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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里包吃包住，每个月还有
2000多元的工资。”在万宁市大茂镇
群星村内的小椰壳工艺品厂内，贫困
残疾人祁永吉正熟练地操作着机
器。他已在厂里工作2年多了，从一
名智力伤残二级残疾人成长为一名
合格的技工。

万宁小椰壳工艺品厂专门以研
发、生产椰壳厨具、工艺品为主，是万
宁旅游商品市场中的人气产品，备受
游客青睐，产品远销至北上广等大城
市。小椰壳餐具等旅游商品热销带
富贫困群众，是万宁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反哺群众的一个缩影。

“旅游产业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
要助力。”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万宁市将旅游与脱贫攻坚工作
相结合，通过打造咖啡谷、文通村等
椰级乡村旅游点，带动贫困群众种植
咖啡等，大力开发村庄特色旅游小商
品，引导旅游企业吸收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就业，“初步来看，已带动1049
名农民就业，其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
上。”

文旅融合让贫困群众增收的同
时，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近两年，万宁多了很多特色书
屋，这些书屋既能提供阅读，还有很
丰富的文化活动。”万宁市民陈娜娜
说，她时常会去家附近的书屋坐坐，

“因为我比较喜欢书的味道，这些特
色书屋很符合我的心意。”

据介绍，创建特色书屋是万宁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通
过政府投入、乡贤自建、社会企业建
设、个人公益建设等4种模式，万宁实
现了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并打造
出如凤凰九里书屋、大石岭书屋等一
批“网红书屋”，使“书屋+”成为万宁
旅游的一大特色。

“这其实也与当前旅游方式的
变化有关系。”吴少雄说，目前个性
游在旅游市场中的比重上升，游客
重视自己的旅游体验，想要个性化
的旅游享受，“万宁当前正以书屋为
抓手，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促进文
旅融合。”

“文旅融合应当做到宜融尽融，

使文体与旅游真正契合，还需要在内
功上下功夫。”在吴少雄看来，文体
赛事活动吸引人的原因依然是文
化，创建特色书屋，既是文化万宁建
设的需要，也是市民的精神需求，

“下一步还将针对性地开发个性旅
游产品，结合文化内涵推出一些特
色的、趣味性的旅游新产品，给游客
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扩大旅游消
费，让游客‘心有所属’。”

据介绍，万宁市旅文局将积极推
进万安书院修缮、庄田故居提升改造
和曲冲文氏祠堂省级文物修缮工程
等重大文体设施建设，为推进文旅融
合夯实基础。

（本报万城5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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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从体育切入的文旅融合新样本

■ 本报记者 袁宇

5月19日，2019年万宁“中国旅
游日”活动在兴隆热带植物园举
行。今年的活动，除了精彩的表演
外，最吸引游客眼球的莫过于旅游
扶贫集市。

咖啡、粽子、蜂蜜、糯米酒、椰壳餐
具及各类工艺品……在旅游扶贫集市
上，来自万宁的精美农特产品摆满了
各个摊位，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围观。

“这些用椰壳制成的餐具真有创
意，而且很轻便，看起来真不错。”来
自河北的游客侯颖仔细挑选商品，

最终她选定了椰壳制成的勺子与
碗，“这是海南的气息，必须带几份
回去。”

值得一提的是，市民游客在旅游
扶贫集市上消费，还能获得万宁各大
景区的免费门票。

“设立旅游扶贫集市，既能方便
游客带回‘海南礼物’，又可以帮助
销售扶贫农特产品，助力脱贫攻
坚。”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旅游+扶贫”一直是当地开展的
重点工作之一，今年的旅游日活动
将旅游扶贫集市作为亮点内容精心
策划，“目前来看效果不错，很多游

客的反馈也很好。”
据了解，这些物美价廉的旅游商

品目前已经被纳入“海南礼物”线上
线下平台，游客通过网络也能购买到

物美价廉的“海南礼物”。
在当天的旅游扶贫集市上，除了

展出万宁的精美农特产品外，还有专
门的美食展位。市民游客能够在旅
游扶贫集市现场，品尝到万宁的小海
海鲜、和乐蟹、和乐粽、兴隆咖啡等。

“和乐粽很好吃。”在旅游扶贫集
市上，来自湖北的张玉兴奋地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和乐粽的做法和我们
老家有很大区别，味道很鲜美，而且
香味久久不散，我打算邮寄一些回去
给家里的亲友尝尝。我回去之后会
推荐亲友来万宁旅游，来品尝万宁的
美食。” （本报万城5月19日电）

