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海榆中线115公里
处，与白鹭湖度假酒店隔田
相望，交通便利。从海口沿
着中线高速驱车约1个小时，
在屯昌枫木出口处，左拐进
入G224国道行车7公里，便
可到达鸭坡村。

鸭坡村

交通指南

位于琼中什运乡，海榆
中线177公里入口约200米
处，与便文村相隔4公里，是
个依山傍水的黎族村庄。

番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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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西部乡村游

“乡村旅游追求有山水、有村
庄、有田园、有文化、有乡愁的境
界，我们正努力将这些美好的愿望
化为一个个可触、可感、可品味、可
欣赏的乡村旅游项目。”临高县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临
高按照产业化、标准化、特色化的
要求，精心培育和打造休闲观光
型、农事体验型、民俗文化型、农业

园区型、文化创意型等五种休闲农
业类型，加强农旅互动、以“游”促

“农”，全面提升现代乡村旅游发展
水平。

位于临高新盈镇的彩桥记忆
红树林湿地旅游度假区是临高
境 内 极 富 特 色 的 农 家 乐 示 范
区。每到节假日，度假区的停车
场便停满了各地来的小车和旅

游车。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或漫

步在乡村小道上，或在水上泛舟游
乐，或在树下欣赏着乡野自然景
色，领略临高民俗风情，品尝正宗
的临高农家饭菜。

据农家乐负责人杨峰介绍，这
里的房子都是用废弃的渔船材料
建造而成，坚固耐用，持久美观，获

得游客好评。每逢节假日，客人爆
满，生意十分红火。

据介绍，为进一步推动乡村
旅游发展，彩桥记忆红树林湿地
旅游度假区将继续“做土”农家
乐，做“乐”乡村游，结合村内的
田园风光，打造一条集观光、游
玩及吃住行一条龙的休闲度假
产业链。

■ 本报记者 郭畅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海南
生态保护核心区，具有“三江之源、森
林王国、绿橙之乡、黎苗家园”的美
称。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居全国前
列，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这里拥
有靓丽的“奔格内”乡村旅游村庄，游
客置身其中可以尽情享受山村宁静。

到琼中欣赏乡村美景，拥有黎族、
苗族风情的旅游目的地让无数游客心
驰神往。那些美好的村落，期待着与
人们相遇。

番道村：来一场纯净的邂逅

“藏在深山，润美如玉，鹦哥岭的
彩霞映照着她的脸庞，三月的木棉花，
嫣红了她一地的春光。”第一次听到琼
中什运乡番道村的名字，就是源于这
首琼中本土诗人的写意散文片段。

番道村，是一个依山傍水，民风淳
朴的传统型黎族村庄，远眺姿态娇美，
近看村树繁茂。林中鸟语花香，山中
偶尔有鸟兽出没。一条小河从村前流
过，河水潺潺，清波浮动，给乡村带来
了远山的气息，平添了一份柔情。

看惯了城市的繁华，有人不惜跋
山涉水而来，只为和番道村来一场纯
净的邂逅。2013年，番道村实施“整
村推进”危房改造项目和特色村庄改

造项目。
走进番道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菠萝蜜树，常年硕果累累。树下的乡
村大舞台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傍
晚，大家会一起载歌载舞，欢迎远道而
来的客人。

在番道村，你可以尽情体验民
族风情，观赏黎苗歌舞、织锦展示，
品尝黎族特色美食山兰酒、竹筒饭、
鱼茶，感受热带水果采摘乐趣，跟黎
族妇女们一起学酿山兰酒、制作竹
筒饭。

黎母山鸡是番道村原生态的食
材，“会飞的鸡、在树上睡觉”成了它的
代名词，品尝完黎母山鸡，你的味蕾会
留下永恒的记忆。

游客还可从番道村出发，到鹦哥
岭体验爬山。鹦哥岭最高峰鹦哥嘴峰

海拔1811米，为海南第二高峰，因形
似鹦鹉咀而得名。登上顶峰可眺望五
指山，尽览气势磅礴的山景。

鸭坡村：放牧身心 找
回乡愁

相传古时候，人们常在琼中鸭坡
村的山坡上放养鸭子，久而久之，这村
子就叫鸭坡村了。

鸭坡植被茂密，一年四季空气清
新，可谓天然氧吧。村里，许多民房民
居还保留着独特的石筑瓦房结构，具
有很好的观赏性。

进入冬季，黄叶飘落，铺满了村里
的栈道。老人坐在古树下打盹，时间
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人们生活在这个
宁静祥和的村子里，将自己定格在最

