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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见习记者 习霁鸿

10月5日，国庆假期进入“后半
程”，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的节日
氛围依旧浓厚。复古的街道、充满年
代感的芳华小院、轮番上演的精彩演
出、潮店品牌的打折促销……景区人
气不断升温。

青砖小道、复古洋楼、钟楼戏院
——走进海口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
社的“南洋街”和“1942街”，瞬间感
觉“穿越”。各类牌坊、钟楼等建筑
高低错落、鳞次栉比。街道两边店
铺林立，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十分
热闹。

来自重庆的大学生严昆一边走
一边自拍：“这里是《温故1942》《外
交风云》《芳华》等影视剧的取景地，
建筑做得复古又逼真，非常有特色。”

街上，还有工作人员扮成身穿旗袍的
少妇、来回穿梭的黄包车夫、边弹边
唱的艺人等，更是给这里增添了故事
性、趣味性。

在电影公社，人气最旺的当属芳
华小院。篮球场、排练厅、泳池……
电影《芳华》中的场景，让游客感受
1970年代文工团生活的点点滴滴。
来自陕西省的李鑫兴姐妹俩换上军
装后，在排练厅跟着音乐情不自禁舞
动起来。“我们从小就练习舞蹈，很喜
欢《芳华》这部电影，看了很多遍。里
面展现的练舞场景非常真实。”李鑫
兴说。

逛累了，不妨坐下来品尝风味美
食。在电影公社的街区，聚集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有粽子、清补
凉、抱罗粉等海南小吃，还有四川冰
粉、陕西肉夹馍、重庆小面等。

国庆期间，电影公社举办了首届

“国潮节”，通过表演串烧秀、民俗花
街、DIY国潮手工艺品等活动为景区
聚集人气。当天16时，“千人红歌快
闪”活动在双街广场举行。随着歌
曲《我和我的祖国》前奏响起，1000
多名演员和游客手持国旗齐声高
唱，向伟大祖国深情告白。接下来
的武术表演也精彩纷呈，来自河南
嵩山少林寺武术学校的 12名表演
者，带来了精彩的南拳、虎拳、单刀
表演，彰显中国功夫魅力，赢得了一
片叫好声。

在观澜湖新城，各类新潮时尚的
品牌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当天14
时，在巴萨足球体验中心，海南日报
记者遇到了四川游客吴先生。他十
分高兴地说：“海口的巴萨足球体验
中心是全国唯一一家，场地很大，各
种周边产品的种类也非常齐全。我
是梅西的铁杆粉丝，所以这里是我一

定要来打卡的地方。”
巴萨体验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国庆期间，店里每天的销售额都
在两三万元，比平时提高了约50%。

此外，在观澜湖奥特莱斯购物中
心，众多知名品牌的促销力度也非常
大，点燃了市民游客“买买买”的热
情。阿迪达斯、耐克、GAP、纽百伦纷
纷推出五折以下的折扣，以及折上满
减活动，不少品牌还能帮顾客免费快
递回家。来自美国的莎娜一边选购
一边告诉记者，她在海口工作，从网
上看到奥特莱斯有折扣的信息后，就
特意过来购买。

“进入国庆假期以来，观澜湖奥
特莱斯每天的营业额均突破300万
元，大多数品牌店的销售增长量突破
两位数。”海口观澜湖新城市场推广
总监王世锋介绍。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

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

影视元素最吸睛 潮店打折销售热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许晶亮

青石板巷道两边，是各式古旧的
老民居，还会时不时地“窜”出一段古
城墙。通明的灯火照耀下，10月4日
21时的海口市府城老街区，有古韵，
更有人间烟火。

“老板，给我一串铁板鱿鱼”“阿
婆，给我一杯老盐柠檬水”“英姐，给我
俩几串‘炸炸’”……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忠介路边的琼台福地美食街内香味
四溢，人声鼎沸。循着香味，人流不断
地从忠介路、草芽巷、府城步行街涌

来，这条全长252米的美食街，每一个
摊位前都站满了游客。

“这段古城墙有300多年历史，
是府城作为琼州府所在地的历史印
证。今晚，我们就在古城墙边好好
品尝下海南的美食。”30 多名从江
西过来的游客，在导游范仲祥引领
下走进美食街。在忠介路和大园
路交叉口，3 辆满载游客的旅游大
巴车缓缓驶来。车门一开，游客们
如约踏上了忠介路青石板，朝美食
街走来。

