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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降温、转冷……马上
进入11月份，北方各地
眼看就要由秋转冬，而海
南旅游旺季其实才刚刚
拉开序幕。

每每看到北方的朋
友发雪天的寒冷照片，身
在海南的幸运儿们总会
不忘随手拍个海南的照
片“放毒”：今天又是一个
艳阳高照，戏水逐浪的好
日子！不少旅游达人已
经按捺不住向往温暖的
心了，一起看看秋冬季节
海南有什么好玩的！

雁鸣闻三国，虎啸惊三疆，说的就
是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金秋九
月，行走在延边的机关、企业、田间、林
海，品读着延边“延伸幸福 快乐无边”
的发展密码；耳畔暖风，阵阵如箫，熏
染着这片美丽、丰饶、和谐的边城。

以红带绿：
红色土地，旅游业风生水起

中国北方有东北，东北以东是延
边。长白山脉蜿蜒起伏，长白林海绵
延千里，图们江奔流入海，“八山一水
半草半分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
方，你不向往着去看看吗？

延边，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依偎
在长白山下，是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
居地。

独特的区位优势，独特的自然风
光，独特的民族风情，“三独特”成为延
边发展旅游业不可复制的优势。过去
五年，延边的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
分别实现16.7%和 26.1%的增长，入
境旅游人次位居吉林全省第一，入境
创汇收入位居全省第二，旅游经济总
量位居全省第三。

转身向绿的背后，历史的钟声回
荡。

贺敬之曾为延边写下了“山山金
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赞歌。延边是革
命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
朝斗争时期，延边各族人民用热血浇
灌了延边的大地，用生命镌刻了胜利
的丰碑。

如何让这片埋葬着英雄的红色土
地，实现绿色转型？延边开始了“以红
带绿”的探索之路——加大对红色文
化的推介，建立红色教育基地；加大生

态保护
力度，森林覆

盖率超过 80%；加
快融合旅游与大养生，创

建中国北药健康养生旅游示范
区；加快融合旅游与大网络，加快智慧
城市和智慧旅游示范项目建设，发展

“互联网+旅游”产业模式；大力发展
民俗游和乡村游，推出了一批具有民
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和特色村镇。

美美与共：
融合发展，展现民族风情

在延边，所有有文字出现的地方，
朝鲜字和汉字“形影不离”，既显示了
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彰显了汉族和朝
鲜族居民的亲密无间。

延边朝鲜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36.3% ，占 全 国 朝 鲜 族 总 人 口 的
43%。作为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
和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延边已走过
62年的历程。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

括 延 边
62年的发展史，“民族团

结进步”无疑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在红旗村的广场上，汉族和朝鲜

族的姐妹们穿着朝鲜族的民族服饰，
一道翩翩起舞；在光东村一望无际的
稻田里，大家下田干活互帮互助，不分

你我；在韩
国城，不同民族的姐妹们
拉拉扯扯一起逛街、品尝美食……
光东村快人快语的小金豪爽得像“东
北大妞”，实际上她是朝鲜族姑娘，“我
们朝鲜族的女人都化妆，我身边的汉
族姐妹也爱化妆，我们说朝鲜语，他们
讲东北话，其他方面没什么差别。”

据介绍，朝鲜族的女人都非常爱
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化妆，下地
干活也画着漂亮的妆容，在盛大的节
日里会穿上民族服饰，因此她们看起
来比较精致，辨识度挺高的。仔细观
察，会一一印证朝鲜族的“三大三小”
之说：炕大地小、裙大袄小、轱辘大车
子小，分别指的是朝鲜族居民的家居、
服饰和农用车特点。当然，去延边，不
可辜负的还有美食，酱汤、参鸡汤、米
肠、米糕、包饭、朝冷面、泡菜、石锅拌
饭……朝鲜族美食文化源远流长，当
地汉族居民的饮食也深受影响。