美的风景中。
近年来，琼中以“富美乡村”建设

为抓手，结合鸭坡村的一草一木，深挖
历史、民俗等元素，打造出一个以田园
风光与红色文化相融合的“奔格内”旅
游村庄，同时还引进社会资本，开设云
厨房、云露营、云市集，为游客提供

“吃、住、行、购、游”一体化的乡村游体
验。

品尝过乡村美食，散步在林间、树
下、露营台，可以看到十几顶露营帐篷
安扎在那里，静静守候游客的到来。
每一顶露营帐篷木台都有一个清新典
雅的名字，如“昔暖小栈”“初见的温
度”等。

“这里设有许多‘候鸟屋’，外地游
客可以在这里过冬。”村民指着云露营
基地旁边的树屋告诉记者，那边的客
房有椰林风情、古木栈道等配套设施，
卫生间、洗浴池配备齐全。

闲暇之余，带孩子到鸭坡村过
个周末，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
游人可以放牧身心、找回乡愁。家
长还可以教小孩用绿橙皮制作“小
桔灯”、竹子风筝、竹蜻蜓、木质陀螺
等各种玩具，还可以利用村里废旧
的竹子、小木块制作小房子、凳子等
现代家居小模型。夜晚，可以带着
孩子漫步于乡间林地，听着鸟鸣蝉
叫，看萤火虫忽闪飞过，在萤火虫的
亮光中入眠。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通讯员 刘彬宇

走在临高乡间的小路
上，空气是那样清新，鸟雀是
那样欢快。田园美景串起一
个又一个美丽的村庄，让人
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
和回归自然的惬意……

“这里的生态环境太好
了，可以亲近野鸭子，观察各
种水鸟，和小鱼儿近距离接
触。爸爸妈妈，咱们在这里再
多玩一会，好吗？”近日，在临
高新盈彩桥记忆红树林湿地
旅游度假区，几位小朋友希望
能和父母在泛舟项目上再玩
一个小时。孩子的父母爽快
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近年来，以都市人体验
农村风情、景色、民俗为主要
内容的乡村旅游，在临高这
块热土上蓬勃发展。临高县
乡村游在时尚旅游的大潮中
渐入佳境，成为一道靓丽的
风景。

曾有资深驴友感慨，在临高乡
村旅游，可谓“春可赏花、夏可避
暑、秋可摘果、冬可登山”。

临高位于海南省会经济圈和
琼北大旅游圈。这里山清水秀、风
景秀丽，非常适合乡村游。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许多县城近郊村
庄的村民整修了房屋，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整洁宁静的村庄环境，吸引
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如

今，一些城里人不满足只在农家乐
里小住几日，开始选择在这里长期
租房居住。

重庆游客杨先生从临高临城
城郊的农户手中租来农房，准备在
这里过冬，回归田园生活。这里还
有4户东北人家和杨先生一样，也
选择在郊区租房“定居”。养生乡
村的好生态和好环境不仅火了乡
村游，也让临高乡村的租房热悄然

兴起。
如果说“乡土”是乡村游的根，

那么“文化”则是乡村游的魂。近
年来，临高着力在“一村一品”“特
色文化”上下功夫，深入挖掘乡村
文化，突出乡村游特色，提升乡村
游品位。例如，透滩村、美巢村等
村庄，就在努力寻求文化和旅游的
最佳结合点，丰富乡村旅游文化体
验。

与此同时，临高许多乡镇也
在着力打造乡土特色，亮出一张
张靓丽的新名片。临城镇学田村
的“草莓”采摘游、新盈镇的品尝
土窑海鲜一日游、多文镇的品尝
空心菜一日游等，不仅极大地丰
富了临高乡村旅游项目，还进一
步传承弘扬了当地的传统民俗文
化，促进了临高全域乡村旅游的
发展。

