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定湾在万宁的众多海湾
中不算出名，但是当你走近它
时，才会感受到那里浓厚的生活
气息。

下午5点，太阳渐渐失去耀
眼的光芒，空气中的热浪也开始
慢慢退去，走到保定湾，海风习
习，游客和村民多了起来，他们
拿着小水桶和小铁耙，开始扒
螺。

保定湾外侧海底沙滩十分
平缓，向大海延伸有四五百

米，更远之外，便是珊瑚礁群，
海底的各种贝类随着潮汐，被
打到岸边，埋在沙滩里。日落
时分，天气凉爽，附近的村民
在海边挖螺，挖得最多的就是
海白。

村民正在挖螺，游客正在戏
水，“哒哒哒”的马达声响起，渔
船从海上回来，由于船的吨位比
较小，渔船就停在海湾边上，一
条条炮弹鱼从船下卸下。这个
时候，也有附近的村民到海边，

买上一条最为新鲜的炮弹鱼。
要是一个人来，便将鱼绑在摩托
车的后架上，要是一对夫妇过
来，那就男的骑车，女的左右手
各拎着一条炮弹鱼，赶着回家准
备晚餐。

行走在万宁滨海旅游公路
之上，看尽美景，美食也不能错
过。万宁有一道名菜，就是炮弹
鱼加五花肉炖萝卜干，鱼香浸进
萝卜干里，喝起汤来，咸中带鲜，
鲜中带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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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滨海旅游公路：

万宁滨海旅游公路太阳河大桥。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石梅湾风情。耿文志 摄

万宁滨海旅游公路。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有人说，在一千个人的眼里，
有一千个亚龙湾；但在这一千个人
的眼里，进入亚龙湾的路是相同
的，那是一条最为浪漫的路。

《非诚勿扰Ⅱ》里有一个男女
主角开车经过亚龙湾路的画面，多
年过去，这个画面仍然让人难以忘
怀。道路两旁茵茵如盖，树枝错落
有致，驱车行驶在其中，一种赏心
悦目的感觉油然而生。

无论是从东线高速还是三亚
市区进入亚龙湾，都要经过亚龙湾
路。车驶入亚龙湾路，度假的心情
也就随之而来，路两旁的榕树向上
生长，枝干向两边延展，形成一个
天然拱门。晴天，阳光从拱门上星
星点点地投射下来，感觉亚龙湾路
像一条星光大道；雨天，榕树形成
的拱门变得更加浓绿，偶尔一辆车
飞驰而过，车轮带起的雨水往两边
喷洒，路间的雨痕带瞬间散开，合
拢，又迅速消失……

进入亚龙湾路的榕树长廊，许
多人喜欢驾车疾驰而过，感受斑驳
的阳光打在挡风玻璃后急速离去；
也有人会放慢车速，尽可能地感受
这条浪漫之路带来的美好。

车在亚龙湾榕树长廊行驶过
半，路左边的榕树开始略显稀疏，

路旁的水田展现在眼前，一年四
季，水田风景各不同，冬天种瓜菜，
一排排豆角架或是苦瓜架架在田
间，一派田园小景风貌；夏天种水
稻，水田里的水映着蓝天，偶见农
民在地里耕作，在亚龙湾这个时尚
度假胜地，农耕文明显出一种相得
益彰的感觉。

在路的右边，有一排排灌木
篱笆，仔细看过，篱笆里面还有风
景，那就是亚龙湾红峡谷的高尔

夫球场，绿色的球道，白色的沙坑
星星点缀，果岭之上插着的果岭
旗随风而动，路人会望几眼球场，
在球场里打球的客人也会看看路
边的风景。

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去到另
一个地方，在寻找风景的过程中，
我们要走过很多的路，但有时候，
却忽略了，路，本身就是风景，行走
在亚龙湾路上，仿佛将生活和梦想
连接在了一起。

三亚有许多条好美好美的公
路，有三亚湾路、海棠湾路、亚龙湾
路、太阳湾路，每条路都有自己的
特点。

太阳湾路位于亚龙湾旅游度
假区内，是亚龙湾通往太阳湾柏悦
度假酒店的必经之路。这条深藏
在亚龙湾与太阳湾的最美海景公
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短短6公
里的距离，却足以感受到清静与避
世。

