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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景点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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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之乡 福地澄迈
澄迈县位于海南岛西北部，全县总人口

56.75 万，陆地面积 2072 平方公里，海域面
积 1100 平方公里。 澄迈毗邻省会海口市，
海榆中西线国道、环岛高速公路、粤海铁路
纵横穿越境内，交通条件十分便利，是海南
西部旅游走廊中的第一站。

澄迈历史底蕴深厚，古称苣中县，是海
南西汉三大古邑（即玳瑁、紫贝、苣中）之
一， 漫长岁月给澄迈遗留下丰富人文遗迹，

如神秘的美榔双塔、苏东坡登岛第一站通潮
阁、有小丽江之称的罗驿古村以及遍布乡间
的火山石特色古村落等等。

千百年前爆发的火山岩灰使得澄迈变
成一片富饶的红土地，这片红土壤孕育出如
加笼坪热带季雨林、 济公山等秀美风光，还
有富含硒元素的福山咖啡、桥头地瓜、福橙
等健康产品。如今，金江娱乐之都、盈滨半岛
旅游度假区、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台湾风

情小镇、欧洲文化风情小镇、地中海风情小
镇、九乐宫温泉度假山庄等休闲娱乐也正在
建设当中。 同时，澄迈着手开始进行火山岩
古村落群修复保护，将文化建设、文物保护
与美丽乡村紧密结合起来，率先启动申请世
界文化遗产工作。

澄迈是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中国
绿色名县。 乘着国际旅游岛发展东风的澄
迈，先后获得“世界长寿之乡”、“中国绿色

名县”、“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县”、“亚洲金
旅奖·十大文化特色旅游名县”、“亚洲金旅
奖·大中华区最美人文休闲旅游名县”、“广
东人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中国咖啡第
一镇”等五十多项殊荣。

近年来，澄迈按照“一都二中心三区四
镇”的产业发展战略，依托历史文化、生态
文化、咖啡文化等资源，大力发展休闲低碳
旅游产业， 谋划建设了独具特色的福山咖

啡文化、台湾风情、地中海风情、欧洲风情
等四个风情小镇。 同时以周边的火山岩古
村落、渔家风情、休闲农业观光等揉入到乡
村休闲游中，打造了福山至桥头、永发至美
亭、老城至白莲三条“美丽乡村”带，吸引
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2013 年全县旅游年
接 待 人 数 242.87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31.93%； 旅游收入 10.92 亿元， 同比增长
33.7%。 （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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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

位于福山镇环岛高速公路南侧，距离
海口 45 公里，是国家 3A 旅游景区，海南
旅游刷卡无障碍优秀示范景区。区内集中
了休闲度假区的自然景观和农业旅游的
精华，初步显现了度假区的主体风貌和功
能。 有福山水库可供游客垂钓，区内采用
古朴地中海式与浓郁的咖啡风情相结合
的风情小镇，是游客歇息、品尝咖啡的好
去处。

地中海风情小镇

在老城开发区太阳湾旅游景区跨海大
桥、 东环铁路及西线高速公路的交接处，充
分利用开阔的红树林区域、 原生态湿地滩
涂景观、 恬美的内海湾， 规划建设国际标
准、世界一流的热带滨海旅游度假住宅区。
小镇有红树林湿地生态公园、 国际标准高
尔夫球场、 国际游艇会、 红树林生态度假
屋、高尔夫景观度假屋、五星级度假酒店以
及商业配套等。

欧洲风情小镇

地处澄迈县大丰镇金马大道旁，以打造
原味欧洲庄园生活为出发点，不以建筑本身
而存在，从建筑升华到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
精神生活。 小镇拥有安徒生童话乐园、白鹭
公园、凡尔纳科幻探险主题公园；五个以欧
洲主要建筑风格的度假小镇：西班牙、意大
利、英国、法国和德国 5 个小镇。 每个小镇
建设反映该国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的文化
旅游度假一条街， 并与该国公司合作经营，
体现出浓郁的欧洲文化特色，让游客到了海
南，就如到了欧洲。

台湾风情小镇

毗邻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紧邻西环高
铁、 西线高速。 小镇包括两岸发展交流会议中
心、两岸文化会展中心、阿里山假日酒店、台湾风
情美食街、阿里山原住民风情园、妈祖文化风情
园等主要景区，是一座集两岸高层会议、会展、
文化、演艺、旅游、休闲、颐养为一体的多功能
大型台湾风情为主题的旅游小镇。 （孙慧）

