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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携程发布的《2019
“五一”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
示，今年“五一”小长假将超过
1.6亿人次出游，国内游热度明
显超过去年同期，三亚成为

“五一”期间人气最高的自由
行城市。

由于选择拼假的旅客占
比较高，相比往年，今年“五
一”假期的出行高峰也开始
得更早。对于假期的期待使
得许多游客早早就定下旅游
行程，也让机票、火车票、酒
店等资源火爆异常。根据去
哪儿网大数据显示，海口、三

亚成为热门目的地，多条航
线经济舱售罄或紧张。海南
日报记者查询了解到，截至
目前，飞往海南的多个航班
经济舱打折机票已所剩无
几。例如 4 月 30 日北京飞
往海口、上海飞往三亚、西安
飞往海口的一些航班机票只
剩全价票。

而“五一”正逢婚纱摄影
旺季，三亚为众多游客婚拍首
选目的地，预订旅游拍摄婚纱
照的游客数量激增，线上线下
旅拍机构的诸如“三亚旅拍婚
纱照套餐”等旅游产品销售十

分火爆。
同样预订火热的还有酒

店。作为备受游客欢迎的旅
游综合体，三亚·亚特兰蒂斯
客房预订火热，5月1日至4
日，海景房、至尊海景房等基
本房型已经满房，只剩万元
以上的个别水底套房和皇家
套房。与此同时，民宿也成
为旅客出行的热门选择，我
省三亚等地民宿预订同样火
爆。“日月湾店5月 1日当天
已经满房，其他几个分店预定
量也在不断攀升中。”森林客
栈品牌创始人冯清雄透露。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4月底，海南人已经初尝了夏日的炎热滋味，
但对于岛民来说，这也是开始品尝海岛清凉美食
的最好季节。不管是传统的甜品清补凉、炒冰，
还是老盐系列等新兴消暑饮品，都为海南岛上的
人们及来往的过客带来不一样的清凉。

而到了5月，亦是大量海南水果丰收的季
节。不知有多少人，是为了热带水果天堂海南而
来，更难以想象有多少人在垂涎着，有一天能够
徜徉在各种新鲜水果之中。到海南来，这里的清
凉甜品和热带水果，一定能够拴住你的胃。

清凉甜品拉开美味夏天序幕

到海南吃椰子，这几乎是所有游客必须的操
作。然而椰子并不只有喝果汁、吃果肉这种简单
的吃法。椰子几乎能和海南所有本土的清凉甜
品互相匹配——椰奶炒冰、椰汁清补凉、椰子冻、
椰奶糕、椰汁西米露……细数着这些甜品，海南
岛清凉美味的夏天就此拉开序幕。

海南的清凉甜品十分讲究养生，比如清补
凉，绿豆、红豆、莲子、薏米、西米、红枣、桂圆肉等
十几种材料的组合，一碗“舌尖上的清凉”，润肺
祛湿、清心安神。

在海南的夜晚，来一碗炒冰也不错。炒冰有
各式各样的口味，来自种类繁多的热带水果与冰
的结合，给原本寡淡无味的冰沙赋予了热带气息
的灵魂。美味的食物到处都有，但值得一品的热
带果味的“硬核”炒冰却不是哪里都有哦。

海南的冰凉甜品有很多，冰凉饮品亦是不
胜枚举。港式奶茶、冰冻柠檬红茶，这是下午茶
菜单里岛民的最爱，而这其中，还有近些年风头
正劲的老盐系列饮品。老盐柠檬、老盐百香果、
老盐黄皮……老盐系列的丰富多样同样离不开
海南的水果。在海南人的养生食谱里，老盐称
得上是神奇的存在。在本地老一辈人的食疗食
谱里，老盐既可生津止渴，对咳嗽上火也有奇
效。夏天的时候，喝一杯老盐饮品，降燥解暑，
回味甘甜。

丰盛的本地水果诱惑舌尖

“摘石榴啦！”澄迈县福山镇洋道村的番石榴
成熟了，该村番石榴种植基地负责人陈利群的微
信朋友圈又热闹了起来，“来采摘，随便吃，打包
带走也可以。”简短的一条微信，对吃货释放着诱
人的信号。

许多外地游客对番石榴并不了解，但番石榴
却是本地人的心头好。成熟于春夏两季之间的
番石榴，到了5月份成熟度可达最佳。徜徉在果
园里，数十亩的果树枝头挂满鲜果，饱满圆润自
不用说，清风拂来，更是带来乡村果园里独有的
淡淡的青草香。

游客自主采摘，选择什么样的果实采摘比较
好吃呢？陈利群介绍，那一定是浅绿色中泛着珍
珠白的。番石榴的果肉分为两层，外层的果肉清
新脆口，内层的果肉香软甘甜。在本地人食用番
石榴的法则里，有一条最重要，那就是一定要配
上一小袋“辣椒盐”。微辣的咸味，能让舌尖更好
地体味食物里的甜味，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的
发明。

