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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22号台风“彩虹”擦过，三亚、陵水等地旅游景区已恢复向游客开放。
10月4日，三亚大东海景区游客如潮。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清 摄三亚游人如潮

本报三亚10月4日电（记者黄
媛艳）散客时代，三亚旅游哪种业态
最火？今天，记者从携程网获悉，今
年国庆黄金周三亚“一日游”订购消
费同比增长30%，日均揽客1100余
名，三亚周边游、“一日游”、定制游等
旅游产品备受中外游客热捧。

随着个性化、多样化旅游需求不
断攀升，三亚旅游积极应对市场需求。
目前，三亚的“一日游”产品在开发“南
山+天涯海角一日游”“蜈支洲岛+南田

温泉一日游”等“一日游”产品的基础
上，积极开发特色玩海之旅、低空飞行
体验之旅、夜游之旅等特色产品。

同时，依托“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三亚涉旅企业开通万宁、陵水等
地的“一日游”产品，引导游客体验三
亚旅游蓝绿互动的旅游特色。

在积极研发“一日游”产品的基
础上，三亚将周边景区和市县酒店作
为驿站，让游客在周边市县住上一
晚，白天感受琼南旅游人文自然之

美，夜晚体验周边市县的美食、温泉
等特色资源，全方位感受大美琼南的
度假魅力。

针对游客更为精细、个性、多样
的消费需求，三亚在整合自身资源特
色的基础上，根据游客对车辆、景区、
酒店等不同旅游产品的消费需求，将
其有效整合打包，开发出系列自由、随
意的“半自助一日游”“一人成团”“随
时发团”等特色定制产品，全方位满足
不同消费层次游客个性化消费需求。

三亚开发特色产品、推出蓝绿互动旅游

个性化多样化旅游产品受热捧

本报保城10月4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曾小穆）国庆黄金周第
四天，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共
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景区推出的智
慧旅游更是让游客惊喜不断，纷纷点
赞呀诺达景区的智慧旅游。

只要走进呀诺达，游客立刻就能

通过覆盖全景区的WIFI享受网上冲
浪的乐趣，而自助购取票机和新一
代智慧化门径系统则让每位游客告
别排队买票、久候上车的苦恼；在进
入雨林之前，每位游客都能免费享
受景区发放的多功能语音导览器服
务，在全自动导览过程中，游客可根

据提示和景区最新更换的定向导航
标识系统、植物“身份证”二维码等
信息轻松完成自助雨林游览，大大
减免了游客在雨林中不识路、不清
楚雨林特色植物的困扰，真正让游
客体验到“自助”畅游热带雨林的奇
妙过程。

WIFI冲浪、自助完成雨林游览

游客畅享呀诺达智慧旅游

本报营根10月4日电（记者王
培琳 特约记者黎大辉）鸟鸣花香，淡
淡的青草香在空气中缱绻，萤火虫忽
闪着飞过，这是多少人童年的记忆。
如今，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鸭坡村，俏皮的萤火虫带着游客们重
温儿时乡村梦。

虽然今年22号台风“彩虹”为我

省带来了不少降水，但这并没有影响
游客们的兴致。国庆假期几天来，鸭
坡作为琼中乡村游的第一站，备受游
客青睐。

原生态卤水豆腐、红油鱼头、麻
辣萝卜干……鸭坡云厨房的美食让
来自海口的游客黄雪军和朋友们大
呼过瘾，这里的每一道菜都取材于乡

村原材料，给人以绿色健康的美食体
验。当晚，黄雪军一行16人露营鸭
坡，他们兴致勃勃地漫步于乡间林
地，听着鸟鸣蝉叫，伴随着萤火虫的
亮光入眠。

“饭菜美味无比，露营更是能呼
吸到最原生态的新鲜空气，鸭坡确实
让人难忘。”黄雪军笑道。

看萤火虫、品乡村美食

琼中鸭坡乡村游受游人青睐

2015国庆黄金周
邂逅海南小镇风情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黄良策

绿道穿梭尽情呼吸，花园深处暗
香浮动，万宁兴隆的绿海花田总能给
人惊喜；街角咖啡品尝市井情怀，印
尼餐厅重温东南亚味道，侨乡兴隆有
讲不完的故事；巧克力 DIY 出创意，
折扣店里卡通迎客，兴隆的现代时尚
不可错过。