美榔姐妹塔

美榔姐妹塔位于美亭美榔村， 始建于
宋朝，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被国家列为一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塔分姐妹两塔，姐
塔为六角七层、高 13.6 米，妹塔四角七层、
高 12.55米，塔身造型美观、匠工精巧，地宫
及塔身座位都有历代大观通宝、开元通宝、
铜钱等几种 1000� 多枚及宋代瓷器制品。
塔的身后有仙寿庵遗迹， 四周遗有石碑石
板，周围林木苍翠，景致幽雅。

永庆寺

永庆寺始建于宋代，后经历代扩建，成
为当时澄迈县规模最大的寺院， 是当地民
众膜拜、祈祷活动的禅林圣地，一年四季香
火萦绕，据清代《澄迈县志》 记载：“永庆
寺在老城以东二里”，位置大致在今老城南
泰鳄鱼湖动物园东北面。 当年的永庆寺周
围树林茂盛，是一个景色秀丽、环境优雅的
游览胜地。 苏东坡于宋绍圣四年（1097�
年） 六月游览永庆寺后， 被寺院的美景打
动，作“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的诗句。

如今修复的永庆寺，被评为国家 3A级
景区，坐落在盈滨半岛西北边，北临琼州海
峡，是理想的佛教参禅密修的圣洁场所。

加笼坪热带季雨林旅游区

加笼坪热带季雨林旅游区位于澄迈西
南端，总面积 32800 亩，距县城金江镇 50
公里。 该区为原始热带雨林区，林海莽莽，

还有山间瀑布，林间小溪，奇峰怪石，山顶
天塘，加之鸟鸣兽跃，落英缤纷，构成一幅
完美的生态图。

济公山旅游度假区

该区位于文儒镇南面济公岭， 又名蛟
蛟岭，有一天然巨石，由表面石纹天然缀画
出济公脸部全貌，形象逼真，活像济公。 石
像高 2.5�米，宽 1.米。 周围有孙悟空石、蛤
石、龟石、蛇石、牛石、石床、石椅等 20 多个
天然石像，千姿百态。 登山眺望，周转百里，
林海绿洲，景色壮观，令人留连忘返。

九乐宫温泉度假山庄

九乐宫温泉度假山庄位于澄迈县西南
部西达农场境内，九乐山北侧。 该温泉日喷
水量 5460 立方米， 水温 57.1�度， 含氟量
高，有良好的医疗保健功效，被当地群众誉
为“洁身龙水”。 九乐宫温泉度假山庄以温
泉热带风光为特点， 以旅游度假、 康复保
健、疗养为核心，由公共服务中心、旅游度
假区、综合旅游区、热带果园区、景观保育
区五大部分组成。 是理想的健身、休闲、旅
游度假胜地。

南轩石照壁

南轩石照壁在永发镇东兴村委会南轩
村，系崇祯九年（1636� ）江南卢州府通判
王炳儒（南轩村人）故居中庭照壁。 照壁由
56�块石砌成，高 270� 厘米、宽 440� 厘米、
厚 30�厘米；壁里外四周塑花纹图案，雕双

鹿衔灵芝草；里外各阴刻“紫气东来”、“福
星高照”在其上端正中；中央篆刻“寿”字。
房屋俱剩断壁残墙， 唯照壁及中庭地板尚
存完好。

金山寺文化公园

金山寺位于澄迈县城金江镇尖岭的东
南面，背山面水，风景别致，是海南大型的
佛教寺院之一。 该寺院始建于明朝洪武年
间， 解放前夕毁于兵乱，1993�年重建该寺
院为仿古建筑物，建筑在岭腰层层殿宇，建
有钟楼、灵龟池、鼓楼、功德牌、各类佛像等
整个寺院有金像 42�尊， 雕刻工艺精美，万
佛长寿药师塔高 89 米，地上 13 层、地下室
2层，令游人香客饱尝眼福、留连忘返。

美合革命根据地

美合革命根据地地处澄迈、儋州、屯昌
三市县交界。 1940 年 1 月，中共琼崖特委
和琼崖纵队总部机关西迁美合地区， 建立
革命根据地，领导全琼抗日救国斗争运动。
当时创办琼崖抗日公学，由冯白驹任校长，
史丹任副校长，全琼 1000 多名爱国青年纷
纷云集。

桥头富硒地瓜基地

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种植的桥头地瓜
是澄迈著名农产品，检测出含有硒元素，吃
了会防癌、抗癌、长寿、美容的作用，因此，
桥头地瓜也被称为“富硒地瓜”，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喜爱。 （孙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