田园之乐 文化铸造乡村旅游之魂

田园乡景串起临高旅游

琼中乡村游 遇见旧时光

山水之乐 生态资源得天独厚

画卷 昌江旅游业
渐成“新龙头”
建设重点：“一线”“一带”“一中心”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者林朱辉）作
为传统工业地区，昌江黎族自治县近年来的旅
游发展令人刮目相看。记者近期从昌江旅游局
获悉，今年，昌江将加快发展新兴旅游业，以“一
线一带一中心”开发建设为重点，努力把旅游产
业打造成为昌江经济的“新龙头”。

近年来，昌江新兴旅游业发展取得新突破，
获评为“中国木棉之乡”，棋子湾旅游度假区跻
身“海南十大最美海湾”，七叉镇获评为“海南十
大最美风情小镇”。昌江主办了昌化江畔木棉
红”等主题旅游活动，棋子湾、霸王岭、湿地公园
等景区景点声名鹊起。此外，昌江还承办、协办
了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一带一
路”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环岛国际自行车赛等重
大活动。预计2016年全县接待旅游过夜人数
85.5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4亿元。

白沙全方位打造
全域旅游新业态

着力创建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和
高端养生休闲度假基地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者王伟）记者
近日从白沙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今年，白
沙将以创建全域旅游实验区为契机，全方位打
造全域旅游新业态，着力创建中国热带山区乡
村旅游度假目的地，建立海南高端养生休闲度
假基地。

据介绍，白沙将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
文资源，继续突出特色，搞好规划，建设付俄岭
热带雨林生态旅游项目、白沙陨石坑国家地质
公园、“百镇千村”工程；建设白沙旅游集散中
心、旅游数据中心、健康城、护理中心等旅游服
务配套设施，打造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康体
养生、特色商业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养生度假目
的地。

为创建中国热带山区乡村旅游度假目的
地，白沙将抢抓创建全域旅游实验区的契机，全
方位打造全域旅游新业态；启动“乡镇旅游驿
站+村旅游驿站”建设模式，通过乡村旅游公路
交通线把乡镇和乡村旅游驿站串联起来，创建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新格局，逐步将旅游驿站打
造成集乡村旅游咨询、农村电子商务、农业品牌
宣传、绿色网吧体验、文化图书阅览、特色餐饮
品尝等旅游服务为一体的乡镇旅游服务中心，
形成以小型风情客栈为主，长宿休闲与生态旅
游结合的“山水田园+黎族苗族文化”旅游模
式，打造中国热带山区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美丽乡村建设是白沙旅游一大亮点。今
年，白沙将高标准打造一批美丽乡村，以生态和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扶贫攻坚整村推进、“农
民+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种创建模式，
精心打造一批彰显白沙黎族苗族风格的美丽乡
村。同时，依托白沙美丽乡村蕴含的民俗风情、
历史文化、生态文化、长寿文化等资源，合理规
划布局新型农业产业带和乡村旅游带，打造具
有白沙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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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什运乡番道村，村民农闲时在大树底下织黎锦。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推进滨海“一线”旅游开发建
设，着力打造棋子湾“玩海奇湾”、
海尾湿地公园“观鸟听涛”等特色
旅游品牌，继续推进棋子湾国家级
海洋公园等项目建设

昌江多措并举
加快发展新兴旅游业

1

加快推进滨江“一带”开发建
设，着力打造“南海古城文化”“森
林氧吧”“黎苗民俗文化”品牌，打
造七叉木棉风情小镇等产业小镇，
加快木棉花、昌江玉等旅游商品研
发工作

2

加快县城石碌“一中心”旅游
开发建设，加快保梅商业中心、“昌
江玉”文化商业风情街等项目建设

3

推进特色主题旅游品牌提升，
继续举办“昌化江畔木棉红”等三大
主题旅游活动，策划婚礼、玩海、骑
行、品玉、探险等旅游主题活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