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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活动之一，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熊猫世界”正式开馆，大熊猫贡贡和
舜舜与广大民众见面，颇具海南特色
和热带风情的大熊猫新家揭开神秘面
纱，熊猫文化科普展、海野熊猫兄弟昵
称征名、海野熊猫兄弟欢乐大使海选
等一系列围绕大熊猫文化的精彩活动
纷呈上演，吸引着岛民游客参与其中。

来到贡贡和舜舜的海南新家，室

外运动场展区内假山、水池、草坪、木
爬架、玩具等设施配备齐全，茂密的
热带棕榈科植物和竹子，既体现出海
南热带特色，又能为熊猫遮阴。在室
内展示区，则模拟了自然生态，以热
带雨林、竹海为背景，增加了木质摇
摇椅和栖架，结合火山石、木头和植
物元素，为熊猫营造出舒适安全的生
活嬉戏空间。除了能一睹大熊猫新
居新颜，园区内还设有科普宣教区，

重点展示熊猫文化和科普教育，设置
多屏互动体验墙、投影仪等，非常适
合开展亲子互动、研学旅游。

若对海洋生物感兴趣，不妨去
三亚·亚特兰蒂斯“失落的空间”水
族馆。步入其中，犹如进入到梦幻
多姿的海洋王国，其设有 30 个海
洋生物展示池和大使环礁湖，沿着
交错的迷宫隧道和主题鲜明的走
廊，在灯光、水雾等效果下，可观赏

到太平洋海荨麻水母、巨骨舌鱼、
龙胆石斑鱼、鳐鱼、水母等逾 280
种淡水和海水生物。这里有8.6万
尾海洋生物自在遨游，置身其间，
可尽享与海洋生物共度时光的乐
趣。

●●小贴士：
“熊猫世界”开放时间为每天

8:00 至 17:30，自驾或搭乘旅游专线
车至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即可。

出境游 三大保障保险不容忽视

近年来，中国游客出境游呈现出规模大、频率高
的新特点。在此影响下，各家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
求开发了大量的境外旅游保险产品。境外旅游保险
保障功能形式多样，如何挑选合适的境外旅游保险
产品？

出行目的地是选择境外旅游保险产品的重要考
虑因素。不同国家对境外游客签证有不同的要求，
有的国家无强制保险规定，而有些国家则设有明确
的保险规定。比如，去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申根国家
旅游时一定要购买保险，办理申根签证时需要购买
医疗保额不低于3万欧元的申根签证保险，其中包括
住院和返送回国等保障项目。同时，还有部分国家
规定保险保障日期要在旅行日期上前后各延长 2
天，消费者购买保险前，需详细了解不同国家的旅
游保险规定。

此外，境外游购买保险还需要关注意外伤害、意外
医疗和境外紧急救援等3大保障内容。意外伤害和医
疗保障是旅游意外险的必备条款，主要负责游客因个
人过失导致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引起的人身伤亡的财
产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费用。由于国外医疗费
用较高，建议投保时选择医疗保额较高的保险。

紧急救援服务也是选择境外旅游险中不容忽视
的内容。如果身在异乡，发生意外事故或突发急性
疾病时，只要拨打保险机构提供的救援服务电话，便
可获得紧急救援或医疗服务。同时，有些保险机构
还会承担游客医疗运送、直系亲属慰问探访、紧急搜
救等相关费用。

自由行 根据不同场景配置险种

如今，自由行成为热门，自由行形式多样，目的地
特点各有不同，为自由行选择保险，就要根据不同出游
场景合理配置合适的旅游险保障项目，以应对出游途
中的各式问题。比如，去西藏等地区旅游，要注意因缺
氧导致的高原反应，购买旅游险可关注保障高原反应
的项目；进行蹦极、攀岩、潜水等项目时，要关注是否含
有高危风险运动的保障险种。

