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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游湿地公园：赏羊驼火烈鸟

红树湾湿地公园，是澄迈按照国
家4A级景区标准打造的生态旅游景
区。这里有2000多亩“漂浮”在湿地
上的红树林，映衬着蓝天白云；蜿蜒
的木栈道上空，有白鹭翩飞；湖心生
态餐厅旁，近百只火烈鸟优雅信步，
或交颈嬉戏……置身其中，让人心旷
神怡。

如果驱车从海口出发，沿西线高
速行驶约30公里便可到达红树林湿
地公园的出口。下高速进入红树湾，
四周绿树环绕，空气清新偶尔带有淡
淡的花香。向前行驶约300米，便可
以看到健步公园和绿意茵茵的红树
湾高尔夫球场；再向前，有一条西班
牙风情商业街，可以歇脚、喝茶、用
餐；右转，是红树湾地主庄园，荔枝
树、芒果树、龙眼树、石榴树、菠萝蜜
树、香蕉树等各种海南特有的热带水
果应有尽有。绕出庄园，则是希尔顿
逸林酒店。吃、住、游、购，在这里都
不是问题。

当然，最值得一逛的，则是生态公
园无疑。这些适合生长在滩涂之地的

“胎生”植物，团团簇簇，一半在水中，
一半在水面以上，远远看去，奇特而神
秘。由于红树林可以释放出大量的负
氧离子，所以身处红树林，感觉这里的
空气更加清新，令人提神。欣赏着风
光旖旎的海湾，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顿
时感觉没有了烦心事。

这里还有全长4.2公里的原木栈
道、湿地体验馆（博物馆）、火烈鸟风情
餐厅、嘟嘟亲子游乐园、省内首只最大
画舫、来自古巴的上百只火烈鸟、呆萌
的小羊驼等，让小游客们流连忘返。

逛风情小镇：品咖啡美食

过了红树林湿地继续向西，就到
了福山咖啡风情小镇。

福山，是澄迈的地名，更是享誉国
内外的咖啡品牌文化主题词。1933
年，爱国侨领陈显彰先生受实业救国
思想影响，从印尼带回“罗伯斯塔”咖
啡种子种植在澄迈福山镇，成为国内
成功引种罗伯斯塔中粒种并进行产业

化生产的第一人。
福山咖啡，享有“天涯珍宝，琼州

一绝”美誉，是国际咖啡业界公认的顶
级咖啡。澄迈把咖啡作为“休闲旅游
品牌”精心打造，于 2010 年 11月建
设了国内首个以“咖啡文化”为主题
的3A级旅游景区——福山咖啡文化
风情镇。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落成
后，澄迈县以其为载体，举办了海南
岛欢乐节、“咖啡仙子”选拔大赛等一
系列主题文化活动，让这个充满咖啡
风情的小镇美名远播，为澄迈引来八
方客。

来到福山咖啡风情镇，不仅可以
在位于中心区的福山文化咖啡馆品
尝美味咖啡，了解丰富多彩的世界咖
啡文化和福山咖啡发展史，还可以在
小镇周边的世界咖啡旅游文化风情
村，一站式体验世界级咖啡美食和民
俗风情。

探古老村落：“淘”幽幽古韵

畅游于风情小镇可以领略异域的
浪漫风情，漫步于静谧又有特色的火

山岩古村落，则能真切体味到历史传
承的厚重悠远与农家生活的平淡悠
闲。

澄迈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这片
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千年历史的传承
和延续，诞生了许多民风淳朴、特色鲜
明的村落。这些古村落，如颗颗遗珠，
散落在这片富饶的红土地上。

一弯清水中，两座石塔矗立村
口，微风拂过，塔影倒影鳞波连连。
美郎村的美榔姐妹双塔，历经七百余
载风霜不倒，其神秘传说和精美的工
艺造型吸引了无数游客驱车前来参
观。

八百年古村罗驿村李家祠堂的恢
弘大气，封平约亭遗留的商业传说，都
是澄迈火山岩古村落历经沧桑岁月所
遗留下的人文遗存，让今人得以探窥
古人生活。多年来，遗落在古村落里
的人文遗迹，始终被各种传说和故事
萦绕着。

