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海

大自然的恩赐——港北小海

港北小海是中国最大的澙湖内海，面
积近50平方公里。港北小海接纳多条江
河淡水，淡水从江河进入小海，再从小海出
口流出到大海。港北小海每天定时涨落
潮，涨潮时，大量的大海水冲进小海，退潮
时，又有大量的入小海淡水随小海水退出
小海，进进出出的大海咸水与江河淡水，使
港北小海的海水很特别，海水的咸度很适
中，比大海水淡，比江河淡水咸，介于大海
咸水与江河淡水之间。因此，港北小海海
产丰富，被誉为“鱼米之乡”，海南四大名菜
中的和乐蟹、“万宁四珍”中的港北对虾、后
安鲻鱼均盛产于此。这里还是著名的龙舟
风情小镇，每年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
这里是中华龙舟大赛的第一站，也是唯一
的海上赛场，每年端午节，渔民们还自发地
组织民间龙舟比赛。每逢赛事盛况，海面
波光粼粼，百舸竞渡，锣鼓喧天，每当夕阳
西下，渔歌唱晚，令人陶醉。

另一种生活方式——日月湾

日月湾地处热带亚热带交界处，属
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阳光充足，气候
宜人，雨量丰富。这使得它水质清澈，水
温适宜，年平均温度在24——28℃的海
水，让冲浪者即使在冬天也可以穿着裤
衩尽情追浪；加上年平均1米—2米的浪
高，绵长且有力，海浪起浪频率多，日月
湾是一处天赐的冲浪胜地。

近年来，日月湾已经受到全世界
冲浪爱好者的关注，世界顶级冲浪赛
事连续在此举行，如今的日月湾，已
经是世界冲浪界的聚焦点，并被写入
了世界冲浪胜地地理图片。在万宁
日月湾，黄头发蓝眼睛、黑头发黄皮
肤，英文、普通话和海南话，奇妙而又
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为日月湾、
为冲浪而停留的人们说，他们爱的是
简单自由和纯粹——一块板，一个
人，一种生活。

观山

海南第一山——东山岭

东山岭海拔 184 米，因三峰并峙，
形似笔架，历史上又叫笔架山。在东
山岭“一线天”附近有一块百余吨巨石
耸立，据说在三级海风吹拂下，它就会
微微晃动，却有惊无险，这就是电视剧
《红楼梦》片头的那块“飞来石”。山上
怪石嶙峋，石景遍布。途中，随处可见
东山岭上的摩崖石刻群，数百块巨石
上刻有长短不一的诗词、题句，隶、楷、
行、草等多种字体琳琅满目。其石刻
之多，书艺之高，历史之久，称得上一
部书法大全。明代，万州牧曾光祖题
写了“海南第一山”几个大字，由工匠
镌刻在东山岭上，至此这一名号便成
为东山岭旅游区的代名词。

东山岭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是海南
佛教文化的起源地，南传佛教中心，被赋
予“东山更起，青云直上，海阔天空”的文
化意境。据传，东山岭和著名高僧大德鉴
真法师有着密切联系。相传唐代天宝七
年（公元748年），鉴真法师第五次东渡日
本未果，漂流至海南，于是率弟子专程来
东山岭讲经弘法，佛音绕梁，三日不绝，随
后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岭上自唐宋时
代已建有庙寺，多处古迹和庙宇均为省重
点保护文物，其中潮音寺尤为海外侨胞重
视，东灵寺也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香
火鼎盛。东灵寺东侧，在古木葱茏、野藤
盘挂的幽谷中，有一传说来自南海龙宫的
天然泉眼，涓涓细流终年流淌，滂沱大雨
不淹溢，久旱岁月不枯竭。

2014年旅游接待和收入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万宁：打造海南旅游城市第三极
海湾、岛屿、半岛、

山川、异石、内海、河
流、森林……被上天宠
爱的万宁，依托奇特多
样的自然景光，打造出
独具特色的景点景观，
并不断更新旅游产品，
加大营销推介力度，完
善公共基础配套，实现
旅游曲线提拉上扬。

而目前，在打造”
滨海花园城市，清新度
假胜地”的目标下，万
宁正大步向前。“我们
不能甘心只做游客数
量第三，要做海口、三
亚之外的海南旅游城
市第三极，也就是实现
万宁从旅游驿站向旅
游目的地转变。”万宁
市委书记张美文表示。

