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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夜游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从业20余年，导游颜南雄
见证景区发展——
诉不尽海南旅游
的变化
文\海南日报记者 赵优

46岁的颜南雄，在目前的海南导游界，算
是“骨灰级”人物了。风吹日晒雨淋，事无巨细
操心，正是凭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颜南雄一
干就是21年，见证着海南旅游特别是旅游景
区的发展与变化。

大学毕业后，颜南雄回到家乡海南，拥有
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直到1997年的一
天，颜南雄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导游刚好是自
己的同学。看着同学神采飞扬地向来自五湖
四海的游客介绍海南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
颜南雄被深深触动了：这才是我向往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随团实习，1998年2月，颜南
雄终于带了自己的第一个旅游团，成为一名真
正的导游。

那时，海南最流行的是环岛五日游：第一
天抵达海口并入住，第二天参观五公祠、海瑞
墓，游览琼海万泉河，攀登海南第一山——东
山岭，参观兴隆热带植物园，入住兴隆温泉宾
馆；第三天前往三亚市，途中参观南湾猕猴保
护区、亚龙湾，去大东海游泳；第四天，游览富
有传奇色彩的天涯海角风景区，选购丰富多彩
的工艺品，参观黎村苗寨，夜宿五指山；第五天
参观民族博物馆，遥望五指山，参观枫木鹿场
以及水晶矿，入住海口或返程。“一首《请到天
涯海角来》和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使得天涯海角、万泉河和五指山成为海南的名
片，是人们心中所向，是必须要去的地方。”颜
南雄说。

第一次带团，还是一个教师团。“他们想通
过旅游真正了解海南，甚至对海南的热带植物
都很感兴趣，我压力很大，紧张得说话都不流
利。”回想起当年，颜南雄仍十分感恩，团员们不
但没有责怪，反而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像初出茅庐的颜南雄一样，当时的海南旅
游也在蓬勃发展。“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海南
心不甘”“五岳归来不看山，亚龙归来不看
海”……当时的导游词颜南雄还能脱口而出。

“那个年代，每个景区都有拍照服务。”颜
南雄回忆，当时没有手机，相机也很少，在天涯
海角这种必须打卡的地方，游客总是排队照相
留影。随着工作人员按下快门，一张张印着某
某地留影的旅游纪念照也跟着游客回到天南
海北。

当时的海南旅游火到什么程度？颜南雄
还记得，旅游旺季时，三亚的宾馆酒店一房难
求，游客甚至睡在沙滩的帐篷里，连茶艺馆、棋
牌室都被腾挪出来做住宿用，司机和导游只能
睡车上。

“那时的景区，也只有观光功能，没有餐
饮、没有住宿，游客有钱都没地方花。”颜南雄
说，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蜈支洲岛、呀诺达、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一批批景区陆续
建成，景区的功能性越来越强，游客也从此前
的观光旅游变为如今的度假旅游了。“现在在
景区不仅有得看，更有得玩、有得吃、有得住，
游客可以下海潜水、骑摩托艇、坐直升飞机、看
精彩演出……玩一整天都玩不完呢！”颜南雄
感慨颇深。

从当年的几家五星级酒店到如今国际品
牌酒店的密集入驻，从仅有的几条旅游线路到
如今拥有细化到吃货美食游、华侨高铁游等丰
富路线，日趋完善的旅游治理和监管、逐渐增
多的旅游厕所，大大提高了游客的满意度……
谈起海南旅游的变化，颜南雄总有说不完的
话。三亚南山海上观音像。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外国游客在三亚大东海海
滩休闲。

正值盛夏，琼岛依然游客
如织。在碧蓝的大海上，人们
或是潜入水中一览海底世界，
或是在飞驰的摩托艇上享受
速度与激情；在山间的雨林
里，人们不仅惊叹于造物主的
神奇，还能一品黎村苗寨的文
化内涵；在新兴的旅游综合体
中，家庭游客尽享一站式的度
假生活……

古时，人们形容这里“孤
悬海上”。新中国成立后，这
里一度是国防前线，让人感到
神秘而又遥远。终于，在中国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个位于
祖国南端的热带海岛向世人
掀起了神秘面纱。当1988年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号角
吹响时，不知有多少人是哼唱
着《请到天涯海角来》，踏上这
座海岛的。

