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10日至12月31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及我省其他市县
活动内容：采取“休闲运动+旅游”跨界融合的方式，举办“绿橙杯”青年女足邀请

赛、全省五人制男子足球联赛以及全国气排球邀请赛等群众参与性强的赛事活动，全
方位、多层次展示、推介琼中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和乡村休闲旅游线路。

“休闲运动+旅游”类
热血琼中——“绿橙杯”足球和气排球邀请赛44

活动时间：2017年12月20日至21日
活动地点：东五指山万泉河源漂流点和大自然生态旅游区漂流点
活动内容：举行游客漂流比赛，积极促进体育与旅游、文化等领域的结合，提升

“奔格内”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带动旅游经济发展，开拓琼中旅游业态。

激情琼中——感受最刺激的河谷漂流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25日至12月17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羽毛球馆、县文体演艺中心体育馆
活动内容：承办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海南省体育总会主办的全民健身

运动会系列活动（羽毛球赛、珍珠球赛），与琼中“奔格内”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深度融
合，通过“休闲运动+旅游”的方式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锻炼意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建立健康、科学、文
明的生活方式，达到“以旅强体”的目的。

健康琼中——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羽毛球赛、珍珠球赛等系列活动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10日至12月31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内各乡村书屋
活动内容：在琼中的美丽乡村听乡村民谣，开展“讲述我的阅读故事”分享会活

动，让城市与农村儿童亲密接触、趣味互动。

“文化教育+旅游”类
书香琼中——走读琼中美丽乡村33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10日至12月31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黎母山学而山房
活动内容：依托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组织开展“黎母山

——学而山房”亲子艺术生态游学，探寻魅力乡村、黎母风光，醉美琼中的自然风情，
体验亲子织黎锦、黎族泥陶、河谷探险、篝火野炊、编话剧、户外写生等。

生态琼中——“黎母山——学而山房”亲子艺术生态游学

活动时间：2017年12月9日至10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湾岭镇鸭坡村
活动内容：为了提升古村落——鸭坡村的知名度，组织举办首届古村落露营大

会，通过学习观摩煮酒、体验动手做酉良（biang，四声）酒、品尝黎苗长桌宴、徒步观
光、串菩提手串、编娄粽、赏兰花、拍枫叶、聆听乡村民谣、篝火狂欢等方式，充分展现
我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让古风古韵原汁原味流淌，让村民利益与古村落的保护和
开发紧密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提升古村落保护的延续性和内生动力。

人文琼中——琼中首届古村落民俗露营大会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10日
活动地点：琼中华裕合作社绿橙示范基地
活动内容：1.黎苗歌舞表演，展示活动宣传板；2.领导致辞；3.发布2017年“奔格

内”绿橙旅游季主题宣传口号，介绍旅游季主要活动内容；4.公布琼中绿橙观光和“奔
格内”乡村旅游游览线路；5.开展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6.县领导宣布旅游季活动
启动；7.开园上市剪彩。

绿橙开园上市仪式
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分会场）暨“奔格内”绿橙旅游

季活动新闻发布会暨绿橙开园上市仪式11

■■■■■ ■■■■■ ■■■■■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分会场）

暨“奔格内”绿橙旅游季活动安排表

立冬时节秋色深，细雨滋润绿橙香，又到一年采摘季。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大绿橙果园里，漫山遍野的果实挂满枝头，黎族苗族同胞载歌载舞，分享着丰收的喜悦。今天，琼中县委、
县政府利用绿橙开园上市为契机，拉开了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分会场）暨“奔格内”绿橙旅游季活动的大幕。

为促进“琼中绿橙”产业品牌和琼中“奔格内”乡村休闲旅游品牌的融合发展，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同时为了丰富2017年海南欢乐节主题旅游月活动内容，11月10日至12
月31日，琼中开展以“绿橙飘乡季·琼中全域游”为主题的“奔格内”绿橙旅游季活动。

通过近两个月全方位、多层次展示和推介，让琼中旅游知名度进一步提高，打造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绿色环保低碳、黎苗风情浓郁的“黎韵苗风·锦绣琼中”全域旅游形象。

活动时间：11月10日至12月31日 六大活动精彩纷呈

本版策划/秦海灵 朱德权 撰文/毛景慧 陈欢欢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10日至12月31日
活动地点：琼中各绿橙果园及各乡村休闲旅游精品主题线路
活动内容：1.开展包括绿橙观光品尝、绿橙认养认购、吃绿橙比赛、绿橙亲子植树

等在内的琼中绿橙文化体验活动；2.开通“奔格内”品绿橙休闲农业特色游线路，并针
对不同时段不同类型的游客推出自驾路线、徒步路线、团体路线、“奔格内”乡村休闲
一日游、两日游路线，让游客充分领略琼中优美的自然风光及体验丰富多彩的黎苗文
化；3.定点举行农业特色农产品销售展，销售和展示琼中特色农产品。

