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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水田园 采四季瓜果
三亚热带休闲农业旅游线路推荐

线路1
诗画田园趣味农庄

线路2

线路5

线路4

线路3

浪漫花海趣味农耕

（红花共享农庄）
红花共享农庄身处青山秀水间，集热
带火龙果园、百香果园、稻虾共生、瓜果蔬
菜、生态养殖、亲子研学、自然教育、垂钓、
农家乐、民宿树屋、康养旅居等于一体，把
优美的生态环境体现得淋漓尽致。农家午
餐的食材取自农场，新鲜自然不在话下，农
家乐拿手的美味椰子鸡火锅，就是用农庄
里农户养的鸡，还有刚从地里采摘的蔬菜
及其他新鲜食材，通过最简单的烹饪办法，
做出最纯正的味道
行程：9：00 从三亚市内出发
9：
30 红花生态共享农庄体验各类活动
12：00 享用农家午餐
13：3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参观龙文化景观长廊、农业研
学科普园、农家动物科普知识园，品尝有
机生态农家乐，采摘火龙果和百香果、垂
钓、划船等
推荐人群：研学亲子、团建拓展、养老
休闲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红花村
联系电话：15595817508
采摘时间：百香果（全年）、火龙果（全
年）
公交路线：37 路：荔枝沟市场—红庄
小学（下车）向东步行 600 米到达红花共享
农庄
自驾路线：三亚市内出发，荔枝沟路—
学院路—X820 县道—红花共享农庄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水稻国家公园）

逍遥垂钓快乐采摘
（亚龙农庄）

田间野趣户外拓展
（青春之歌生态农庄）

诺丽科普区、沙漠玫瑰花艺园、鸡蛋花观
赏区、省农科院果树新品种新技术科技示范
园，没错，这就是多种园区合为一体的亚龙农
庄。农庄掩映在绿树层叠的山林之中，露天烧
烤、水果采摘、垂钓，真人 CS、丛林咖啡馆、迷你
动物园等体验项目的加入，让恬静的时光增添
了几分活泼
行程：
9：00 从三亚市内出发前往亚龙农庄
9：30 游览亚龙农庄，
参加各类体验活动
12：
00 亚龙农庄农家乐用午餐
13：
00 继续参加其他体验活动
17：
0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游赏多样生态园区，逍遥垂钓山水
间，趣味农业知识科普，精彩纷呈的户外拓展，
全方位度假体验
推荐人群：
研学亲子、团建拓展、养老休闲
地址：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农场南400米路西
联系电话：
18640905811
采摘时间：
芒果（12 月—次年 7 月）
公交路线：45 路、18 路、33 路、27 路、20
路、9 路、28 路至亚龙湾火车站下车
自驾路线：线路 1：三亚市内出发，迎宾路
—环岛东线 G98 高速—亚龙湾玫瑰谷出口—
400 米处道路右侧亚龙农庄；线路 2：三亚市内
出发，迎宾路—吉阳大道—田独路—过科技园
隧道—200 米道路左侧亚龙农庄

青春之歌生态农庄集采摘、度假、聚
会、亲子游等项目于一体，真人 CS、射
箭、垂钓、水上单车、抓鱼体验、摇摇桥、
乡村星级 KTV、纯手工制黎陶……任何
一项活动都让人血脉喷张。活动结束
后，还有新鲜美味的烧烤、黎族特色美食
和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
行程：
9：
00 从三亚市内出发前往青春
之歌农场
9：
30 感受休闲农庄之趣
12：
30 农家乐用午餐
14：
00 体验农庄特色活动
18：
00 烧烤晚餐，
欣赏各类歌舞表演
21：
0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
紧张刺激的户外挑战，
原汁原味
的黎家风味，
体验徒手抓鱼乐趣，
贴近自然
的乡村风光
推荐人群：
家庭亲子、团建拓展
地址：
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委会上塘
村小组
联系电话：
15798968882
采摘时间：
百香果（全年）
公交路线：
20路：
吉阳农贸批发中心—
中廖村（下车）步行至大榕树广场沿路步行
500米后到达
自驾路线：三亚市内出发，吉阳大道
—迎宾互通—中和路—中廖村—大榕树
广场—青春之歌生态农庄

