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7年8月23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周华岚 主编：李丛娇 美编：王凤龙B08 旅游周刊

深玩

■ 本报记者 侯赛

毕业多年的老同学要聚会、大学
生社团团员要聚会、中学生放寒暑假
要聚会，甭管哪个阶段聚会，很多人都
有不知道去哪里聚的困扰。聚会去哪
儿？海南能给出完美的答案。

“帆船+游轮+水上飞机”
来一段轻奢同学会

想在天空中飞翔，想在大海中畅
游，想和毕业多年的同学，一起乘坐游
艇，感受浪花和海风的激昂，一起搭乘
水上飞机体验360°鸟瞰碧海蓝天美
景如画？

8月11日，三亚整合海空立体旅
游资源，新鲜出炉“海天一色”旅游新
产品。游客来到三亚可以享受“帆
船+游轮+水上飞机”的多元组合旅游
产品。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航海梦，
三亚海湾，扬帆出海。在这里你是掌
舵手，你是扬帆者，可以尽享浪尖上的
惊险刺激。夜幕降临，摆上香槟和啤
酒，一起在海上畅饮，来一次海上音乐
派对，绝对是最温馨浪漫的回忆。

玩完刺激的帆船游艇，转乘三亚
到西沙的水上飞机，1小时20分钟，
就可以带你们来到美丽的西沙群岛。
远离人世的海岛、阳光沙滩、渐变的透
明海水、树木密集的森林、各式各样的
热带鱼群和海洋生物，无一不给人带
来美好的幻想。

和同学一起畅游在“玻璃海水”
中，嬉戏打闹，重温无忧无虑的纯真大
学时代。和同学一起潜入海中，看海

底美丽的珊瑚、热带鱼。

骑行海岸线
回味纯美校园时光

对于在海南读过大学的人来说，
四年时光如果不来一次环岛骑行绝
对是不完整的，是有遗憾的。那么，
何不趁着同学聚会弥补当初没完成
的梦想，来一次海岛骑行游，深入海

南最原生态的海湾海岛，一起再细细
品味一段“两个轮子”上的简单快乐
时光？

绕开车流量大的国道，找到纯
净未被人群占领的海域，沿着海岸
线一路骑行，在这里，不会遇见如
织游客，在这里每一段风景都是看
点。

沐浴着海风，从古老又充满时尚
元素的海口出发，来到田园城市琼
海，再从闻名遐迩的博鳌小镇，来到

“咖啡王国”万宁兴隆，最后再到度假
胜地三亚，东线的海滨骑行路线承包
了海南最精华的海韵风光和人文风
貌。

一路上，你会经过最原生态的黄
金海岸线，邂逅峡谷内的天然海港，你
会遇上淳朴的渔民，寻觅到最原始的
椰林海景；你也可以枕着沙滩听着海
浪入眠，或者住进豪华的度假酒店去
泡温泉、做鱼疗；一路上，你会尝到当
地的海鲜大餐还有藏在街头巷尾的美
食小吃。

你可以在海滩上和同学开启一场
自助海鲜烧烤，喝啤酒玩杀人游戏，也
可以去当地热情的渔民家里，尝尝地
道的海鲜家宴。

“重走青春”
用双脚丈量海南山川

一双徒步鞋，一根徒步杖，再加上
一顶太阳帽，一起徒步重走青春，成为
一种身心愉悦的健行方式。

海南有很多适合徒步的地方，有众
所周知的五指山、尖峰岭、七仙岭等，也
有很多至今不广为人知的神秘山峦，比
如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的美女
峰，被称为遗落凡间的仙子。如今，独
具特色的美女峰成为户外旅游“新宠”。

美女峰原名仙婆岭，因山似一卧
姿美女而得名，位于松涛水库上游，海
拔1347米。在白沙县城，朝美女峰方
向远眺，能清楚地看到一座起伏有致、
形似仰卧美女的山峦。

70多年前，一位美国人拍摄了一
部无声黑白电影《海南红山之外》，内
容正是白沙的美女峰，2008年，白沙
借影片之名，建起了“红山之外”休闲
度假山庄。如今，美女峰上时常会有
三五游客结伴前往，同时还有专门的
木屋，可供游客们宿营，喜欢露营的游
客也可以在河边扎下帐篷，在睡梦中
听溪水潺潺。

到海南聚会，这么玩观景叙情两不误

AM9：00
冯小刚电影公社

位于观澜湖的冯小刚电影公
社，是全球首个以导演个人命名的
电影主题旅游项目。电影公社包
括三条主街，分别是1942民国街、
老北京街和南洋街。三个主题区
则包括冯氏贺岁电影景观区、教堂
广场区和全球最大的8000平方米
摄影棚及配套服务区，以及一条影
人星光大道。

影人星光大道由明星的手印

和签名组成，采用整块大理石，通
过人工切割、雕刻、打磨，制作成
1.2 米高的基座，方便游客在喜爱
的明星的手印前拍照留念。留下
手印和签名的有冯小刚、葛优、张
国立、成龙、刘德华、摩根·弗里曼
等80多位影星。漫步影人星光大
道，感受浓浓的星光，与自己的偶
像不期而遇，绝对是一件开心的
事情。