一进入兴隆热带植物园，来自重庆
的李美林一家就被风格独特的东南亚
舞蹈所吸引，甚至跟着节奏舞动起来，

“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侨乡风情。”晨风吹
来，植物园里各种花卉的幽香扑面而
来，“这边叶子像毛茸茸狐狸尾巴的树
是狐尾椰”、“这个身材像啤酒瓶的树
叫啤酒椰”、“这颗高大挺拔像导弹的
树是导弹椰”……讲解员妙趣横生的解
说，如同打开了一本关于热带植物的
百科全书。而李美林最喜欢的，是植
物园的巧克力体验区。在讲解员的引
导下，她和孩子一起，体验巧克力从原
材料的溶解、调温、制作、定型等专业的
巧克力制作流程。“这次来植物园不仅

看到巧克力的‘妈妈’——可可，自己动
手制作的巧克力还可以带走，孩子别提
有多开心了！”李美林说。

满目的花、醉人的香……在兴隆热
带花园，千余品种的兰花一团团、一簇
簇，盛开在路旁，招展在石盆里，扎根在
花丛中，或含羞，或浓烈，或优雅，让碧泱
泱的夏色染上了兰花幽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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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间前布置的

兰花景观让游客不禁感叹：“这是最美
卫生间！”

午饭时间，按照手中美食地图的
指引，不少游客特意找到了兴隆当地
知名的伊萨娜印尼餐厅。木雕、油画、
活灵活现的印尼风情工艺品，以及店
内播放的传统印尼民歌等，处处展现
着印尼风情。店主人是一家印尼归侨
子弟，他们始终坚持用印尼的传统方
法烹饪每一样餐点，把原汁原味的兴

隆味道留在每一个经过和停留的人心
里。

逛累了，去镇上的老咖街坐坐，成
为游客体验兴隆特色的一项重要内
容。兴隆咖啡美名扬，兴隆小镇有大
大小小 100多家咖啡店，可最有当地
风情和特色的就是兴隆老咖街。环顾
四周，既有慕名来此的各地游客，也有
聊天休闲的市民，别具市井味道。瓦
西里、根据地、Aone、老华侨等几家咖

啡店最具代表性。点上一杯香浓咖
啡，搭配椰糯糕、千层糕、木薯球、板兰
糕等印尼风味美食，就不会负了这大
好的兴隆咖啡时光。

这里有从晨光中苏醒的植物，有浓
郁的咖啡香气，有独具特色的东南亚风
情，奥特莱斯里的小黄人主题展览也让
人们的购物之旅更加开心有趣……在
兴隆停留，你总会遇到惊喜。

（本报万城10月4日电）

旅游路线示意图。
制图/张昕

绿海咖啡香 侨乡多徜徉

本报那大10月4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王家隆）纵横驰骋的奔马气势、温润
高雅的花梨木珠子、浑然天成的鹿回头造型、举杯邀
明月的东坡先生……10月3日上午，在儋州首届收
藏品展览会上，一件件根雕、奇石、书画等艺术藏品，
令人目不暇接、久久品味。

在儋州市那大城区鼎尚时代广场举办的收藏品
展览会，有1000多件艺术藏品展出，当天有2000余
名市民和游客进场参观。

这些艺术藏品各具风格，在书画方面，书法《上
善若水》、《天道酬勤》、《家和万事兴》等作品苍劲有
力，国画《鸳鸯图》、《双骏呈祥》、《晓岚春色》等作品
清新隽永。尤其是一件融合多种元素的作品引人注
目：在一块长2.3米、宽0.8米的巴西红花梨木上，镌
刻着毛泽东词《沁园春·雪》，笔走龙蛇般的草书透出
无限的豪迈气概。系列奇石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东坡文化类型的每块奇石，都按照相应的造型和
意境配了东坡诗词；海南文化类型中，一块奇石上的
三亚鹿回头图案活灵活现；爱国主义类型中，一块奇
石上的潜艇图案，让人联想到祖国强大的国防力量。