番石榴的美味自不用说，红心番石榴更是许
多人心中的“白月光”——甜、甜、甜！比起白心
番石榴，红心番石榴的甜度又上了一个档次，且
热带水果独有的馥郁香甜更浓。

5月到海南，能品尝到的水果还有很多种。
莲雾、龙眼、凤梨、菠萝、芒果、山竹、皇帝蕉……
吃遍海岛热带水果，这样的美食体验，绝可以称
得上是“舌尖上的诱惑”。

海岛踏浪、雨林深呼吸、寻找田园乡愁、乐享酒店度假……

初夏，来海南花样“浪”

夏日来海南

让清凉甜品
安抚你的味蕾

■ 本报记者 赵优

“五一”黄金
周被取消10余年
后，今年出现的首
个 4天“五一”小
长假，对我国居民
出行需求刺激作
用明显。航班机
票紧俏、酒店预订
火热，作为热门旅
游目的地的海南，
已经感受到旅游
市场的升温。据
气象部门预测，4
月底，海南高温天
气将逐步缓解，舒
适晴好的天气将
给广大游客带来
一个惬意的假期。

与此同时，为
迎接“五一”旅游
高峰，我省相关部
门及旅游企业纷
纷推出精彩纷呈
的旅游产品和惠
民活动，提升旅游
服务品质，以满足
游客假日期间差
异化、多样性、个
性化需求。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五一”小长假进
入倒计时，海南又将
迎来最“热”假期。据
多家旅游网站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五
一”假期，海南又登国
内最受欢迎旅游目的
地榜单。

海南旅游资源丰
富，花样玩法多样，既
能欣赏到山海相融的
绝佳美景，体验特色
新颖的旅游项目，感
受雨林山谷的清凉湿
润，还能漫步田园农
庄享受野趣……此
时，海南岛正是景色
明媚的好时节，不妨
趁着“五一”假期来一
次活力之旅，体验千
姿百态的海南风情。

放松身心乐当“酒窝族”

近年来，随着个性游、品质游兴
起，慢节奏、重享受的度假休闲游越
来越受游客青睐，来到海南选择一
处心仪酒店，在酒店内度假、消费、
享受，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三亚、陵水、万宁等沿海市县，
坐拥一线海景资源，岸线坐落着不
少特色酒店。喜爱海景的朋友不妨
选择滨海度假酒店入住，放松身心
当一次“酒窝族”。对于海景酒店来
说，180°甚至是360°观景海景房
是其主打招牌，坐在阳台沙发上，远
眺海景风光，感受海风徐徐与椰林
沙滩美景，私享绝佳美景，身心的疲
惫都会瞬时消散。还有不少海景酒
店推出无边泳池、楼顶泳池，傍晚时
分与家人朋友去赏景、游泳，边玩水
边欣赏美景，随手一拍都会成为精
美大片。

除了海岸，中部山区也坐落着
不少特色酒店。若想感受雨林河谷
间的凉爽，不妨选择五指山、保亭等
地的特色酒店，这些酒店不仅景色
怡人、空气清新、环境静谧，有的还
配有温泉养生产品，“窝”在酒店中
赏景、“泡汤”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漫步乡村享受野趣

若喜爱静谧、悠闲之旅，海南还
有不少特色乡村农庄，能尽享田园
野趣的魅力。

在琼海，万亩龙寿洋田野公园
与当地村庄相连，宁静的村庄、五彩
的花海、清澈的小溪、蜿蜒的栈道、
朴素的农舍、慵懒的小狗……田园
风光无尽，游客可以漫步而行，徜徉
于田园间，也可以租辆自行车，探寻
农田村舍中的静谧角落。玩累了便
找个阴凉处休憩，还可以到农家小院
内，尝清凉椰子水，品美味椰子糕。

海南还有不少具有黎苗风情的
美丽乡村，如三亚中廖村、琼中什寒
村等，这些村落大多拥有山清水秀
的自然风光，颇有世外桃源的意
境。什寒村位于黎母山和鹦哥岭之
间的高山盆地中，村里溪流缠绕，村
庄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有着“天上什
寒”的美誉，是难得的天然氧吧。

若喜爱“背包客”文化，三亚的
西岛渔村值得一去。该村毗邻西岛
景区，特色珊瑚石墙、海洋特色文创
馆、美术长廊等颇具文艺气息，村里
开设了不少特色渔家客栈，在村里
住上一晚，既能饱览山海美景，还能
体验独特的渔村文化。

5月1日，海南旅游年卡将
正式启用，已经购买旅游年卡
的岛民可以无限次刷脸畅游大
小洞天旅游区、海南呀诺达雨
林文化旅游区、海南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南湾猴岛生态
旅游区等16家景区。

除了拥有海南旅游年卡的
岛民可以享受到出游福利之
外，我省多家景区也推出了“海
南人游海南”优惠活动，岛民出
游正当其时。

为迎“五一”小长假，天涯
海角游览区特别为岛民推出

“岛民同庆·嗨翻天涯”景区优
惠活动，4 月 21 日至 5 月 5
日，海南本岛居民持海南本地
居民身份证、社保卡、本岛学
生证就可享受买一送一门票
优惠，以及小火车、帆船、海上
观光艇等景区项目买一送一
优惠。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
区也推出系列优惠活动以飨
游客，5月1日至5月4日，学
生凭本人学生证（国内全日制
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证）、海
南居民凭本人有效证件（海南
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卡/学生
证）在景区售票窗口购票，即
可享受138元含景区门票、往
返观光车票及哇哎噜玻璃观

