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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海南新春游

三亚积极创建国际一流的旅游消费环境

美景美食让境外游客纷至沓来

在琼海潭门中心渔港勇救落水女孩之后，河南游客王鑫说——

“我水性不好，但救人要紧”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美好的故事可以跨越时空、跨
越国界、跨越语言。

克里斯，一位来自英国的游客，
2月7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感慨地说：“我去过美丽的鹿回头景
区，也读过那个猎手的传奇故事。”

不仅仅是鹿回头的传奇故事让
克里斯为之着迷，鹿城还有很多方
面吸引着他。

“三亚是一个温暖而美丽的城
市，道路两边整齐地种植着棕榈树，
地平线目之所及的是现代化的酒
店。”谈起三亚，克里斯认为，这里气
候宜人，充满文化底蕴的景区景点
值得一游，可口的热带水果和海鲜
让人大快朵颐。

美景美食让克里斯流连忘返。
如今，他已是三亚迈渡英语培训中
心的一名外教。他认为，西方很多
人还没有意识到这里是天堂般的旅
游目的地，因此他多次向亲友们推
介三亚。

跟克里斯一样，到了三亚就爱

上三亚的外国游客，还有加拿大的
克雷格。

应聘为三亚市天涯区西岛渔村
文创馆策划总监的克雷格，艺术才
华有了用武之地。这个远离市区的
幽静岛屿，一些废旧物品在他的策
划下，成了颇有灵气的海鸟、螃蟹等
造型的艺术品，为西岛民宿平添了

“艺术范”。
谈及艺术创作，克雷格在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本上一边写下一个
单词“unique”（独特的、特别的），
一边说道：“西岛的风景有诗一样
的意境，我要让他变得更有趣、更

有特色。”
当海南日报记者拿出一份《大

三亚美食》图时，克雷格像点菜似地
指着上面的琵琶蟹、南海鲜鲍、刺豚
鱼粥，连声说：“Delicious（美味的、
可口的）！”

带着妻子到三亚旅游的罗马尼
亚人大海，因为喜欢海洋，所以起了
这个名字。他说：“三亚不仅有优美
的风景、可口的美食，而且有热情好
客的市民朋友！”

宜居宜业宜游的三亚，越来越
成为境外众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三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

要更加积极地创建国际一流的旅游
消费环境。”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叶
凯中介绍，2018年三亚新开通至英
国伦敦等13条境外航线，全年累计
运行境外航线达36条，被列为空港
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全年享
受59国免签新政来三亚市旅游的
外国人超过20万人次，全市接待入
境过夜游客71.62万人次，同比增长
3.37%。2019年，三亚争取新开通
境外航线15条以上，针对不同的目
标客源地制定专属营销方案，争取
全市入境游客量增长20%以上。

（本报三亚2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丁平

大年初二路遇两人落水，河南
广播电视台记者王鑫想都没想，衣
服都没脱就跳下去，救了落水者。
自己却因为水性不好，在民警的帮
助下，得以获救上岸。

2月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
见到了这位见义勇为者——他中
等身材，30多岁，河南郑州人，

穿着新换的天蓝色衬衫和

休闲裤，言语间透着质朴。
事情发生在2月 6日 14时 30

分左右，王鑫来到琼海潭门中心
渔港。看到渔港渔船挂着鲜艳的
国旗，王鑫想拍照留念。正准备
拿出手机时，突然听到扑腾声传
来，他抬头发现，直线 7 米开外，
海面上漂浮着一把雨伞，两个身
影在水中浮浮沉沉，海水即将没过
他们的头。

有人落水！王鑫沿着栅栏飞速
跑过去，绕到港口入口处。当时，落
水者距离岸边大约4米左右。王鑫
衣服也没脱，直接跳进海里，拽住女

孩的手，往岸边带。女孩有了助力
后，也拼命往岸边扑腾，同时将雨伞
的一头交给王鑫。

王鑫拿到伞后，失去了平衡，反
而被拽得更远。王鑫马上使出浑身
力气，拽着女孩往渔船处游，最终把
女孩推到了渔船旁边。女孩抓住渔
船上的柱子，王鑫再推她上船，女孩
才得以获救。