本届展览会将持续到10月13日。

儋州举办首届收藏品展览会
逾千件宝贝吸引市民和游客观展

本报定城10月4日电 （记者赵优 通讯员司
玉）今天下午，东线高速一辆撞向护栏的轿车起火燃
烧，经定安县交警大队和消防大队及时处置，所幸并
无人员伤亡。

记者了解到，下午4时许，东线高速海口至三亚
方向约54公里处，一辆长安牌小轿车在行驶过程中
右前轮突然爆胎，司机急刹导致车辆打转失控撞向
护栏，发动机起火燃烧，造成车流通行缓慢。定安交
警大队巡逻人员及时发现后采用灭火器灭火，并拦
截下一辆载有煤气罐的货车确保安全。但因火势太
大无法扑灭，后定安消防大队出动三辆消防车14名
消防官兵赶往现场，用泡沫水枪灭火后进行冷却。
4时半左右，事故处理完毕，未造成人员伤亡，该路
段恢复畅通。

定安交警大队特别提醒，因为车在高速行驶的
时候忽然爆胎会使车辆侧偏，急刹车会使这种侧偏
更加严重，甚至导致翻车。应对突发爆胎，驾驶员不
要急刹车，应当缓慢减速，双手紧握方向盘，向爆胎
的反方向转，以保证车辆的直线行驶。

东线高速一轿车起火燃烧
未造成人员伤亡

10月4日，万宁市兴隆热带植物园景区里，游客和演员们一起跳起了东南亚风
情的舞蹈。 本报记者 王凯 特约记者 陈循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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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监督曝光台”10号
（2015年9月27日-2015年10月3日）

注：1.“监督曝光台”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每周一在《海南日报》定期刊登。
2.连续两次未按要求上报相关数据的，将予以通报批评。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2015年10月5日

万宁兴隆
侨乡风情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今天晚上，直到从海南日报客户端
上获悉台风“彩虹”擦过、文昌无人员伤
亡和无房屋倒塌的消息时，祖籍文昌的
美国华侨李少娜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知道‘彩虹’远去，家乡无虞，今天终于
能睡个好觉了。”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时许，李少娜
在赴美国费城演出的海南爱乐女子合
唱团成员的帮助下安装了海南日报客
户端，并通过客户端为台风“彩虹”开辟
的直播通道密切关注家乡的消息。

当天凌晨，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在
美国费城参加的《黄河颂》中国作品音
乐会圆满落幕。这是海南爱乐女子合
唱团赴美国、加拿大参加当地华侨举办
的千人“黄河大合唱”交流活动途中，参
加的第二场正式演出。音乐会现场不

乏闻讯而来的海南华侨。每每遇到这
些华侨，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成员就拿
出海南日报客户端宣传页，热情向他们
推介并帮助其安装。

恰逢近两日“彩虹”步步逼近海南，
前期预测或将在文昌登陆的信息更是
引发了琼籍美国华侨的极大关注。而
海南日报客户端则成为华侨们第一时
间获取台风相关信息的理想渠道。

华侨们纷纷表示，通过海南日报客
户端，他们不仅能在第一时间获知“彩
虹”行进路线及家乡的受灾情况，还能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海南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和群众携手抗击台风的感人瞬间，

“海南各级政府防风抗风措施及时得
力，我们很放心。有了海南日报客户
端，从此海南的发展变化尽收眼底，家
乡不再遥远！”

新媒体平台传递琼籍美国华侨浓浓乡情——

读海南日报客户端
牵挂家乡防风抗风

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孙
勇）近日，省直机关“一张纸献爱心行
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省纪委监察
厅、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
部、省委政法委等省直单位党员干部职
工积极参与，踊跃捐献废旧纸张，为全
省参与此项活动作出了表率。

日前，响应中央和省委号召，省民
政厅、省文明办、省直机关工委、省教育
厅、团省委和省慈善总会联合发起“一张
纸献爱心行动”，旨在通过捐献废旧纸积
聚善款，用于救治贫困家庭先心病、白血
病患儿和设立“救急难”基金。活动倡议，
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家庭收集废旧
纸张、书刊，直接捐献给慈善组织或将售
卖所得款项捐赠给慈善组织“专项账户”。