■ 本报记者 袁宇

5月19日，2019年
万宁“中国旅游日”活动
在兴隆热带植物园举
行。活动在极具特色的
东南亚风情舞蹈中开
幕，书法技艺展示、竹竿
舞等表演轮番登台，吸
引了全场观众。

“美丽的自然风光，
加上充满万宁特色的文
化表演，活动让人印象
深刻。”在兴隆植物园，
来自广西的游客韦敏
说，万宁市2019年“中
国旅游日”活动的旅游
推介会推介了精品旅游
路线，“有植物园、东山
岭、六连岭等，我打算按
照这个线路感受万宁的
文化魅力。”

万宁的旅游资源禀
赋突出，同时具有丰富
的文化内涵。一直以
来，万宁都致力于推动
文体旅融合，通过持续
引进品牌文体赛事活
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升级，并通过文体旅产
业的发展，解决群众就
业，不断丰富群众的文
体生活，让群众共享发
展红利。

“万宁拥有世界少有的优质冲
浪湾区。”国际冲浪运动协会执行总
裁罗伯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
际冲浪运动协会将把万宁作为在中
国推广冲浪运动的重要一站，持续
推动冲浪运动在万宁的发展。

如今，万宁市已连续举办了9届
国际冲浪节。其中2018年举办的第
9届国际冲浪节，吸引了40个国家
和地区的 400 多名运动员前来逐
浪，大大提升了万宁在国际旅游市
场的知名度。2019年 2月下旬，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冲浪比赛在万
宁举行。

“冲浪已成为万宁旅游的一大金
字招牌。”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表示，
世界冲浪胜地是万宁众多旅游名片
之一，冲浪文化也成为万宁众多文化
内涵中的一部分，万宁也将进一步推
广、提升冲浪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
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中华龙舟大赛是另一项在万宁
常年举办的“国字号”大赛。万宁和
乐镇港北赛龙舟自宋朝开始，至今已

有上千年的历史。从2012年起，万宁
市和乐镇多次成为中华龙舟大赛揭
幕战举办地，每次大赛都会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

“万宁正不断深化文旅融合，激
发城市发展活力。”万宁市旅文局局
长吴少雄说，万宁既有冲浪赛、龙舟
赛、海帆赛、武术公开赛等一系列专
业文体品牌赛事，也有很多全民乐
享、全民参与的全民文体活动，“比如
每年开展凤凰山千人健步大会、华润
滨海半程马拉松，其中华润滨海半程

马拉松赛事在2019年初升级成为银
牌赛事。”

过去一年来，万宁举办文体活动
的数量、质量全面提升，也带动旅游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数据显示，2018年
万宁接待过夜游客人数468.56万人
次，同比增长10.5%，实现旅游总收入
47.55亿元，同比增长16.8%。

实践证明，不断丰富的文体赛事
活动，有力提升了万宁的城市知名度
与美誉度，已成为引领万宁文旅产业
发展的重要一环。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以
下简称环岛赛）于2006年创办以来，
万宁一直深度参与，曾3次作为赛事
主办城市，连续13年未曾缺席。

沿环岛赛的线路骑行，沿途风光
美不胜收。这是万宁精心设计、策划
包装的结果，借助环岛赛，串联起分
散开来的代表性区域、名胜景点、城
市景观、重点项目等，将旅游与赛事
完美结合。

“国际性的骑行潮流文化，给万
宁增添了新的活力，融合焕发出新的
光彩。”吴少雄表示，骑行已成为万宁
全域旅游大格局中的重要一环，“万

宁现有多条骑行旅游线路，每一条都
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滨海骑行、生态
骑行、乡村骑行等。我们还将继续丰
富骑行旅游的内容，给游客提供更多
样的选择。”

日月湾冲浪小镇的建设，牵动无
数冲浪爱好者的心。

据介绍，万宁日月湾冲浪小镇的
规划即将出台，将对日月湾片区进行
系统性的规划，利用好区域内的海
湾、沙滩、渔村等资源，挖掘好黎寨、
渔村、渔家、冲浪等文化内涵，打造一
个充满民俗文化气息与国际化时尚
气息的冲浪旅游胜地。