车子从亚龙湾路往太阳湾路
行驶，连接两条路的是龙溪路，这
条路的美景，从龙溪路开始，慢慢
向太阳湾路延展开来。

进入到太阳湾路，就真正进入
到了山水之间，山海之间。太阳湾
路起始，左边便是一条小河注入大
海，潮涨潮落，分不清哪里是海水，
哪里是河水，只有河海相间的红树
林，在不断地感受着大海与溪流之
间的恩赐。

一棵棵一簇簇红树林，本身就
是一道风景，那枝头的白鹳、水鸟
也好似在度假之中，或是站在枝头
发呆，或是在悠闲地飞翔，不知是

不是也在欣赏着山海之间的美
景。车子沿路继续前行，路也随山
就势变得蜿蜒曲折，山路右边是茂
密的森林，左边的红树林景观开始
慢慢铺开，变得开阔起来，亚龙湾
瑞吉度假酒店，就掩映在红树林与
大海之间。

三角梅四季都在怒放，把整条
路的色彩点亮，天空的蔚蓝，大海
的淡绿，沙滩的银白，远山的青黛，
三角梅的火红，各种色彩在这条路
上相互转换，让人目不暇接。

车子行驶到太阳湾路的最高
处，此处设有一观景平台，如今已
经成为无数网红的打卡胜地。

站在观景台上，往左，亚龙湾
美景尽收眼底，熟悉亚龙湾的人，
能清楚地辨认出亚龙湾的各个酒
店，各个浴场。海上的帆船、皮划
艇、空中拖伞、摩托艇，将亚龙湾装
扮得更加动感和多彩。

往远处眺望，亚龙湾外的几
个小岛也是视野之内，东排礁石
和西排礁石那是亚龙湾最佳潜
水胜地。

观景台的右边，便是太阳湾，
太阳湾柏悦度假酒店矗立的海边，
可以看到酒店的泳池、沙滩吧和户
外咖啡厅。

酒店之外，便是大海，海水清
澈见底，站在观景台上，可以看见
海底的礁石与海草，岸边偶尔出现
的一些碎石和珊瑚礁残骸，是它原
生态的最好证明。

驱车在太阳湾，你只想开慢一
点，再开慢一点，让所有的一切都
慢下来。你会感谢这里，因为沿途
美景会让你放空一切。

亚龙湾路：榕树长廊 浪漫之路

太阳湾路：最美山海间

亚龙湾红树林湿地、路
边三角梅、亚龙湾全景、太阳
湾全景

亚龙湾榕树长廊是该路段的
最美风景，稻田、高尔夫球场、奥
特莱斯小镇和亚龙湾热带森林公
园，都在亚龙湾路两侧。

这条公路集中了万宁最为漂亮的海湾、海景。乌场港是万宁一个重要渔
港，盛产马鲛鱼和巴浪鱼；保定湾水清沙平，盛产炮弹鱼；走过这一条公路，与
神州半岛、南燕湾、石梅湾亲密接触，远眺加井岛、大洲岛都不能错过。

海南最美公路·山海穿行

“我曾经跨
过山和大海/也
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
一切/转眼都飘
散如烟……”，这
是朴树的歌曲
《平凡之路》。在
万宁市，有一条
滨海旅游公路，
是真正地跨过山
和大海，穿行在
海湾之间，集中
了万宁最为优美
的滨海景色，经
过乌场渔港、神
州半岛、石梅湾，
山海之间，美景
频现。

万宁滨海
旅游公路

乌场港 保定湾 神州
半岛 南燕湾

石梅湾

看点

文\海南日报记者 于伟慧 袁宇

海海牵手

就好比杭州西湖一年四季
有不同的景观，走万宁的滨海
旅游公路，一天之中不同的走
法，能看到不同的景色，有不一
样的体会。

滨海旅游公路连接了保定
湾、神州半岛、南燕湾和石梅湾
等著名海湾。选择这条公路自
驾，即使是慢慢开，一个小时也
已足够，但是想在最佳的时间，
看最美的风景，那就要留出一
整天的时间。

一条水泥防护堤直通大
海，把乌场港分成左右双港，面
向大海，乌场港左边靠山，右边
是海滩，港口正对面，便是万宁
的大洲岛，又叫“燕窝岛”，那是
金丝燕栖息的地方，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环境十分优美。

