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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雨林

沿着盘山公路蜿蜒向上，再往
林内走，盘根错节密不透风的古老
树种遮天蔽日，光线幽暗仿佛使人
进入混沌开初的远古时代，潮湿的
雨林气息也扑面而来。由于虬结的
树根会盘踞路面，景区在修建栈道
时让路于树，这也使得林间小径显
得愈发曲折幽远。

高板根、根包石、植物绞杀、老
茎生花、独木成林、枯木开花……当
雨林特有景观一一跃入镜头时，百
花岭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观瀑听溪

与寻常的原始雨林相比，百花
岭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景点众多。除
了岭上千姿百态的将军榕、情侣千
秋、连理树等植物生态景观，最有名

的当属号称“亚洲雨林第一瀑”的百
花岭瀑布。

总落差超过300米的百花岭瀑
布，其源头在海拔700米处的百花岭
第二峰，瀑布集水面达2平方公里。

转过几道山坳，登上百花岭观
瀑亭，迎面山腰间的瀑布便似来自
天外的白练，呈三级跌宕泻下，自
上而下名曰金龙吐珠、神丹妙药、
仙女散花，一级一景，在白肤潭中
激起片片白雾。

祈福求安

在缥缈的雾气中拾阶而上，偶
露峥嵘的山峰、潺潺的流水声、凉
爽潮润的空气，使人顿觉闯入仙
境。深浅不一的绿意里，神似一朵
盛开莲花的石头跃然而出。相传
观音菩萨眼见百花岭光有青山，未
有绿水，便滴下数滴净瓶圣水形成

菩提神湖与百花瀑布，其吉莲底座
也经千年润化，成为莲花石。

位于兰溪与花溪两水交汇处的
金龟石，也是百花岭的“神石”之
一。据说，龙王之子曾在此修道佛
法，后经佛祖点化成道，化身金龟巨
石，守护着百花岭这片菩提福地。

趣味探险

百花瀑布、菩提秘境、百花天
池、爱情谷、藤王谷、雨林营地……
除了原生态的景观开发外，百花岭
景区还规划了热带雨林、山水漫
城、百瀑小镇、美丽乡村四大功能
版块，将琼中原生态优势融入全域
旅游互动休闲项目，摸索出步步惊
心、空中树屋、水上荡桥、玻璃滑
道、树梢栈道等越来越多的趣味玩
法，部分项目也将于农历三月三前
后陆续开放。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之年，也是琼中脱贫摘帽之
年。近年来，琼中紧扣“两不愁，三保
障”，坚持以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富美
乡村”建设为载体，以产业发展为支

撑，以整合资金为手段，以基层党
建为保障，推行“扶贫+”模

式，倾力实施十二大脱
贫工程，脱贫摘帽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依托“三月三”节庆活动，琼中也

将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向前来参与活
动的各界朋友全方位、多层次展示、推
介琼中脱贫攻坚带来的新变化、新发
展、新形象。

3月25日至5月4日，以“琼中·三
月三——助力‘乡村振兴’的研学教育
之旅”为主题的系列体验活动将在黎
母山学而山房、什寒村、鸭坡村、干埇

村展开，通过了解美丽乡村建设现状、
参观并探讨湾岭种桑养蚕业的现状和
延伸，体验干埇“林下发酵床”零排放
循环养殖基地，将让外界感受和体验
琼中脱贫攻坚带来的喜悦成果。

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与乡村振兴
文化沙龙、鸭坡露营体验等系列活动，
也将为琼中的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
兴注入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4月7日举行的

“三月三”开幕式主题文艺演出晚
会，将以《美好新琼中·追梦新时代》
为主题，通过恢宏的场景、嘹亮的山
歌与曼妙的舞姿，展示《乡亲》《乡
音》《乡俗》《乡风》《乡情》五大篇章
的民族文化魅力。4月29日举办的
闭幕晚会，将以歌舞晚会的形式对
为期一个多月的“三月三”文化旅游
节进行总结，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
气氛。

旅游与农业、文化、体育深度融合，17项主题活动搅热“三月三”

美好新琼中 追梦新时代
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

“三月三”琼中分会场
暨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日程安排表

1、2019年4月7日20：00—21：30

地点：三月三广场
内容：“三月三”开幕式主题文艺演出晚会

2、2019年4月29日20：00—21：30

地点：三月三广场
内容：“三月三”闭幕式主题文艺演出晚会

3、2019年3月25日—5月4日

地点：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云湖乡村旅游区、
大自然生态旅游区、什寒黎苗山寨

活动：景区景点黎苗特色歌舞展演

4、2019年4月5—7日

地点：县四套班子综合办公大楼旁小广场及其他
指定公共场所

活动：琼剧演出

5、2019年4月6日

地点：三月三广场
活动：万人竹竿舞展演大联欢

6、2019年4月20—30日

地点：琼中云湖度假区、湾岭镇鸭坡村
活动：擦亮黎苗文化，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系列活动
内容：召开海南中部生态民俗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研讨会、举办少数民族文化与乡村振兴文化沙龙、启动
“耕读少年”成长部落公益计划、鸭坡露营体验、琼中民
俗文化展示等活动

7、2019年3月25日—5月4日

地点：什寒村、鸭坡村、黎母山、干埇村
活动：研学教育之旅 助力“乡村振兴”
内容：组织大学生和少儿到什寒村、鸭坡村、黎母

山、干埇村开展研学教育之旅

8、2019年4月18—19日

地点：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
活动：黎母诞辰民间活动
内容：举行黎苗歌舞表演、河谷雨林徒步探险等活动

9、2019年4月5—7日

地点：三月三广场
活动：黎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内容：展示黎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10、2019年4月7日

