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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海南新春游

萌宠熊猫成“流量担当”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春节游客量同比增三成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刘思跃）2月8日大年
初四，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内游
人如织，熊猫馆内更是人头攒动。
吃竹子、喝水、玩耍、蹭树……萌宠
熊猫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还有
不少来自国外的“猫粉”专程赶来一
睹国宝的“芳容”。

“我们一家人第一次来海南旅
游，之前就听说动物园引进熊猫
的消息，专门带着孩子过来。”来
自河南许昌的游客邵克民说，除
了能和熊猫亲密接触，动物园

还组织了“橡皮泥塑熊猫”
“DIY彩绘熊猫花瓶”等

一系列有趣的活动，让孩子有得
玩、有得乐。

李玉锦是动物园内专门照顾熊
猫的“奶妈”。从去年11月两只国
宝入琼，3个月来，李玉锦见证了贡
贡、舜舜的点滴变化。“熊猫乐园分
为室内馆和室外活动区。今年春
节，每天气温都在28℃以上。除了
早上8时让熊猫在户外活动1小时，
其余时间它们都呆在室内空调房。”
李玉锦说，熊猫适宜在25℃以下的
环境内生活，空调房内温度、湿度都
有监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熊猫被
热到。

最让李玉锦高兴的是，来海南

后，贡贡、舜舜的体重都增加了10
多公斤，越来越“圆滚”，已顺利度过
了由川入琼的适应期。

今年，贡贡、舜舜还收到了动
物园工作人员为它们准备的新春
大礼。活泼好动的贡贡收到的是
生态大礼包——一株大榕树。这
棵需要两人合抱的大榕树被移栽
到贡贡的室外活动区，果然赢得
了它的欢心。“这几天其他玩具
对贡贡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它总
是在树杈上伸懒腰，或者靠着树
干来回摩擦挠痒痒。”李玉锦笑
着说。

熊猫的“吸睛力”不容小觑。自

入馆后，陆续有马来西亚、新加坡、
俄罗斯等国家的“猫粉”不远万里专
程赶来。李玉锦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春节前，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哲梅
女士和日本的井岗先就坐飞机来海
口来看望兄弟俩。

“陈哲梅女士和贡贡感情深
厚。2013年‘贡贡’1个月大的时候
就将其认养，还专门带来贡贡从小
到大的图集，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
分享了它的一个个成长瞬间。”李玉
锦说，看到熊猫馆房间宽敞、游乐设
施齐全，贡贡、舜舜活泼健康，两位

“猫粉”非常满意、开心。
两只萌宠还成功将“流量”转换

成了“带货能力”。在隔壁的熊猫商
店，各种熊猫玩偶，印有熊猫图案的
水杯、钥匙扣、文具琳琅满目，有趣
可爱。“很多游客逛完熊猫馆都想买
些文创产品作纪念，春节期间我们
店每天的销售额都超过万元。”现场
销售人员介绍。

11 时许，海南日报记者离开
时，动物园的停车场已全部停满，游
客进入需排队。“国宝熊猫的吸引力
巨大，加上动物园门口的3公里土
路已于年前修建完工，交通更加便
捷，今年春节我们接待的游客量同
比增长三成。”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营销总监陈震江表示。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张可 实习生 梁庆豪

一开始，符丽珍婉拒了采访。
“顾客实在是多，不好意思啊。”

2月8日上午，这位正在海口免税店
化妆品专柜销售岗位工作的姑娘，
一边为前来购物的消费者取货拿
货，一边向海南日报记者投来歉意
的目光。

她婉拒采访的理由很简单——

忙。
忙到什么样的程度？在春节假

期期间，符丽珍和同事每天上午9
时 30分准时到岗，开始一天的工
作，其中有些人甚至会通班的状
态，从上午10时开始到晚上10时
后才能下班回家。对她们而言，大
年三十上班不奇怪，错过饭点时间
是正常。

“春节这几天客流量不小，有些
商品甚至卖断了货，需要及时补
货。”趁着空隙，符丽珍说，尤其是免
税店内推出系列消费优惠活动，激
发了不少消费者的选购热情。

准备大年初十离岛的山西游客
侯江涛，正是为了“剁手”而来。“店
里消费正价免税品可累计满1000
元返800元电子代金券，能优惠不
少，我妻子列了必买清单，照着买就
是了！”侯江涛笑言。

除了像侯江涛这样的外地游客
外，在上万平方米的海口免税店内，
还有不少旅居“候鸟”、在外地工作
春节回家探亲的海南籍居民以及本
地居民等围聚在香水、化妆品、手
表、首饰等不同商品柜台前，他们携
亲带友，共享购物时光。