省直机关工委发出通知，要求机关
各级党组织要利用宣传栏、手机短信等
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宣传“一张纸献爱心
行动”，宣传文明意识、慈善意识、环保
意识、节约意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参加“一张纸献爱心行动”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要在“一张纸献爱心行动”中率先垂
范，带头献爱心，积极捐献废旧纸张；要长
期坚持，确定专人负责组织，加强衔接沟
通，精心组织机关和下属单位党员干部职
工参加献爱心行动，确保献爱心行动常态
化；要加大督促力度，将党员干部职工参
加献爱心行动的情况及时在单位通报。

省直机关工委将根据省慈善总会
提供的捐赠情况，每季度通报一次，将
慈善行为平凡化、日常化、生活化。

省直机关启动
“一张纸献爱心行动”

◀上接A01版
有的积极组织防御减灾工作，有的扶老携少组织群
众转移，有的坚守岗位48小时不合眼，还有的干部
冒着风雨给转移群众送去热饭热菜，干部作风的转
变，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里。这种敢于拼搏之风、
亲民务实之风，是海南各级干部践行“三严三实”的
生动体现。有了这样的干部作风，再大的困难我们
也能克服，再大的难题我们也能破解。

防御“彩虹”也是对防风应急实战能力的提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对台风灾害也是如此。
尽管这次台风没有在海南登陆，但在迎战“彩虹”过
程中，全省各级干部始终绷紧安全弦，扎实做好、做实、
做细、做早防范台风灾害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了渔船
100%回港、应转移群众100%转移，水库工程100%安
全，赴琼游客100%安全。事实证明，只有充分防灾才
能从容减灾，只有全省各级干部积极行动，严阵以待，
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台风所造成的
损失。海南属于多灾地区，只有不断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好干部责任，科学准备、细化防范，才能组织好广
大群众积极防风减灾，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台风一次次的锤炼和洗礼，只会让我们面对灾害
更加从容，只会让我们的防灾减灾能力更加提高，只
会让我们海南儿女更加坚强。这是我们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的底气，也是我们加快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全
面建设国际旅游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竭动力。

风雨之后见彩虹

◀上接A01版
彻夜不眠守在乡镇防风一线，检查各方面防范工作，
确保人员安全；定安县委书记陈军实地查看干部人
员在岗情况，转移群众及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

海口市旧州镇文新村干部梁安利雨夜检修防洪
楼受伤，临高县波莲镇古柳村干部王勇带病转移安
置群众……更多的镇干部、村干部，顶着风雨奔走在
抗风一线，反复排查安全隐患、检查群众转移工作、
加固防洪防潮堤坝、巡查水库安全。

海南，严防死守。

态度：
决不懈怠，守在工作岗位

“根据最新气象云图显示，强台风‘彩虹’的路径
正在往北偏移，台风眼已过北纬20度线，登陆我省
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小！”4日清晨6点，省气象台汇报
了最新信息。随后，省三防办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
从一级降为二级。

刘赐贵说，“彩虹”对海南的影响趋于减弱，但决
不能掉以轻心，不要有丝毫懈怠，各市县分管负责同
志及“三防”负责人仍须坚守岗位抗风，防止台风杀“回
马枪”以及狂风暴雨袭击引发许多次生和衍生灾害。

防御台风反应迅速，当“彩虹”远去，国庆黄金周
假期仍在继续。

当我省解除台风预警后，各级旅游部门也迅速
做出反应。今天上午，三亚市各景区景点全面向游
客开放，蜈支洲岛等涉海景区也于11时前完成相关
准备工作，西岛景区首批游客已登船上岛。同时，三
亚市仍要求所有涉海旅游企业须做好游客服务及安
全保障。海口市旅游委也迅速发出通知，海口市所
有旅游景区可以于明日上午7时开园迎客，涉水、游
船、摩天轮等娱乐设施设备，经景区安全评估后开放。

经过48小时的奋战，“彩虹”虽未登陆，却也让
我省的台风应急防御系统进行了一次演练，其所积
累的经验将对日后我省防御强台风起到关键作用。

海南，“彩虹”过后又见彩虹。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

风雨中，那一个个挺起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