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火山口公园
11月24日至12月31日期间，

火山口公园将推出一系列展示海南
当地传统文化的演出，给游客和市
民带来传统民俗文化的盛宴。具体
活动安排为：

演出时间：每日两场，上午场
10：00-11：20；下午场15：30-17：00

演出地点：火山口公园休闲广场
欢乐节期间可以在火山口公园

感受海南本土特色文化，同时入园
可以享受优惠购票：海南身份证及
持有海南省社保卡者提前一个小
时预订可享受5折购票，即30元/
人。预订热线：65468900

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
欢乐节期间，电影公社9：30至

18：00将推出杂技、魔术、快闪、琼剧等
40多场节目演出，供入园游客随时观
看。针对海南居民推出海南特惠票
128元/人（两街一院，原价148元）。

12月22日-23日，“能量生活
节”亮相电影公社，电音节、抖音网
红跨年狂欢派对将在12月中旬起
轮番上演，让游客真正感受海南欢
乐节的激情碰撞。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欢乐节期间（11月 20日—12

月31日）优惠活动：
生态新果园（名优特稀热带水

果）：优惠观光票10元/人
真人CS高校联赛：学生特惠

38元/人/次（比赛自由组队，5人一
队，需凭学生证按队报名）

真人CS野战：团队优惠票50
元/人（10人起）

亲子拓展1日游：优惠价180
元/人（含夺宝小骑兵/亲子趣味运
动会、鲜花特色午餐、温室大棚果蔬
采摘/种植体验、观光车游览）

营业时间：8：30-18：00
公园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兴洋

大道东50米海南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 业 公 园, 咨 询 电 话 ：0898-
65629316 0898-65629999

人民骑兵营
11月25日报名石山杯自行车

俱乐部邀请赛或者体验荣誉骑行，
漫游世界唯一火山地质赛道，赏火
山古村落（春藏村），逛火山农夫市
集，体验火山体育旅游的激情。

具体活动安排为：
活动时间：25日9：30-12：00；
活动地点：人民骑兵营、春藏村
免费报名火山赛道体验荣誉骑

行，有机会抽石山特色农产品大
奖。预订热线：66196300吴小姐、
13876589520徐先生

NBA互动体验馆
欢乐节优惠价格：
成人门票：78元（原价98元）
地址：海口市羊山大道39号观

澜湖新城NBA互动体验馆
电话：0898-65682726

香世界庄园
亲亲鱼疗池免费开放，时间：

2018年 11月 24日—12月 31日，
活动方式：到香世界庄园即可免费
获得亲亲鱼疗池体验券。

领取方式：到前台按要求转发

微信即可领取。

开心农场温泉度假村
1.欢乐乡村亲子体验游，欢乐

节期间58元（原价172元），含一份
手工陶泥制作（原价58元），一壶红
茶（原价58元），亲亲鱼疗体验2位
（原价28元/位）。

2.欢乐乡村亲子休闲游，欢乐节
期间88元（原价160元），含一份水果
茶（原价58元），一杯饮料（原价22
元），小酥饼一份(原价22元)，一份手
工巧克力糖果制作（原价58元）。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24日
至12月31日

海口开心农场地址：海口火山
口地质公园南麓儒黄村村口（火山
口公园前行1000米）

海口开心农场电话：0898-
68612345 / 18089758778

冯塘绿园
时间：11月24日－12月30日

（海南岛欢乐节期间）
全园开展“冯塘绿园欢乐颂”系

列活动：
1.欢乐颂免费骑行游园活动，

每天限100名，先到先得。冯塘绿
园助力全民健康骑行快乐。

2.欢乐节期间逢周六周日开放

欢乐颂美食集市，品尝农家土味小
吃，让你逛吃逛吃嗨不停，食开怀。

3.冯塘绿园欢乐颂，乡韵橄榄
乐不停。欢乐节期间橄榄园上下
午分时段变身乡村钢琴，游客做音
符，挑战超强节奏韵律，跳出欢乐
新天地。

4.欢乐工坊，体验制作（趣味蜡
染，创意植物贴画，制作欢乐风铃）
巧手比拼欢乐达人。

5.共享农庄田园花海秀美照，
幸运游客抽签送花收祝福。

6.欢乐节期间，冯塘绿园每天
送出3间欢乐房（免房费）含欢乐礼
包/间，订房住宿，抽签迎好运！幸
运热线：陈经理 18689959222、王
经理13637519938