在“全域旅游”的大环境下，澄迈
旅游配套日益完善，加上毗邻省会城
市海口的地域优势，短途自驾游正勃
勃兴起。

短途自驾勃勃兴起，旅游配套日益完善

“懒游”澄迈 慢品咖啡淘古韵
儋州玫瑰体验产业园
边建设边运行
上半年农民新种植玫瑰4万余株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郭树护 王国
智）一朵朵娇艳的玫瑰，在浓浓的花香中洋溢着
浪漫气息。近日，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村民开
始集中采摘玫瑰。除了该村，还有那大镇番真
村等也建起了玫瑰基地。据了解，儋州玫瑰园
边建设边运行，今年上半年已引导农民新种植
玫瑰4万余株。

早在2014年底，儋州3000亩玫瑰产业园
项目在该市那大镇屋基村启动。海南爱尚玫瑰
实业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种植食用玫瑰
苗，3个月后就可以采摘，每亩全年可为种植户
增加1万元收入，低于这个额度的，公司将按此
标准予以补足。屋基村村民刘尾女高兴地说：

“在玫瑰基地就近打工，收入稳定，有保障，下班
后还可以照顾家庭。”

如今，那大镇屋基村、番真村大规模种植的
玫瑰成为新的旅游景点，每天迎来不少游客观
光拍照。当地这些玫瑰还通过深加工，制作成
玫瑰鲜花饼、玫瑰花果脯、玫瑰味香芋酥、玫瑰
味姜糖、玫瑰花茶、玫瑰精油、玫瑰花面膜、玫瑰
沐浴露等系列产品。

据介绍，儋州玫瑰体验产业园项目计划总
投资2亿元，将于2017年底完工，建设内容包
括玫瑰种植、繁育、体验游、销售系统、玫瑰酒文
化主题庄园、玫瑰衍生产品开发与深加工系统、
商贸与生活配套设施等。

白沙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添新成员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者王伟）记者
近日从白沙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为实施
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该县今年计划
将牙叉镇白沙村委会南妹村及南开乡道银、坡
告村打造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观光、农家
乐旅游点，增加农民收入。

据了解，南妹村距白沙县城约10公里，全
村53户220人，人年均收入3500元，主要经济
来源为橡胶、甘蔗、水稻种植；道银、坡告村辖属
南开乡高峰村委会，共30户142人。

近年来，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白沙制定了相关配套政策大力推进民族
特色美丽乡村建设，将民族风情小镇和民族特
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生态经济相结合，加
大对各乡镇各村庄的建设力度，打造了邦溪镇
芭蕉村、元门乡罗帅村和细水乡老周三村等具
有民族特色的美丽乡村，还打造出一批知名的
农产品品牌，带动农村生态旅游发展，增加农民
收入。

炎炎夏日，带上放
暑假的孩子去哪里玩
呢？如果你不想奔波
劳累，如果你喜欢悠闲
的状态，喜欢生态美景
和健康美食，那么，不
妨来澄迈吧。

这里，独特的海、
江、湖、山、林、泉和丰
饶的富硒资源，造就了
优良而独特的生态环
境；这里的咖啡飘香，
荟萃了本地生活悠闲
风情的同时也彰显现
代工业化社会的生活
时尚；这里，原生态的
红树林湿地，供养着呆
萌的羊驼和火烈鸟，让
孩子的暑期充满趣味。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陈超

临海高歌，玩水尝鲜过暑假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在整个海南岛的版图上，临高的旅游资源是
别具特色的——

这里有约114公里长的海岸线，琼州海峡和
北部湾的交汇处，澎湃的浪花和沉静的火山岩千
年碰撞，将大海和大地的恩赐带到这片富饶的土

地上，农耕社会文明和渔乡特色风情，相互交融，
同生共长；

这里有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村，爱国诗人
王佐出生的地方——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坐落
着古朴敦厚的礼魁坊、节孝坊，还有一株株参天