海口免税店于1月19日正式营

业，据统计，截至2月6日，该店累计
进店人数近22万人次；销售金额近
5400万元；春节期间日销售额320
万元。

顾客多，销售火，符丽珍和同事
们却没有晕头转向。不论是面对个
人游客还是面对团队游客，符丽珍
手上始终拿着一沓白色小卡片，卡
片的一端，则用黑色签字笔写着不
同的阿拉伯数字。

别小瞧这些自制的数字卡片，
这可是快速引导顾客取货结账的

“宝器”。
“卡片上的数字对应着相应的

商品代码，顾客只需要告诉我们买
啥，我们工作人员就能给他们分发
相应的数字卡，为顾客买单提供便
利，不用顾客自己捧着商品排队，也
能节省不少时间。”符丽珍说。

话音刚落，一拨新的顾客又站在
了专柜前，符丽珍快速切换模式，成
为顾客“买买买”的好帮手：介绍、讲
解、适时地给建议、拿货、包装……

此时已是临近早班下班时刻，
在岗已近4个小时的符丽珍依旧手
脚麻利、面带微笑，和同事一起为顾
客送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免税商品和
春节祝福。（本报海口2月8日讯）

海口免税店销售人员符丽珍与同事坚守在岗

让市民游客更便利免税购物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计思佳

“寻一处田园，当一回农夫，偷
得浮生半日闲。”大年初四，位于海
口江东新区的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绿意盎然，游人如织，成为众多
海口市民春节假期出游的好去处。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于去
年2月8日正式开园，作为海南农垦
实施“八八”战略建设8大产业园中
首个开园的园区，开园一年，公园聚
力发展农业主题特色旅游，知名度
不断提升。

作为农业公园，鲜明的农业主题
定位是关键。走进公园内的农业梦
工厂、高山村、共享农庄、生态热带果
园等景点，均围绕“农”字做文章。

在农业公园西北侧、占地面积
315亩的农业梦工厂，这里涵盖了鲜
花餐厅、瓜菜大棚、马戏表演等元素。

走进农业梦工厂玻璃温室大棚，
种植生菜、黄瓜等各种蔬菜，然而，这
些大棚里的瓜菜并不生长在土壤里。

“我带着儿子一起采摘黄瓜、圣
女果，这种方式能让孩子近距离接
触大自然，了解农业。”来自河南的
游客李兴达说，孩子玩得很开心，也
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位于公园核心区的共享菜园项
目正推出共享菜园认种活动。共享
菜园项目面向全国进行网络分租销
售，市民朋友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
喜好选择认种菜园的单元数及种植
品种。不仅可以吃到绿色、安全的
蔬菜，还能体验田园农耕生活。

乘坐游览车，走进高山村，漫步
于古色古香的乡村栈道，感受惬意
的田园风光。高山村村口“乡村集
市”热闹非凡，当地村民开设的小商
店、小吃店吸引许多游客。

“公园通过全新的热带农业休闲
旅游体验，丰富海口市民的物质和文
化生活需要，让更多人‘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公园负责人说。

除了感受田园风光，公园还有
哪些看点？

去年以来，公园不断丰富景区
业态，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陆续
推出“真人CS”户外拓展训练、冰雪
乐园等旅游产品。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有限
公司总经理吴能义介绍，春节期间该
公园各部门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各司
其职，全力做好游客的服务保障工
作。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公园接
待游客数量已超3万人次。据了解，
景区还举办抽奖活动，奖品总额价值
10万元。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成市民春节出游好去处

定制“农旅融合”大餐
共享田园好年味

2月7日，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海口市森林公安局东寨港派出所民警与保
护区管理工作人员在巡查。

本报记者 良子 摄

2月7日，三亚海棠湾，游客
登上信天翁通用航空的直升机，
体验空中之旅。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忙巡查 乐飞行

赏海豚 2月8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旅游区，游客观看海豚表演。
本报记者 王凯 特约记者 童国强 摄

2月7日，三亚国际免税城迎来大
量游客。本报记者 王凯 摄

2月7日，澄迈县福山咖啡风情小
镇，游人在荡秋千嬉乐玩耍。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郭萃 尤梦瑜 实
习生钟南）2月8日，大型艺术展“我们的节日——
首届海南岛国际艺术生活展”在海口市民游客中
心拉开帷幕。

