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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游、滨海游、森林游、乡村游、民俗游……陵水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多样

新春游陵水 乐趣别样多

陵水黎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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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滨海度假
三日两夜游

第一天：南湾猴岛—疍家渔排—
分界洲岛

第二天：清水湾—赤岭渔村用餐
—入住湾区酒店—椰田古寨

第一天上午前往4A级景区——
南湾猴岛，开启与猴子亲密接触的旅
程，乘坐亚洲最长的跨海观光索道体
验跨海高空观光；

中午在疍家渔排享用现捞现做
的海鲜美味，最不能错过的便是拥有

“天下第一粥”美誉的——刺豚鱼粥，
还可以感受海上吉普赛人——疍家
人“逐水而居”的独特文化；

稍事休息，下午前往5A级旅游景
区——分界洲岛，体验全国首个5A级
岛屿型景区的浪漫与多彩。精彩逗趣
的海洋剧场，五彩斑斓的珊瑚博物馆，
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捞瓷器展览馆，浪
漫与刺激并存的各类海上娱乐项目；

傍晚在分界洲岛海边吹着海风，
享用独特的椰子餐，看着太阳慢慢落
下海平线，夜幕降临，是这座海岛另
一种魅力的开始；

晚餐后在海边散散步，在老船长
清吧听音乐与海浪声交织，看星星倒
映在海里与浪花打闹；

夜晚，入住岛上的海钓会所，多
种房型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

第二天上午从分界洲岛经东线高
速公路到达4A级景区——清水湾旅游
区，在这里感受自由的海风与悠闲的时
光，踩着“会唱歌的沙滩”欣赏清水湾旅
游区长达12公里的纯美海岸线；

对游艇感兴趣的游客朋友还可
以到亚洲最大的游艇码头之一——
清水湾游艇码头走一走，或是乘坐游
艇出海，在更辽阔的海平面尊享高端

度假休闲生活；
上午的行程结束后前往英州赤

岭渔村用午餐，完毕后在清水湾办理
入住；

稍事休息，前往 3A 级景区——
椰田古寨找寻公元前黎族先民飘洋
过海的历史痕迹和文化记忆，独特的
黎族风情和具有上古遗风的钻木取
火、黎族织锦等多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您一一了解。

晚上感受湾区特有的宁静与悠
闲，放下城市生活的忙碌与紧张，在这
里感受您的第二人生，快乐如此简单。

欢乐乡村休闲
三日两晚游线路

第一天：水口庙—坡村红色主题
公园—县城

第二天：县城—小妹湖—大里瀑
布—大里小妹湖生态农庄—入住大
里民宿

第三天：大里—光坡镇大艾园村
—光坡镇红角岭木棉花栈道—红角
岭农家乐用餐—县城

上午驱车前往位于陵河入海口
处的水口庙。这里常年香火旺盛，展
示着陵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
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在岸边走走，看
着虔诚的人们带着期待而来，携着对
美好生活的信心而归。

然后前往坡村红色旅游主题公
园，在宁静的村庄中行走，寻访革命
先烈奋斗战争的脚步，回顾往昔峥嵘
岁月，感受坡村独有的红色文化，感
受改革开发以来农村的发展和变
化。中午在村里用餐，和老乡热情的
打招呼，吃简单而不失特色的农家
饭，放下往日工作的繁忙、严肃和紧
张，回到纯真年代。下午返回县城。

第二天上午，从县城驱车前往大

里生态乡村旅游点，沿着盘山公路一
路前行，逐渐深入吊罗山，空气清新，
小妹湖就在一个不经意的拐弯，突然
的闯进你的视线，让你觉得震撼的是
群山包围中的这一潭湖水拥有的平
静的力量，像一面镜子倒映着周围的
绿树和天上的白云，仿若让生活都慢
了下来。小妹湖面积75公顷，湖间有
13个翠岛点缀其间，三面环山，山体
峻峭，热带雨林植被保护完整，四周
迂回曲折。湖西大峡谷延伸千米，素
有“小三峡”之美称，海拔 150-200
米，气候温和湿润，冬暖夏凉，常年气
温在18-28℃之间，来到湖边，可以散
散步，也可以发发呆，更可以钓钓鱼，
为午餐加餐做好准备。