走进1942民国街上，穿个旗袍
或中山装，撑着油纸伞也是个不错
的“穿越”选择！

PM2：00 骑楼老街找记忆

骑楼对于海口有着特殊的意
义。这里曾经是海口最繁华的贸易
中心，置身其间，恍若隔梦。

老街里的“还客 1921”是由原
老汽水厂改造的民宿，坐落在骑楼
老街中山路21号。民宿的入口和
同街其他商铺并没有什么不同，然
而走进去却是别有洞天，大面积的
中庭，白色的简约风格，舒适明亮，
顶部是用透光玻璃搭建的水池，伴
随着潺潺的注水声，令人心旷神怡。

骑楼老街中山路66号，藏着一
家名叫“儋耳老味”的温馨小店，小店
装修古朴自然，经营着一些手工制作
的、原生态的、极具历史特色的产
品。店里的老盐是治疗咳嗽上火咽
喉肿痛的良方，颇受海口市民青睐。

在骑楼老街，除了品味老海口的
味道，还可以品味艺术的风范。位于
骑楼老街“水巷口一号”的国新书苑有

“水巷口第一家”之称，是集艺术展览、
文化沙龙、图书经营及休闲饮品等丰富
内涵于一体的文化休闲书吧，在这里可
以汲取知识，也可以好好文艺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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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两夜，或许
只是一个周末的时
间，却可以像生活在
当地的人们一样，和
一座城市亲密接触，
充分感受这座城的文
化积淀与故事。本期
开始，海南日报《旅游
周刊》记者将带您近
距离走进几座海南城
市，用三天两夜的时
间，像当地人一样感
受城市的温情。

经典自驾路线
带你看遍祖国绝美秋色

秋高气爽，满眼金色，秋天无疑是一年中最适
合旅行的季节，所有的景色经过了上半年的一个
沉淀与积累，也已经要到了爆发的季节，十一黄金
周将至，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游山玩水，为什么
不选择一场自驾游呢？一路走，一路可以欣赏沿
途的风景，绝对不会辜负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有下
面这几条自驾路线，你一定可以看遍中国最美的
秋天。

新疆北部 沿路都是油墨画

新疆是一块美丽而又辽阔的土地，这里的秋
天是五彩斑斓的，是色彩缤纷的，像是上帝打翻的
调色盘，让人移不开眼，这里有浩瀚无垠的大漠、
神奇的胡杨、绮丽的帕米尔高原、多彩的民风民
俗，每一处、每一景都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行车路线
乌鲁木齐→乌尔禾魔鬼城→福海海上魔鬼城

→喀纳斯→禾木村→白桦林→五彩滩→可可托海
→塔里木胡杨林→伊宁→赛里木湖→果子沟→巴
音布鲁克→那拉提草原→昭苏→喀拉峻草原→吐
鲁番→吐峪沟→库木塔格沙漠→乌鲁木齐

建议游玩时间7天

自驾内蒙古 一条绝美风景线

秋季的内蒙古，天气十分宜人，茂密的青草，
成群的牛羊，湛蓝的天空，清澈而多情的月亮湖，
淳朴而善良的牧民构成了一幅秀美壮丽的画卷，
站在草原上，有风不断地吹过，这里有着一望无际
的金黄色，是那样的壮观，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
了。

行车路线
海拉尔→莫日格勒河→额尔古纳→根河湿地

→室韦→临江→老鹰嘴→太平村→莫尔道嘎国家
森林公园→白鹭岛→小雨马场→骁骑部落→黑山
头→扎赉诺尔博物馆→猛犸象公园→国门→套娃
广场→东湖区生态园→满洲里→呼和诺尔湖→海
拉尔

建议游玩时间8天

河西走廊 重走丝绸之路要道

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也是
丝绸之路的一个缩影，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
玉门关，秋日时节，可以在河西走廊邂逅最美的风
光，丰富多彩、硕果累累的景象也构成了一卷绝妙
的画轴，重走河西走廊，仿佛就像穿越了历史，去
看一看当年的繁华景象。

行车路线
兰州→西宁→环青海湖→门源→民乐→张掖

→嘉峪关→敦煌
建议游玩时间5天

徽州古镇 最古典的秋季美景

有一种美景，叫“一生痴绝处”；有一种遗憾，
叫“无梦到徽州”，这里的美景早已经深入人心，白
墙青瓦，古色古香，安静而又祥和，像一位端庄的
女子亭亭玉立，美得令人沉醉不已，秋日里黄金的
树叶中夹杂着几抹艳丽的红色，充满了诗情画意。

行车路线
黄山→宏村→卢村→塔川→木坑竹海→西递

→唐模→鲍家花园→棠樾→许国石坊
建议游玩时间5天

七彩云南 感受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云南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神秘而美丽，宛如
真正的世外桃源，是许多人一生都在追求的地方，
云南之秋给人的感觉永远不是萧瑟与凄凉，它是
七彩的，是散发着无穷魅力的，天高云淡，秋风阵
阵，一派赋有诗意的景象。