景平台的特惠套餐。
除此之外，海南旅品惠

等主打本地市场的旅行社也
纷纷推出周边游、短途游产
品，如万泉河探险一日游、文
昌铺前大桥+石头公园+铜鼓
岭一日游、五指山红峡谷漂
流两日游、罗帅雨林采茶溯
溪两日游等，满足本地游客
出行需求。

旅游产品丰富多彩

为迎接“五一”小长假，海
口以“暮春思夏乐游海口”为主
题，发布“乐享文化盛宴健康大
美海口”文化体育系列活动和
5大旅游产品10条线路，包括
快乐亲子风尚游、城市文艺漫
游、研学自然探索游等，涵盖海
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
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桂林洋
热带农业公园等多个景区景
点，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旅游
大餐。

作为旅游市场主力军，我
省各大景区也纷纷推出丰富多
彩的活动招徕游客。长影环球
100奇幻乐园除了推出5月限
期特惠198元日场通票外，还
将于5月1日起推出“盛夏清
凉夜·奇幻冒险季”活动，以夜
场狂欢为游客增添旅游乐趣。

“五一”小长假期间，知名相声

团体“嘻哈包袱铺”也将在三
亚·亚特兰蒂斯C秀剧场进行
特别场演出，为观众带来精彩
的表演。4月25日至30日，西
岛景区开启嗨玩达人招募活
动，达人可在“五一”小长假期
间打卡体验刺激有趣的海上运
动，上天入海玩转西岛。分界
洲岛旅游区也将以第二届“亲
爱的·520”爱情主题活动助阵
小长假，亲爱的·520分界洲岛
集体婚礼、2019婚恋行业发展
趋势分享交流会、“月光下的
你”2019分界洲岛交响音乐
会等多项活动将充分展示分界
洲岛独具特色的婚恋、婚拍、婚
庆环境与景观文化。此外，三
亚大小洞天风筝节、水稻国家
公园稻田吉他民谣秀、南湾猴
岛沙滩露营泼水节等精彩活动
也将大大丰富游客出游体验。

海南人游海南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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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海岸踏浪戏水

四面环海的海南拥有众多优质
海滩，环岛沿线散落着假日海滩、石
梅湾、博鳌湾、清水湾、香水湾、亚龙
湾、海棠湾、三亚湾、龙栖湾、棋子
湾、龙沐湾等特色海湾，处处景致怡
人，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滨海城市三亚是许多游客的观
光度假目的地，该市的三亚湾、大东
海、海棠湾、亚龙湾各具特色。三亚
湾海岸被誉为“椰梦长廊”，湾区紧
邻市区，绵延22公里，海岸湾长沙
细，岸上绿树如带，清晨漫步海滩、
傍晚观赏日落都是不错的选择；另
一处位于市区的大东海则更具活
力，也是三亚外国游客最为集中的
区域之一，海岸三面环山，蓝天、碧
海、青山、绿椰、白沙相融的美景十
分醉人，岸边还聚集了不少特色餐
吧、清吧、民宿，别有风情。

此外，若想“清凉一夏”，分界洲
岛、西岛、蜈支洲岛等众多特色海岛
也值得一去，上岛玩海、乘船出海，
体验香蕉船、水上降落伞、飞鱼船、
冲浪摩托艇等一系列新奇刺激的水
上运动项目，都是不错的选择。

探秘热带雨林风情

品味完海上乐趣，去山间雨林感
受一次“森呼吸”同样不可错过。海
南不乏景观绝佳的森林公园，游客能
享受到探秘雨林、溯溪漂流、温泉养
生等不同体验。

位于保亭的呀诺达雨林文化旅
游区，北连五指山、七仙岭和中部绿
色腹地，在观景台可眺望远景，还能
感受峡谷奇观、流泉叠瀑、黎峒风情。

若想来一次原生态之旅，推荐
去尖峰岭、吊罗山、黎母山、霸王岭，
这些森林公园都位于原始热带雨林
区，林区内多是山脉连绵、峰峦叠
翠、石怪洞多、云雾缭绕，无论是行
车其间还是徒步登山，都能感受到
大自然的神奇。

体验海南森林游，除了观光游
览，峡谷漂流也不容错过。其中，五
指山漂流有“海南第一漂”的美称，
兼顾“乐、险、奇、趣”的特点，漂流区
全长近6公里，地处热带雨林腹地，
冬暖夏凉，水流总落差80米，最大落
差8米，水流落差急缓有致，两岸风
景秀丽、云雾缭绕，置身其间，划桨
而游，身心都能得到放松。

红心番石榴。

⬆游客在西岛体验水上项目。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人在琼海田野公园骑行。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游客在呀诺达体
验“踏瀑戏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客在五指山万泉河漂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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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票酒店预订火热

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天池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天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