借港出海：
开放口岸，做优海鲜产业

在延边州珲春市，竟然有条“海鲜街”。

不
到150米的
街道两侧，开了20
来家海鲜批发商行，冷冻
制品、干制品、烟熏制品等共100
多个品种的海产品，从这里销往全国
及海外。珲春虽然本身没有海产品，
但“邻居”朝鲜、俄罗斯产量巨大——
海产品产业是个“无中生有”的产业。

延边积极借港出海，推动陆海联
运航线、铁路、公路、口岸跨境桥、空
中航线建设，建立了海、陆、空相互衔
接、沟通内外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
延边有12个对外开放口岸，年过货能
力610万吨，过客能力290万人次。

因此，去延边，可以品尝海鲜，当
地美食“朝鲜海鲜”是非常出名的，此
外还可以借道去朝鲜、俄罗斯旅游，
近在咫尺。

会挽雕弓如满月。延边正奔跑
在绿色转型的路上，击打着东北振兴
的铿锵鼓点，抒写着合作共赢的时代
新篇。

延边：暖风润边城

漂 流

“你在北方的寒夜里裹着貂，我在
南方的艳阳里露着腰”，这无疑是对秋
冬季节南北差异的真实写照。不过在
海南，还可以更清凉。

乘船沿万泉河上行，两岸郁郁葱
葱、山峦叠翠，乘船在河中，既有惊险
时穿急流、越险滩的激情澎湃，又有平
缓时观峡谷、赏雨林山野牧歌。这一
路奔腾的河水，数金螺谷最富有梦幻
色彩。日光变化、水流深浅、树木荣枯
都随着季节变化，置身金螺谷，你能体
会到大自然的气象万千。溪水及膝，
游客可任意淌过水面；溪水达腰，游客
可畅快浸入水中；溪水漫身，游客可酣
畅游进水里，无论想要以哪种方式和
来自万泉河清凉的河水来个亲密接
触，都能称心如意，与圣洁的“母亲河”
水乳交融，可以说，穿越金螺谷是现代
都市人以清净的身心回归原始野性最
简单的方式。

而想要体验比过山车更刺激的，
可以试试五指山红峡谷漂流。全长
3.8公里，落差80米，峡谷岩壁险峻奇
特，河道多岩滩激流，在尖叫声中被浇
灌全身，感受一把清凉。

赏 花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人们
对于生活最美好的向往之一。在北
国秋风萧瑟的季节，海岛却温暖如
春，繁花盛开，一场赏花之旅或许会
让北方的小伙伴们羡慕嫉妒。趁良
辰美景，蝶舞花间，约上三五亲友或
与爱人一同走出去亲近自然、踏青赏
花去吧。

360亩的龙寿花海刚好处于琼海
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中间。春节前
后，花田栽种的10多个品种花草次第
开放。一朵朵万寿菊灿着金黄，一丛
丛格桑花开得绚烂，一树树热带樱花
绽出芬芳，七彩的颜色汇成了一片花
的海洋。两旁的草莓园里欢声笑语，
一颗颗红艳艳的新鲜草莓在田埂上探
出头，等待人们采摘，宽宽窄窄的栈道
上带领人们穿过几处小桥、涓涓清溪
和安静村落……

昌江素有“中国木棉之乡”的美
称，每年 2-3月是木棉花艳丽盛开
的季节。木棉的生长地域不同，木
棉景观在视觉上就形成了不同的
风格。因此有人将昌江木棉景观
归纳为梯田木棉、昌化江畔木棉、
火车铁路木棉三类景观。叉河镇
观景台的木棉花最美——山岭起
伏，梯田层层，红棉成片，染山映
水，甚是惊艳。