烤串、炸炸、清补凉、绵绵冰、啤酒

……不到10分钟，范仲祥所带的旅游
团游客们自发组桌，将各类美食摆放
在一起一同品尝。作为海口当地的导
游，从9月30日晚开始，范仲祥每晚
都要带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打
卡”。“每晚来这里吃夜宵，游客们都满
意。”范仲祥说，因为在这个夜市，不仅
可以品尝到海南当地特色美食，更重
要的是可以顺路游玩附近的景点，并
感受当地老城区人们的生活。

满意的不只是游客，琼台福地美
食街的摊主们更高兴。“这几天生意
特别好，仅老盐柠檬水，我每晚都要

卖150杯左右。”从晚上7时开始，在
美食街入口处摆果汁摊的夏进梅和
丈夫两人一直没有停歇过。相比于
平常，国庆假日期间，夏进梅家的果
汁摊生意好了两三倍，每天进账也多
了两三倍。

“这几天游客特别多，每天18时
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我都非常
忙碌。”在美食街内开设了一家清补凉
店的黄广明笑着说，这几天琼台福地
美食街真的是笑迎八方客，到美食街
吃夜宵、品美食的不仅仅是本地人，相
当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甚

至还有国外游客也来了。
据琼山区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琼山区大力改造府城地区
人居环境，挖掘和提升府城老街区文
化底蕴，让琼台福地美食和周边街道
浑然一体，形成了一个集美食、夜游观
光为一体的夜市街区，吸引大量游客
市民前来观光消费。在国庆假日前5
天，琼台福地美食街平均每日游客量
达到1.3万人次，高峰期近2万人次，
日均客流量增加了近一倍。

古城有美味，香迎八方客。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

国庆假期以来，国内外游客密集“打卡”海口琼台福地美食街

古城有美味 香迎八方客
景区景点多项活动惠游客

本报三亚10月5日电（记者易宗平）三亚的
旅游目的地效应不断显现。据三亚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统计，10月1日至5日，全市景区景
点、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59.21万人次，丰富多
彩的旅游优惠产品受到国内外游客青睐，旅游市
场整体状况良好。

今年国庆假期，三亚各大景区景点纷纷开展
优惠套餐活动，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其中，天涯
海角游览区推出国庆节“畅游天涯”多个单项优惠
大放送；大小洞天风景区推出10月1日至7日出
生的游客凭身份证可免费入园、海南本地游客凭
身份证或户口本可享受半价优惠、2019届大一新
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免费入园、60岁以上老人
凭有效证件可免费入园等优惠；鹿回头风景区推
出凭海南省居民身份证可享25元购票等优惠；红
色娘子军演艺公园推出“凤凰于飞 红动三亚”大
型快闪、“最美青春在行动”巡演、红色歌舞汇演、

“我也当回娘子军”角色体验等特惠活动；蜈支洲
岛景区推出华丽水上庆生、珊瑚酒店国庆主题西
瓜雕刻展等互动活动；水稻国家公园推出百人齐
绘稻田裱画、国庆灯谜竞猜、稻浪民谣音乐季、拍
照片发抖音抽现金红包等活动。

据了解，三亚提前部署节前旅游市场整治工
作，开通旅游投诉热线。市领导带队检查景区、重
要交通站点和农贸市场等地，要求把安全放在第
一位。各区和市各涉旅部门组织力量坚守一线，
开展市场巡查。各涉旅部门主动发布旅游服务信
息，加强媒体互动，提升工作透明度。

文琼高速通车后带动沿线经济
市民游客便捷往来
人气旺商家红利多

■ 见习记者 习霁鸿 本报记者 李佳飞

10月5日，文琼高速公路上车辆如梭。借由
这条路，市民游客的生活圈扩大了，沿线店铺的生
意红火了，日子越来越有滋味了。

上午9时，在文昌市文城镇的林记抱罗粉店
里，热情的客人把不大的店面塞得满满当当。“我
老婆是文昌人，就喜欢吃这家的粉，我们是专门过
来吃粉的。”来自琼海的符文道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从家出门到进店，他们一共只花了47分钟，

“走文琼高速路特别快。”
东郊椰林，树影婆娑，游客鱼贯而入。陈祥勇

一家三口从陵水黎族自治县经文琼高速路赶来，
“车程近了，儿子坐了一路都没闹。”陈祥勇全家在
椰林中拍了张合影，他一岁半的儿子手里抓着一
块椰子糕，兴奋得“咿咿呀呀”大叫。

