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海南暑期精品旅游线路之阖家亲子游

4天3晚三亚温馨亲子游

三亚湾红树林酒店→亚马逊水
上乐园→三亚航空飞行培训基地→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三亚千古
情景区→自行游→田园亲子活动

5天4晚山海缤纷亲子游

三亚湾→椰梦长廊→椰田古
寨景区→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分界洲岛旅游区→万宁日月湾冲
浪→兴隆热带植物园→三亚

5天4晚亲子乐园快乐游

观澜湖→狂野水世界→观澜湖电
影公社→海口骑楼老街→长影环球
100·奇幻乐园→文昌月亮湾→文昌航
天主题乐园→铜鼓岭国际化生态旅游
区→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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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拉动亲子游消费

“平常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没多少时
间陪伴孩子，暑假时间长，一般都会选择
这个时候带孩子出去玩一下，既开阔视
野，也增进亲子感情。”内蒙古的杨琳一
家正在为出游海南做准备。

海南也为此做好了准备。
在日前启动的2019海南暑期旅游

推广和消费活动中，亲子类活动和亲子
游产品成为重要组成部分。192项精彩
的文化会展赛事中，涵盖2019亚洲儿童
平衡车锦标赛、第二届三亚国际儿童时
尚周、海南青少年游泳嘉年华这类亲子
活动，以期进一步搅热海南亲子游市
场。33条精品旅游线路中，阖家亲子游
产品备受关注。这其中有最受市场欢迎
的4天3晚三亚温馨亲子游线路，将三亚
的亲子游主题酒店、主题乐园、文化景区
一网打尽；也有5天4晚的山海缤纷亲子
游线路，可以尽享三亚湾椰梦长廊的浪
漫、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的亲子之乐，还
有日月湾的亲子冲浪体验等。

三亚也有大动作。6月初，大三亚旅
游圈2019暑期亲子游大优惠发布会首
批发布的暑期亲子游大礼包，涵盖了吃
住行游购娱相关产品以及旅游新业态产
品共计16个大项137个产品，由109个
企业推出，并特别针对6岁以下儿童推出

“旅游大礼包”：即入景区免费，酒店加床
免费，妈妈进景区享五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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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许多外地人初识海南美食，是从海南的四
大名菜开始的。实际上，四大名菜不一定常出
现在家常餐桌上，但是煲类食物，却是海南人
家常菜里的日常选项。鱼煲、西瓜煲、海鲜煲
……心灵手巧的海南人，用一只砂锅就能煲出
各类食物的美好滋味。

海南人喜欢吃鱼，除了香煎、清蒸、打边
炉，做鱼煲也是加工鲜鱼的一种常见方法。在
海南的大街小巷，鱼煲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川
味的炸鱼煲，一种则是琼味的鲜鱼煲。

川味鱼煲以豆芽、白菜、粉条、腐竹等蔬菜
垫底，配上辣椒、香葱、姜蒜、花椒、胡椒等佐
料，内容丰富，味道鲜美。自然，这类鱼煲吃起
来口味比较重，鱼肉则是肉质酥透，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香麻酥辣占领舌尖。

而琼式鲜鱼煲，则是将鲜鱼、芋头梗、酸
笋、豆腐等食材一起炖煮，大片的姜去了鱼腥，
酸笋的酸味在大火的烹煮下融入汤里，再加上
盐、鸡精等家常调料，就能把一锅汤调好。在
煲鲜鱼煲的最后，还要抓上一把空心菜，盖在
汤水上，不用一分钟，热腾腾的汤就能把空心
菜煨好。鱼煲端上桌，趁热先喝口汤，汤的表
面微泛油光，喝着既有鱼的鲜味，还有芋梗和
笋的酸爽，特别开胃。鱼肉则保持了鱼的原汁
原味，皮滑肉嫩，口感极佳，堪称一绝。最后下
锅的空心菜，也充分吸收了鱼煲里的汤汁，有
不少食客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脆嫩入味
的空心菜。

