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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全省乡村接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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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去海南玩什么？如果你只知道
海边踏浪，那你真的OUT（落伍）了，
这里的乡村可以实现更多可能性。”
海口市民关娜在微信朋友圈炫了自
己的白沙乡村之旅。

观光、采摘、骑行、踏青……对于
关娜来说，乡村旅游有太多玩法：往
东，可以去琼海龙寿洋体验户外田间
骑行，去陵水体验疍家渔排；向西，可
去昌江攀爬棋子湾的嶙峋礁石，或是

去儋州盐丁村了解古老的制盐；中
线，更是可以感受五指山原始热带雨
林，体验琼中、保亭独特的黎族苗族
民俗文化，或是去白沙的千年陨石坑
品味白沙绿茶……

近年来，海南积极推进全域旅游
示范工作，从“点、线、面”串联起“小
乡村，大景区”，为海南美丽乡村建设

注入了崭新动力。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我省乡

村旅游也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
乡村旅游点在彰显本土文化魅力
的同时，也在朝着个性化的方向探
索。

以三亚市为例，该市的中廖村举
办特色民谣音乐节，小众民谣歌手连

番登台献唱，村野美景与民谣音乐相
交融，吸引了200多位年轻“乐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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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岛
渔村，文创馆、海上图书馆、民宿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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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海村则大力发展冲浪文
化，打造冲浪主题、海洋主题的特色
民宿。

海口冯塘村

冯塘村（冯塘绿园）被称之为“火
山岩上的绿宝石”。绿园以古石屋为
根基、以橄榄园为核心，围绕古村庄
和村边茂密的热带火山雨林和郁郁
葱葱的橄榄林，开辟出龙栖谷、橄榄
园、景观大道、古村、荷花塘等五大主
题景观。园区集火山雨林风光、乡村
田园风情、古村历史文化、会务聚会、
休闲娱乐、餐饮住宿、露营以及校园
科普实践基地为一体，为游客提供各
种个性定制体验活动。

海口山尾头村

去山尾头村（连理枝渔家乐乡村
旅游点），乘船欣赏独特的红树林风
光，或探险奇妙的野菠萝岛、迷蒙的
海底村庄，或品尝鲜美的咸水鸭和各
种海产品，零距离走进渔民生活，都
是不错的选择。

三亚中廖村

“乡味、野趣”是中廖村的关键
词，这里依山傍水，开满鲜花的竹篱
笆，干净整洁的黎家小屋，还有春天
里咖啡屋、阿爸茶舍、青年之歌农家
院等特色茶馆和餐厅，处处洋溢着浓

烈的热带风情。中廖村14公里长的
彩色沥青骑行绿道将满足各个年龄
的骑行爱好者，沿途的田园风光以及
丰富植被让骑行旅途变得美不胜收。

琼海北仍村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
愁。“村游”是近几年琼海旅游的流行
词。北仍村景观设计时尚又古朴，一
处设施一个点缀，看似是随意而为，
却又是匠心独运。槟榔、椰子树环抱
着村庄，古朴的民居与田园密林相映
成趣。村里不设围墙，天地密林就是
天然屏障。你可以绕着环村8公里的
绿道骑行，可以在草寮咖啡屋和好友
闲聊打发时间，也可以到槟榔林中的
乡愁味道农家乐、北仍大客厅去品味
地道的乡村美食。

文昌好圣村

好圣村坐落于铜鼓岭山脚下，和航
天发射场直线距离不过5公里。好圣
村的“好”念四声，先人给村子起这个名
字，就是希望村民能够向圣人学习。

这里绿树成荫，航天元素随处可
见，是一个集本土民俗风情、航天文
化、航天种养产业、航天科普、航天体
验为一体，以“航天元素”为特色的农
庄。游客不仅能前来游玩采购，品尝

“航天菜”、游览儿童航天乐园、购买
航天主题旅游商品、体验航天创客民
宿，还可通过互联网认养家禽、果木，
参与农庄的农业生产与管理。

琼中新寨村

远望新寨村（云湖乡村旅游区），
一排黎苗风味浓郁的新房伫立在青
山间，云雾萦绕；走近细看，小桥、流
水、竹筏，恍若仙境。在这里可看黎
族苗族歌舞，品尝乡村美食，重拾儿
时的乐趣。

儋州屋基村

屋基村山明水秀，拥有3000亩
玫瑰园，也是著名的“鹭鸶天堂”。至
今仍保留有明太祖皇帝朱元璋授予
的“威武将军”符南进、“嘉应将军”符
那宽两位将军的数处遗迹。

澄迈大丰村

大丰村（福丰约亭古镇乡村旅游
点）不仅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封平约
亭”独特的文化古迹更能引起人们的兴
趣。坐在湖边的长廊里品一口咖啡，休
闲垂钓，怡然自得。在大丰村，一座座
老房子透着浓浓的历史感，仿若穿越
到古人的生活里。

