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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开展“我与国旗同框”活动

本报那大10月3日电（见习记者李豪杰）儋
州市委宣传部推出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
别活动——“我与国旗同框”，1日至3日，天天都
成为儋州“最热景点”。游客和市民纷纷参与“我
与国旗同框”活动，和国旗同框合影，向祖国告白，
祝福国家昌盛、人民幸福。

从 10月 1日开始，儋州在市民文化广场、
东坡书院、海南热带植物园、石花水洞地质公园
等地，设立颜色通红、高四五米、宽约六七米的

“我和国旗同框”活动背景墙模板，背景墙是整
面五星红旗。游客和市民与国旗同框合影，留
下国庆节特殊的纪念照片。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我和国旗同
框”活动的游客和市民很多，既有个人留影，也有
10多个穿少数民族传统服装的黎族同胞集体合
照；不仅有5个穿迷彩服的青年留下青春靓影，还
有3姐弟举手敬礼表达赤子之情的身影。众多游
客和市民留下特殊的回忆。

本报那大 10月 3日电（记者刘
袭 通讯员李秋欢 丁子芹）儋州市积
极开展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烹制国
庆假期休闲旅游“大餐”，部分景区门
票免费，推出系列“吃喝玩乐”活动，全
力促进旅游消费。10月1日至3日，
儋州共接待游客7.32万人次，同比增
长21.66%，其中过夜游客3.86万人
次，同比增长7.65%；一日游游客3.46
万人次，同比增长35.4%；实现旅游收
入3458万元，同比增长14%。

儋州是国家优秀旅游城市，拥有
丰富的旅游资源，既有山、河、湖、海、
泉、洞、瀑等自然资源，又有独特的人

文景观和民俗风情，是海南旅游资源
最丰富、旅游文化品位最高的地区之
一。在国庆节前夕，儋州推出了峨蔓
赶海游、那大休闲自驾游、文化体验
游、亲子研学游等10条主题旅游路
线，为促进旅游文化市场消费，倡导全
市旅游企业开展系列优惠活动，各景
区推出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活跃了
国庆假期旅游市场。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
庆节假期期间门票全免。”10月3日，
儋州市东坡文化旅游区迎来了客流高
峰期，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有限公司
运营部负责人杨紧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3日有5800多名游客畅游东坡文
化旅游区，3天共迎来近1.2万名游
客。景区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活
动：1日至4日，开展“欢歌笑语迎国
庆，东坡乐坊激情献艺”活动；1日至7
日，推出“红袖添香伴读书”观赏篆香
演艺活动，以古代和香的形式向游客
演绎香文化；举办“雕版印刷”体验活
动，让游客见证传统印刷艺术；同时举
办“游东坡景区，品儋州美食”活动，展
示当地特色小吃。游客穿过凉亭，走
过荷花池，诵读东坡诗词，体验东坡图
像拓片、雕版印刷、练写书法，以及亲
子活动，一派欢乐祥和气氛。

八一石花水洞旅游景区吸引了大
批游客前来观光。记者在现场看到，
景区的几座停车场都爆满，游客观赏

“活”地质科普教科书。海南热带植物
园内绿树成荫，引进40多个国家2600
多种热带、亚热带植物，让游客目不暇
接，悠然漫步其间，享受“天然氧吧”。
龙门激浪、光村银滩、力乍村等景点均
推出精彩娱乐活动吸引游客。

东坡书院内“东坡香文化馆”首次
开馆，展馆内陈列多种取自儋州本地
的香原料，有关人员按照古籍配方，按
比例展示加工制香过程。“早在古代，
海南开始广泛使用植物香料。香文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和体现，是
值得我们传承的。”游客倪希雅说。

来儋州旅游的游客中，家庭自驾
游、散客游占主流，乡村旅游受到热
捧，短途自驾游成为市民休闲旅游的
重要选择。记者了解到，运动拓展、休
闲采摘、户外体验等为主的乡村旅游，
仍是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主角。

儋州各景区和景点都推出丰富的
饮食文化活动，让游客饱了口福。长
坡米烂、洛基粽子、王五狗肉、马井红
鱼、排浦薯香、黎族特色长桌宴、猪肠
馍、碱水馍等儋州美食和特色小吃，令
游客大快朵颐。

部分景区门票免费，推出系列“吃喝玩乐”活动

儋州烹制“大餐”促旅游消费

东方
鱼鳞洲海上项目受追捧

本报八所10月3日电（记者刘梦晓）进入国
庆假期，东方鱼鳞洲风景区新推出的海上运动项
目备受游客追捧。

在东方鱼鳞洲风景区，整片海滩游人如织、十
分热闹，有的游客坐在椅子上享受着椰风海韵和
阳光，还有不少游客选择了更刺激的玩法：潜水、
冲浪、驾摩托艇和海上观光半日游，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海上观光半日游和水上运动项目是东方近两
年推出的旅游新兴产品。记者了解到，选择海上
观光半日游不仅迎来了许多本地市民，还有不少
外来游客，他们纷纷表示，东方海水的透明度和水
质都很好，景色也很美，这次来东方旅游，主要是
冲着这些新型的旅游项目而来。