行车路线
珠海→南宁→坝美→普者黑→昆明→普洱

→西双版纳→勐海→景洪→元阳→蒙自→百色
→珠海

建议游玩时间：5天
（环球旅行）

风姿摇曳的椰树，海岸线的徐徐浪涛，为省会海口这座城市增添了浪漫迷人的气
质。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一年的大多数时候都是白云蓝天，而如同蓝天一样纯
粹的还有质朴的当地人和多彩的当地风俗。

PM2：00 博物馆里的海南

海峡之南，南海之北，海南岛四
面环海，这颗明珠承载着什么样的
历史？在海南省博物馆里，这一切
都能找到答案。

海南省博物馆分三层，一层南溟
泛舸，二层方外封疆，三层仙凡之间。
在第一层南溟泛舸，海南人内涵丰富
的南海海洋文化和别具特色的渔家生
活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现，而其中一艘
南宋沉船“华光礁1号”，更是再现了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之光。

第二层方外封疆，由于海南岛

有琼州海峡作为天然屏障而孤悬海
外，独成化外之域。一幅幅远古部
落的场景逼真动人，古代的战争则
勾起无数人对历史的回顾。

第三层仙凡之间。海南省各民
族有悠久的历史、奇特的风俗、灿烂
的文化，黎族朴质，苗族深层，回族精
明，汉族实干。俯视海南，火山文化，
南洋骑楼，黎族山栏，苗族文绣星罗
棋布。

在这里，一幅幅海南岛独有的
文化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对接下
来的行程而言，更有助于人们理解
海南岛的自然与人文风光。

需要提醒的是，博物馆一般下
午5点闭馆，所以要赶早哦。

PM6：00海鲜大餐

立秋时节，赋予了人们更美好
的滋味。在海南，秋天的到来虽难
以从视觉和温度上辨别，味蕾却能
告诉你答案：那海里的鱼虾蟹，都已
经长成了最鲜甜的口感，肥美的肉
质令人欲罢不能。

在海口，海鲜的吃法有很多
种。可以到万人海鲜广场或板桥路
海鲜广场去任意挑选还活蹦乱跳的
海鲜，白灼、清蒸、爆炒、椒盐……各

种做法应有尽有。也可以到花卉大
世界，品尝独特的土窑海鲜。

PM8：30 去万绿园散步

夜晚的海口，凉风习习。到了
海口，万绿园不可不去。作为海口
市民休闲散步的城市绿地，万绿园
一边是高高的椰树，一边是浩瀚的
大海，千余亩土地花草芬芳，椰树婆
娑摇曳，桥连着路，路连着海，在寸
土寸金的城市里，勾画出一幅静谧
的南国风光。

散完步，还可以喝上一盅椰子
水。甜美的椰汁入口，津津有味。

AM8：00
像当地人一样喝早茶

初来海口的岛外游客，对海口
的美食可能局限于四大名菜等名气
较大的菜式。而对海口人来说，美
食吃得更多的是一种人情味。一年
四季无论夏热冬寒，海口人的一天
是从治愈系的美味早茶开始的。

在早茶的餐桌上，蒸排骨、凤
爪、毛肚、肠粉、虾饺、焖羊肉等上百
种茶点应有尽有。要把琳琅满目的
各色小吃吃个够，细细品味里面的
滋味，让茶的清新滋润喉咙，这本就
是一个花费时间的过程。因而喝一
次早茶至少要预留出一个小时的时
间。许多人会提出：吃早茶多么浪
费时间啊！可是，在海口人的心中，
早茶早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延续，

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在这顿早
茶的时间里，充分地放松心情，和家
人朋友谈天说地，就是“最有味”的
生活态度。

AM9：00 走进海口火山口

海口石山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位于海口市石山镇，距市区仅15公
里，西线高速公路转绿色长廊可达，
绕城高速公路穿过园区。属地堑一
裂谷型基性火山活动地质遗迹，也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火山喷发活动的
休眠火山群之一。

步入景区，犹如进入了一个石
头世界，一个内容丰富的露天玄武
岩火山博物馆。历经万年沧海，大
地变迁，这里还保存了36座环杯锥
状火山口地貌遗址，其中马鞍岭火
山口海拔222.8米，乃琼北最高峰。

游览完景区后，还可以到附近
的美社村品尝特有的石山黑豆腐，
火山椰子雄鸡汤也是当地的一道
美味。

PM4：00 去假日海滩吹吹风

到了海滨城市，不看海怎么行？海
口当地人常去的海滩就是假日海滩。

假日海滩位于海口市西部的滨
海大道旁，长达6公里，南侧是葱翠的
木麻黄林带，其间坐落着度假村、宾
馆、游乐场等；北侧是碧波万顷的琼
州海峡，海面船只穿梭，犁银溅玉。
这里阳光、海水、沙滩、椰树相映成趣，
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自然画面。

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太阳逐渐
褪去了毒辣，人们就涌入了假日海
滩。嬉戏、打水仗、看日落，最是一幅
动人的生活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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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体验操帆航海的乐趣。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赛里木湖

海口市民在享用老爸茶。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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