温 泉

除了椰风海韵，各式令人身心舒
畅的温泉也成为在海南游玩必不可少
的项目。

七仙岭热带雨林温泉是海南岛开
发和保护最为完好的温泉之一，也是
海南岛唯一处于“半野生”状态的自喷
温泉。野溪温泉和热带雨林神奇组
合，日喷水量3800立方米，最高水温
95℃，温泉水质软滑、清澈透明、无
色、无味，含有锌、锶、锂、溴等多种人
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清净肌肤、美
容、医疗保健功效，正是“水滑洗凝
脂”，被称为“七仙美人泉”。这里的温
泉池大都由天然鹅卵石垒砌而成，依
山而建，形态各异。池面上热气蒸腾，
温柔如纱。一热一冷的两股泉水汩汩
蜿蜒，汇合一起，被人们形象地叫做

“鸳鸯河”。溪水的温度长年保持在
30摄氏度左右，正好适合人们沐浴游
泳。

万宁兴隆温泉号称“世界少有，海
南无双”，十几个泉眼水温长年保持在
80℃左右，它的闻名是因为有着极强
的疗养功效，可谓享受与养生共存之
举。随着水温和蒸汽的作用，身体有
一种深度的放松，就好像从内到外做
了一个深深的深呼吸，放下了平时的
思虑、负担、烦忧、纠结，让身体和精神
就享受在了当下的愉快和轻松。

玩 海

来海南，怎么可能不玩海？秋冬
季节，大海少了夏日的炎炎烈日，多了
温煦的海风，只有惬意二字可以形容。

说玩海，除了大东海、亚龙湾这些
老牌海湾，其他人少好玩的海湾也欢
迎人们去发掘。万宁神州半岛依山傍
海，同时还是《神犬小七2》等影视综
艺主拍摄地之一，具有“探险者的乐
园”和“猎奇者的天地”之称。

也许你常驾驶汽车，但你有没有
驾过帆船？也许你驾过帆船，但有没
有在如此美丽的地方驾过帆船？游客
可以在神州半岛科科莫沙滩俱乐部学
习帆船驾驶技术，利用风向来控制船
体，比拼驾驶技术和勇气。不喜欢喧
闹的运动型人士，可以选择把户外用
品放在皮划艇上，划艇去附近的小岛
露营。俱乐部特别定制的皮划艇更随
意自由，可实现一到四人的任意组
合。无动力的十人水上香蕉船，可用
于拓展竞赛，可做为小型户外Party
用船，一切都只为让您留下欢笑和快
乐。“俱乐部拥有游艇观光、潜水、帆
伞、海钓、水上飞机等多项海、陆、空活
动，可以让爱海的游客玩个痛快。”神
州半岛科科莫沙滩俱乐部总经理助理
祁甫宁介绍。

而在文昌龙楼航天城铜鼓岭脚下
的南洋兄弟民宿，面朝广阔无垠的南
海，环抱天然礁石港湾，可西观铜鼓
岭，东望航天发射塔，游客甚至可以和
入住的客人们一起跳进海里，同当地
的孩子们嬉戏欢闹，享受最纯粹的欢
乐和宁静。

当北方已经转冷，
我们在海岛上依然任性玩耍——

一年中最好，
海南等您来！

■ 本报记者 罗孝平

■ 见习记者 邓钰

一道松鼠桂鱼，刀工精细，色泽鲜亮，既作
出了江浙的酸甜口感，又有博鳌的蓬勃鲜活之
味。来自江苏的游客吴先生不禁惊讶道：“真
没想到，在博鳌也能吃到这么地道的苏帮菜。”

今年国庆在博鳌，可以让味蕾在亚洲飞一
会：俄式风味的乌克兰罐焖牛肉、泰式风味的
咖喱料理、日式口味的各类寿司……

在博鳌亚洲风情广场，可以体验到十多家
特色风味餐饮店，其中不乏知名品牌和传承多
年的餐饮老字号，各风味馆错时经营，让游客
从早到晚都能感受到风味缤纷的味蕾享受。

早起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一碗浓浓的肉
骨茶带来清晨活力。走入新加坡风情的胡椒
餐厅，干净敞亮的店面装修令人心情舒畅。当
你落座不久，店主便端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鲜
汤，里边有四五块排骨，混合着当归、枸杞、玉
竹、党参等健康滋补的中药和香料，食客可根
据不同的口味加入胡椒粉、酱油、盐、醋等调味
品。