景区负责人介绍，鱼鳞洲景区自2017年国庆
节试营业以来，各式各样的娱乐项目得到广大市
民群众及外来游客的青睐，从2日到3日，日均人
流量2000人次左右。

万宁

日月湾迎来冲浪热潮

本报万城10月3日电（记者袁宇）10月3日，
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国际冲浪胜地——万宁日月
湾迎来大量游客，广东、湖北、浙江等地的众多游
客前来日月湾打卡。

“像日月湾这样的专业场所以前没有去过，来
了之后感觉很好。”来自广东的游客黄文全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日月湾的景色很漂亮，而且冲浪教练
也很专业，“我们家小朋友在这里玩得很高兴，一
家人都喜欢这里。”

记者在日月湾看到，到日月湾游玩的游客大
多是全家出游，一组组带着孩子的家庭或情侣，在
日月湾的海滩边漫步，或是冲向大海享受冲浪带
来的快感。“国庆放假前我们在网上找了很多地
方，发现日月湾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冲浪的地方。”
来自浙江的游客林京说，有许多到过日月湾的朋
友也向他推荐这里，“日月湾有最好的冲浪点和旅
游点，这个假期没白来。”

盘古掌冲浪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国
庆黄金周期间前来体验冲浪的游客数量众多，俱
乐部每天会将游客订单进行归纳，再安排教练，让
游客能够充分享受冲浪的乐趣。由于国庆黄金周
期间人流量大，该负责人建议，游客要体验冲浪，
最好能提前预约教练、预租冲浪板，以免行程被意
外打乱。

琼海
游客打卡红色旅游景区

本报嘉积10月3日电（记者袁宇）进入国庆
假期，位于琼海嘉积镇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成为
众多游客的打卡热门地。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红
色娘子军纪念园获悉，纪念园从10月1日至3日
连续3天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演出，
为祖国母亲送去节日赞歌，也为广大游客持续带
来欢快的国庆节日氛围。

10月1日，来自琼海华侨中学的同学们在琼
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朗诵《我的祖国》，还有大合
唱《我和我的祖国》、模特走秀《红色娘子军永远向
前进》、歌曲《万泉河水》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还
开展了《我心目中的红色娘子军》征文、红色娘子
军歌舞快闪等活动。

10月1日，在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还举行
了海南省乡村教育促进会红色教育基地授牌仪
式，将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向乡村教师
提供红色文化学习教育机会，为海南乡村教育发
展提供更多新的机遇。在活动现场，华侨城海
南集团还现场捐赠给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总额
近3万元的儿童电话手表，支持海南省慈善事
业发展。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司玉

“快看，这就是定安老县衙，电影
《爷们儿》就到这里取景过，感觉特别
有年代感，好像能一秒入戏里呀。”趁
着国庆假期，许多游客慕名前来定安
古城，10月2日下午，海口市民张伟
一家三口，自驾游来到定安县定城镇
古城寻找古街、古城墙、古城门及古
居，寻找定安古韵。

走进定安老县衙，庭院的小道两
旁是挂满红色纸灯笼的复古路灯，房
屋的窗是镂空木刻而成，门上镶嵌着
一对狮子头像的环形门把手，每个房
门下都有高高的门槛，张伟一家看到
已修复的县衙大堂、二堂、三堂、八角
亭、麒麟壁、夫子院等，县衙大堂里还

挂满了“中华崛起民幸福，神州腾飞
国光明”等祈求祖国富强、人民幸福
的对联，“这些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
历史人文景观气息，保留着原汁原味
的中国南方城市独特的年代韵味，难
怪情感大戏《爷们儿》会来定安取
景。”张伟说，选择来定安旅游，是因
为可以开启一场安静惬意、休闲放松
的旅行。

古城内街巷交错，呈“广”字形
状，主要街道有东门街、西门街、北门
街、中南门街4条，全长约1000米，
宽约2.5米，均以青石砖铺设路面，平
坦宽阔，古朴典雅。从“东门街”到

“西门街”，这是一条长长的古老街
市，沿街铺陈着南洋骑楼。楼已经发
旧，墙头长出了树，布满了藤。古老
的街上，理发铺、家具坊、茶店、粉汤

店等店铺渐次展开。
漫步古老街市，在充满远古和

现代的气息中自如游走，“爸爸，我
们去吃一碗粉汤吧。”张伟的儿子拉
着他走向了一家门面已老旧的粉汤
店，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尝上一碗
热腾腾的海南粉，喝上一口酸菜清
汤，“不禁感叹，这份粉汤的味道，如
同这古城一般，经过‘沉淀’，浓郁且
有韵味”。