7.冯塘绿园橄榄树餐厅推出欢
乐健康套餐，美味实惠28元/位，每
天限定200名，预约有效，美味热
线：林经理13976920911

滨海游
欢乐节价格优惠：
1.夜游海口湾：78元（原价98

元，秀英码头上船）
2.单体龙骨帆船：99.9元（原价

168元，海口国家帆板帆船基地）
3.夜游海口湾游船+帆船体

验+水上飞机体验套餐价：520元／

人（原价664元／人，国家帆船基地
公共码头上船含水运交通）

预定电话：13519830705

海南迎宾馆
欢乐海南岛·HAPPY放大价
2号楼：双标大床780元含双早
1号楼：双标618元、大床678

元均含双早
客 房 预 订 热 线 ：0898-

65205189 客房预订中心
活动期间，住店宾客餐饮消费

享9折！（不含酒水、套餐、海鲜、特
价菜品、自助餐、贵价菜品）。

餐 饮 预 订 热 线 ：0898-
65205149/15289872565

活动时间：2018 年 11 月 24
日-12月24日

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
1.大堂吧双人港式下午茶一

份+双人火山岩矿温泉体验一次，
仅需188元/套

2.地中海风情自助晚餐+火山岩
矿温泉（1大+1小），仅需238元起

3.豪华客房699元起，更有温
泉、盛宴及高球套餐，邀您欢乐行！

预订热线：0898-68683888
活动日期：2018年11月24日

至2018年12月31日

海口美兰绿地铂骊Q酒店
400元商务房含双早，680元

商务套含双早
预定电话：0898-36338888

连理枝
11月20日-12月31日
1.在连理枝渔家乐用餐，享受

9.2折优惠。
2.住宿连理枝民宿，送住宿费

用 10%的餐券（住宿当天有效）。
住宿连理枝民宿送红树林科研栈道
观光，红树林博物馆观赏，海底村庄
3个景点的游览。

2018年（第十九届）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

时间：2018年11月24日9：00—10：30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

2018第三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
时间：2018年11月23日-25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第四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
时间：2018年11月23日-26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2018世界旅游投资大会
时间：2018年11月24日-26日
地点：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

海野动物狂欢游园主题活动
暨大熊猫文化馆开馆仪式

时间：11月25日
地点：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第68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
海口站系列活动

时间：2018年11月23日-27日
地点：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等景区

景点
世界小姐欢迎仪式暨世界小姐海口站活动启

动仪式
时间：2018年11月23日 9：30-11：20
地点：海口观澜湖新城
海南国际欢乐节开幕式表演活动
时间：2018年11月24日 9：00-10：30
地点：欢乐节开幕式现场
世界小姐海口景点巡游（4组分组巡游）
时间：2018年11月25日 9：00-12：00，15：

00-18：00
地点：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骑楼老街、海

口火山口地质公园、观澜湖旅游度假区
世界小姐总决赛单项赛——才艺赛
时间：2018年11月27日 19：00-21：00
地点：海口观澜湖新城
世界小姐观澜湖高尔夫体验
时间：2018年11月28日
地点：海口观澜湖度假区

“欢乐海南，从海口开始”
——2018海南草莓音乐节

时间：2018年11月24日-25日14：00-22：00
地点：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无人机灯光秀：
时间：2018年11月23日20：30,21：00
地点：万绿园
时间：2018年11月24日20：30,21：00
地点：长影环球100草莓音乐节现场

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
时间：2018年11月25日至11月30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口经济学院、骑

楼老街
文化周开幕式文艺汇演
时间：2018年11月25日10：00
地点：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
文化周文化艺术展演
时间：2018年11月26日20：00
地点：海口经济学院桂林洋校区大剧院
东方市文艺巡演
时间：2018年11月27日20：00
地点：东方市市民休闲广场
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专场演出
时间：2018年11月27日20：00
地点：海口经济学院桂林洋校区大剧院
国际龙狮友谊赛
时间：2018年11月28日9：30
地点：生生国际百货
音乐会
时间：2018年11月28日20：00
地点：海口经济学院桂林洋校区音乐厅
国际龙狮友谊赛
时间：2018年11月29日9：30
地点：生生国际百货
闭幕式暨颁奖晚会
时间：2018年11月30日20：00
地点：海口经济学院桂林洋校区大剧院

海口数字夜市狂欢节
时间：2018年10月15日—2019年1月15日
地点：海垦花园夜市，金盘夜市，泰龙城琼台

小吃街，福地美食街，海大南门夜市

第七届古玩艺术品博览会
时间：2018年11月23日—11月26日
地点：海南鼎臻古玩城

2018海南欢乐节火山口活动
时间：2018年11月24日—12月24日
地点：中国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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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元素十足
互动趣味性强

