天笑呵呵地看着那些逛累
了、 买累了的岛内外游客又赶到自己的
店里品尝一顿精美的潭门海鲜大餐。

渔民、游客、艺术家
千年渔港乐融融

4 月 8 日是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
年会开幕的日子，当天上午，与会场相距
不过半小时车程的潭门渔港似乎比过年
还要热闹：渔民乐队欢快的八音迎宾曲、
港口旁展销的品类丰富的海干产品、精

美的海贝旅游工艺品， 来自岛内外的游
客、艺术家们的笑声、欢呼声，以及正准
备出港的渔船上响起的鞭炮声， 让这个
渔港显得喜庆而又热闹。

“我非常喜爱潭门，这一年更是以
一种特别的方式参与到了潭门的建设中
来。 ”从天津美术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休
的雕刻家刘建强三年前偶然来到潭门
后，就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过去的
贝艺比较粗糙，需要艺术提升，我希望能
够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优势。 ”现在，担任
天津玉石雕刻协会副主席的刘建强，在
潭门开始了自己的另一段雕刻人生。

现在， 刘建强正谋划着在潭门建一
个艺术家家园。 4月 8日，他和来自天津
美术学院的另外 11 名艺术家在潭门渔
港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秀———刘
建强为端坐一旁的渔民阿公现场雕像，
引得渔民、游客纷纷围拢拍照，并议论着
“模特”和刘建强手中的作品；有的艺术
家在画布上描绘渔港风情， 不时驶过的

准备出海的渔船响起的鞭炮声丝毫不影
响他们手中的画作； 还有的艺术家现场
挥墨，写下对潭门的热爱……

定期定址拍卖会
潭门贝艺美名扬

作为海南渔业重镇， 潭门过去一直
以海洋捕捞和渔品出售为主业。 随着去
年潭门南海风情小镇改造完成， 过去单
纯依靠渔业生产的潭门人， 开始吃上旅
游饭，渔民纷纷开起工艺品加工厂、销售
店，一年前仅有 60多家加工厂的潭门海
洋经济产业园， 现在聚集加工企业近
200家，沿街工艺品铺面由 30 余家发展
到 300 余家， 海洋旅游工艺品加工、销
售现在成为潭门除了海鲜餐饮业之外的
又一特色产业， 在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
的同时，也让潭门海玉名扬四海。

“作为千年渔港，其实潭门早就名
声在外了。但真正来到这里，才发现这是

一个处处充满南海风情的旅游小镇。 ”
不少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年会报
道的岛内外媒体朋友和参会嘉宾也被吸
引到潭门小镇来，这里的渔业风情、贝艺
产业等令他们印象深刻。

“我们希望通过拍卖会、艺术展等
不同的方式，不断挖掘、丰富和提升潭门
的本土文化， 将这个千年渔港的独特魅
力展现给更多的岛内外游客朋友们。 ”
潭门镇镇委书记庞飞希望， 能够吸引更
多的游客到潭门来， 亲身感受和体验这
里独特的文化和魅力。

“希望通过定期、定址的拍卖会，将
潭门旅游工艺品的名声打出去， 我们也
会继续提升工艺品加工的技术含量和艺
术品位！ ”第一次拍卖会的“标王”———
《锦绣前程》 的原主人符永贵过去只做
贝壳手链、贝壳珠子一类生意，现在专门
聘请雕刻师雕刻精品贝艺工艺品， 希望
将贝艺做成精美高端艺术品， 吸引更多
藏家和买家到潭门！

现在岛上最流行的
“博鳌 + 潭门”的慢调生活：

专题 聚焦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展销暨精品拍卖会

本版撰稿 杨亦

定期：每月最后一个周日 定址：潭门小镇 主办：琼海市潭门镇政府 琼海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4 月举办时间：4 月 27 日上午 8 时 30 分—下午 17 时 举办地点：潭门渔民广场、潭门墟富港街

第一天：海口 / 三亚出发，前往田
园城市琼海。 在万泉河边的“老嘉积”
喝杯当地最有特色的 “歌碧欧” 咖啡
黑。 沿嘉博路驱车前往博鳌的途中，参
观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 这里可骑行、
可悠闲，也可以就在“龙寿传奇”吃顿
当地特色餐； 下午在博鳌天堂小镇闲
逛， 可以到乡村公路骑行。 累了就到
“老房子”喝杯“歌碧欧”咖啡黑，或是
路边喝个椰子水，感受博鳌风情小镇的
悠闲慢生活。 晚上到美雅村的“阿叔农
家乐”吃顿农家饭，晚饭后可以到博鳌

滨海酒吧公园迎着海风泡泡吧，或是去
看场当地推出的演艺节目《博鳌传奇》
或是《琼花》；

第二天：经过刚刚建成的潭门大桥
前往潭门， 参观海贝工艺品一条街，选
购各种来自海洋的礼物，并参加每月一
次的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展销暨精
品拍卖会，午餐可以在“赶海人家”渔
家乐品尝生猛海鲜；下午漫步在潭门渔
港码头，到海边吹吹南海的风，在鱼市
上挑选新鲜的海鲜带回家，感受南海风
情小镇的独特魅力。

“博鳌 + 潭门”
周末休闲两日游线路推荐：

活动内容：工艺品展示、竞拍、销
售；模特现场走秀活动

活动时间 ：4 月 27 日上午 8 时
30 分—下午 17 时。

活动地点：
1、 工艺品竞拍、T 台走秀地点：

潭门渔民广场
2、工艺品展销地点：潭门墟富港街

工艺品竞拍：5 件有底价拍卖、5
件无底价拍卖

优惠展销： 至少 10 家工艺品店
铺参加旅游工艺品周末打折销售活
动

现场抽奖：现场抽奖产生 5 名幸
运群众给予相应奖励

4月琼海（潭门）旅游工艺品展销
暨精品拍卖会：

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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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门中心渔港。 水木 摄 潭门南海风情小镇吸引媒体采访。 水木 摄渔民组成的乐队欢迎八方来客。 杨亦 摄

潭门渔港。 水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