旅游开发多点开花
引发市场热潮

近年来，海南旅游从传统的观光逐
渐向度假式旅游转变，万宁积极改变思
路，不断推出旅游新产品，使全市的旅游
产品体系更加完善。

拥有一百多公里海岸线，海上旅游
成为万宁旅游的一大亮点。每年冬天来
临，日月湾就会迎来冲浪的最佳季节，各
类冲浪赛事、冲浪培训、冲浪摄影等活动
将为游客带来更多激情与乐趣。而在港
北，万宁市已经连续5年举办国际海钓
精英邀请赛，这一赛事也成为国内海钓
界的知名品牌。即便在非比赛期间，仍
有数量可观的海钓爱好者前来，这也使
当地海鲜排档大受欢迎。

而奥特莱斯的推出，对万宁旅游意
义重大。其以“品牌+折扣”的零售业态
为核心，集免税店、特色演艺、餐饮、休闲
娱乐为一体。今年五一假日3天，奥特
莱斯共接待了2.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1.5%，销售额1190万元。“通过商业
与旅游业紧密联手，奥特莱斯给万宁游
客带来了购物旅游的新体验，创造了休

闲度假消费的新模式。”万宁市委常委王
如龙表示，以奥特莱斯为代表的购物游
有力地助推了万宁旅游转型升级。

2014年也是万宁乡村旅游崛起之
年，多个新老旅游村庄迎来大批客人，全
市历史上首次形成乡村旅游线路。按照
打造乡村旅游“百花园”工程，通过升级
改造，打造出花园、竹园、咖啡园、椰子
园、菠萝蜜园等100个特色观光园吸引
游客，同时完善农家乐、住宿、绿道等其
他配套。一村一生活一风情，目前，文通
村、永范村、竹埇村、大园村、中国第一家
有机咖啡园隆苑咖啡园、神州旺达果园
等乡村旅游点已经成为乡村游典范，其
中隆苑咖啡园、文通黎家驿站、竹埇休闲
竹海、永范花海等深受游客欢迎。

旅游营销转向产品营销
借助互联网推介

随着散客时代的来临，万宁旅游界
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已经将以往的形象
营销转向产品营销，并借助互联网推介
旅游。

万宁在2014年夏季旅游营销中，主
要针对省内外散客市场，尤其是家庭、情

侣和学生等客源市场，策划自驾游、自助
游、科普游、拓展游和其他体验性旅游，
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散客游万宁。

为吸引更多散客，万宁推出旅游优
惠产品及优惠套餐甚至一系列免费旅游
产品，如在特定时段免费游览我市旅游
景区、参与免费房的抽奖等，并发放200
万元的旅游优惠券，可在指定旅游企业
消费。同时，开展一系列主题营销活动，
推出“绿道骑行”、“致青春·游万宁”等18
个主题旅游活动，围绕侨乡、咖啡、美食、
长寿、旅游新业态和乡村旅游等主题宣
传万宁旅游，并积极利用网络、新媒体
等，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每天推送万宁旅
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等信息，反响良好，目
前万宁率先在全省推出的“智游万宁”和

“万宁旅游发布厅”微信平台，关注粉丝
已超过10万人。此外，积极开展“请进
来”体验和“走出去”推介活动，到37个主
要客源地城市开展旅游营销活动，请进
30批媒体和旅行商到万宁进行旅游体
验。

今年五一期间，万宁旅游交上一份
亮眼的成绩单：游客结构发生喜人变化，
散客1.77万人，同比增长118.5%，团散
比为6.6：3.4；一日游游客 2.71万人，同

比增长191.4%，一日游收入1178.85万
元，同比增长201.8%；艾美酒店、中奥戴
斯酒店等最多时入住率高达97%，入住
的散客比例高达80%以上。

瞄准大三亚旅游圈
完善配套服务

6月4日，万宁旅游三亚集散服务中
心营销联盟在兴隆成立，万宁、海口、三
亚共35家旅游企业加入，各联盟成员将
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手合作、共
同发展”的宗旨，吸引三亚散客到万宁旅
游，促进万宁旅游转型升级。这35家联
盟成员包括5家旅游景点、13家酒店、5
家户外运动公司、4家乡村旅游景点、3
家影楼、2家旅游小商品企业等。万宁
旅游三亚集散服务中心营销联盟实行抱
团营销和退出机制，如果联盟成员表现
不佳，会受到警告、退出等处分。而此前
的5月19日，万宁旅游三亚集散服务中
心正式揭牌启用，该服务中心将借助“大
三亚旅游圈”平台吸引更多三亚散客到
万宁旅游、休闲度假、购房置业，为推进
万宁旅游业发展。“进一步开发三亚散客
市场，优化万宁游客结构，促进万宁旅游

