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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露博会房车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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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2018 陵水（英州）
首届芒果采摘季暨乡村
休闲游活动

“三月三”电影放映活动

“三月三”琼剧演出活动

黎母人文生态博物展

三亚全域乡村旅游
月芒果欢乐采摘节

黎母诞辰民间祭祀

奔格内热带雨林定
向越野挑战赛

中廖“绿水青山观
黎趣 夜宿中廖品自然”

琼中“三月三”闭幕
式文艺晚会

“五一”红色娘子军
诞辰87周年纪念日暨
阳江交流活动

第二届北部湾（海
南 儋州）旅游美食博览
会

包蜜园荔枝采摘节

“中国旅游日”琼海
系列活动

塔洋农夫市集美食节

海南(屯昌)农民博览会

芒果飘香昌江情旅
游活动

举办时间

3 月 31 日-6 月
30日

4月 1 日-5 月 7
日

4月 1 日-5 月 7
日

4 月 10 日-5 月
31日

4月中下旬

4月28日-30日

4月29日

4月29日-5月1
日

4月30日

5月1日

5月-6月

5月中旬

5月19日

5月26日

5月

5月-6月

举办地点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各乡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各乡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黎母山学而山房

三亚育才生态区后靠
村小组

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红毛镇什寒村

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县城三月三小广场

琼海市阳江镇

儋州市文化广场

定安县

琼海市

琼海市塔洋镇莲塘路
以及古邑小巷

屯昌县农博城

昌江黎族自治县

内容

在芒果成熟上市期间广泛开放采摘体验
区，邀请本地居民、外地游客参与采摘活动，
同期将举办4场主题活动

在各乡镇组织电影放映活动，丰富本地
居民和外地游客的文化生活，烘托“三月三”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氛围

在各乡镇组织琼剧演出活动，通过民间
戏曲艺术传播传统文化，让外地游客感受独
特的本地戏曲艺术

通过对黎族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展览，让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黎族文化，感受
黎族人文生态的魅力

在文门、雅亮等地开展乡村游览活动，以
吖啦咪苗族-后靠村为主会场，举办各种乡村
旅游体验活动

为传承黎族传统文化，打造黎母诞辰文
化旅游品牌，举办黎母诞辰民间祭祀活动，让
游客切身感受独特的黎族文化魅力

本次比赛将深入热带雨林无人区，探索
丛林秘境，尽享热带风光，迷人的原始森林和
溪降漂流会让参赛者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打造“两天一晚”中廖村团体游活动，从
吃、喝、住、行、玩等方面全面感受中廖村的魅
力

举办琼中“三月三”闭幕式文艺晚会

1931年5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
立师女子军特务连在阳江镇宣告成立。为纪
念这一历史时刻，琼海市将历史、民俗、旅游、
农业有机结合，举行历史悠久的阳江“交流集
市”

本届博览会将设北部湾旅游与商品展
馆、土特产食品馆、市县形象特装馆、儋州形
象馆、市县小吃美食街等精彩展馆

在荔枝成熟上市期间，邀请游客前往果
园进行采摘体验活动

在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日举行文明旅
游宣传、旅游新产品体验活动

塔洋镇特有的农业、文化、旅游相结合的
活动

海南(屯昌)农民博览会是全省品牌农产
品展览的大平台

活动期间将举办采摘体验、乡村体验、百
年芒果拍卖品鉴会、自驾之旅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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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乡村旅游与
休闲农业发展论
坛报名二维码

海南乡村旅游文
化节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

海南乡村旅游文
化节微博二维码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农业厅、海南省文化
广电出版体育厅、海南省工商联

协办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各市县

旅游发展委员会（局）、海南省旅行社协会、海南省房车露
营协会、海南省旅游餐饮协会、海南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
会、海南省自驾游协会

活动时间：2018年4月28日-5月28日
活动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为中心 其他市县参与

2018年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4月28日开幕

经连续五届的成功举办，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已成
为我省旅游节庆活动的一个重要品牌。通过乡村旅游文
化节，海南充满热带风情和民俗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得
到了充分的宣传推广，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和商家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贯彻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中共海南省委、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的具体要求，
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和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2018年（第六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将于4月
28日-30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精彩启幕。本届海南乡村
旅游文化节以“全域旅游 乡遇海南——海南热带乡村休
闲旅游”为主题，将推出一系列缤纷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极
具吸引力的精品线路，对全省各市县乡土文化及民俗风
情分别进行深度挖掘，为岛内外游客提供新的旅游产品
和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体验，九大精彩活动在休闲农业、
旅游扶贫、特色美食、房车露营、自驾骑行、传统文化等方
面再度升级，为岛内外游客的海南乡村旅游之行带来不
一样的体验。