黎家生活亲子体验
（树上鲜农场）
农场因地制宜开发了生活体
验、农场采摘、亲子活动以及乡村
民宿等运营模块，根据季节的不同
分为不同的活动安排，6 月—10 月
“生活+萤火虫夜观体验”，12 月—
次年 5 月
“水果采摘+亲子体验”
行程：9：00 从三亚市内出发前
往树上鲜农场
10：20 树上鲜农场游园科普、
制作黎家美食
12：00 农 场 午 餐（椰 子 鸡 火
锅+土窖烤鸡）
13：00 采摘及其他体验活动
15：0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趣味野外探险，DIY 手工
体验，参与自制农家美食，观赏萤
火虫奇观，趣味农业知识科普，精
彩多样的户外拓展
推荐人群：
研学亲子、
团建拓展
地址：
三亚市海棠区广西村
联系电话：13976721037
采摘时间：菠萝蜜（全年）
自驾路线：三亚市内出发，迎
宾路—荔枝沟路—环岛东线 G98
高速—大茅隧道-海棠湾藤桥出口
（下高速）—海棠区政府—前进路
方向—广西村—树上鲜农场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是集乡村田园风情、
玫瑰
种植、
玫瑰衍生产品开发、
玫瑰文化展示、
休闲旅
游度假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水稻国家公园集
农业生态、农业观光、稻作文化、科学研究、科普
教育、
动感体验、
民俗风情、
休闲度假等为一体
行程：
9：00 从三亚市内出发
9：
30 游览国际玫瑰谷，感受浪漫花海
12：00 中廖村用午餐
13：30 水稻国家公园参加各类体验项目
17：0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千亩花田感受浪漫气息，体验插花
艺术，行走稻田花海间，四季鲜果蔬菜采摘，体
验田间地头农耕乐趣，探险恐龙科普基地
推荐人群：研学亲子、团建拓展、养老休闲
亚龙湾玫瑰谷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博后
北路 9 号
公交路线：15 路、24 路、25 路、27 路、29 路
到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亚龙湾加油站下车）
旅游专线：亚龙湾公交枢纽站—热带天堂
森林公园（亚龙湾加油站下车）
自驾路线：三亚市内出发，海南环岛高速
G98 亚龙湾互通出口—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 地址：三亚市海棠
区海棠湾湾坡路湾坡村（G98 高速林旺出口
800 米右侧）
公交路线：23 路、28 路、33 路到林旺中学
站（下车）
自驾路线：三亚市内出发，迎宾路—荔枝
沟路—环岛东线 G98 高速—大茅隧道-海棠
湾互通林旺出口—水稻国家公园
采摘时间：百香果、香蕉（全年）草莓、圣女
果（2 月—4 月）火龙果（5 月—10 月）

线路6
空谷幽兰缤纷瓜果

三亚海棠湾水稻国家
公园千亩花海竞相开放，
争奇斗艳。
袁才 摄

（海源葡萄园&兰花世界&水果岛芒果园）
兰花世界文化旅游区展示兰花 3000 余
种，园内建有树生兰花景观区、岩生兰花景
观区、地生兰花景观区、兰花梦工厂、兰花文
化长廊。葡萄园内有夏黑、阳光玫瑰两种葡
萄可供采摘
行程：9：00 从三亚市内出发
10：00 海源葡萄园采摘
12：00 午餐
13：30 参观游览兰花世界
15：00 水果岛芒果基地采摘
17：0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
“云中漫步”
葡萄园，
参观全球最大
的热带兰花主题公园，
感受兰花文化魅力，
面
朝大海采摘原生态热带水果
推荐人群：
研学亲子、
团建拓展、
养老休闲
海源葡萄园
地址：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果蔬储运销售
中心对面
联系电话：
18876701666
采摘时间：葡萄（第一批 1 月 15 日—2 月
中旬；第二批 4 月—5 月）
公交路线：
三亚至港门班车：
三亚汽车总
站—崖城果蔬储运销售中心（下车）
自驾路线：三亚出发，环岛西线 G98 高
速公路—崖城出口—三亚海源葡萄园
兰花世界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红塘高速路口
联系电话：
18289713315
公交路线：55 路：丹州小区—兰花世界
（下车）
自驾路线：三亚市内—凤凰路—西线高
速—南山互通—兰花世界
水果岛芒果基地
地址：
地址
：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岭清华三亚国
际论坛往北 300 米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
13697558748
采摘时间：
采摘时间
：
芒果（12 月—次年 7 月）
自驾路线：
自驾路线
：
三亚市内—凤凰路—清华路—清华三
亚国际论坛—沿路继续行驶到达水果岛芒
果基地