此时，同在海里的另一位男士
（会游泳）看到女孩获救，也自救成
功。

救人后，王鑫感到很踏实，但同
时，他也慌了，“自己该怎么办？渔

船太小，根本容不下两个人。”水性
一般的他，为了自救，王鑫只得换
个方向拼命往距自己五六米的岸
边扑腾。

然而，由于体力消耗，此刻王
鑫已经疲惫不堪，扑腾动作越来越
小，一股无形的力量欲将他“吸”进
大海，身上的衣服被海水浸透，也
带着他向下沉。幸好岸边有一个
废弃的拴船的铆钉，两三厘米高，
王鑫用拇指、食指死死地抓住，才
不至于被“吸”到海里。这时潭门
边防派出所民警赶来，出手把王鑫
救上岸。

据了解，落水女孩在潭门中心
渔港游玩时，撑着雨伞遮阳，不料，
这几天雨水多，事发地苔藓太多，地
滑，海风一吹就失去了平衡，掉进海
里。随行男子赶紧去救，不料反被
带到了海里。

他们上岸后，女孩已经吓得说
不出话来，随行男子连连道谢，“谢
谢，谢谢你救了我们！”

而王鑫因为救人时没脱衣服，
手机进水已经报废，手表有多处划
痕，手臂、手背也被划伤。王鑫说：

“我水性不好，但救人要紧。”
（本报嘉积2月7日电）

天涯好人

海口
市民游客体验“海口味道”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计思佳 邓海宁）
2月7日是大年初三，海口晴好的天气继续助力游
客出行。海口各景区景点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旅
游大餐，让市民游客在本地民俗和特色美食中体
验浓浓的“海口味道”。

在观澜湖电影公社，1942民国街、南洋街，带
游客“穿越”回到民国特色市集景象中，极富意
趣。民国街上，吹糖人、烧琉璃、粘糖画等各种传
统手艺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摊位前驻足。春节期
间，市民游客在电影公社可以参加新春民俗嘉年
华，逛民俗小吃庙会，品尝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小
吃。还有公社精心打造的桃花许愿林，以及春节
系列民俗表演。

海鲜种类丰富、现买现做、物美价廉的海口丁
村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是体验海南海鲜美食的好
去处。“到海口旅游我们就是奔着这海鲜来的，这
里的用餐环境和服务，以及价格都很地道。”江西
游客熊强说，这个春节他们举家从江西到海口过
大年，海口的美食一直是他们较为向往的，“海鲜
广场里的海鲜很肥美，又新鲜”。

“我们承诺绝不缺斤少两，少一两，赔一斤，再
补100元！”海口丁村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相关负
责人表示。

澄迈
咖啡美食飘香醉游人

本报金江2月7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咖啡、番石榴、烤乳猪、土窑烧鸡……2月
7日中午，阳光铺满澄迈县福山镇，许多已经踏上
拜年返程的游人们在此歇脚，共品当地美食。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福山的大多数咖啡馆均坐满游
人，他们彼此交谈、气氛热烈。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是澄迈接待游客的主战
场之一。今年，这里举办新春喜乐会活动，展现的
精品节目一场接着一场，深受游客喜爱。“正月初
一至初五，我们风情镇共为游客准备了5个不同
的活动主题，每天都有不同，前两天的内容主要围
绕咖啡等美食展开。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旅
游产品精细化，在内容不断丰富的同时增加深
度。”澄迈县旅游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是儋州市海头镇人，每次回乡拜完年，
回来时在此喝咖啡、吃顿饭，已成为一大家子人
的‘保留节目'。”游客邓文桦一大早便在一家烹
制土窑鸡的餐馆里订好位子。她表示，根据往年
经验，春节期间在福山都要提前“抢占阵地”，
因为“生意太火爆了”，来晚了常常吃不到饭馆
的招牌菜品。

市民游客感受
椰子寨红色旅游

本报嘉积2月7日电（记者丁
平）“椰子寨战斗揭开了琼崖武装总
暴动的序幕，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
不倒的发端。”2月7日，在琼海市嘉
积镇椰子寨村椰子寨战斗主题雕塑
前，游客符彬一边参观，一边给孩子
讲椰子寨战斗的故事。

椰子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蒋大宁介绍，春节期间，进入椰
子寨历史陈列展厅参观的游客，大
年初一七八百人，初二、初三每天三
四百人，有回家探亲的游子、在校大
学生、机关单位的干部、重温当年岁
月的老同志，还有家长带小孩来感
受红色文化。

“2017年初，琼海市委、市政府
将椰子寨红色美丽乡村项目列为
2017年政府投资项目，逐步推进
村行政服务综合楼、主题雕塑、街
居风貌、生态修复等系列项目建
设，以红色文化底蕴为依托，全面
挖掘独具特色的乡村产业。”蒋大
宁说。