乡村游不断升级变身，全域旅游画卷徐徐展开

在海南浪漫 遇

这些网红村你去过吗？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北京新机场餐饮
将实现“同城同价”

据《北京日报》报道，5月27日，首都机场第二
季“同好真情美食季”活动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拉
开帷幕。记者从活动现场获悉，首都机场持续推进

“同城同质同价”，星巴克、巴黎贝甜等均为执行“同
质同价”的店面，而即将投运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
将做到餐饮店面“同城同质同价”全覆盖。

78元一碗面条，59元一碗馄饨，28元一碗粥
……机场的“天价”餐饮逐渐成为过去。北京首都机
场餐饮发展有限公司质量安全部副经理赵楠介绍，
首都机场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同质同价”的服务
理念，并持续推进，已经做到新商铺入场前就必须签
订“同城同质同价”承诺书，并同意选定市内对标店
面，从源头上做到“同价”；产品价格需要变更，都要
通过对标检查；日常也设有价格检查机制。据悉，首
都机场3个航站楼共有近110家餐饮店面，高峰日
客流近30万人次。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投用，其餐饮从招商开
始也瞄准“同城同质同价”全覆盖的目标。大兴国际
机场餐饮业态的引入进展顺利，一期将进驻73家餐
饮店面，二期进驻17家店面。目前一期70%店面已
经装修完毕。除了星巴克、麦当劳等首都机场已有
品牌外，大兴国际机场还将有外婆家、池田寿司、胜
博殿、喜茶等更为年轻时尚的餐饮品牌入驻。

坦桑尼亚将实施“禁塑令”

入境游客被禁用塑料袋
据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

了解到，坦桑尼亚副总统办公室近日发布公告，坦桑
尼亚大陆地区将于2019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禁
塑令”，禁止进口、出口、制造、销售、储存、供应及使
用所有厚度的手提塑料袋，违法者可能面临罚款或
监禁等处罚。涉及医疗服务、工业产品、建筑业、农
业、食品、卫生及废物处理的塑料制品及包装不属于
限制范围。

公告敦促所有赴坦外国人，抵达坦桑尼亚时不
要在手提或托运行李中带有手提塑料袋或用手提塑
料袋包装物品，否则入境时将被要求上交相关塑料
袋制品。专门用来装盛洗漱用品的拉链封口塑料袋
可被允许入境，但不允许在坦境内丢弃、处置。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再次郑重提醒在坦和即将
访坦的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坦“禁塑令”，入境时避免
在行李箱或手提行李中携带塑料袋，勿在坦使用塑
料袋，以免受到相应处罚。

沈阳故宫凤凰楼
关闭近30年后重新开放
每天提供20人次的参观机会

据新华社报道，5月21日，10位游客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登上沈阳故宫凤凰楼。这是凤凰楼自
1990年关闭后，近30年来首次对公众开放。

凤凰楼坐落于沈阳故宫中路建筑群的中轴线
上，始建于清太宗天聪年间（1627-1635年），为黄
琉璃瓦绿剪边、重檐三滴水、围廊、歇山式建筑。凤
凰楼共三层，是当年盛京城内的最高建筑，登楼可饱
览盛京全貌，并观日出，“凤楼晓日”为著名的盛京八
景之一。悬挂于凤凰楼正门的金漆九龙斗匾——

“紫气东来”匾为清高宗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亲笔御
题。

凤凰楼一层为通往后宫的通道，因通往二楼、三
楼的楼梯过于狭窄、陡直，为保证游客安全，自1990
年起关闭二层及三层，停止游客登楼。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为满足观众多
层次的参观需求，让观众更好、更全面地了解清初皇
家文化，在关闭近30年后，凤凰楼重新对公众开
放。为给观众提供舒适的参观体验，在保证观众和
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经过深入研究，沈阳故宫决定每
天提供20人次的参观机会，每日上下午将各有一
批、每批10位观众，登上凤凰楼，一览故宫美景。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在休闲游返
璞归真的风潮下，
一直引领中国滨
海度假的海南，也
悄然兴起了乡村
游——船桨铁锚
的渔家风情，青砖
黛瓦的田园诗意，
大山深处的黎苗
风情，海南的青山
绿水已开启“日月
同辉满天星，全省
处处是美景”的全
域旅游画卷，越来
越多的游客开始
享受海南乡村旅
游与度假的悠闲
与自在。 “周末和朋友们组团来到博鳌，包

下一家民宿，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既
能感受乡村的宁静安逸，又能体验到
不同于酒店的个性化住宿。”海口市民
熊徐徐和朋友们在琼海南强村的“凤
凰客栈”住了下来。在他们看来，这家
客栈很不一样：前院的旧墙建筑主体
保留，并用透明玻璃加高提升，让它有
了玲珑剔透、别具一格的现代风格，而
后院完全保留了老宅原有风貌：青苔