■■■■■

三亚海棠湾水稻
国家公园的“恐龙”受
游客喜爱。 袁才 摄

线路7
线路8
乡村骑行黎家风情
（嗨骑小院&南海城葡萄园&梦里黎乡农家乐）
嗨骑小院，是一家致力于打造集骑行、骑
游、住宿、赛事于一体的俱乐部，
他们把水库、群
山、果园、菜地、海湾沙滩等一般游客到不了的
地方，用骑行游的方式串联起来。南海城葡萄
园 1 月—5 月可采摘夏黑葡萄与阳光玫瑰葡萄
行程：
9：00 三亚市内出发
9：30 嗨骑小院体验乡村骑行，游览槟榔
河文化旅游区
11：
00 南海城葡萄园采摘
12：
00 梦里黎乡农家乐享用黎族特色美食
13：
3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乡村绿道骑行，味美新鲜的葡萄采
摘，梦里黎乡品位地道美食
推荐人群：
家庭亲子、团建拓展
嗨骑小院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槟榔村黎族文化陈列
馆内（槟榔河黎族文化博览区）
联系电话：
18789796619
公交路线：
49路：
凤凰岛—槟榔河温泉（下车）
自驾路线：三亚市内出发，荔枝沟隧道—
火车站互通出口离开 —育新路—嗨骑小院
南海城葡萄园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槟榔
河旅游区停车场斜对面（靠近凤凰路方向）
联系电话：
18789349468（刘美玲）
公交路线：
49路：
凤凰岛—槟榔河景区（下车）
自驾路线：三亚市区—凤凰路—林家路—
南海城葡萄园

回归自然鱼疗温泉
（小鱼温泉共享农庄）
小鱼温泉结合周边自然的农田景
观，打造出山水泉畔、椰林田园、风格自
然特色鲜明的共享农庄。黎苗风情露
天温泉园区、韩式精品客房及乡间别
墅、风味小吃街、乡村酒吧、保健按摩、
果园采摘、小猪跳水、垂钓、健身、马场、
歌舞篝火广场等，
让人流连忘返
行程：
9：00 从三亚市内出发
9：
30 小鱼温泉农庄体验项目
12：
00 小鱼温泉农家乐用午餐
13：
00 继续小鱼温泉农庄体验项目
17：
0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体验多种健康养生项目，感
受独特田园鱼疗温泉，农家乐享受原生
态美食，漫步恬静农业田园，马场纵情
驰骋
推荐人群：研学亲子、团建拓展、养
老休闲
地址：
三亚市天涯区水蛟村 11 号
联系电话：
13976198956
采摘时间：
芒果（12 月—次年 7 月）
公交路线：13 路：友谊派出所—小
鱼温泉站（下车）
自驾路线：三亚市内—凤凰路—高
峰路—小鱼温泉

■■■■■

游客在三亚海棠湾水
稻国家公园踏青。袁才 摄

线路9

线路10
四季果香博览科普
（福返芒果基地&莲雾小镇）

世外苗寨乡恋田园
（吖啦咪苗寨&那受村百香果园）
后 靠 村 吖 啦 咪 苗 寨 有 山 ，有
水，有蓝天，有白云，有淳朴的村
民，有质朴的风俗，苗家三色饭、山
兰酒等特色食物让人垂涎三尺，生
长旺盛的百香果可以让人尽享采
摘之乐
行程：
9：00 从三亚市内出发
10：30 吖啦咪苗寨体验苗家
风情
12：00 午餐享用苗家长桌宴
14：
00 那受村百香果园采摘
17：0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欣赏三亚“世外桃源”风
光，
领略原汁原味苗家村寨，
游走纯
净雨林热带河谷，品尝苗族特色长
桌宴，
四季可采摘的热带水果
推荐出游：家庭亲子、团建拓
展、养老休闲
吖啦咪苗寨
地址：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会
后靠村
联系电话：18889995793
自驾路线：三亚出发，凤凰路
—环岛西线 G98 高速—育才出口
—育才区—吖啦咪苗寨
那受村百香果园
地址：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
联系电话：15008027793

三亚福返芒果基地被业内视为贵妃芒果
的最佳种植区域之一，同时也被浙江卫视选为
《爸爸回来了》的拍摄基地。莲雾小镇生长着
专注打造高端精品热带水果“南鹿”品牌的有
机莲雾和百香果
行程：
9：00 从三亚市内出发
10：
20 福返芒果基地采摘水果
12：00 午餐
13：30 莲雾小镇采摘水果、科普教育
17：00 返回三亚市内
亮点：美味和颜值兼备的“树上熟”贵妃芒
果，
“ 喝牛奶”长大的有机莲雾，自带贵族气质
的黄金百香果，
一站了解热带水果科普知识
推荐人群：研学亲子、团建拓展、养老休闲
福返芒果基地
地址：
三亚市崖州区双联农场
联系电话：15120880081
采摘时间：芒果（12 月—次年 6 月）
自驾路线：三亚出发—西线高速—崖城下
高速—经过古城往马丹村方向—穿过马丹村
沿水泥大道行驶—到达福返芒果基地
莲雾小镇
地址：
三亚市崖州区长山村（三更村路口）
联系电话：13322029277
采摘时间：莲雾（全年）、百香果（全年）
公交路线：三亚市内乘坐 58 路公交车到
崖州区政府站下车，换乘崖州 3 号公交车到三
更村口站下车。
自驾路线：
三亚市内—西线高速—崖州区中
心渔港码头出口—225国道往梅山方向—三更
（三亚市旅游委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