随后沿着蜿蜒山路继续前行，呼
吸清新的空气，一路山水相伴，蜿蜒
绿色中看见一条银链掩于山中，停车
步行至山中一探“银链”—大里瀑布
的真实模样，观瀑嬉水。

玩儿了一个上午，午饭可在本号
镇大里的小妹湖生态农庄用餐，位于
陵水本号镇环小妹湖公路（215省道）
8公里处，占地约150亩，是一家地处
热带雨林山脚湖畔的生态农庄，农家
五脚猪、黑山羊、野山笋等等都是当
地的特色美味，传统黎家美食跟优美
的自然环境令人陶醉，可听风饮茶，
亦可弄舟神闲。

午餐后，入住大里民宿，在村子
里走走看看，爬爬山。到了夜晚，繁
星点点，偶有萤火虫飞过，颇有采菊
东篱下的悠然自得。

第三天早上，从大里驱车前往光
坡镇大艾园村，当地人文风情浓厚，
并已连续五年成功举办陵水圣女果
采摘季骑行活动，凤凰农庄还有火龙
果等多种水果可供观赏、采摘，当一
天的农夫，下到田野，亲手摘下美味。

体验完后沿着宁静而淳朴的村

庄出发—光坡镇红角岭，沿着栈道一
路向上，呼吸着远方香水湾传来的海
风，到了观景平台，周围是绿绿葱葱
的树林，脚下是穿行而过的高铁，前
方是浪白沙净的香水湾。

午餐回到光坡镇红角岭农家
乐，尝尝光坡有名的阉鸡。装修风
格独特的红角岭农家乐，仿佛带你
来到从前，可以钓鱼、可以泛舟、可
以唱歌，也可以四处走走拍拍照，带
着满满的美好回忆返回县城，快乐
就是这么简单。

欢乐生活城
一天一夜路线

分界洲—苏维埃政府旧址—顺
德会馆—入住县城酒店—寻觅大街
小巷的美食

首先前往我国首个海岛型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分界洲岛，是一个
具有丰富海洋旅游文化和浓郁热带
风情的海岛，清洁的细沙，湛蓝的大
海，以及热带原始岛屿特有的生物资
源、海洋鱼类资源、海底珊瑚雨林，和
多种刺激的海洋旅游项目，带给你不
一样的热情；

随后返回县城陵水苏维埃政府旧
址，现已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陵水苏维埃旧址原为琼
山会馆，始建于民国十年，是一幢精美
的建筑，总体看来是一个祠堂式院落，
尽显当年琼山商人的奢华之气和不凡
的建筑气度。接着可以游览顺德会
馆，是海南省重要的革命旧址及革命
纪念建筑物，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
（公元1713年），位于陵水县城中山路
76号。

傍晚时分，深入陵水的大街小
巷，富陵路、中山路、海韵夜市街，对
于吃货来说，找寻深藏市井的美食，才

是来到一个城市正确的打开方式。酸
粉、清补凉、水果炒冰、咸/甜面饼、椰
子糍粑……更多美食等你解锁。

夜晚，还可以到海韵酒吧一条
街，感受这个城市的不夜活力。

欢乐文体休闲游
一天一夜路线

县城——清水湾旅游风景区（清
水湾游艇码头）——椰田古寨——清
水湾海上艺术中心——赤岭渔村

上午驱车前往 4A 级景区——
清水湾旅游风景区，感受自由的海
风与悠闲的时光，踩着“会唱歌的沙
滩”欣赏清水湾旅游区长达 12 公里
的纯美海岸线，沿海漫步，放慢忙碌
一年的脚步，临海而居，放松一年来
的疲惫。

午餐后前往清水湾游艇码头，准
备出海探索更广阔的天地，或是三五
朋友游艇欢乐小聚，或是一人一杆感
受海钓美丽，休闲生活自此开始。

傍晚前往椰田古寨，从黎族织
锦、手工制陶、藤编中感受独特的黎
族风情，寨子里除了有热情的阿哥阿
妹给你讲述黎家趣事，还有慈祥亲善
的纹脸纹身阿婆静静织着黎族的文
化瑰宝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黎
锦，一处一景皆有黎家人千百年来形
成的独特文化气息。