“农业+旅游”类
橙意琼中——“品绿橙、游琼中”系列活动22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10日至12月31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城特色商品一条街（一号广场）
活动内容：将“奔奔”（琼中“奔格内”乡村旅游的吉祥物）形象和黎苗元素深度

融合，推出以“奔奔”为主题的帽子、T恤等系列旅游产品（商品），打造具有黎苗特色
的“奔奔”品牌伴手礼；同时设置精准扶贫展销专区，展示、售卖贫困户土特产。

创意琼中——奔奔系列文创商品展销

活动时间：2017年12月24日至25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红毛镇合老村
活动内容：100对情侣和夫妻体验黎苗民俗婚庆。

“婚庆+旅游”类
情定琼中——“执子之手 与子合老”黎苗传统婚俗庆典55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10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活动地点：琼中各国家露营基地露营点
活动内容：欣赏具有黎族苗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品尝野外自助烧烤，参与黎族苗

族风情篝火晚会，与黎族苗族同胞对唱山歌，共跳竹竿舞，享受自驾旅游与户外生活
的美妙。

醉美琼中——乡村音乐节，“奔格内”露营大会

活动时间：2017年12月23日至28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文体演艺中心、县三月三文化广场
活动内容：通过白天举行民族歌舞类文艺汇演、夜晚举行颁奖仪式等多样化形

式，增进活动欢乐氛围，全面对外宣传琼中文化活动品牌，扩大琼中“文艺表演+旅
游”的文化影响力。

“文艺表演+旅游”类
歌舞琼中——第九届琼中黎族苗族文化示范村文艺汇演66

活动时间：2017年12月28日
活动地点：琼中县三月三文化广场
活动内容：通过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及琼中县民歌展演团联合演出的表演形式，展

示琼中民族文化风采。

欢庆琼中——琼中建县三十周年庆典活动

琼中绿橙观光旅游
精品线路推荐

一、怎么玩？
一日游
（红色印记）线路一：出发地——白鹭湖旅游度

假区——湾岭镇鸭坡红色美丽乡村——一号广场特
色商品街（土特产品、午餐）——什寒黎苗山寨（最美
中国乡村）——返程。（适合观光的绿橙基地：1.红毛
镇新伟农场绿橙果园，夏宏13807699208；2.湾岭镇
新平村绿橙基地，连英周13876511276）

（田园风光）线路二：出发地——和平镇堑对村
（休闲农业渔业观光、民宿、土特产、农家乐）——云
湖乡村旅游区（午餐）——合老村（寻缘胜地、眺望五
指山最佳观景点）——什寒黎苗山寨（最美中国乡
村）——返程。（适合观光的绿橙基地：1.和平镇长兴
绿橙基地，崔福春13976217788；2.和平镇长兴绿橙
秋琼基地，林秋琼13307567356）

（观光漂流）线路三：出发地——黎母山森林公
园（学而山房：参观黎族陶艺坊、布衣坊、木工坊
等）——湾岭长边渔家乐（午餐、休闲、观光、垂
钓）——一号广场特色商品街——云湖乡村旅游区
——东五指山万泉河源漂流——返程。（适合观光的
绿 橙 基 地 ：黎 母 山 槟 榔 根 绿 橙 果 园 ，连 英 周
13876511276）

两天一晚游

线路一
第1天：出发地——白鹭湖旅游度假区——湾

岭镇鸭坡红色美丽乡村——湾岭长边渔家乐（午餐、
休闲、观光、垂钓）——什寒黎苗山寨（晚餐、过夜、欣
赏乡村民歌会、黎苗歌舞、互动）

第2天：什寒（早餐）——合老村（寻缘胜地、眺
望五指山最佳观景点）——云湖乡村旅游区（午
餐）——东五指山万泉河源漂流——返程

线路二
第1天：出发地——黎母山森林公园（学而山

房：参观黎族陶艺坊、布衣坊、木工坊）——湾岭长边
渔家乐（午餐、休闲、观光、垂钓）——大边村——云
湖乡村旅游区（晚餐、过夜、篝火晚会、黎苗歌舞）

第2天：云湖乡村旅游区（早餐）——东五指山
万泉河源漂流——和平镇堑对村（休闲农业渔业观
光、民宿、土特产、农家乐）——返程

以上线路仅供参考，游客可根据行程自行安排。
自驾游推荐景点：

七彩琼中县城、一号广场特色商品街、百花廊
桥、湾岭镇鸭坡红色美丽乡村、湾岭白鹭湖度假区、
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平镇万泉河（乘坡河）石臼
群、和平镇堑对村、云湖乡村旅游区、什寒黎苗山寨
（最美中国乡村）、白沙起义纪念园、什运番道黎锦
村、便文梯田、便文露营地、鹦哥岭风景区、上安乡东
五指山仕阶摩崖石刻群、东五指山万泉河源漂流、吊
罗山乡响土大丛黎村。