在海口市博爱南路的一个小巷子里，隐藏
了一家做了20多年鱼煲的小店。这家小店是
居民的自建房改造的，没有明显的招牌，店里
也只有几张桌椅。小店只卖鱼煲，没有菜单，
也没有其他的菜品。然而到了饭点，巷子里为
这一锅鱼煲而来的人就排起长龙。

除了鱼煲，海南的西瓜煲可以称得上是夏
天里最开胃的一道煲菜。小小的西瓜仔腌渍
过后切片，搭配着其他食材做成鱼腩西瓜煲、
海白西瓜煲、海虾西瓜煲等。西瓜仔清甜里带
着酸，能最大程度激发海鲜的鲜美。煲熟后的
小西瓜变软了，与海鲜的碰撞，滋养出来咸甜
鲜香的汤汁，一口又一口，让人欲罢不能。

有的西瓜煲会使用鲜瓜入菜，鲜瓜做出来
的西瓜煲，更多的是一丝甜味，汤水也会偏红。

在煲菜中，牛尾煲算是又一独特的存在。
和其他的煲菜不同，牛尾煲里除了切成段的牛
尾，还会放入牛鞭、牛杂、牛肉等，有时还会根
据需要加入白萝卜、枸杞、玉竹、党参等。再小
火慢煨，牛尾煲需要加入用大骨熬制出来的高
汤，和其他的煲类菜肴比起来，这样的食材阵
仗可以说是高配了。

一份好的牛尾煲，必得用砂锅制作。煲汤
用砂锅，可以让汤里的食材更入味。用砂锅做
牛尾煲，不管是煨、焖、炖，砂锅都容易将食物
中的大分子营养物质分解成小分子，让牛尾、
牛肉更软烂。当然，一份好吃的牛尾煲，离不
开什锦酱、香菜、蒜泥等酱料的点缀，牛肉的
香、牛筋的弹、牛皮的韧，都要通过酱料释放它
们的风味。

煲菜：
一锅煲出浓郁鲜香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 本报记者 赵优

随着高考、中考陆续结束，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来临，选择以一场难忘的毕业旅行纪念青春和友
谊成为毕业生们的假日“标配”。海南日报记者从
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目前以“毕业”为关键词的
国内外旅游线路搜索量、预订量都明显增长。与
此同时，我省各大景区也迎来了毕业游高峰，优惠
活动、特色项目受到广大毕业生们的欢迎。

搜索预订量暴涨5倍
转眼又是一个毕业季，很多毕业生们选择用毕

业旅行来纪念他们的青春。据携程等多家在线
OTA公布的统计数据，高考结束后，以“毕业”为关
键词的国内外旅游线路搜索量、预订量都明显增
长。携程的数据显示，高考后一天内，毕业旅游相
关线路产品的搜索、预订量，相比之前暴涨500%。

海南三亚进入毕业游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榜
单。7月前后，毕业季主题游产品进入预订高峰。
根据近日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9毕业旅行大
数据》，6月份是毕业旅游高峰，年轻游客占比居
高。自由行游客占比超过68%；越来越多的毕业
生选择到达目的地之后再预订1-3日当地游产
品。由于毕业生时间相对充裕，5-7天的长途旅
行也很受欢迎。

我省各大景区也感受到了毕业游的火热，许
多景区针对学生推出优惠套餐。如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针对岛内居民学生推出的“门票＋观光
车票+玻璃平台/踏瀑戏水+雨林拓展+雨林魔屋”
的优惠套票十分划算。

毕业旅游推崇个性化
以“95后”“00后”为代表的新兴消费主体，旅

游选择更倾向于个性化、主题化。
在陵水南湾猴岛二期的呆呆岛上，来自西安

的大四学生何永杰跟5位同学一起坐在观景平台
上挥动手臂拥抱大海，畅抒理想，在大学毕业之
前，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看海的心愿：露营海岛。

6月9日晚，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2019届高
中毕业晚会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举行。
该校近600名刚刚结束高考的高三应届毕业生，
在槟榔谷景区度过了一个特殊难忘的毕业盛典。