晚上在清水湾海上艺术中心看
一场演出，胡桃夹子、天鹅湖、深夜食
堂等多类剧目适合家庭游、亲子游、
蜜月游的各类游客群体，感受滨海小
城的都市文化魅力。

第二日，在和煦的阳光中醒来，
伴着清爽的海风前往赤岭渔村，在海
边的村庄里走走看看，享用一顿海鲜
大餐，品尝陵水优良海港产出的各类
海鲜美味。

南湾的猴儿，三湾的海滩，椰田古
寨的风情，吊罗山的青山绿水，分界洲
的碧海蓝天，还有椰子岛、高峰温泉和
陵水河的旖旎风光……这些优质的资
源如珍珠般串连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长
达109.5公里的海岸线上，如跳跃的
旋律，谱成曲便是一首节奏轻快的歌，
伴着暖阳和蓝天缓缓吟唱，悠扬地回
荡在这片祥和的净土上。山脉、雨林、
海湾、沙滩、岛屿、半岛、内海、湖泊、瀑
布、温泉，配以特色黎苗风俗文化，让
陵水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富矿”。

采摘游

陵水圣女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是陵水最具特色的农产
品，种植面积达7万亩。

云上牛岭，圣果传情。1月19日，
2019第五届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
季暨光坡全域旅游活动在光坡镇武山
村启动，该活动将持续4个月。

陵水旅游委主任周小青向记者
介绍，今年圣女果采摘季活动以“光
坡大景区”为理念，把光坡镇的青山、
蓝海、田园资源整合起来，将分界洲
岛、红角岭、香水湾、凤凰农庄、武山
村等旅游点串联起来，依据不同人群
的需求，推出不同的旅游线路，打造
一个能饱览香水湾旅游度假区美景
的旅游盛宴。

据悉，除了整体视觉形象的打
造、设计系列旅游纪念品外，今年还
在景点、田洋中打造了实体艺术装
置。此外，具研学教育功能的云上自
然研学艺术体验中心、具艺术观光功
能的大地艺术、具海誓山盟之约的红
角岭栈道、具旅游推广和接待服务功

能的接待中心等旅游服务设施投入
使用，更增加了可玩性与趣味性，提
升了吸引力。本届采摘季活动还将
结合元宵节、妇女节等节日，推出二
月团圆月、三月甜蜜多、四月学知忙
等主题活动，吸引游客参加。

乡村游

阅尽市井繁华，厌倦了城市的喧
嚣，找一处清幽的地方，放牧疲倦的
心灵。走进海南陵水大山深处，穿行
在古朴的黎村，感受黎族同胞的热
情，最好能住上几宿，体验他们别样
的生活方式。

“大里、坡村是陵水近两年重点
打造的乡村生态游景点，目前均对游
客开放，可以满足游客吃、住、游、购
等消费需求。”周小青告诉记者。

大里位于陵水县北部山区，拥青
山而枕、环绿水而眠，是一个绿意绵
绵的山水生态园，一个梦中桃源地，
一个远离凡尘喧嚣的世外黎乡。

在这里，游客将能感受到最热烈
的黎家欢迎仪式，欣赏最精彩的黎家
歌舞，品味最可口的黎家长桌宴，购
买最丰富的特色产品，参与最精彩的
趣味游戏，游览最风情的黎族村落。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要选一
块能让心灵放松的地方。陵水大里，
正好可以让你“虚度时光”。

陵水坡村位于文罗镇东北部，是
一个生态黎村，也是琼崖最早准备建
立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还是中共陵水
县委第一任书记黄振士的故乡。

走进坡村，一座座红砖灰瓦青水
墙建筑映入眼帘，清新古朴。漫步坡
村，平整的水泥路面、风景优美的湿地

公园、黎族文化百米浮雕展、革命烈士
展室等红色旅游创意产品映入眼帘。

将坡村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
为旅游发展优势的同时，陵水还通过
打造“公社食堂”“时光邮局”“革命书
屋”等文化创意项目，为游客带来切
实可玩的旅游体验。

据悉，大里生态乡村游、坡村红
色主题公园、光坡米埇村休闲农业旅
游点、英州赤岭疍家风情渔村和英芬
坡村被评为海南省椰级乡村旅游点，
游客可自驾前往。陵水提蒙乡下旺
村鸭塘月色环境清幽，你可以在这里
垂钓，吃到最正宗的提蒙谷鸭。