行走椰子寨村村道上，来自海
口的游客林伟感叹：“村道不仅修得
好，维护也做得好。村口，用石头挡
住大卡车进入，可以有效防止道路
被压坏。”

临高角解放公园
成旅游新热点

本报临城2月7日电（记者刘
梦晓）大年初三的临高角阳光明媚，
经过升级改造后的临高角解放公园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游客通过
瞻仰热血丰碑，参观解放海南纪念
馆，缅怀历史、感受红色文化。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临高角
解放公园于2017年5月进行升级
改造，其中包括解放海南纪念馆
硬件、软件的升级改造，公园内
的园林绿化，以及公园外围的道
路升级改造，总投入 900 多万
元，于 2018年 6月全部完工。今
年春节，来到临高旅游的游客人
数较去年有所增长，升级改造后
的临高角解放公园成为许多游客
的首选目的地，日接待游客近万
人次。

“这个展馆特别好，有很多的
互动，有影像的、高科技的东西，
小朋友特别喜欢。”来自北京的游
客孙宏媚带着孩子在解放海南纪
念馆里，通过影音设施身临其境
地了解临高的红色革命历史文化。

此外，号称“临高八大景之一”
的皇铜镇古银瀑布景点，也于近两
日陆续迎来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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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三亚市中医院，俄罗斯
游客在体验中医传统针灸治疗。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2月6日，海口骑楼老街，外国游客正在喝椰子水，品中国年味。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月7日，一场以马术文化、马术运动为主题的新春马术嘉年华
活动在文昌举行。图为选手进行速度赛马表演。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月7日，在儋州市光村镇苏村橡胶园里，旋律优美的儋州调声
唱起来。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年味
品

2月6日，三亚蜈支洲岛，海上运动的工作人员
为游客送祝福。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王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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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
2019新春马术嘉年华启幕

本报文城2月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骑马、赛马、观光马车游览……2月7
日上午，一场以马术文化、马术运动为主题的新
春马术嘉年华活动在文昌市华侨航天体育特色
小镇开幕。

文昌市华侨航天体育特色小镇位于罗豆农
场，当地由于海水倒灌、土地盐渍化严重，土地撂
荒多年。针对这一情况，文昌积极招商引资，引入
长驰集团，共同在撂荒盐碱土地上投资建设大型
文化体育旅游、农业旅游等生态激活项目。

长驰集团品牌管理部总经理陈蜜介绍，华侨
航天体育特色小镇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10亿元，
含马术俱乐部、马术文化节、自闭症马术康复运
动、航天员体育运动中心等数十个特色文化体育
项目。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文昌
还将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构建集循环农
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农业旅游于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和共享农庄，着力将华侨航天体育特色小
镇打造成为具有华侨航天、文体旅游、田园社区
为特色的风情小镇和区域综合协调发展的美丽
乡村，同时积极为当地村民创造就业岗位，带动
脱贫致富。

2019新春马术嘉年华将持续至2月9日，市
民游客可以前往现场游览体验。

长流镇举行运动联欢会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见习记者林曦 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激烈的排球，婀娜的广场
舞……2月7日大年初三，一场春节运动联欢会在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北村上演。为响应全省

“禁鞭令”的要求，长流镇各个村震天的鞭炮声消
失了，各类丰富的文体活动不断上演，成了村子新
年里的新样景。

上午，长北村村民们早早赶到了新民村党群
活动广场，一同等待观看排球联谊赛。广场内新
建的橡胶篮球场已布置好了拦网，来自镇上的6
支排球队队员已到达场地，着手备战。传球、扣
杀、反攻……比赛开始后，队员便开始节奏紧凑的
角逐争夺，让观众直呼过瘾。

“我们村的人一直有打排球的爱好，在镇上有
很好的比赛成绩。但是在春节期间聚在家门口打
球还是首次。”骑着电动车匆忙赶来看比赛的杨师
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长流镇长北村村委会主任
陈毛也在人群中观看比赛，“活动丰富了村里的节
日文化生活，看大家一起打比赛过新年很喜庆，也
很欢乐。”陈毛说。

忙完家务，60岁的陈小妹抱着两岁半的孙女
来观看排球赛。她说，自己更期待看到明天的广
场舞演出。“平时每天晚上9点多钟都会到这里来
跳广场舞，我跳得不专业，但是很喜欢，过年的时
候能看到大家演出，也算是一种眼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