不少人喜欢“说走就走”，驾车兜风驰骋于山河之
间。自驾游出行要关注车载财物和车上人员的保险情
况。目前，绝大部分保险公司都开通了“全国通赔”服
务，如果异地发生车祸事故，只需要拨打保险公司全国
统一服务电话，就能完成异地报险、定损。同时，在出
发前，车主还可以了解保险公司的各种增值服务，合理
运用资源。如今，为了保障出行安全，多家保险公司都
在人员密集的旅游场所、高速公路辅路附近设置护航
站，帮助车主处理各类意外情况。

与此同时，乘火车、乘飞机等交通工具出游的朋
友，还可以选择购买高铁交通意外险、航空意外险、
航班延误险等保险产品。其中，乘客搭乘的航班因
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机械故障等因素，造成的航班
延误、取消一般均在航班延误险的赔付范围内，对于
出游乘机遇上航班延误的游客来说，该险种价格不
高，一般在30元至50元左右，也不失为安慰心情的
一种方式。

跟团游 人身意外伤害险不可少

相对于需要费心规划制定行程的自由行，也有不
少游客喜欢无需操心的跟团游。不过，在跟团游过程
中，由于行程安排均交由旅行社负责，如何保障预料之
外的风险？一些适合跟团游的保险产品值得关注。

一般而言，跟团游会包含旅行社责任险，由旅行社
作为投保人，是承保旅行社在组织旅游活动过程中因
疏忽、过失造成事故所应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的险
种。投保后，一旦发生责任事故，将由保险公司在第一
时间对受害旅客进行赔偿。

不过，旅行社责任险并不能保障旅游过程中的所有
意外，非旅行社原因所导致的意外事故不在承保范围
内。一些旅行社在费用声明中也提到，不包含旅游意外
险及航空意外险，并建议旅游者购买。因此，在选择跟
团游时，需认真仔细看清合同条款、保障内容，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合适的旅游保险产品，尽可能额外再选购一
份旅游综合意外伤害险，以此来承担因旅行中发生的意
外所导致的人身伤害、住院、医疗等部分费用，有的意外
伤害险还包含旅游救援，能让旅途安全有保障。

此外，现在购买旅游险的途径很多，除了直接联系
保险公司，还可以在保险公司网站或旅游网站上购
买。为保障充足的比对和选择时间，建议在出发前一
周即可开始准备相关投保事宜，为旅途上道“安心锁”，
以免影响出游的好心情。

选好旅游保险

为旅途上道“安心锁”

旅行总是让人充满期待，美丽风景也让人流连忘
返，然而，旅途路上，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意外受伤等情
况时有发生，有时会耽误行程安排，让出游的心情大打
折扣。

如何让旅途更安心、省心？当然要根据不同的出游
目的地及行程计划，提前考虑旅途中有可能发生的意外
情况，围绕机票、酒店、游玩场景等环节，对航班延误险、
航空意外险、酒店取消险、行李损失险等旅游保险做统
一规划购买。

到海南打卡萌物地图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有多少人不远千里开启长途旅
行，仅仅是为了一湾海滩？依山傍
海的三亚似乎就有这样的神奇吸引
力。城市虽不大，坐落在各个城区
的海滩却有着大不相同的气质。无
论是“洋面孔”扎堆的大东海，高品
质发展的海棠湾，还是热闹的三亚
湾，总有一处景致能直击人心，成为
旅行的目的地。若青睐于独自品味
静谧时刻，希望能在旅途中探寻绝
美海景，位于三亚亚龙湾白石岭山
麓的太阳湾绝对榜上有名。

太阳湾，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湾如其名，风景绝美，适合观日出日
落，因湾内白石岭上的奇石“太阳
石”而得名。湾区距三亚市区约19
公里，西接百福湾，东倚亚龙湾，是
一处珍藏多年的隐秘海岸。当驱车
进入亚龙湾区域内，路旁葱郁山林、
乡野农田、花草芬芳的醉人景致，便
已开始为目的地的惊艳美景做好
铺垫。驾车沿着蜿蜒山路往深处而
行，穿过六盘路、龙溪路，便到达太

阳湾路。峰回路转，帧帧皆画，接下
来，长达4公里的观海山路所带来的
绝美感受定会让人猝不及防，令人
迅速沉醉其中，湛蓝海岸波光粼粼，
盘山公路步步是景，傲然藏于山海
间的太阳湾映入眼帘。