企业转型升级。”万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周高明说。

他还表示，发展旅游首先要练好内
功。在日月湾、神州半岛等地，周高明在
检查旅游市场情况时，对存在的管理无
序、违规经营、垃圾遍地和安全意识淡薄
等突出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并约谈了
相关责任人，要求涉及的有关单位和部
门要立即进行整改，力争为游客们提供
一个安全、舒适、清洁的周边环境。

打铁还须自身硬。近两年，万宁还
花大力气进行基础建设，牢牢构筑服务
游客的便利环境。

在奥特莱斯门口广场，每天都聚集
了大量来自三亚、兴隆等地的班车。其
能成功吸引海口、三亚等地的深度旅游
消费群体，旅游公交建设力度的加强，功
不可没。据了解，万宁除完善奥特莱斯
公交外，还先后开通了万城—东山岭、万
城—兴隆—石梅湾、万城—奥特莱斯、兴
隆—奥特莱斯—神州半岛等4条旅游公
交线路，彻底盘活重要景区交通要道；在
兴隆一带，也开通了大兴隆旅游区旅游
公交，把兴隆所有景区、酒店串联起来，
方便住店游客出行，弥补了这一万宁旅
游重点区域的长期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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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那么美 我想去看看
要 登 山 祈

福，这里有海南
第一山东山岭等
你去朝拜；要踏
海冲浪捡贝壳 ，
这里有日月湾任
你 吹 海 风 晒 太
阳；想去体验黎
苗风情，与世界
相连的文通村期
待你到来；想走
进丛林观赏奇异
花朵，热带花园
会 惊 艳 你 的 双
眸。

万 宁 那 么
美，来一场别样
的旅行吧，去看
那 些 被 遗 忘 的
美，一路高歌，一
路美景，或许你
会深深爱上这片
土地。

赏花

兴隆热带花园

兴隆热带花园由兴隆本地老归侨
郑文泰老先生创建，是一处融自然、人
文、园艺、园林与环境生态为一体的热
带雨林生态环境保护区，被我国政府
确认为四个环境教育基地之一和物种
基因库，被联合国旅游组织称为“世界
自然生态保持最完美的植物园”。这
里有着各种珍稀的热带植物，生态环
境的平衡给人们一种难以言喻的内心
静谧之感。如今，兴隆热带花园又打
造出一场“兰花盛宴”，目之所及，繁花
盛开，美不胜收，兰花的铁粉儿们绝对
不可错过！

一朵朵黄色的文心兰闪烁在树枝
上，紫色的羚羊角兰开成螺旋形态，各种
色调、各种名称的兰花一团团、一簇簇，
盛开在路旁，招展在石盆里，扎根在花丛
中，让碧泱泱的春色染上了兰花幽香。
目前整个兰花种植区面积已近千亩，共
有1000多个品种，既有保存物种的功
能，又为园区增添了亮色。园区特别邀
请来自台湾等地的景观艺术师布展，兰
花艺术展展区面积已达200亩，形成新
的旅游观赏点。

三角梅主题公园

在海南，无论是在景区还是街区，看
到最多的装饰用花应该是海南省的省花
——三角梅。而在万宁三角梅主题公
园，你可以看到最美的三角梅。2014年
5月开始建设的万宁三角梅主题公园位
于兴隆热带花园入口处及主干道南北两
侧，总占地面积1500亩，将建成以200多
种三角梅为主体的公园，目前建设面积
达600余亩，拥有三角梅40多种，其中不
乏重瓣、橙色花、渐变色花等特色品种。
在蓝天下、白云间、微风中，花蕾似一团
团火焰、一暮暮红日、一片片晚霞，傲立
枝头，贴满叶面，爬满树冠，形成了繁花
似锦的红色海洋。

品村

特色村寨——文通村

平整清幽的乡间小道，碧波倒影的
湿地池塘，婆娑挺拔的椰树槟榔，映衬着
一幢幢画着甘工鸟图案的红墙白瓦的黎
族特色小别墅……在万宁市长丰镇文通
村，你会不经意发现屋檐上装饰着的甘
工鸟图案、电线杆上印着黎族姑娘等图
案、路灯上用黎族大力神图腾做了装饰，
甚至就连垃圾桶上都有装饰图案，整个
村子散发出浓浓的黎族风情。沿着干净
整洁的村道，黄蝉、小叶龙船、垂榕、菠萝
蜜等各色花木郁郁葱葱，展示着旺盛的
生命力。树底还竖着二维码标牌，只要
用手机轻轻一扫，立马出现图文并茂的
植物简介。在这你不用担心耗费流量，
文通村全村覆盖WIFI，昔日闭塞的村寨
如今可以联通世界。同时，入选了“中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文通村还积极探
索旅游发展道路，与公司参股合作，在槟
榔林里建造供游客住宿的小木屋，让游
人们好好体验别具特色的乡村慢生活。