今年欢乐节开幕式上，120位
世界小姐将前来助阵，每位世界小
姐将身着各国民族传统服饰走秀，
并一起合唱主题曲《点燃激情 传递
梦想》献礼开幕式。

除盛大的开幕仪式外，本届欢
乐节组委会还在海口主会场主导策
划了第八届美大地区英语国家友好
论坛、“欢乐海南”大型旅游推介会、
欢乐节专场文艺演出、2018第三届
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第四届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2018世
界旅游投资大会等主体活动。各项
活动档次高、国际元素十足、互动趣
味性强。

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欢乐之旅嗨个不停

本届欢乐节期间，海口市还精
心策划了欢乐周系列活动，让你的
海口欢乐之旅嗨个不停。

以“凝心世界·欢乐海口”为主
题的第68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
海口站系列活动是其中一个亮点。
120位世界小姐通过欢迎仪式、海
口景点巡游以及世界小姐总决赛单
项赛之一的才艺赛，让国际元素和
海口时尚碰撞出惊艳火花，展现海
口的滨江滨海花园城市魅力。

11月24日，2018年海南草莓
音乐节将在海口开启全新“旅游+
音乐”玩乐体验，这也是草莓音乐节
首次空降海口。届时，众多音乐粉

丝将从国内外赶来，争相一睹国内
外一线音乐人展现多元且独具特色
的音乐炫风。

一场专为本届欢乐节彩蛋打造
的无人机自动化编队、空中立体交通
灯光秀表演，将于11月23日20：30、
21：00两个时间段在万绿园内亮相，
为海口市民献上一场科技感十足、全
程高能的华丽视觉盛宴。本次无人机
灯光秀最佳观赏位置位于海口市海口
湾沿线，面向海口滨海夜景沿线，万绿
园沿线均可观赏。若你错过这场，草
莓音乐节举办当天20：30、21：00，无
人机灯光秀表演还将移至长影环球
100电影主题乐园继续表演。

国内外游客还可一睹熊猫兄弟
萌态。11月25日，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动物狂欢游园主题活动暨
大熊猫文化馆将正式开馆。当天，

40位世界小姐也将应邀出席开馆
仪式。海野熊猫兄弟欢乐大使、欢
乐迷你野生动物园、欢乐动物大咖
秀等活动也将陆续登场。

本届欢乐节“朋友圈”更大，中
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将于11月
25日至30日举办，旨在为中外大
学生搭建交流文化教育信息和展示
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国际平台。
活动上，将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
高校的30个代表团为椰城市民呈
现出精彩的文艺汇演，并带来舞龙
舞狮比赛、图片展览和大学生微电
影比赛等精彩活动。

全城齐欢乐
出游享优惠

欢乐节期间，海口观澜湖旅游

度假区、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
社、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海口
火山口地质公园、开心农场、香世界
庄园、海南迎宾馆、连理枝、滨海游
等海口各大景区（点）、旅游项目、宾
馆酒店、民宿等均推出全城优惠促
销活动，让市民游客享受到实实在
在的出游福利。

据海口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市
组织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契
合并突出“欢乐海南从海口开始”的
欢乐与城市营销主题。

该负责人同时也提醒市民游
客，在游玩和观赏过程中做到文明
旅游，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
交警的指挥疏导，按照交通标识行
驶和停放车辆，做文明旅游的参与
者、践行者。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

美好新海南 欢乐旅游岛
——关注2018年（第十九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欢乐节海口主会场活动丰富多彩

畅游椰城 欢乐无限

2018（第十九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口欢乐周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欢乐海南 从海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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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十九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11
月 24日在海口启幕。作
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
口将举办主题各异、内容
丰富的欢乐节活动，涵盖
了本土文化及国际时尚元
素展示、大型音乐盛典和
高端行业论坛等，既呈现
欢乐节的国际化特色，同
时全面展示海口文化和旅
游资源。

为期1个月的欢乐节
期间，海口各旅游景区
（点）、旅游项目及宾馆酒
店等也同步推出多种旅游
促销活动，增强岛内外游
客和市民的参与热情，拉
动旅游消费。

今年欢乐节开幕式上，120位世界小姐将前来助阵。 武昊 摄

（本版策划/海宁 本版撰文/海宁 印皋宁）

优惠不停 逛吃不止欢乐节期间海口景区景点优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