“对于中学生和大学生，我们比较注重场景和
氛围打造，比如毕业墙上签名留念、热闹放松的长
桌宴等。而针对年龄更小的小学生，我们则增加
亲子和研学元素。”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7月6日至7日，三亚和平学校六
年级（2）班的40名毕业生和家长，在学校老师的
组织下来到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开启开
心难忘的毕业亲子旅行。与以往的毕业旅行不
同，此次该校组织的家长陪伴式毕业旅行注入更
多“共同成长”的亲情互动。景区内的“悠黎客”拓
展基地特别为师生和家长“量体裁衣”设计了“水
果竞猜”“皮划艇竞技”“露营帐篷”“篝火毕业晚
会”等十余项亲子类趣味拓展活动，让家长和孩子
们在欢乐的拓展游戏中感知“第二课堂”的奇妙。

我省毕业旅游市场升温

海南暑期游
瞄准青春派

■ 本报记者 周元

“妈妈，今年暑假我们去哪儿玩啊？”一
放暑假，女儿乔乔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去年
她幼儿园毕业时，我曾带她去了一趟云南大
理。初次研学游，就给小小的人儿留下了深
刻印象。

当初规划乔乔人生中的第一场研学游，
我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小孩子不适合奔波，
要去的地点最好集中一些；他们好奇心强、知
识储备少，对观光旅行兴趣小，需要能实际操
作的课程，深度体验当地特色文化等；师资要
专业、有特色。

带着这几个需求，我最后选中了云南大
理。美好的气候环境、相对低廉的物价，近年
来吸引了大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新移
民”在大理安家落户。随着他们的孩子出生、
长大，教育成为这个群体的共同需求。但传统
的应试教育，显然不是这群背离主流生活方式
人群的理想选择。所以他们开始了风生水起的
新教育实验，涌现出华德福、云朵、蔬菜教育社
区等一批“创新学校”。

乔乔去的正是其中一所学校的夏令营，
学校有700平方米校舍和30亩农场营地。夏
令营期间，除了特别的外出体验活动和课程，
绝大部分课程都在营地内进行；参营学员住
在学校的集体宿舍，有专门的生活导师；除外
出活动外，餐食由食堂提供，食材中的菜蔬主
要来自学校农场的有机菜园。

根据不同年龄段和学习体验的内容，学
校开设了多个夏令营，包括4至6岁孩童及家
长参加的亲子营，以及8至16岁孩子独立参

加的植物染织营、古道骑射营、山野艺术营、
耕读乐活营、建筑探究营等。乔乔当时不满7
岁，我报的是亲子夏令营，随孩子一起住在附
近的民宿里。

亲子夏令营相当于一个“大拼盘”，内容
基本都是学校日常的探究和户外课程，农耕、
美术、烹饪、皮划艇、马术、礼射、足球、棒球，
多学科融合，加上白族传统扎染和苍山采茶
体验，短短5天的夏令营安排得很丰富，既充
分体现了大理当地的特色文化，又与现代的
体育、艺术课程接轨。

教皮划艇的嘎子老师，拥有美国皮划艇
协会高级教练证书，皮肤黝黑，笑起来一口白
牙。在学了皮划艇的基本动作和要领后，孩
子们兴奋地坐上皮划艇，在学校农场的池塘
里划起来。看着乔乔老是在水里打转转，我

忍不住在岸上指挥起来。“家长们可以亲自
试试！”嘎子老师说。等我自己坐上皮划艇
同样打起了转转后，再也不敢当孩子的“指
挥家”了。

在马术课上，乔乔终于看到了马儿在大自
然中奔跑的样子。“妈妈，‘土豪金’终于回家
了。”看着乔乔高兴的样子，我心里一阵触动。
乔乔口中的“土豪金”是她在海口一个楼顶马
场骑过的一匹黄色云南矮种马，她也参观过马
儿平时住的地方——高楼的地下室里，又闷又
黑，马圈旁常年开着风扇和电灯。“我希望‘土
豪金’回它真正的家。它的家在哪儿啊？”“云
南。”没想到当时的对话，乔乔一直还记得。