东郊镇邦塘村村民傅大姐在景区附近经营着
一间小卖部。“现在南边的客人来得多了，看车牌
就知道啦！”傅大姐快步走到一辆返程的琼B车牌
轿车前，将3包椰子片递进车里。

瑞丰椰子鸡位于东郊椰林景区入口处，是一
家集住宿与餐饮于一体的农家乐。“以前有时候一
天都不到十桌客人，文琼高速开通后，琼海和三亚
的客人明显多了，一天能接待几十桌、上百桌的客
人，国庆期间客房也几乎天天满房。”正准备开门
迎客的服务员王姐向记者介绍。

顺着平坦宽阔的文琼高速路，记者到达了琼
海市。在高速路口，就是颇受孩子欢迎的龙寿洋
儿童游乐园。熙熙攘攘的游客将不大的入口围了
个水泄不通。负责人牛胜龙满面红光，一边维持秩
序，一边向记者介绍，以前文昌来的游客很少，现在
多出了五六成，甚至比琼海本地的游客还要多！

距离龙寿洋儿童游乐园不远处，是一家名叫
万泉河旧事的农家乐餐厅。来自文昌市会文镇的
游客林尤晶与朋友们停好车后，第一时间便拍了
河景发朋友圈“打卡”。“自从文琼高速开通后，文
昌口音的客人比以前多出了一倍以上。”餐厅经
理陈冰冰刚为客人称完两斤膏蟹，用带着水的手
指高兴地比划：“国庆期间我们一天能接待七八百
人咧！” （本报文城10月5日电）

⬆ 10月 4日，在海南热带飞
禽世界，游客与鹦鹉近距离互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丽云 摄

⬅ 10月 5日，游客在三亚鹿
回头风景区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10月5日，东方市的海东方公园海边，市民游客在海边嬉水玩闹。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 10月4日晚，位于海口市海甸三西路的海南大学南门夜市人
气火爆，各种特色小吃吸引众多食客前来品尝。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湾、乡村
成旅游热门目的地

本报万城10月5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赖明宇）海南日报记者10月5
日从万宁市旅文局获悉，10月1日至4
日，万宁市共接待旅游总人数14.97万
人次，同比增长7.63%；旅游总收入
8350.63万元，同比增长8.08%。

在国庆黄金周期间，万宁活力运
动滨海游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海边戏
水、滨海旅游公路沿途观光、石梅湾
游艇会出海观光、神州半岛沙滩俱乐
部海上运动项目、日月湾拉网捕鱼、
篝火晚会和冲浪玩海等体验性产品
备受青睐。

此外，美丽乡村旅游点成出行热
门。据不完全统计，国庆假日前4天，
万宁市各乡村旅游点累计接待游客8
万多人次，手工制作咖啡、采摘、垂钓、
划皮艇、骑行、坐过山车、骑旋转木马
等趣味横生的游玩项目，吸引广大游
客往乡村走。

三亚

万宁

乐拍

嬉水 嗨吃

琼中

雨林游乡村游人气旺
本报营根10月5日电（记者李梦瑶）国庆假

期，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景点景区旅游热度持
续。海南日报记者从琼中有关部门获悉，10月1
日至4日，该县共接待旅游人数10.79万人次，同
比增长5.6%；实现旅游收入1795.3万元，同比增
长9.5%。

10月4日上午，在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风景
区，近百辆汽车从山脚一路蜿蜒向上，宛若一条长
龙盘桓山间。“我们推出岛内游客5折、岛外游客7
折的门票优惠，同时开设了极限指压板挑战、名师
教练指导射箭、椰林疯狂投篮、畅玩‘愤怒的小鸟’
等系列活动，吸引不少岛内外游客。”景区总经理
吴丽介绍，当地文旅部门还特地在景区安排了黎
族苗族特色歌舞展演，让消费者通过多样化的活
动形式感受到中部山地旅游的乐趣。位于琼中和
平镇合口村的琼中峡漂流景区，黄金周期间推出
岛内外游客均享受门票5.8折的优惠活动，同样
吸引游人如织。

“10月1日至4日，仅百花岭和琼中峡漂流这
两个景区就已接待游客18005人次。”琼中旅文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景区的火热也带动了什寒、云
湖等乡村旅游点人气上涨，国庆假期前4天，琼中
乡村旅游接待7.4641万人次，同比增长5.2%。

踏瀑戏水、雨林探幽、黎歌苗舞……作为发展
森林旅游的重要主力军，琼中通过开发众多独具
特色的旅游体验项目，推进生态、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让“景区+乡村旅游点”的旅游搭配越来越
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