竹林深处有人家——竹埇村

这个以“竹”字命名的村子当真是处
处都是竹影。竹埇村在万宁北大镇中兴
村委会，是座落在六连岭西南侧的一个
革命老区村庄，这里以盛产竹子著称，竹
元素在村民生活中随处可见：食竹笋、枕
竹席、坐竹凳、围竹篱笆。今年以来，在
往年打造文明生态村和美丽乡村的基础
上，这里别出心裁地打造起了“休闲竹
园”，包括浩大的观竹园、别致的竹趣屋、
竹林咖啡座等。漫步在竹埇村里的村道
幽径，但见绿荫下新房相交辉映，房前屋
后，竹木齐整，路径干净，清风凉爽令人
赞叹，乡村景色一派生机盎然，如置身一
处桃花源休闲景观之中，心往神驰。再
往村子深处走，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映
入眼帘，围绕着稻田有一条木质的栈道，
路边的花儿在脚下开放，走在其中仿佛
游人如画，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绝美风光。

万宁永范花海。 水木 摄

在万宁兴隆热带植物园欣赏
丰富多彩的热带植物。 水木 摄

万宁三角梅主题公园。 水木 摄

（本版撰文/晁悠）

万宁东山岭。 水木 摄

游万宁吃什么？

东山岭水上餐厅：
东山全羊宴、鹧鸪茶、东山烙饼
地址：东山岭文化旅游区半山腰 电话：0898-

62223373

港北老渔民海鲜坊：
和乐蟹、港北对虾、小海鱼汤
地址：和乐港北龙舟小镇滨海东路 电话：

0898-62345333

新中酒家：本地特色菜

地址：万城镇人民公园对面 电话：0898-
62182308

福满楼酒家：后安海鸭、本地菜

地址：万城镇万州大道 电话：0898-62184777

金南苑宾馆西餐厅：万宁地方特色小吃

地址：万城镇人民中街 电话：0898-36209888

吴记后安粉汤：后安粉汤

地址：万城镇环市一西路 电话：13322050917

文通村水上餐厅：
黎家酒糟鱼、椰汁扣羊、糯米粑
地址：长丰镇文通村 电话：0898-62245111

兴隆瓦西里：东南亚小吃、咖啡

地址：兴隆旅游区兴生路家和园一栋101号
电话：0898-62252151

槟榔园生态农庄：本地农家菜

地址：兴隆旅游区223国道往兴隆热带植物园
方向 电话：0898-62569688

伊萨娜印尼餐厅：东南亚特色美食

地址：兴隆旅游区工业大道冠煌酒店隔壁
电话：0898-62563458

骑行万宁怎么玩？

兴隆国家绿道

骑行路线：万城镇——长丰镇——石龟水库
——礼纪镇——奥特莱斯——兴隆热带花园——
兴隆国家绿道（目的地）【原路返回】

骑行看点：本线全长75公里。沿途经过万宁
最大的水库——石龟水库，这里滋养着万宁市的
人口。在兴隆国家绿道这片原生态森林，是万宁
最美的自行车绿道。置身在这大氧吧中，释放你
的肺部，彻底享受大自然最原始的恩泽。旅途劳
累了还可以在泰国村驿站来杯正宗的兴隆咖啡，
不亦快哉。

神州半岛

骑行路线：万城镇——长丰镇——石龟水库
——礼纪镇——莲花——石梅——南燕湾——神
州半岛（目的地）——东澳——分洪——水边——
万城镇

骑行看点：路线全长75公里，景点众多，景致美
观。漫步在椰林环绕的海滩，吹着习习而来的海
风，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你也可以面朝大海发
呆，旅途的疲劳就这样缓解了。

小海

骑行路线：万城镇——北师大附中——新村路
口——小海（目的地）春园湾——乌场——北坡
——红光村——万城镇

骑行看点：路线全长35公里，小海海堤路较长，
可看到淳朴的鱼耕风情，领略河海交界风光。

制表/杨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