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村里玩什么？近年来，随着
海南美丽乡村项目兴起，乡村优美
的自然环境、独特的民俗文化、静谧
的田园氛围，吸引着不少市民游客
将短途游、周末游的目的地定于此，
其中不乏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老
年人喜欢安静舒适的环境，而村里
的瓜果蔬菜、成群的鸡鸭牛羊等很
适合对孩子进行科普教育，乡村游
能同时满足家庭中不同年龄成员的
需求。”来自湖南的游客石宇乐说。

“借助乡村游产品，我们能将

旅游资源有效地串联整合，推进全
域旅游产品渐成互补。”三亚市旅
文局副局长叶凯中说，今年第一季
度，三亚乡村旅游市场发展迅速，
该市通过联动乐东、陵水、保亭等
周边市县推出多条乡村采摘旅游
产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出，目
前海南乡村旅游还处于起步发展
阶段，仍存在规划不合理、设施不
完善、特色不明显等问题，亟待用
新思维进行升级改善。

“近年来乡村地区开始注重景
观改造，但有的还缺乏对本土文化
的挖掘，乡村特色不明显、文化品
位不高。同时，乡村基础设施也存
在短板，亟待对乡村的建筑、标识
等进行系统规划，合理配置资源。”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突破
乡村旅游发展瓶颈，除了对原有观
光型、教育型等旅游产品的升级，
还应根据旅游市场特点，因地制宜
开发度假型、娱乐型等新形态产
品，拓展乡村旅游消费空间。

面对日趋个性化的旅游市
场特点，三亚不少景区、酒店、旅
行社等涉旅企业已开始探索转
型，其中也包括刚起步的乡村游
产品。

“除了观光、采摘、骑行、踏
青等传统模式，乡村旅游还可以
实现更多可能性，刺激更多高端
消费，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
力。”华侨城（海南）集团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李秀梅说，该公司所
管理的三亚市中廖村内，除了推
出了文化演艺、农田采摘、共享
农庄等项目外，还通过引进优

质民宿管理公司，合理利用农
舍、田园等资源打造个性化民
宿，并适时推出音乐节等特色
活动，吸引不同年龄层的游客，
延长游客在村里的停留时间，
拉动旅游消费。

如今，在三亚不少乡村，结合
当地自然与人文资源特色，具有
个性化、文艺范的新形态旅游产
品越来越多。比如，以石景、田园
景为主打特色的文门村，开始探
索宠物旅游产品，通过打造宠物
田园跑、宠物摄影棚、宠物市集等
个性化产品，丰富旅游业态；在西

岛渔村，除了特色海岛风光，岛上
的文创馆、海上图书馆、民宿也成
为网红打卡点，不少年轻游客还
通过做义工等形式，参与到文创、
读书等体验中；后海村大力发展
冲浪文化，打造冲浪主题、海洋主
题的特色民宿，每年都吸引着来
自国内外的冲浪、浮潜、帆船等运
动爱好者，深度感受海上运动游。

“下一步，三亚还将加强对美
丽乡村的规范化管理，结合旅游
市场特点，开发更多具有国际范、
文艺范的新形态产品，吸引更多
的中外游客。”叶凯中说。

值得关注的是，如今随着“90
后”“00后”新生消费力量兴起，传
统与新潮并存的旅游市场也逐渐
发生着改变。据《2018年中国游
客境外旅游调查报告》显示，有
65%的人会优先选择自由行，除了
常见的星级酒店外，更个性化、更
有特色的民宿或主题酒店受到很
多人的欢迎。同时，与通常意义上
的逛景点相比，游客更希望体验当
地风土人情，能够沉浸到当地娱乐

与生活中去，比如美术与表演、极
限运动。

“跟团、购物、‘上车睡觉下车
拍照’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少，自由
行、体验旅游、民宿与主题酒店、网
红旅游目的地正在快速发展，新旅
游消费形态出现的背后，离不开年
轻消费群体的壮大。”三亚乐芒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胡俊说，
随着年轻一代对自由行、自驾游、
体验游等个性化旅游产品的青睐，

旅游产品光拼“颜值”还不够，还需
要把好旅游“品质关”“个性关”，通
过打造体验感强的产品，吸引更多
消费者的目光。

“对于年轻游客来说，更多的
消费花在了旅游中的体验与即时
消费上。看准这一市场，我们正
积极推进传统旅游形态升级转
型，比如举行宠物露营派对，精准
发展个性化旅游产品。”海南宠行
者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钰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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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万宁有一片美丽的潟湖，名叫小
海。