森林生态游

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极
为珍稀的原始热带雨林区之一，植物
种群极为丰富，达3500多种。这里
是一个长夏无冬、四时花开、人们避
暑、避寒、观光、休闲、度假旅游的胜
地。陵水将吊罗山森林公园、小妹水
库、大里瀑布、石睛瀑布、天湖等串联
成百瀑雨林旅游区。百瀑雨林旅游
区拥有湖光山色、峰峦叠嶂、飞瀑溪
潭、巨树古木、奇花异草、珍禽稀兽、
岩洞怪石等众多天然旅游景观，且有
在岛内享有盛名的枫果山瀑布群以
及秀美的南国田园风光。

吊罗山旅游公路年前已经完工，
游客可驱车前往，陵水旅游委提醒游
客，由于道路崎岖，有些地方较窄，需
谨慎驾驶。

滨海游

陵水不仅因海而闻名世界，还因

海而获得一个自然恩赐的旅游天堂。
清水湾是陵水近几年新崛起的

一个旅游、休闲、度假新城，有12公
里长的清水湾景观大道，规划建设超
五星级国际品牌酒店、滨海高尔夫球
场、海洋体验展览馆以及世界风情商
业街等度假配套。这里不仅有洁白
的沙滩，纯净的海水，还有椰风海韵
及优质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置业者
纷纷前来购房和投资。目前，已经建
成清水湾4A级景区，正打造国际一
流滨海度假区。

南湾猴岛是世界上唯一的岛屿
型猕猴自然保护区。岛上除了原始
的自然环境、热带植被外，还有生活
着2500多只活泼可爱的猕猴，属国
家二类保护动物。景区跨海观光索
道将神秘的南湾猴岛、迷人的热带港
湾、浓郁的“疍家民俗风情”、喧闹的
渔港风光串成一线，不断吸引着海内
外游客。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是中国首
家海岛型5A级旅游景区。天生丽质
的分界洲岛是个拥有热带原始岛屿
所有地貌特征和稀缺资源的地理环
境，与海、与天，连成一片，大美无言，
从容地舒展着自己的美丽。这里有
明亮松软的海沙，湛蓝的大海，稀有
的海洋生物资源以及各种特色海洋
旅游项目等。分界洲岛不仅为游客
提供潜水、海钓、摩托艇等海洋旅游
项目，而且还提供与海豚、海狮、海龟
等海洋动物亲密接触的互动项目。
另外，还有中国唯一一艘海底观光潜
水艇，活体珊瑚与珊瑚标本共存的珊
瑚区，展示南海海捞瓷文化的海捞瓷
区等众多海洋景观，都可以让游客感
受到不同凡响的海洋乐趣。

民俗游

陵水各民族同胞在生活中创造出
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有陵水
县苏维埃政府旧址、陵水农民协会旧址
等；石贡遗址、农民协会旧址（顺德会
馆）、大港村遗址、军屯坡珊瑚石棺墓葬
群等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陵水有着丰富的民间习俗及民
族文化；有服饰、饮食、居住等独特的
生活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庆祝内
容也日益多样，但民歌对唱、民间体
育竞技、民族歌舞、竹竿舞表演仍是
最基本的内容。

陵水椰田古寨景区，是一个展示
海南省黎族、苗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窗
口。景区保存着黎族先民飘洋过海
的历史印迹和文化记忆，黎族织锦、
藤编、纹脸纹身、船形屋和寮房以及
苗族吊脚楼、手工银饰品等应有尽
有。海南黎族苗族人民能歌善舞，在
生产劳动之余创造出精美绝伦、独具
特色的民族歌舞，享誉海内外。

山林海湖滩岛泉，陵水样样俱
有，样样皆全。在这里，带上三五个
好友，感受攀登带来的淋漓尽致，一
览百瀑争鸣的美景，享受温泉之悦；
在这里，可以“变身”人鱼潜入海底，
与珊瑚密语，与鱼儿共舞，感受大海
之魅；在这里，与父母、孩子一道，赤
着脚丫在沙滩上拾贝，聆听海风的轻
语，享受天伦之乐；在这里，乘缆车观
天地，与猴儿耍乐，品百年渔宴，体会
猴岛异趣。