据了解，此次艺术生活展展出面积约2400平
方米，分为三大展厅，分别是“我们的生活”民间艺
术展厅、“文人雅韵·岁朝清供”东方人文生活展厅
和“文化海岛·艺术家园”展厅。展览将高雅艺术
与民间艺术融合为一体，全方位展示国画、油画、
书法、版画、水彩、雕塑以及黄花梨家具、茶、花、
香、器等共300余件艺术名家的精品力作和海南
民间非遗艺术。展馆现场，生活美学家的插花、茶
道、香道尽显优雅，营造出海口春节喜乐祥和、丰
富多彩的节日文化氛围。

在展览开幕现场，还设置了海南省级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剪纸、毛笔书法写万福、猜香篆、
海南黎藤编织等五大艺术交流互动版块。

本次展览由海口市会展局主办，海南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和海口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文锦
文化承办。据悉，本次展览时间为2月8日—2月
19日，每日开馆时间为9时30分，闭馆时间为16
时30分，免费对观众开放。

首届海南岛国际艺术生活展开幕

2月8日，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黄海桃
老师教孩子们学习剪纸。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抢购物

荡秋千

海口
近郊休闲农业游成市民新宠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 邓海宁
通讯员印皋宁）春和日暖，群花争艳。2月8日大
年初四，海口主要景区景点人气持续升温。赴东
寨港、石山镇吃农家美食、住乡村民宿，到香世界
庄园赏花感受农耕生活，去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体验采摘乐趣——假期里，海口近郊的休闲
农业游成市民新宠。

品尝刚出海捕捞的海鲜，采摘农家自然成熟
的水果，临海垂钓当一回渔夫——在东寨港连理
枝渔家乐，可以体验牧海耕渔的渔民生活。在连
理枝渔家乐餐馆前，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汽
车。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红树林的美景，一边品
尝咸香味美的咸水鸭、味美爽口的生蚝、鲜美清爽
的沙虫蛤蜊汤。

在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当地民宿“美社有个
房”春节房间已被预订一空。在这里，游客不仅可
以游览古村落风光，采摘水果瓜菜、爬山，还可以
磨豆腐、做野菜面、包野菜饺子、烧烤等，体验最真
实的乡村生活。

位于南渡江边上的香世界庄园是一处亲子游
的好去处。“这里依江靠水，又有大片的香草花卉，
芳香遍野。”来自乐东的胡娟一家四口一早就从乐
东驱车过来游玩。

三亚
“共贺新春 欢乐万家”团队献艺

本报三亚2月8日电 （记者易宗平）2月 8
日，“共贺新春，欢乐万家”艺术家团队走进三亚市
崖州区，为崖州区及其周边地区干部、群众献上了
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

2月8日下午，童声合唱《美德崖州》拉开了此
次文艺表演的序幕。颇具崖州本土文化特色的歌
舞《崖州深处》、崖州民歌广场舞《梁生求学上常
州》、崖州民歌表演唱《最暖崖州年》次第上演，既
传承了千年崖州的人文气息，又展示了新时代崖
州快速发展的可喜成果。而男声独唱《丰收歌》、
歌舞《爱像五彩锦》《相约三亚》、歌曲《久久不见久
久见》《把福带回家》等节目，则体现了崖州和三亚
人民勤劳纯朴、热情好客的可贵品质。

为了弘扬历史文化，此次文艺表演活动注重
开掘三亚特别是崖州历史底蕴，整台节目在当地
民众中激起广泛共鸣，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和热烈的喝彩声。

澄迈
“中国梦”主题歌曲大奖赛决赛举行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仁圣）“正月里是新年呐咦哟喂，妹娃我去拜年
呐呵喂……”2月8日上午，2019年澄迈县“中国
梦”主题歌曲大奖赛决赛在该县金江镇举行。15
名本地歌手竞相上台，通过演唱民族、流行曲目

“炒热”节日气氛，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来自澄迈
思源高级中学的音乐教师郭姣凭借两轮演唱总得
分183.83分，最终摘得决赛桂冠。

郭姣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未来她
将兢兢业业执教讲台，为孩子们做好表率，用实际
行动帮助和支持学生追逐他们的中国梦，同时也
为自己早日实现桃李满天下的梦想打牢基础。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分为海选、复
赛、决赛3个阶段。其中，选手报名、海选均通过微
信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澄迈县文体局组织了多位
专业评委，根据参赛人员报送的参赛音频进行评
比，海选出一批选手进入复赛，再从中评选出15名
选手进入决赛。比赛设一等奖1名，奖金3900
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2900元；三等奖3名，奖
金各1900元；优秀奖4名，奖金各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