行至太阳湾路，不断按下相机
快门拍摄下醉人美景，仿佛是种本
能。沿山公路的每一处，都是观赏
山景、海景、城景的绝佳地点，山路
间还设有观景台，让远道而来的游
客能驻足停留，大饱眼福、尽览美
景。坐拥山海美景与绝美风光，太
阳湾路也被不少游客称为“海南最
美公路”，成为“网红”打卡点。

“哪怕已经见过很多次海，太阳
湾的美景仍令我回味。一边是茫茫
大海，一边是披挂着绿色植被的悬
崖，蜿蜒绕山的马路旁种满了怒放
的三角梅。这一幕幕动人景色，让
人不由要拿出手机拍下照片和视
频。”三亚市民苏静说。

三亚能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并不
多，除了离市区较远的海棠湾，还有哪
些最佳观日点？有不少人会披星戴月

驰车前往太阳湾，仅为了亲眼目睹一
次完美日出。“天还未亮，我们到达太
阳湾路时，已经有好几辆车停靠路边，
大家心有灵犀，共同翘首等待日出美
景。”三亚市民王雨回忆起初次在太阳
湾赏日出的时光，仍记忆犹新。

若想踏浪拾贝，可以将车开至
山路尽头的度假区，步行至沙滩玩
耍。海湾呈U字形，湾长约2公里，
湾内水面平静，水温适宜，是泡“海

水浴”的不二之选。由于鲜有人前
来，湾区内还保留着纯天然的美，海
沙细软，洁白如银，海岸奇峰林立，
怪石嶙峋，踏浪漫步，海水清澈透
明，还能看到海底丰富的小鱼、小
蟹，自然资源天赋异禀。据周边居
民介绍，太阳湾最佳横向能见度可
达到18至 30米，水下珊瑚种类丰
富，颜色艳丽，海底的海洋鱼类繁
多，在湾区游泳，幸运的话，还能偶

遇样子滑稽可爱的小丑鱼、雍容华
贵的神仙鱼、颜色鲜艳的蝴蝶鱼等，
感受与“海洋精灵”共舞的悠闲时
光。

“这恐怕是三亚最惬意的海湾
了，没有拥挤人潮，住在湾区周边酒
店，可以穿着潜水鞋在海边走路，探
访各式‘海洋小灵精’，一整天独享
一片海湾。”上海游客郝孟怡说。

此外，湾区内还设有潜水中心，
提供浮潜、深潜、香蕉船等海上项
目，对于想深度感受海洋魅力的游
客来说不容错过。还有的人，追求
慢的享受，选择步行游览4公里的太
阳湾路，用脚步丈量寸寸美景。

在醉美景致面前，怎么慢享受
都不过分。

●●小贴士：
地址：位于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

游度假区西南部，距市区约19公里。
交通：湾区位于山中，建议自驾

前往，便于一路游玩一路赏景。
住宿：路途距市区较远，建议夜

宿湾区，深度体验静谧时光。

三亚太阳湾：

悠享专属海滩的静谧时光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近日，两名特
殊岛民正式落户海
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凭借呆萌的外
形、讨巧的性格迅
速引起广泛关注
——它们便是来自
四川的“国宝”大熊
猫贡贡和舜舜，自
熊猫馆开馆以来，
前来拜访的市民游
客络绎不绝，成为
激活“动物游”的
“吸睛法宝”。

旅游不仅仅是
为了看风景，更是
换一种心情，感受
不一样的乐趣。徜
徉于琼岛山海美景
间，能与可爱的动
物们一起度过一
天，感受与大自然
的奇妙邂逅，定能
为旅途加分。今冬
旅游旺季，还在纠
结如何开启琼岛之
旅的游客，不妨跟
随海南日报记者的
脚步，一同打卡海
南“萌物”地图，感
受可爱又迷人的海
南之旅。