咖啡文化、东南亚小吃、和乐蟹、
东山羊等美食背后的美食文化也将
成为万宁下一步旅游开发的重要内
容。

除此之外，万宁市旅文局还将对
兴隆植物园、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东山岭等老牌景区景点进行规划
升级，重点挖掘热带植物科普、红色
文化传承、东山岭佛教文化等文化内
涵，推出如研学旅游等富有文化气息
的旅游新产品，不断丰富老牌景区的
文体内容，使文旅融合成为“有米之
炊”。

“我们将努力推动文体赛事活动

的市场化运作，使之成为有市场竞争
力的品牌性活动。”吴少雄说，从万宁
国际冲浪赛、华润滨海半程马拉松的
发展历程来看，只有通过市场化运
作，才能使得文体赛事活动保持创新
力，从而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拉
动旅游产业发展。

万宁还将举办更多的全民性文
体赛事活动，如千人登山活动、象棋
擂台赛、足球赛等，通过全民参与、体
育竞技、歌舞表演等各种形式，从而
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并向市民与游客
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全民健身的
普及。

加速推进文旅融合

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新业态层出不穷

咖啡、粽子、蜂蜜、糯米酒、椰壳餐具……

旅游扶贫集市引游客热购

生态之旅

路线：万城镇（可从东山岭出发）——长丰镇
马坡村——石龟水库——奥特莱斯——隆苑咖啡
庄园——兴隆国家绿道（原路返回）

看点：路线经过万宁最大的水库——石龟水
库，同时经过奥特莱斯品牌折扣店，琳琅满目的商
品等待你来挑选。

整条路线全长60公里，有原生态森林，有万
宁最美的自行车绿道，途中还可以在泰国村驿站
品尝最正宗的兴隆咖啡。

滨海风光

路线：石梅湾——南燕湾——神州半岛——
老爷海——东澳湿地——蓝田渔村——太阳河大
桥——保定湾——乌场港——大花角（原路返回）

看点：这条线路全长35.24公里，有万宁最美
的滨海风光。除了美丽的海湾风景外，沙滩、山
岭、内海、河流、田园等沿途风光也令人应接不
暇。沿途还建有观景台、瞭望塔，可供游客欣赏
美景。

骑行乐园

路线：兴隆康乐剧场广场——温泉大道——长
丰镇边肚村——长丰镇文通村——万城镇永范村
——乌场港——滨海旅游公路——石梅湾——兴
梅大道——兴隆热带花园——兴隆康乐剧场广场

看点：路线全长88.3公里，全程路况良好，适
合骑行发烧友。路线经过的风景众多，既有美丽
的乡村百花园，也有繁华的都市街道，还有独特的
滨海风光。在惬意的小村之中品尝新鲜的椰子
汁，或寻一处农家乐，尝一尝美味的万宁海鲜，绝
对令你回味无穷。

亲子合家欢

路线：东山岭文化旅游区——万城镇溪边村
——兴隆热带植物园；兴隆热带植物园——兴隆咖
啡谷——奥特莱斯——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
日月湾；六连岭红色文化旅游区——山根镇大石岭
村——山根镇排溪村

看点：这两条路线能够让父母与孩子在出行
中体验到浓浓的当地文化特色，通过体验东山岭
佛教文化或聆听万宁热带植物科普，增长孩子的
见识。能品尝到东南亚特色美食，满足舌尖上的
味蕾。可以在“最美”书屋品咖啡、享受读书乐趣，
或体验沙滩捕鱼捉蟹的快乐。

活力运动之旅

路线：神州高尔夫球会——石梅湾游艇会
——日月湾冲浪俱乐部——兴隆咖啡谷

看点：这条线路推荐运动发烧友去体验。线
路上不仅可以体验高尔夫挥杆、摩托艇等休闲运
动，也能乘坐游艇出海观光，亦或是做一名“浪
人”，借助冲浪板征服大海，享受海浪的律动，也能
在咖啡谷品尝香醇的兴隆咖啡，采摘水果或到日
月湾划皮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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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生态美景。

万宁冲浪。
本版图片均由万宁市旅文局提供

市民游客在旅游扶贫集市上购买特色商品。

2019年万宁市“中国旅游日”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的特色歌舞表演。

万宁生态美景醉游人。

万宁滨海风光如画。

在万宁，一路骑行一路美景。

有趣的亲子活动。

万宁夏日旅游线路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