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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

1

2

3

4

5

简要行程
接机送至入住酒店，体验海口最
大夜市—农垦夜市

睡到自然醒，自由活动。参加演
唱会（提前两个月公布）

睡到自然醒，前往三亚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
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摩天轮体验

蜈支洲岛
免税店
海棠68环球美食城夜市

陆续送机

餐食

晚餐：自理

早午餐：酒店自助餐
晚餐：自理

早午餐：酒店自助餐
晚餐：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啤
酒广场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自理
晚餐：海棠68环球美食城自理

早餐：酒店自助餐

酒店

海口万豪酒
店

三亚爱必浓
棠湾度假公
寓

明星陪你游海南
天数：5天4晚
航班安排：海口往返
产品亮点：
■将演唱会与旅游完美融合，一种消费两种体验，一边听演唱会一边享受
■符合年轻人的生物钟，赠送粉丝礼包（荧光棒、小灯牌）
■两晚海口+两晚三亚，双城文化体验
■体验顶级夜元素：品尝夜市美食、嗨玩滨海酒吧、夜游免税店
■顶级服务：海岛最具活力的玩家向导全程陪游，每时每刻开心开怀

天数

1

2

3

4

5

简要行程

接机送至入住酒店，体验海口最大
夜市—农垦夜市

按指定时间前往公期活动现场，尊
重当地风俗。
看公期表演，吃公期饭

前往海南省博物馆了解海南人文历
史
前往南海博物馆，探寻神秘南海
游艇出海
108公潭门海鲜长桌宴

陵水南湾猴岛+呆呆岛参观游玩
参观陵水疍民渔排
免税店

陆续送机

餐食

晚餐：自理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当地人家里
晚餐：酒店自助餐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琼海杂粮
晚餐：潭门108公海鲜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呆呆岛简餐
晚餐：渔排海鲜

早餐：酒店自助餐

酒店

海口观澜湖度假
酒店

琼海海岛森林海
景酒店

清水湾温德姆度
假酒店

海南本土文化之旅
天数：5天4晚
航班安排：海口往返
产品亮点：
■将海南神秘公期文化、南海文化与旅游完美融合，真正了解海南本土文化
■看公期表演、吃公期饭、看博物馆、乘游艇出海、品海鲜长桌宴
进入当地家庭，体验海南特色文化

■体验顶级夜元素：品尝夜市美食、夜游免税店
■顶级服务：海岛最具活力的玩家向导全程陪游，每时每刻开心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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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行程

接机送至入住酒店，体验海南侨民带
来的南洋建筑文化—海口骑楼老街
早餐后前往定安母瑞山红色旅游风
景区
定安“百里百村”亚洲榕树王
琼海万泉河漂流
早餐后前往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万宁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

早餐后前往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
五指山“海南西柏坡”毛贵村

早餐后前往五指山热带雨林风景区
五指山大峡谷漂流

早餐后前往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
林公园
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
陆续送机

餐食

晚餐：自理骑楼老街特色
传统小吃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农家乐餐厅
晚餐：琼海温泉鹅晚餐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琼海杂粮
晚餐：万宁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五指山农家乐晚餐
晚餐：酒店自助晚餐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五指山农家乐晚餐
晚餐：酒店自助晚餐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天堂森林公园养生
餐
晚餐：自理

酒店

海口宝华海景
酒店

博鳌温德姆度
假酒店

万宁威斯汀度
家酒店

五指山亚泰雨
林度假酒店

五指山亚泰雨
林度假酒店

红色记忆风情之旅
天数：6天5晚
航班安排：海口进三亚出
产品亮点：
■将海南传统文化和南洋华侨建筑文化的融合，感受历史文化名街
■重温革命老前辈抗战之情，重走红色娘子军战斗之路
■深入琼北特色民族文化和百里百村的田园风情，体验当地特色民风民俗