这是一片呈瓜形的海，肚大口
小。小海不小，水域南北长达10公
里，水域面积约38平方公里。这也是
省内最大的潟湖，水深约1米至5米，
是夏季里摸鱼捉虾的好去处。

傍晚时分，骑上自行车从万宁市
万城镇周家庄村出发，沿着村内的水
泥道路一路往东，沿路有繁茂的三角
梅作伴。一路看花，不一会儿就来到
小海边的环小海路。

风平浪静的时候看小海，似一面
镜子。晚霞在海中静静流动，映得海
面红彤彤，像极姑娘害羞的脸庞。微
风拂动海面，碧波荡漾，波光粼粼，似
乎那满天红霞也在水中舞动起来，叫
人心旷神怡。

而当大风刮起时，才是小海最活
跃的时刻。百里白浪连天，像冲锋的
将士，前仆后继。耳畔是风力路灯上
风扇转动的“呜呜”声，似战吼，似哀
鸣，生动极了。

小海很美，关于它的传说故事
有很多，有传说它是盘古开天地时
留下的遗迹，也有传说它是济公和

尚的酒葫芦所化，也有传说是“聚宝
盆”衍变而来，更为这份美丽增添一
抹奇幻色彩。

沿环小海路继续往北骑行，沿路
护堤上可见渔民们晾晒的渔网。一张
张深绿色的渔网，传来海的味道。海
边系着许多小渔船，有时也能见到渔
民划着小船出海，双手抛出渔网，“哗
啦”一声，再拖上来时收获满满。

小海是周边村民的母亲海，不少
村民靠海吃海，靠着一艘小渔船养活
了一大家子人。小海的海产很丰富，
渔民们出海，很少空手而归。在早些
年的鱼汛时，小海可见上百艘渔船竞
发的壮观场景，收获的海鱼种类也很
多，海鲤、鲻鱼、白翅鱼等，还有对虾、
海蟹等等。

说起小海边的美食，就不得不提
及和乐蟹。这是一种生长在小海的青
蟹，膏满肉肥，是海南有名的特产美
食。当地人说，在捕蟹季节的晚上，
一堆和乐蟹摸上了岸，这时去捕蟹的
人们打着手电筒一照，便可以哪只肥
就挑哪只，只是野生和乐蟹到底数量
稀少。后来，人工养殖的和乐蟹大量
上市，口感不输野味，有效保障了和乐
蟹上市的产量，让更多人能够满足口
腹之欲。

沿着环小海路骑行到曲冲村，这
里除了海天相连的风光外，还多出了
大片大片的稻田。4月的季节里，早
稻金黄，在微风中摇曳。骑着自行车
经过稻田，稻香盈鼻，是丰收的味道。

曲冲村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子。这
是一座有700多年历史底蕴的文化古
村，渡琼始祖文天瑞是宋末民臣文天
祥的堂弟。曲冲村内留存有“万州第
一祠”之称的文氏宗祠，这座重建于清
代雍正年间的大型宗祠正门遗存，留
存其上的繁复雕刻仍然令人惊叹。

除了文化古村之外，小海周边的

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小海的北部，
是著名的港北港，这里既有美味的小
海海鲜，也有中华龙舟大赛等大型文
体赛事，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而从小海往南，则是有“海南第一
山”之称的东山岭，海拔不高的东山岭
遍山都是奇石，岭上还有多处古迹和
庙宇，以及历史悠久的摩崖石刻，不仅
景色秀丽，也极具文化气息。

小海周边还零散分布着大长岭、
后鞍岭、港尾岭和英文岭等山岭，能
够满足骑行、登山、观光、海钓等各类
需求。

万宁环小海骑行：

稻香盈鼻处 满口海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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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不想跟团旅游，又没空做旅游攻略，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定制游。在线旅游平台携程的定制频道
中，三亚位居热门目的地，可见海南私人定制游颇
受游客青睐。

亲子游、毕业游、拓展游、会议游……各类定
制案例可谓五花八门。定制师是如何工作的？定
制游中又有哪些个性的、搞笑的、温情的、土豪的
路线呢？

定制游客玩法日渐多元

近年来，随着人们出游观念的变化，旅游需求
与要求层次的提升，以定制旅游为代表的主题游日
渐兴起。加上“旅游”与“旅行”、“大众”与“私人”等
概念的进一步强化，定制师这个新兴的职业也就走
进了大众的视野。

在携程定制频道选择旅游目的地三亚，首栏就
是定制师推荐，梁慧莹以服务8000多人出游和4.9
分的综合评分排在第一位。本就是海南人的梁慧
莹在上海创业，经营的上海航盛旅行社有限公司是
目前海南市场最大的定制游公司。