房车自驾线路（推荐）

九 海南热带乡村旅游月各市县活动一览

为进一步提升活动辐射力和影响力，让乡村旅游文化节带动游客前往更多市县体验乡村旅游。除了陵水黎族自治县主会
场外，全岛各市县及有关旅游企业将同期举办主题各异、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让广大旅客朋友更好地参与其中，感受海
南无与伦比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关注2018年（第六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活动主题 | 全域旅游 乡遇海南——海南热带乡村休闲旅游

一 陵水乡村旅游推介会

通过举行陵水乡村旅游推介会以及黎族歌舞表演、传
统黎族长桌宴、黎族原生态器乐演奏、篝火晚会等精彩活
动，向与会嘉宾、媒体记者展示陵水乡村旅游资源以及丰富
的民俗文化底蕴。

时间：2018年4月27日19：00-21：00
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

二 2018年（第六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开幕式通过海南本土民俗歌舞表演、椰级乡村旅游点
授牌仪式、房车自驾和骑行车队发车仪式、黎族苗族风情走
秀等活动，充分展示海南乡村的美丽风光和民俗文化的深
厚底蕴，提升低碳出行、绿色环保的全民意识，着力打造海
南全域旅游新魅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时间：2018年4月28日9：00-10：00
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场

三 海南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发展论坛

本次论坛旨在建立海南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前瞻性研讨
平台，以“全域旅游 乡村振兴——构建美好幸福新海南”为
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政府相关部门、标杆企业、
投资机构等同台演讲与对话，共同探讨乡村旅游在全域旅
游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

时间：2018年4月28日14：00-18：30
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会堂

四 乡村旅游文化图片展

乡村旅游文化图片展通过130多幅精选的最具代表性
的摄影作品，全面展现了海南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以最直
观的视觉展示出海南在建设美丽乡村、多彩田园，以及开展
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大力推广我省乡村旅游新产
品、新路线、新展望。

时间：2018年4月28日-30日
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场

五 海南（陵水）旅游美食与商品展销会

本次展销会以“特色美食 多彩陵水”为主题，展

会现场集中展示陵水及各市县具有民族民俗特色的
美食、商品，通过展示、品尝、销售等形式展现乡村美
食文化。展销会展馆场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国际
标 准 展 位 约 300 个（含 房 车 展），共 设“ 两 馆 两
街”——陵水馆、市县特产馆、陵水特色美食街和市
县特色美食街。

本次展销会不设门票，游客市民均可免费进场参观，展
销会现场万张美食代金券将免费派送，全场通用，另外还有
特色旅游商品优惠大放价。

市民游客可在现场低价抢购全岛特色旅游商品，品尝
全岛美食小吃，享受一站式的全岛购物体验。

时间：2018年4月28日-30日
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场

六 “美丽乡约 骑遇陵水”美丽乡村绿色骑行

此次绿色骑行活动将设置美丽乡村骑手赛道，组织开
展美丽乡村绿色骑行活动。选手需通过网上预约报名参与
的赛道获取比赛路线信息。本次主题赛道设有美丽乡村骑
手赛点。

主题：美丽乡约 骑遇陵水
时间：2018年4月28日
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场、光坡镇、凤凰热

带奇异果园（凤凰农庄）

七 陵水传统文化系列展演活动

1、陵水文化体育广场主会场
时间：2018年4月28日9：30-10：30
主题：黎苗文化秀
主要内容：模特大秀、竹竿舞欢乐颂、歌伴舞、舂米谣等

文艺汇演。
2、大里分会场
时间：2018年4月29日
主题：梦幻桃源 世外黎乡
主要内容：特色黎族商品集市、桃源黎乡徒步行、黎

族风情长桌宴、大里黎乡文艺汇演、梦幻桃源露营之夜。
3、坡村分会场
时间：2018年4月30日
主题：红心不忘 乡遇坡村
主要内容：食材争夺战、水枪大战、党课培训、真人CS、

坡村骑行、革命微场景拍照纪念、红色革命主题宴、坡村红
色文艺汇演等。

八“醉美陵水 美丽乡约”陵水房车（自驾车）露营乡村之旅

活动邀请房车（自驾车）车队、围绕陵水丰富的景点和乡村旅游资源，前往凤凰热带奇异果园（凤凰农庄）及坡村、大里等
地展开乡村之旅。并通过房车露营生活业态展展示、现场互动，让市民及游客切身了解房车乡村休闲游，现场在房车展示区
设演出主题小舞台，让民众近距离感受房车露营生活方式。

时间：2018年4月28日-30日
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场、大里、坡村

陵水黎族自治县群众带着孩子，来到文罗镇坡村，接受
爱党爱国教育。 武昊 摄

游客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大里瀑布游览。
武昊 摄

更多详情请关注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微信、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