地点：三月三小广场
活动：黎苗服饰展示、展销暨走秀活动

11、2019年4月6日

地点：百花岭热带雨林旅游区、云湖乡村旅游区
活动：百花岭开业仪式暨百对情侣黎族苗族婚俗

体验活动

12、2019年4月7日

地点：三月三广场
活动：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及民俗趣味体育比赛

13、2019年4月13—14日

地点：县“三月三”足球场、思源学校足球场
活动：2019年“三月三”全省青少年女足邀请赛

14、2019年4月20—21日

地点：县羽毛球馆
活动：“三永凤凰杯”2019海南省羽毛球俱乐部联

赛
内容：开展采取混合团体、混双、男双、女双、男双

（40岁以上组）、男单羽毛球联赛

15、2019年5月1—4日

地点：新伟农场、什寒、吊罗山响土村
活动：“我们都是追梦人”热带雨林徒步露营大会

16、2019年4月6—8日

地点：县“三月三”广场、美食一条街（兴教路睿康
花园商品街）、生态美食馆(长征镇墟)活动：首届琼中
山鸡吃货节暨民族特色商品美食展

内容：首届琼中山鸡吃货节活动；民族特色商品、
精准扶贫土特产品展销、体验黎族苗族及省内外特色

美食等

17、2019年3月25日至4月7日

地点：各乡镇人民政府
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黎苗文化体育活动

三月百花始盛开，黎苗
欢歌黎母情。又是一年
春回大地，由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委、县政府主办
的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琼中
分会场暨文化旅游节庆
活动于3月25日至5月
4日（农历二月十九至三
月三十）举行。

本次活动以“美好新
琼中·追梦新时代”为主
题，期间琼中将推出五大
板块17项主题活动，让
游客体验黎苗风情，畅游
田园山水。

说“三月三”是每年琼中最盛大的
日子，毫不为过。今年，琼中县委、县
政府也将继续坚持民族性、地域性、群
众性原则，把活动分为旅游演艺类、旅
游文化类、旅游体育类、旅游美食类、
乡镇活动类等五大板块，推出品牌化、
精品化、系列化的17项主题活动。

围绕“传统节庆活动与旅游活动
深度融合”的工作思路，琼中将于4月

6日在百花岭热带雨林旅游区、云湖
乡村旅游区举办具有“旅游+民俗风
情”的百花岭开业仪式暨百对情侣黎
族苗族婚俗体验活动，届时将有100
对夫妻、情侣和单身青年来琼中体验
黎苗传统婚俗婚庆。

与往年相比，琼中本届“三月三”
也更加注重群众与游客的参与度、互
动性、体验感。

3月25日至5月4日，琼中将在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大自然生态
旅游区、云湖乡村旅游区、什寒黎苗山
寨等游客较多的景区景点，举办黎苗
特色歌舞展演活动，旨在通过原生态
音乐、舞蹈、竹竿舞等喜闻乐见的表演
形式，让群众与游客零距离体验黎族
苗族传统文化，感受琼中本土文化的
内涵。

此外，今年琼中还将推出“我们都
是追梦人”热带雨林徒步露营大会、首
届琼中山鸡吃货节暨民族特色商品美
食展、2019年“三月三”全省青少年女
足邀请赛、万人竹竿舞展演大联欢、民
族传统体育竞技及民俗趣味体育比赛
等系列精彩旅游活动，让游客不仅能
感受琼中特有的山水之美，还可领略
当地民俗风情。

乘坡河大自然漂流、百花岭风
景名胜区开业运营；白沙起义纪念
园获评国家2A级旅游景区；成功开
辟国际游客精品路线；什寒村、堑对
村、合老村、猫尾村、番响村、便文村
等一批乡村景点脱颖而出……近年
来，琼中旅游坚持与农业、文化、体
育深度融合，全县旅游景点、景区进
一步系统化，大景区和乡村景点

“点、线”结合，全域旅游大格局初步
形成。

据了解，2018年琼中接待游客
15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47亿元。

今年，琼中“三月三”节庆活动采
取“旅游+农业”“旅游+体育”“旅游+
文化”跨界融合的方式，将百花岭、黎
母山、大自然漂流与特色美食、徒步露
营等多样化特色活动深度糅合，进一

步推进旅游与农业、休闲活动、文化的
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琼中深入挖掘黎族苗
族文化，涌现出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传承人、省级黎族民歌非物质文化
遗产。

今年“三月三”，琼中将于4月5
日至7日在三月三广场举办黎族苗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通过文字、图片、

实物和现场表演等多种形式，展现黎
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4月7日在三
月三广场举行黎苗服饰展示、展销暨
走秀活动，展示传承千年的民族服装
文化；4月18日至19日在黎母山国家
森林公园举行黎母诞辰民间活动，让
游客体验黎苗歌舞表演、河谷雨林徒
步探险之余，寻求一份心灵的宁静与
平和。

活动精彩纷呈 提升游客参与度

打造“旅游+”黎族苗族风情浓郁

展现新琼中 焕发乡村新活力

（本版策划/撰文 伟慧 梦瑶 范群 林学健 陈泽
汝 王洁 尹婉妮）

狂欢“三月三”何处游？
百花岭里满春色

最甜不过糯米酒，最美不
过“三月三”。随着“三月三”
全民狂欢活动的脚步越来越
近，除了来琼中体验一番黎族
苗族风情，又怎能少得了一场
热带原始雨林探险之旅？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县城7公里处的百花岭热
带雨林旅游文化区，汇聚雨
林、飞瀑、温泉、湖泊、溪流、沟
谷、奇石与黎村苗寨等诸多生
态文化景观，无论是枕着清风
打个盹儿，体验踏石戏水的欢
愉，还是一头扎进浓荫掩映的
云雾深处，都能给你带去一段
惬意的踏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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