二、哪里住？
白鹭湖雨林度假酒店
地址：琼中县老湾岭镇墟旁
联系人：杨先生 13876960891
云湖乡村旅游度假区
地址：营牛线旁（距琼中县城4公里）
联系人：唐经理 13976216529
什寒黎苗山寨
地址：琼中县红毛镇什寒村
联系人：王经理 18907595225
琼中宾馆
地址：琼中县城 总台：86222840
餐厅总台：86222290
乐园酒店
地址：琼中县城 总台：86238441
佳捷商务酒店
地址：琼中县城 总台：86233888

三、哪里吃？
琼中海山岛饭店餐饮咨询
地址：琼中县老湾岭镇墟
总台：13876141175
琼中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七家坊度假村餐饮咨询
地址：琼中县黎母山镇
总台：0898-86308866
朝参村山地自行车骑行线路美食咨询
地址：琼中加钗烤鸡店 总台：86260926
地址：琼中康庄园 总台：86233338
地址：阿武仔蟹粥 总台：13876513299
湾岭鸭坡村瓦屋家
地址：湾岭镇鸭坡村
联系人：小蔡15798988595
湾岭长边渔家乐
地址：湾岭镇长边村
联系人：王总13976998627

四、哪里购？
一号广场特色商品街
地址：琼中县城 总台：86238000
琼中爱心电商
联系人：陈树望 15091906663

五、哪里玩？
东五指山万泉河源漂流
地址：上安乡什错村
联系人：王经理18789239511

琼中绿橙获丰收，果农笑开颜。 袁才 摄

2017年观光游基地统计表

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分会场）
暨“奔格内”绿橙旅游季活动启动啦！

序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活动主题

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分会场）暨“奔
格内”绿橙旅游季活动新闻发布会暨绿橙开园上市仪式

橙意琼中—“品绿橙、游琼中”系列活动

创意琼中—奔奔系列文创
商品展销

书香琼中—走读琼中美丽乡村

生态琼中—“黎母山-学而山房”亲子艺术
生态游学

人文琼中—琼中首届古村落民俗露营大会

热血琼中—“绿橙杯”足球和气排球邀请赛

激情琼中—感受最刺激的河谷漂流

健康琼中—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羽毛球赛、珍珠球赛等系列活动

情定琼中—“执子之手、与子合老”黎苗传统婚俗庆典

醉美琼中—乡村音乐节，“奔格内”露营大会

歌舞琼中—第九届琼中黎族苗族
文化示范村文艺汇演

欢庆琼中—琼中建县三十周年庆典活动

时 间

2017年11月10日

11月10日—12月31日

11月10日—12月31日

11月10日—12月31日

11月10日—12月31日

12月9日—10日

11月10日—12月31日

12月20日—12月21日

11月25月—12月17日

12月24日—25日

11月10日—12月31日

12月23日—28日

12月28日

地 点

琼中华裕合作社绿橙示范基地

各绿橙果园及各乡村休闲旅游精品主题线路

琼中县城特色商品一条街（一号广场）

县内各乡村书屋

黎母山—学而山房

湾岭镇鸭坡村

琼中及省内其他市县

东五指山万泉河源漂流
大自然生态旅游区漂流点

县羽毛球馆
县文体演艺中心体育馆

红毛镇合老村

琼中各国家露营基地露营点

县文体演艺中心
县三月三文化广场

县三月三文化广场

姓名

夏宏

崔福春

林秋琼

连英周
孟令革

连英周
孟令革

电话

13807699208

13976217788

13307567356

13876511276
15108933191

13876511276
15108933191

门票入
园品尝

60元
每个人

40元
每个人

50元
每个人

50元
每个人

50元
每个人

果园地址

红毛镇新伟农场绿橙果园

和平镇长兴绿橙基地

和平镇长兴绿橙秋琼基地

黎母山槟榔根绿橙果园

湾岭镇新平村绿橙基地

果园路线

从琼中出发往红毛镇方向——经过加钗农场

——到建萌村路口——往里走500米处

从琼中往牛漏方向——乘坡大桥——

1公里向右转——进长沙有路牌——9公里——
崔氏绿橙有限公司

从琼中往牛漏方向——乘坡大桥——

1公里向右转——进长沙有路牌——9公里——
往里走第一家

乌石那大公路15.7公里处路口进入握岱村右转后
再左转进槟榔根村，过桥后沿水泥路直进（沿路旁
高压线电路走）

海瑜中线公里125.5公里处——
新平村进——1公里处

美好新海南欢乐旅游岛
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刘梦晓 美编：王凤龙A09 ——关注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琼中篇

在2016年绿橙旅游季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琼中绿橙包装箱。 朱德权 摄

绿橙飘 季 全域琼中游乡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