傍山倚海，林深湖清，沙滩细腻，
猴岛异趣，更有温泉处处，美丽的陵
水期待与您来一场美丽的邂逅。

此刻，北国大雪纷飞，天
寒地冻，这里却温暖如春，木
棉花开正艳。北纬18度——
世界度假胜地最集中的黄金
纬度，夏威夷等知名旅游目的
地就在这条自然资源丰富迷
人的纬度上。当然，同样在这
条纬度上，还有海南陵水黎族
自治县。作为“大三亚”旅游
经济圈成员，陵水交通十分便
利，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天时地
利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
2018年，陵水累计接待游客
531.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85%；旅游收入35.87亿
元，同比增长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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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游客在海边游玩。
武昊 摄

本版策划、撰文/易建阳

2

7

9

8

陵水春节期间
旅游节庆活动汇总表
2019年元宵喜乐汇系列活动
2月17日-2月20日
（农历正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举办地：陵水县
主办单位：陵水县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陵水县文体局

“缔造美丽陵水·七遇幸福康年”启动仪式
及元宵晚会、“以梦为马·向舞而生”街舞嘉年
华、首届乡村广场舞“星光大道”总决赛、“春天
的声音”珍珠海南·诗意陵水2019迎春音乐诗
会、琼剧大展演、元宵游园会、陵水文化精粹互
动展、扶贫商品展销会、“闪耀陵河畔”主题灯
光展等。

2019年陵水（光坡）第五届圣女果采摘季
暨光坡全域旅游活动
1月19日-4月30日
举办地：光坡镇
主办单位：陵水县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陵水县委宣传部

陵水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陵水县农业委员会
陵水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
陵水县光坡镇人民政府

以“光坡大景区”为理念，把光坡镇的青
山、蓝海、田园资源整合起来，将分界洲岛、红
角岭、香水湾、凤凰农庄、武山村等旅游点串联
起来，依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推出不同的旅游
线路，打造一个能饱览光坡美景的旅游盛宴。

第七届雅居乐清水湾国际沙滩啤酒狂欢节
2月1日至14日
举办地：清水湾
主办单位：雅居乐地产

新年奇妙会（年会大街）
1月20日至2月20日
举办地：清水湾
主办单位：雅居乐地产

竹竿舞+八音民兵
全年均有表演
举办地：椰田古寨
主办单位：椰田古寨景区

为增加游客与舞台演员的互动氛围，椰田
古寨每日在景区的游客中心处推出具有民族
特色的“竹竿舞+八音民兵”节目演出。

欢乐轻快的民族特色竹竿舞表演，让围观
的游客忍不住参与其中，和黎苗阿哥阿妹们手
牵手，随着掷地有声的节奏欢快起舞，这让游
客们不仅大饱了眼福，也过了一把瘾。

夜市-亲子乐园
初一至初六19：00-22：00
举办地：椰田古寨
主办单位：椰田古寨景区

亲子乐园游玩项目有：充气城堡、电瓶车、
沙盘。

“亲子乐园”项目的开业不仅惠及附近的
村民，而且游客可以带领孩子们游走景区一
圈，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体验具有独特性以及
有民族特色的黎苗少数民族风情文化，让孩童
在玩的过程中能亲身体验到少数民族风情。

温德姆年夜饭
春节期间
举办地：清水湾
主办单位：温德姆酒店

年夜饭优惠套餐

呆呆岛
1月23日-2月20日
举办地：新村镇
主办单位：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活动一 特惠帐篷露营——原价434元/
人帐篷露营套餐，春节期间购买价格为399元/
人，含猴岛公园、呆呆岛、沙滩烧烤、帐篷露营、
沙滩拓展、篝火晚会、自助早餐、跨海缆车等。

活动二 佩奇套餐：啥叫佩奇，春节游猴
岛有了“猴岛公园+呆呆岛”才叫“配齐”，春节
期间推出佩奇套餐，原价256元/人，春节期间
231元/人，同时第 8个、88个、188个、1888
个、18888个购买此套餐将获得南湾猴岛神秘
礼品。

活动三 春节期间，南湾猴岛将通过官方
微信平台推出“关键故事”活动栏目，在微信官
方公众平台评论区写一段与猴有关的故事，将
有机会获得南湾猴岛春节神秘大礼包一份。

阿罗哈年夜饭促销活动
除夕至正月十五
举办地：清水湾
主办单位：阿罗哈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