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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慢城 养心天堂
郁郁葱葱，在琼

之中。
这里 ， 高山绿

水 ，雨露温润 ，盛享
“海南绿肺、 绿色宝
库”之美誉。

这里 ， 三江源
头 ，生态优美 ；瓜果
飘香， 资源丰茂；黎
苗风情， 古朴深韵；
人文景观 ， 源远流
长；“田” 字高速，交
融贯通。

这里，拥有美丽
的山水风光 ， 五指
山 、黎母山 、鹦哥岭
海南三大山形成鼎
足之势， 高山雨林、
江河湖泊、温泉飞瀑
……

这里气候宜人，
四季如春 ， 气候温
和 ，夏无酷暑 ，冬无
严 霜 ， 年 均 气 温
22.8℃。

这就是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

琼屯高速公路
即将建成通车，琼中
将向世人展示出一
幅美丽琼中山水画
卷。

山水琼中美如画

琼中是五指山、黎母山和鹦哥岭等
主要山脉主峰所在地，发展森林旅游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琼中旅游业的开发较早， 始于
1988 年，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已建成
年接待能力为 20万人次的酒店宾馆。

近年来，琼中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
契机，提出了必须要紧紧抓牢资源、交
通、文化三大要素，坚定不移地走以生
态资源为依托，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大
力发展民俗文化、森林、红色、探险、养
生康体、乡村休闲等多元旅游业态，努
力打造海南中部旅游目的地。

琼中重点抓好百花岭风景名胜区、
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上安仕阶温泉旅
游度假区、长兴飞水岭热带雨林度假区
开发建设，全力打造生态旅游、森林旅
游。

琼中还将围绕红岭水利枢纽工程、
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谋划周边的旅游
项目开发；争取上安乡温泉度假、五指
山雨林科考度假基地、鹦哥岭旅游区、
海南黎族苗族民俗主题公园等项目顺
利招商落地。

打文化牌，走特色路，是琼中打造
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坚持的方向。 琼中
黎苗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黎族苗族同
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族风情浓郁
迷人。 2012 年琼中荣获“最具民俗特
色旅游县”称号，全年接待旅游过夜人
数 28万人次，同比增长 20%。

“奔格内”
琼中乡村游好去处

看山听水、森林骑行、体验黎苗
文化……来到琼中县什寒村 “奔格
内” 乡村旅景点， 可以体验黎苗风
情，感受乡村的宁静。

“奔格内”是琼中打造的原生态
乡村游的一个品牌，意为“来这里”
的意思。在琼中，“奔格内”这个口头
禅如今已成为村民和游客间的习惯
问候语。

近年来，琼中利用打造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建设为契机，启动了“奔格
内”生态乡村休闲游，依托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设立山区旅游客栈，打开山
门，为进山旅游的背包客、自驾游客
提供便利条件，让游客们体验原生态
农家休闲游，感受黎苗文化的独特魅
力。

目前，琼中 “奔格内” 原生态
乡村游初具品牌。什寒村、番道村、便
文村、加林村等一批旅游村庄跳入了
众多游客的眼球。 与此同时，琼中依
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开通了“营
根———白沙起义纪念园———番道
村———便文村”的红色精品路线，与
乡村生态游相互呼应，初步形成了乡
村生态游与红色游的格局。 目前，琼
中已开通红毛什寒、长征新寨等 3 条
“奔格内”乡村旅游线路。

如今，“奔格内” 正逐步成为琼
中乡村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宝光 黎大辉 秦海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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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乘坡河石臼群。

风景秀美鹦哥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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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八大旅游景区简介

一、百花岭风景名胜区———山山水水，
天上人间

百花岭风景名胜区位于琼中县城西南
面的 7 公里处，景区以山地观光避暑，热带
雨林观光旅游为主题， 主要景点是百花岭
瀑布。 瀑布的源头在海拔 700 米的第二峰
上，它似一道银链悬挂在山间，飞珠溅玉形
成四级瀑布，飘逸而下 300 多米，是海南落
差最大的瀑布之一。 观音庙是百花岭景区
的重要景点， 庙外一棵古榕树树龄已有
800 余年，冠盖如伞，独木成林，生态景观
独具特色。