早晨7点，是乌场渔港最
为忙碌的时候，一艘艘灯光夜
捕的船只开始归港，新鲜的鱿
鱼、章鱼、巴浪鱼、马鲛鱼、金线
鱼被运到码头，鱼贩和船主多

年以来已经达成了默契，大家
忙着下船、上岸、称重、交易、运
输，渔港一片忙碌。

在万宁，许多人习惯早早
地赶到乌场港，去挑选最为新
鲜的海鲜。所以清晨就到乌场
港的游人不仅可以充分地感受
到渔港的生机勃勃，还可以到
船主或鱼贩那里，去选择自己
喜欢的海鲜，这里的海鲜价钱
公道，又很新鲜，一定不会让你
失望。

乌场渔港逛渔市早晨7点

在乌场渔港逛完了渔市，
驾车南下，公路左侧，海景不
断映入眼帘，公路右侧，有金
椰子园，有莲雾园，有自行车
的驿站，也有一些特色民宿。
如果要看美景，神州半岛不能
错过，上午10点，在那可以看
到渔船出港，也可以看到渔船
进港。

神州半岛三面环海，一面
接陆，面积24平方公里，东南

长8.7公里，西北宽2.7公里，东
依牛标岭，南濒浩潮南海，西靠
老爷海港口，北临东澳港。

神州半岛的南面，由东至
西排列着5个美丽的海湾，东
渥湾、沁宁湾、圆石湾、金沙湾、
乐涛湾。

东渥湾形如半月，背靠如
黛青山，如雪沙滩依山傍海，是
一个天然渔场；沁宁湾海岸线
绵长，沙滩宽阔，湾深水沃，渔

汛之时，成千渔船聚此围捕；圆
石湾的海滨是渥子岭，以石为
主，几百米长陡峭石壁弯成刀
状将刃部伸入大海，蔚蓝的海
水翻着巨浪扑向刀刃，卷起千
堆雪花；金沙湾水清沙平，沙岸
绵延1公里多，为天然海水浴
场，现在为神州高尔夫球会的
球场；乐涛湾与州仔岛合拥一
方海水，水深浪平，老爷海之水
在此湾入海。

神州半岛看五湾上午10点

在石梅湾赏海，有两个最
佳去处，一个是石梅湾华润的
九里书屋，一个是石梅湾威斯
汀酒店大堂。

石梅湾的海，一天不同时
间，有着不同的变化，但是颜色
最为浓郁要数中午时分。

石梅湾九里书屋，曾被评
为中国最美书屋，离海边不足

百米，坐在书屋，可以喝到正宗
的兴隆咖啡，看到最美的石梅
湾一线海景。

书屋之外，有一平台，三棵
榄仁树生长的沙滩之上，与海
形成了风景，又为人遮挡了太
阳。中午过后，是一天最为慵
懒的时光，一杯咖啡，一本好
书，一张躺椅，在榄仁树下，面

朝大海，一边听着海浪声，一边
读书。

离书屋不远的威斯汀酒
店，也是观赏石梅湾海景的绝
佳地点，大堂吧正对着石梅湾，
正对着加井岛，穿堂而过的海
风，带来了自然的凉爽，无论天
气多么炎热，在威斯汀大堂赏
海，你的心情会很平静。

石梅湾赏海中午12点

要想在万宁滨海旅游公
路找一个最高点欣赏美景，或
者是打卡拍照，那就是南燕湾
了。过了神州半岛，公路进入
到南燕湾路段，经过一段崎岖
的山路，偶见山上巨大的礁石
与潺潺的流水，还有亭亭玉立
的槟榔，剩下就是山和大海。

在南燕湾与石梅湾之间，
有一处高地，这里设有观景平
台。往北，可以看见美丽的南
燕湾；往南，可以看见蜿蜒的石
梅湾。大海方向望去，加井岛
就在眼前，平静的海面，一座突
兀的小岛，就犹如珍珠一般，镶
嵌在海中央。而观景平台下，

海浪正拍打着岩石，卷起“千层
雪”。

这里视野开阔，是绝佳的
拍照地点，下午 4 点光线最
佳，顺光有顺光的拍摄手法，
逆光有逆光的拍摄技巧，总之
来了一定要拍照打卡，不要错
过。

南燕湾观岛、拍照下午4点

保定湾内挖海螺下午5点

山山
亚龙湾路（田独路与 223 国道交
叉口至亚龙湾旅游度假区）

太阳湾路（亚龙湾旅游度
假区——龙溪路——太阳湾
路——太阳湾柏悦度假酒店）

路线 看点

路线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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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驶在三亚亚龙湾路上。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与

俯瞰三亚太阳湾路。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万宁滨海旅游公路石梅湾路段。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