从当时仅有天涯海角等
几个景区到如今几十个形态
各异的景区，数十年来，在一
代代旅游人的不懈努力下，海
南旅游产业得到迅猛发展，不
断丰富和升级的旅游景区，也
成为承接国内外游客旅游度
假需求的重要载体，继续书写
着海南旅游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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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对于日后快速发展的海南休闲旅游市场，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年份：当年1月1日，中国度假休闲游开幕式在亚龙
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举行，开启中国度假休闲时代。

1996年的海南旅游市场，还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发生：这
一年，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度假酒店——凯莱度假酒店在亚龙湾
正式开业；这一年，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开业，海口火山口公
园、兴隆印尼村相继开业；这一年，对日后海南巨大的婚庆旅游
市场有着极大影响的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首次举办；这一
年，海南旅游人数增长创下了60%的高增长率，海南旅游开始步
入一个稳步上升的新时期。

这段时期，一批新景区陆续进入人们视野。
1998年，南山景区一期工程建成开放。1999年，农历九月

十九日，南山举行了“南山海上观音”敬造工程开工典礼。每当
三亚市民张丽涵向朋友介绍起南山景区，谈论起海上观音像，语
言中多少会带有些许自豪感。“南山景区是海南最热门的景区之
一，也是中外游客到三亚游玩必去的景点之一，海上观音像更是
热门‘打卡’点。”张丽涵说。

就在“南山海上观音”敬造工程开工同一年，猴岛主题公园
开始开发建设，海南三特索道有限公司在新村与猴岛之间架设
了一条2138米的全国最长的跨海观光索道——猴岛索道。代
国夫带领这个老牌景区开始了“第二春”。

1992年12月，代国夫第一次来到海南，就被椰风海韵“撞”
了个满怀。彼时的南湾猴岛和东郊椰林、东山岭和天涯海角一
起被称为海南的四大名片，代国夫和所有的游客一样，跟着导游
坐着木船过海上岛看猕猴。“海南的资源得天独厚，气候和生态
环境优越，应该发展旅游。”或许是因为天生的商业嗅觉，又或许
是对这份椰风海韵的眷恋，这个一头天然卷发的高个子青年决
定留下来。

当代国夫不再以游客身份，而是以投资考察者的身份踏上
猴岛的时候，这个曾经的四大名片之一已经处于破败的边缘。
代国夫顶住两家合作公司先后撤资的压力，坚持建成了当时国
内最长的跨海索道；把猕猴当成主人，明确规定景区开发的范
围，景区面积不到整个猴岛保护区的百分之一，猴岛却迎来了游
客数量的飙升和猕猴种群的扩大。正是当时令人咋舌的一个个
决定，成就了一段传奇：南湾猴岛从1999年接待游客量不足5万
人次到如今年接待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整整翻了20倍。

千禧年前后，海南旅游可谓海外风光别一家：南山景区迎来
络绎不绝的客人，猴岛跨海索道让游客领略到风情无限的南湾
风光，用了10年时间建设的蜈支洲岛在2001年面向游客开放，
成为海南又一个热门景区……

不断丰富和升级的景区书写着旅游新篇章

景区，海南旅游大盘中的珍珠
文\海南日报记者 赵优

1982年，住在三亚鹿回头招待所的音乐家
郑南看到窗外花正香、果正熟，情不自禁写下：请
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这首《请到
天涯海角来》，两次走上春晚舞台，传唱大江南北
几十年，被誉为“中国第一首传唱最久、影响最深
远的旅游歌曲”。

这首旋律欢快的歌曲就像是海南的一张名
片，激发着人们的向往：一定要到这个美丽的海
岛看一看，一定要到天涯海角走一走。

或许正是因为“海外风光别一家”的魅力，从
一开始，海南岛就以一种独特的姿态闯入中国旅
游市场。1984年，天涯海角摩崖石刻群辟为风
景名胜区，作为海南岛著名标志景区正式接待中
外宾客，使人们心中的“天涯情结”藉以物化载
体，可以圆心中“走遍天涯海角”的梦想。