相较于隔着围栏观赏“萌物”，还
有不少人更喜欢与动物来一次“亲密
接触”。在海南，有不少景区凭借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而然地吸引
着鸟类、猴子等动物定居于此，形成
独特的人与自然和谐景象。

三亚的地标性景区——鹿回头
公园便是猕猴的天堂，是目前三亚市
唯一拥有野生猕猴群落栖息的景区，
现有猕猴20余群约500余只野生猕

猴生存。漫步景区中，除了能观赏山
林美景，感受独特的鹿城文化、爱情
文化、黎苗文化，与猕猴“巧遇”成为
不少游客的惊喜。在景区工作人员
的保护下，山里的猕猴数量逐渐增
多，也逐渐培养出了“人性”与灵性。
猴群们喜食野果，常在清晨与傍晚出
没林间和景区，与游客共同漫步山
间、互动嬉戏，甚至会主动讨要食
物。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该景区还会

开展以猕猴为主题的灵长类动物科
普宣传活动，让更多游客近距离接触
猕猴了解生活习性，提升动物生态保
护意识。同时，景区工作人员还会为
猕猴“过节”，将西瓜、苹果、香蕉、菠
萝、哈密瓜、胡萝卜等水果摆在景区
中，与游客一同宴请山上的野生猕猴
共赴百果盛筵。

三亚白鹭公园、鹿回头滨河公园
等城市公园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感受

动物魅力的好去处。公园中生态宜
人，草木茂盛，常有鸟类栖息枝头、
白鹭翩飞河面，形成靓丽的城市景
观。

●●小贴士：
三亚鹿回头景区中的猕猴为野

生猴，由于并未进行专业驯化，有些
猴子还略有野性，建议在与这些猕猴
互动时，听从景区工作人员安排，不
随意逗猴，做到安全赏猴。

结合海南旅游资源优势，还有
不少动物园位于景区景点间，甚至是
直接打造成以动物为主题的景区，让
游客在边逛边玩的过程中，享受与

“萌物”的亲密时光。
其中，南湾猴岛是以猴子为主

的特色动物主题景区。该景区位于
陵水，三面环海，是我国唯一的岛屿
型猕猴自然保护区。岛上生态资源
丰富，拥有原始的自然环境，热带植
物近 400 种，动物近百种，2500 多

只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猕猴在此自在
成长。在景区内，能近距离感受猴
子惬意舒适的海岛生活，猕猴迎宾
以及潜水、游泳、高楼跳水等颇为吸
睛。

在以旅游演艺文化为主的三
亚千古情景区，也能感受到人与动
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景区内
设有彩色动物园，是集动物观赏互
动、科普教育、动物保护等多种特
色和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园林动物

园。园区内绿意盎然、灌木成林，
旅人蕉、小叶垂榕、三角梅、九里香
等上千种热带植物自在生长，为动
物营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活条件，内
有非洲狮、长颈鹿、梅花鹿、斑马、
浣熊、土拨鼠、努比亚陨石羊、袋
鼠、水獭、孔雀、火烈鸟等数十种动
物，游客置身其中，不仅可以感受
到热带植物氛围，还能与各式“网
红”动物“亲密接触”。

在三亚蜈支洲岛，除了丰富的

海洋生物，岛上生态怡人，是“天然氧
吧”，也成为“动物天堂”。在岛上，无
论是草坪还是林间，孔雀、鸵鸟、鹦
鹉、鸽子、鸡、鸭等动物自由生活，与
大自然巧妙融合，喜欢动物的朋友们
不容错过。

●●小贴士：
前往南湾猴岛的最佳季节为每年

10月底至翌年2月，岛上的售票时间
是8时至16时30分，建议上午前往，
保证有充分时间在岛上游玩。

主题园区：与大熊猫亲密接触

景区“萌物”：边逛边玩拾“野趣”

奇妙邂逅：捕捉动物的精彩瞬间

攻略

新秘境

出行服务站

出行前买好保险为旅途上道“安心锁”。

三亚太阳湾。

三亚·亚特兰蒂
斯的水族馆。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红树林湿地保护公园的火烈鸟。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南湾猴岛的猴子。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大熊猫。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丽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