午时用餐，传承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苏州松
鹤楼小馆是不错的选择。松鹤楼始创于清乾
隆初年，迄今已有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在全
国多地有分店，博鳌的小馆是海南唯一一家门
店。

走入松鹤楼，复古精细的装修颇有几分温
婉灵秀、精致淡雅的吴地之风。品尝苏菜，松
鼠桂鱼、清溜虾仁、陈酒醉鸡等菜品都是推荐
之选，一口下去，苏菜用料上乘、精烹细作、鲜
甜可口等特点，尽显其中。

寻味博鳌，走入瓦库茶艺馆，就再也迈不
开脚步了。以瓦为主题的茶艺馆安居于风情
广场一隅，朴素平和，浸润着中国古镇村落的
传统风格。来到瓦库，一品瓦，二品茶。这里
因瓦所动，设计师从全国各地集来各式老瓦，
红瓦、青瓦、琉璃瓦……这里仿佛一间瓦片博
物馆，各类瓦片巧妙地融入建筑空间，勾勒人
们对于乡村的记忆，古朴自然而又和谐统一，
与博鳌的蓝天、碧海、阳光、鲜花构成一幅宁静
画卷。

到了晚上，俄罗斯大笨熊餐吧仍然热闹不
断。无论是精美的冷拼、新鲜的浓汤，还是开
胃的主菜，都能让人感受到纯正的俄罗斯风
情。其中红菜汤、首都沙拉、乌克兰罐焖牛肉
等招牌特色菜让人不禁大快朵颐。一边享受
着佳肴，还可一边观赏劲歌辣舞。

土耳其风情的黑胡椒餐厅、日式料理和粋
船匠居酒屋、印尼华扬餐厅，东南亚风味的
PHOCO越南小馆和泰国茶玛泰餐厅……让
味蕾享受没有边界的亚洲之旅。

漫游

玩海类：
1.万宁日月湾：冲浪、拉网

捕鱼，体验原生态的大海。
2.文昌淇水湾：观看火箭

发射，感动于最壮观的一刻。
3.乐东龙沐湾：风景如画，

被誉为拥有最美日落的海滩之
一。

4.昌江棋子湾：水清见底，
怪石嶙峋，色彩各异。

温泉类：

1.万宁兴隆温泉：最老牌
的温泉，还可享受兴隆小镇的
侨乡风情。

2.保亭七仙岭温泉：最为
贴心的温泉，还可在槟榔树下
远望七仙岭。

3.三亚南田温泉：有 60 多
个功能各异的温泉池，任君选
择。

4.琼海官塘温泉：优质的
医疗热矿水可谓享受与养生共
存之举。

赏花类：

1.三亚凤凰花海：2500 亩
鲜花绽放，体验芳香之旅。

2.琼海龙寿花海：田园中
的一抹小清新。

3.兴隆热带花园：千种兰
花留下花香满径的记忆。

4.昌江木棉花：红肥绿瘦，
漫山遍野，惊艳不已。

漂流：

1.万泉河漂流：寻幽探秘，
畅游山水，远离喧嚣。

2.五指山漂流：惊险刺激，
和小伙伴们一起尖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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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秋冬旅游 TIPS

制图/石梁均

查找公共账号“海南日报旅游周刊”
或者搜索微信号“hnrblyzk123”

即订阅旅游周刊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旅游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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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到海南享受泡汤乐趣。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能歌善舞的延边居民身着朝鲜
族服饰翩翩起舞。

本报记者 罗孝平 摄

户外骑车游海南。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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