“3年前，我们感受到了定制游的市场前景，将
公司转型为个性化定制游，主营海南市场，深度对
接游客需求。”80后的梁慧莹，说起定制游侃侃而
谈。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客人的玩法已经在发生
改变，加上一些客人并非首次游玩海南，对于海南
游的需求也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

失恋疗伤之旅、浪漫求婚之旅、母亲祝寿之旅、
退休之旅、商务会见之旅……几年来，梁慧莹总能
根据客户需求为其量身定制旅行产品，订单价格也
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一些人不仅仅欣赏海
南的自然环境，更愿意探索海南的人文历史。一些
人则是情感方面的需求，需要我们把海量的旅游资
源组合成为客户满意的产品。一些人则更注重旅
行过程中的品质和私密性。”梁慧莹说，定制过程就
是与顾客深入交流的过程，一个旅行方案进行多次
修改也是常有的事，这样才能保证私人定制的体验
和品质。

有效定制靠的是创新

“我的13名员工即将退休，要给他们一场终身
难忘的旅行。”这是梁慧莹一位北京客户的“简单”
要求。什么样的旅行能够让一群年近60岁的人终
身难忘呢？是修身养性还是追忆青春？修改了三
遍的方案终于得到客户认可，也为游客提供了难忘
的经历：除了入住海景酒店，还特意安排了游艇出
海。“游艇上用餐，喝香槟，开派对，像年轻人一样炫
酷，客人十分开心。”梁慧莹也得到了客户的好评。
而对于失恋疗伤而来到海南的游客，梁慧莹则为其
设计了包含悬崖秋千、雨林滑索、星空露营等户外
活动在内的路线，最大限度地让游客排解情绪，领
悟自然，放飞自我。

对于定制师来说，对目的地的深度了解不可或
缺。为丰富产品“素材库”，梁慧莹总是深入到海南
各地，脚步延伸得越来越远。“主打雨林养生的七仙
岭、充满渔趣的新村港、独具特色的苗寨和黎寨，都
是可以深度挖掘的，打造出亲子、探险等主题的旅
游产品。”梁慧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如何将旅游资
源与游客需求有效对接，靠的就是定制师的创新能
力。对于定制师来说，得到客户的好评，就是最大
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随着入境游市场的不断向好，梁慧莹也把目光
瞄向了入境游定制，“希望有更多年轻人特别是外
语人才加入到定制师行业。”

定制游方案五花八门，个性化十足

海南游“私人定制”
体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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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在田野、田埂边
席地而坐，听低吟浅
唱，品炸鸡啤酒，享乡
村静谧……近日，一
场特色民谣音乐节在
三亚市中廖村内举
行，来自国内小众民
谣歌手连番登台献
唱，村野美景与民谣
音乐相融，吸引了
200多位年轻“乐迷”
前来感受乡村清新、
清静的氛围。

“中廖村一直以
山水美景和黎族文化
元素吸引了不少国内
外游客，但这次来参
加音乐节，对这座村
庄的感受却大有不
同。”村里个性十足的
民宿、便宜新鲜的农
家产品、清爽文艺的
氛围，令三亚市民陈
娟十分惊喜。

近年来，随着年
轻旅游消费群体兴
起，个性游、定制游、
文艺游等创新旅游产
品受到热捧。眼下，
不少海南涉旅商家开
始针对年轻游客偏爱
人文体验、自由行、利
用碎片化时间旅游等
特点，打造新形态旅
游产品，以观光游、家
庭亲子游等为主的传
统乡村旅游形态也正
发生着新变化，乡村
游产品逐渐呈现出文
艺范、年轻化的新特
点。

小海周边骑行

小贴士

◆◆短距离：
从万宁市万城镇

周家庄出发，沿环小海
路往北，至曲冲村止，
可经426县道至大茂镇
返回市区或原路返回。
◆◆中距离：

从万宁市万城镇
北坡集贸市场出发，沿
432 县道往乌场方向，
沿途可经乌场港、大长
岭、英文岭，至港北港
返。
◆◆长距离：

从万宁市区出发，
向北沿223国道至大茂
镇，再沿 426 县道至后
安镇，再从 046 乡道至
和 乐 镇 ，经 港 北 港 沿
432 县 道 返 回 万 宁 市
区。

◆打破乡村游固有思维 开发度假型、娱乐型产品

中廖村举办民谣音乐节。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摄

◆年轻旅游消费市场崛起 精准发展个性旅游产品

◆创新乡村游引发新风尚 美丽乡村不乏国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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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体验悬崖秋千
项目。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立前 摄

小海风情。本报记者 袁宇 摄

新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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