二、 上安仕阶五指山景区———感五指
山景观，体温泉之乐

五指山是世界现存的三大片热带雨林
之一，山峰最高峰海拔 1867米，素有“海南
屋脊”的美誉。 五指山仕阶旅游区的热带雨
林中有种类繁多的管维植物 3500 余种，乔
灌木 1400 余种， 仅兰花五指山就拥有
1000多个品种，野生动物多种多样。在仕阶
村旁尚有一片清代摩崖石刻群，有清代冯子
材及幕僚所书“手辟南荒”、“百越锁钥”等
十多处摩崖石刻人文景观。 此外，在万泉水
河源头———南流河边有水温为 70℃左右的
温泉，可体验温泉、雨林、民族风情等景观。

三、 红岭水库风景旅游区———体验山
水与自然景观胜景

红岭水库风景旅游区位于琼中中平镇
境内万泉河支流大边河上游的万泉河红岭
水利枢纽工程。 工程由拦河坝、溢洪道、引
水涵洞、坝后和渠首水电站组成，随着工程
的建成， 红岭水库周边怡人景色将成为风
景旅游区， 是现代人品山水与自然景观首
选目的地。

四、 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云蒸雾
绕，观林听水

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最高海拔 1411.7
米，总面积 19.3万亩，是我国原始热带雨林
保护区之一，园内有植物 2000种以上。主要
旅游片区分锦绣谷景区、黎母石景区、吊灯
岭景区、天河景区和鹦哥傲景区，每个片区
都保持着原始森林的原貌。 往黎母山，沿途
可观赏到植物化石桫椤群； 抵达槟榔湖，漫
步湖畔，欣赏宛若世外桃源的自然美景等。

五、 鹦哥岭森林旅游区———感受高山
的原生态仙境

鹦哥岭是海南三大山脉之一“黎母山”
的重要分脉，平均海拔高度 600 米以上，最
高峰鹦哥嘴峰海拔 1811 米，为海南第二高
峰，因形似鹦鹉咀而得名。 登上顶峰可眺望
五指山，尽览气势磅礴的山景。 该区因受地
形影响形成典型的热带雨林山地气候，其平
均气温 23℃，最冷平均气温 18℃。 另外，鹦
哥岭还是海南革命老区———琼崖纵队司令
部旧址所在地，具有许多人文历史景观。

六、 长兴飞水岭热带雨林旅游区———
雨林观瀑，山色怡人

飞水岭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 区域总
占地面积 5.6万亩， 茂密的热带山地雨林，
林中栖息着种类众多的珍稀动物， 被誉为
海南物华天宝之地。 该区内群峰重叠、嶂鳞
次比、巍峨蜿蜒，小溪流水淙淙。 此外，区内
共有大小 38 个自然景观点，是一个天然林
公园和理想的观光探险旅游度假胜地。

七、 红毛———什运红色旅游景区———
红色文化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

该景区位于红毛镇、什运乡境内，有白
沙起义纪念园、 琼崖纵队一大旧址等。 其
中， 白沙起义纪念园是为纪念黎族领袖王
国兴带领农民起义的历史事迹而建的，园
区具有许多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人文景
观，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琼崖纵
队司令部旧址在便文村内， 位于鹦哥岭的
半山腰，青山碧水加上红色革命文化，游客
在缅怀先烈和英雄的同时， 也陶醉于极目
苍翠的自然美景之中。

八、 万泉河上游乘坡河石臼群———鬼
斧神工，造物神奇

万泉河石臼群位于和平镇境内的乘坡
河段， 是大自然历经几十万年磨蚀而成的
作品，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石臼，俯“视”
皆是。 槽状的最长达 10 余米，成为河床上
的一道道小“水沟”，一些野草夹生在石缝
里，颇显生命的韧性；圆形的直径在 20 厘
米至 2 米之间，数量很多，石臼里还有小鱼
小虾在水草间游弋，生机勃勃；筒状的有的
深可蓄水。 有的石臼像一朵盛开的大莲花，
有的像葫芦，有的像芒果，有的像蝌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