定安县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解放后扩建县城，古城现存西门、北
门，城墙则存西北、西南二段，约
1000米。城砖由和着糯米汁、砂糖
的石灰粘合而成，至今滴水不漏，是
定安最古老的存在。

沿着北门街往里走，就可以看到
古城北门。古城北门城门用大石条

构筑而成，拱形顶，形同一隧道。城
门外的墙上挂满青藤，飞檐掩映其
中。“这里是个纳凉的好地方，清凉的
风能穿洞而过。”张伟向住在城楼下
的阿婆讨来了两小凳子，和妻子“谈
天论地”“说古讲今”。儿子则兴奋地
在城门门洞里来回走动，摸着老旧的
砖石以及停放在门洞中的龙舟，感受
古老风情。

定安古城是海南现存唯一较完
好的县治城垣，还遗存了解元坊、亚
元坊、清潭亭、见龙塔等众多文物古
迹。循着定安访古寻幽之旅，接下
来，张伟一家三口将去探花故里高林
村探寻张岳崧故居，尚书故里龙梅村
探寻王弘诲故居和解元坊，感受定安
人杰地灵的古韵。

（本报定城10月3日电）

游客逛定安古城,寻古迹,看古色，品古韵……

感知传统文化 乐享休闲时光

三亚实施“畅通工程”
保障游客畅游

本报三亚10月3日电（记者易宗
平）海南日报记者10月3日从三亚市
交通运输和交警等部门获悉，三亚市
大力实施“畅通工程”，保障游客畅游。

连日来，三亚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力
量深入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景点
景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秩序维护、运力保
障、安全检查和优质服务工作，重点岗位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并联合各区
政府各部门加大市场监管服务力度。

10月1日至3日，三亚市查处道
路运输行业违规经营行为13起，查扣
涉嫌非法营运车辆11辆。三亚市组
建网约应急保障车111辆，在火车站
参与应急保障。近3天来，全市已启
用应急出租车650辆次，调度网约应
急保障车805辆次。

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及时发布
交通路况，安排了4个事故应急处理小
组和2个高速事故应急处理小组备勤。

⬆ 10月3日，国庆“毛泽东诗词”诵读会在
海口市日月广场知和行书局举行，参加者诵读
了十余首毛泽东诗词。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 10月3日，外国游客在三亚南山景区参
观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 10月3日，在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游客在海滩上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童国强 摄

海口骑楼老街
“文化大餐”引来八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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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满眼都是国旗，为国庆营造热烈喜庆、欢乐祥和的氛围。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2日12时-10月3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良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30

42

1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9

34

23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上接A01版
展馆内有23个非遗项目展示内容，可
以让游客对海口乃至海南的非遗文化
一览无余。

上午10时，随着一阵阵铿锵的
开场锣鼓声，骑楼剧院里的琼剧表
演开始了，高亢激越的唱腔瞬间吸
睛无数。

“表演特别细腻，音乐曲调也很
好，虽然和京剧不同，但听起来十分过
瘾！”来自北京的游客李梦佳边用手机
拍下视频边高兴地说。

“国庆期间，骑楼剧院每天安排4
场演出。昨天演出的情况非常好，台
前的位子全部满了，甚至连站的位置
都没有了。”骑楼剧院负责人毕传昱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剧院除了推出“琼剧
7天乐”活动，还推出讲述海南故事、
融合非遗文化的剧目“骑楼忆梦”，获
得了不少市民游客的关注和青睐。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
仅骑楼老街独特的南洋风情吸引了很
多游客驻足拍照，椰子在消暑解渴之
余，也成了很多游客拍照的“标配”，将
椰子或捧或吸或放置在桌子上，背对
美丽的老街，配上灿烂的笑容，就是一
张海南之旅的好照片。

游客玩得开心，骑楼老街里的店
铺商家同样也乐得合不拢嘴。

销售海南特产的儋耳老味店铺老
板羊一丹从早上9时开门后就忙得没
停下来过。“这个是黑糖，专门挑海南
最硬最细的富硒甘蔗熬制而成。”“胡
椒根可以搭配猪肚、鸡肉煲汤，对胃寒
的疗效特别好，非常养胃。”羊一丹一
边销售一边忙着给客人介绍各种海南
特产的具体情况。

美食是文化的缩影，也是一个地
方历史的积淀。

临近中午，骑楼老街弥漫着阵阵香
气——椰子鸡、烤乳猪、东山羊、糟粕醋
火锅等特色菜肴让游客食指大动。广
东游客覃硕在大快朵颐之后，意犹未尽
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在骑楼，一个胃
是不够的……以后还要再来。”

出行的火爆，也为酒店行业带来
了增长红利。海南日报记者在骑楼老
街新开业的莫奈花园法式轻奢旅舍看
到，不时有游客前来询问是否还有空
房。旅舍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早
在国庆前一周，旅舍就已经全部预订
满了，这两天都处于满房状态。随后，
海南日报记者又走访了同样位于老街
的还客1921精品民宿，得到的答复同
样是十分火爆，热门房型早已被订完。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