一次研学游，或许并不能“看”很多景色，
但让我和女儿都在心中“触摸”到了不一样的
风景。

带着孩子，用“心”看风景

随着全国中小
学生陆续迎来2019
年暑假，一年一度
的暑期出行旺季随
之到来。途牛旅游
网发布的《2019暑
期旅游消费趋势预
测报告》显示，家庭
组团“带娃出游”成
亮点，为人父母的
“70后”“80后”以
及“90后”新晋奶爸
宝妈占主流，他们
多数选择利用“休
年假”的方式陪伴
孩子外出旅游。

作为国内最具
知名度的亲子游目
的地之一，海南在
2019暑期旅游推广
和消费活动中，专
门为暑期亲子出
游、家庭出游推出
了多样化的个性产
品，无论是注重孩
子研学的还是希望
带着孩子轻松度假
的，都能够在海南
寻找到适合自己的
度假模式。

创新产品打造亲子游目的地

每年暑期都是家长和孩子专属的
“亲子时光”，各类主题公园、动物园、博
物馆等景区保持着惯常的热度。除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省不断打造亲
子游新产品、新业态，进一步打造海南
亲子旅游目的地形象。

先了解南繁技术与水稻知识、对每
天吃的大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展开
一段与恐龙的奇妙邂逅，听导师讲述这
些恐龙是如何生存最终又如何灭亡；最
后化身小农人体验一把插秧的耕作之
乐。来自湖北宜昌的杨然小朋友及其
家人体验了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的“稻城
童趣欢乐一夏”夏季家庭亲子游暑期特
惠套餐，杨然的妈妈说，“孩子玩得很开
心，也学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达到了我们带孩子出游的目的。”

7月中旬开始，海南有一系列的专
业夏令营开营，如海岛成长计划夏令
营、母瑞山红色教育基地夏令营，还有
专业的青少年OP帆船夏令营、青少年
帆船帆板体验营等活动。为进一步吸
引亲子游客，三亚·亚特兰蒂斯于日前
推出了涵盖“夜宿水族馆”等丰富活动
的夏令营，预订火爆。针对暑期旅游市
场特点，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推出

“我身边的‘非遗’”“南海家园系列”“未
来海上系列”等暑期活动，或将成为暑
期的又一个打卡地。

丰富产品搅热亲子游市场

携程、途牛、驴妈妈等多个在线旅游平
台发布的2019暑期旅游消费趋势预测报告
显示，三亚上榜暑期国内十大热门目的地城
市。“海南气候适宜、生态优良，具有吸引亲
子游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设施完善的中高
端酒店、椰风海韵的热带风光、形态各异的
景区、丰富多元的人文气息，使得海南成为
亲子游和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携程旅游
海南分公司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景区、酒店等旅游
企业也纷纷打出亲子牌，亲子旅游产品非
常丰富，具有较大的挑选余地，游客可以享
受到更加优惠的旅游体验。

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疯狂动物
城”正在上演。海野集团营销总监李冬林
介绍，海野国际自然教育中心专门设计热
带特色动植物研学活动和课程，设立国宝
熊猫、亚洲象、非洲长颈鹿、鸟语林四个科
普站点，设计“海野动植物大讲堂”“海野动
物大营救”“我为熊猫种竹子”等多款亲子
及研学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而在兴隆热带植物园，“博士导游”也
让不少游客直呼“赚到了”。在暑期，在这
个立体、鲜活的热带植物百科全书中，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里，不
论是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员还是刚入职
不久的博士硕士们，都倾其所学，以最接
地气的方式把植物科学知识传播给孩子
们，寓教于乐。

暑
期
亲
子
游

参加大理研学游夏令营的孩子们在体验白族传统扎染后，展示自己的作品。

➡家长与小朋友
在屯昌猪哈哈乐园参
与户外拓展游戏。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在亲子游活动
中，一位小朋友在为草
帽上色。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海鲜煲。小米飞猫 摄

鲜鱼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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