“小时候我就知道，三亚有两块特别有名的
大石头——天涯石和海角石，它们是城市的文化
瑰宝。”1954年出生于海南三亚的廖永明从小在
海边长大。1990年，廖永明正式进入三亚市旅
游局规划科工作。当年8月24日，在天涯海角风
景区，刚刚举行过“亚运之光”火炬点火仪式的第
十一届亚运会南端点火台正式向游人开放。之
后的8天时间，天涯海角就接待游客数万人次，
包括来自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外的十余个旅游
团。这时，三亚的鹿回头公园第二期工程已经上
马，大东海旅游中心开始兴建。作为如今国内最
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早在建省之初，三亚旅游
城市的雏形就已经初现。

1993年，廖永明从三亚市旅游局规划科调
到天涯海角风景区管理处担任常务副主任，在这
里一干就是15年。他还记得刚到景区任职时，
天涯海角风景区的景象：景区面积很小，一眼就
望得到底，入口仅有两面墙和一道门，一条简陋
的石板路将天涯石、海角石和“南天一柱”等景点
串联起来，几间办公室、客房和两座凉亭就是景
区的全部“家当”了。

规范经营、提升扩建、建设历史名人雕塑园、
黎族风情园开园……1996年，作为海南首个综合
展示本土民俗文化的体验园区，天涯海角风景区再
次一炮而红，门票价格从16元上涨到36元，“观光
游览+文化体验”的旅游产品令景区人气大增。

当休闲旅游逐渐转向度假旅游，海南旅游如何满足消
费者需求？市场呼唤新产品的出现。

旅游开发总是伴随着创业者拓荒的勇气与毅力。2000
年，保亭三道镇的山谷，迎来了呀诺达项目踏查调研队。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常务副总经理聂世军至今
仍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他们跨沟壑礁石、踏溪流瀑布、攀树
木藤蔓，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资源考察。“大家冒着被毒
蛇、蚂蟥、蚊虫、有毒植物侵袭的风险，不知蹭破了多少件军
用服，磨破了多少双爬山鞋，终于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当时
聂世军经常带着干粮上山，风餐露宿，跟工人们一起在施工
现场忙碌。

2008年2月，呀诺达雨林景区刚开始试营业就迅速吸
引了旅游界的目光，开始推动海南形成“山海互动，蓝绿相
融”旅游新格局。

如今，呀诺达的玻璃栈道和悬崖秋千已经成为游客争
相打卡的“网红点”。而在十年前，海南旅游界真正的现象
级“网红”非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莫属。

2010年底，贺岁电影《非诚勿扰Ⅱ》让刚开业一年多的
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名声大噪。电影中，葛优和
舒淇所住的鸟巢酒店傍山面海，亚龙湾风光一览无遗；舒淇
身穿长裙，飘飘然地走在过江龙索桥上，仙气十足。一幕幕
如画的风景使得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迅速成为人
们来到海南必去的景区。

“当时《非诚勿扰Ⅱ》的导演住在亚龙湾，望见山上的‘鸟
巢’，过来之后发现景区非常适合拍电影，可谓对三亚亚龙湾
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一见钟情。”景区摄影师黄庆优还记得电
影上映后景区的火爆程度：当年春节黄金周每天入园游客量
达1.3万人次，鸟巢酒店一房难求，入住需要排队预约……

或许因为足够天生丽质，海南总能吸引“设计师”前来
画最美的图画——

“我们投资海南与别的投资者是不一样的，其中包含了
太多的感情。”2013年9月，杭州宋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巧
灵在三亚投资的三亚宋城千古情景区开业。黄巧灵以这样
的方式，再一次回到26年前掘得“第一桶金”的地方；

2018年4月，中国首个亚特兰蒂斯度假胜地——三
亚·亚特兰蒂斯在海棠湾正式营业，成为汇聚了度假酒店、
娱乐、餐饮、购物、演艺、国际会展及特色海洋文化体验等丰
富业态的旅游度假综合体，被称为三亚旅游的3.0版本，旅
游新格局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

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眼下，海南旅游景区仍在努力，
助力海南向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迈进。

风
光
日
新

海
外
风
光
别
一
家

勇
立
潮
头

打
造
休
闲
度
假
旅
游
目
的
地

海
上
日
出

请
到
天
涯
海
角
来

我省A级
旅游景区

已达到55家

制图/孙发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海南日报记者武威摄

游
客
在
呀
诺
达
雨

林
文
化
旅
游
区
体
验
悬
崖
秋
千。

游客在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潜水。

游客在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体验
竹竿

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