斑驳的古墙、南洋风格的琉璃旧窗、木
门、神龛、雕花床和梳妆台，营造出一
种时空穿梭之感。

在一些乡村旅游点，特色民宿已
经成为核心吸引力，让更多的游客停
下脚步，花更多时间去感受、去体验
海南乡村之美。

“住店的客人可以在村里探寻世

界一流的艺术大师的作品，甚至能和
村民一起摘椰子，傍晚在共享书屋里
品茗阅读，亦可到艺术沙龙泼墨挥
毫。我们希望通过乡村的独特内涵
和文化让游客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为
游客带来不同的度假体验。”凤凰客
栈负责人史庆杰说。

海南省旅游民宿协会会长、小

猪短租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王
连涛也认为，乡村民宿特别是高品
质民宿可以起到带动和引流作用。
他透露，目前，协会正在打造海口大
致坡镇美帖村和三亚后海村两处乡
村民宿扶贫示范点，将在住宿功能
之外再做延伸尝试，例如对农特产
品做品牌塑造和销售渠道拓展，通
过“文创”让农产品走俏，以撬动更
大的市场需求。

小小乡村不仅给海南旅游带来
了新的特色和空间，更因其“舒适休
闲”“田园风光”等特质化身国际大舞
台，成为充满中国特色、海南风情的
重要休闲外交基地，服务于我国总体
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期
间，“美丽乡村会客厅”开门迎客。在博

鳌的沙美村、南强村，省领导与世界著
名企业负责人，以休闲会谈、茶叙、田园
漫步等形式开展“一对一”外事引资活
动。闲聊小叙之间，国内外嘉宾在此
寻找合作空间与发展机遇；山水田园
之中，岛内外游客徜徉在沙美村清新

的田园风情里，尽享海南之美。
行走在全长1.8公里的沙美村滨

海长廊，外是沙美内海生态湿地，碧
波连天，内是沿山而建的村落和特色
民居，错落有致。“我们村现在已经是
网红村了，村里3家客栈周末基本都

满房，要提前预定的。”沙美村党支部
书记冯锦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里
已经形成“五谷丰登杂粮”“沙美渔人
饭店”“琼海公道”“祥勋客栈”等15
处旅游产品服务业态，沙美村村民千
百年来依靠传统种养养家糊口的生
产生活方式也得以改变，走上了发展
乡村旅游的道路。

参加已经连续
成功举办六届的海
南乡村旅游文化
节，就是“乡遇”海
南最便捷的一种方
式。

即将于 6 月 1
日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开幕的第七届海
南乡村旅游文化
节，又将为岛内外
游客奉上丰盛的海
南乡村旅游文化大
餐——跟随各市县
精心设计推出的热
带乡村旅游月主题
线路产品，岛内外
游客可以将海南岛
的网红村玩个够。

乡村游升级更具个性化

小乡村化身国际大舞台

特色民宿引领乡村度假

东线主要椰级乡村旅游点：

五椰级：海口墩插村、海口冯

塘村、文昌葫芦村、琼海南强

村、琼海北仍村、三亚中廖

村、三亚抱龙村等

四椰级：海口苏寻三村、定安

包蜜园村、万宁文通村、陵水

坡村、三亚南丁村等

中线主要椰级乡村旅游点：

五椰级：琼中什寒村、琼中新

寨村、保亭毛真村等

四椰级：白沙罗帅村、屯昌关

朗村、琼中堑对村等

西线主要椰级乡村旅游点：

五椰级：澄迈侯臣村、儋州屋

基村、乐东尖峰椰林湾等

四椰级：澄迈大拉村、澄迈罗

驿村、儋州力乍村等

据中新网报道，泰国政府正在研究对访泰的外
国旅客征收旅游税，预计半年后实施，每个人不会超
过100泰铢（约合21元人民币）。这笔钱将用于旅客
的健康医疗保险，也将用于改善景点设施。

据报道，泰国观光暨体育部常务次长朱特日前
表示，当局正和纳黎萱大学以及保险监理委员会讨
论征收旅游税的方式，会尽可能把对旅游业的冲击
降到最低。

2018年有3800万外国旅客到访泰国，为泰国
带来了2兆泰铢的收入，再加上国内旅游，2018年
泰国的观光收入高达3兆泰铢。

朱特表示，初步计划向每个旅客征收不超过
100泰铢，以3800万旅客人次来计算，可征收到38
亿泰铢，但朱特并没有说明已经自己买好保险的旅
客是否可以不用交税。 （李辑）

泰国拟向外国旅客征税
用于游客医保及改善景点

聚焦 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

自2014年《海南省乡村
旅游点（区）等级的划分与评
定》正式实施以来，海南乡村
度假旅游点（区）被划分为五
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一
椰级、二椰级、三椰级、四椰
级、五椰级。

目前海南已评定椰级乡
村旅游点106家。其中，五椰

级 18 家，四椰级 25 家，三椰

级 26 家，二椰级 31 家，一椰

级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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