古树，见证着岁月变迁，历史沧桑；
这里有气贯如虹的“古银瀑布”，位于临高县

皇桐镇居仁村，平川落差所至，高20余米，幅面
20米，幅宽400多平方米，瀑布从悬崖经洞壁飞
泻而下，似烟如雾，美不胜收；

这里还有波光潋滟、绿意葱茏的红树林，如
母亲温柔的臂弯，将她的孩子紧紧拥抱，徐徐的
海风吹来花木的幽香……

过暑假，来临高玩水吃海鲜，也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景点一
碧桂园金沙滩

推荐理由：这里靠近金牌港，有多家
海鲜店可以用餐，例如小渔村、大自然、金
牌海鲜公园等，海鲜品质上乘。酒店由碧
桂园按照五星级标准精心打造，环境宜
人。这里还靠近美丽乡村——博厚镇乐
豪村，遇上退潮时节，游客可在村民的指
导下，体验赶海乐趣，快乐过夏天。

景点二
新盈彩桥红树林

推荐理由：位于临高县新盈镇与儋州
交界处的彩桥红树林，是一片尚未开放的
自然生态保护区，风景如画。附近新开的
一家农家乐，汇聚了临高文化的诸多要
素，游客不仅能欣赏到秀丽的景色，品尝
到菜团子、大锅菜、贴饼子、炖柴鸡等地道
的农家饭，还能体验到垂钓、采摘、游览等
乡间休闲活动，品味临高风土人情。

景点三
居仁村古银瀑布

推荐理由：位于皇桐镇居仁村的古银
瀑布，距县城约20公里，有一个大潭，有

“居仁三潭九曲”之美称。壮观的瀑布周
围怪石林立，形状各异，千姿百态。后面
树木茂密，宛如碧海，屹立在怪石上，枝繁
叶茂，覆盖如亭。这里清凉畅快，处处花
香鸟语不断，真是避暑休闲的好去处。

景点四
邻昌礁赶海

推荐理由：邻昌礁是位于北部后水湾
附近一个鲜为人知的独特岛屿，涨潮时，
整个岛屿被海水淹没；退潮时，整个礁盘
与沙滩露出水面，登陆邻昌礁，除了观赏
美景，还可享受赶海之趣。无风时可体验
岛礁的静谧之美，有风时则可感知大海的
澎湃，晨可看日出，夕可赏斜阳，夜则观朗
月。

昌江新添夏季玩水好去处

棋子湾水上乐园开业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者陈家贞）游

泳，戏水，漂流，冲浪！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棋
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开元度假村水上乐园
正式开放，游客们又多了一处亲水游玩的好去
处。

据介绍，该水上乐园距离棋子湾高铁站仅
仅10分钟车程。水上乐园占地4万平方米，包
括懒人河、冲浪池、儿童欢乐水寨、水上滑梯组
及无边际泳池，可满足各年龄段游客的戏水需
求。

乐园里，水上滑梯组可为游客提供“云霄飞
车”式感官体验，坐着皮筏从六层楼高的滑道急
速而下，进入“时光隧道”时可以看到色彩斑斓
的光环，仿佛正在穿梭时空隧道；或者从“超级
大回旋”挑战近乎垂直的落差，然后再次冲上云
霄后折回水中。

无边际泳池分为主池、婴儿池、幼儿池、儿
童池、按摩池五个区域，为恒温泳池。无论春夏
秋冬，游客都可以任性地下水嬉戏游玩，主池采
取无边际跌落式设计，视觉上泳池水面与海平
面相接，天气晴好的傍晚，可在平静的池面看到
棋子湾的晚霞落日，奇景美不胜收。

冲浪池是耍酷炫技的绝佳场地，脚踏着冲
浪板挑战不同级别的浪花，展现卓越的平衡技
巧。没有冲浪基础的游客，可以从浅入难，采用
趴板的姿势掌握冲浪的要领，随后再挑战站姿
或是花式动作。

懒人河是让人悠闲放松的项目。在椰子树
下，潺潺流水上，游客可慵懒地躺在漂流筏里，
随着水流自由的漂浮，沿途可以欣赏到不同的
风景，把烦恼和压力都释放到舒适惬意中。

儿童欢乐水寨是小朋友们戏水的场所，有
大水桶、水枪等数十个戏水设施，十分适合开展
家庭亲子戏水活动。

澄迈县罗驿村。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