民族风情、海洋文化、琼州旧事……众多文化明珠，彰显着琼岛文化脉络

看，不一样的海南岛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谢琛

许多人是因为椰风
海韵记住了海南岛，但
一定不要认为海南岛只
有椰风海韵可以醉游
人。暂时“忘掉”椰风海
韵，您会发现一个不一
样的海南岛。

海南拥有丰富多样
的文化资源，许多人文
元素除了具有东方传统
文化的特色，还带有鲜
明的海南地方特色。民
族风情、海洋文化、琼州
旧事……众多的文化明
珠，或散之于野，或藏之
于馆，以自身存在彰显
着琼岛文化的脉络。游
客可以深入雨林谷腹
地，探寻黎族、苗族同胞
的民族印记；可以徜徉
在骑楼老街，触摸下南
洋时的激荡风云；还可
以深入渔港渔村，聆听
来自大海的故事……

说起海南的本土文化，就一定
绕不开黎苗文化，它是海南本土文
化极具特色的符号。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黎族、苗族人民创造了独特
而灿烂的民族文化。他们的传说、
风俗、歌舞、饮食、服饰、建筑、宗教
等等，都是海南岛的文化瑰宝。黎
苗文化中，最令人们印象深刻的，就
是那些美丽的服饰。其中，黎族传
统的纺染织绣技艺已成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是体
验海南民族文化的不二之选。景区由
非遗村、甘什黎村、谷银苗家、田野黎
家、《槟榔·古韵》大型实景演出、兰花
小木屋、黎苗风味美食街七大文化体
验区构成，还展示了包括“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在内的十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可谓海南民族文化的“活
化石”。除了主题景区，也可以到中廖
村、什寒村等知名旅游村庄，去体验原
生态民族习俗和风情。

民族风情醉游人

作为全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
份，海南无论是从历史遗存还是从
民俗传统来说，海洋文化资源都非
常独特而丰富。在海洋旅游中，海
洋文化则凸显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吸
引力。伴着千年古韵，海南旅游新
业态中揉进海洋文化元素，唱响了
新一曲渔家傲。

在被海风浓浓浸染的潭门小镇，
人们总乐意在此停留。老旧的小木帆
船与船舷栏杆，勾勒出渔乡古朴的人
文风情，描绘出浓郁的南海渔家风

情。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犁波耕海，
以大浪船下过的豪情，以拓荒者的气
概，绕过暗礁，战胜急流，行船千里长
沙，扬帆万里石塘。“自大潭过东海，用
乾巽驶到十二更……”《更路簿》把浩
瀚的南海装进了一本本册子里，把潭
门厚重的历史浓缩在一页页薄薄的纸
张上。在这里，游客可以听守望“祖宗
海”的老船长讲闯海故事，品来自远海
的鲜美海鲜大餐，还可以跟着当地渔
民“赶海”，寻觅自然的馈赠和海洋的
魅力。

耕海牧渔传奇多

从海南岛北部的文昌铺前小镇到
南部的三亚崖城古城，一座座南洋风
格的骑楼，一栋栋中西合璧的民居，时
光保留了曾经冒险下南洋后来衣锦还
乡的海南人在上个世纪带回来的记忆
和故事。

海口的骑楼老街建筑群初步形
成于1920年代至1940年代，其中最
古老的建筑四牌楼建于南宋，距今
有 600 多年历史。海口得胜沙路、
文明东路、中山路、博爱路、解放路，
两侧都是一幢幢始建于十九世纪末
的南洋风格柱廊式骑楼。如今，这
里已经是体验海南侨乡文化的一处

好地方。
除了海口骑楼老街和文昌铺前骑

楼老街，游客还可以到分布于乡间的
大宅去体验和感受独特的侨乡文化。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位于博鳌被誉为

“海南侨乡第一宅”的蔡家老宅，这处
中西合璧青砖彩墙的大宅院，气派而
别具风格，上下大屋的前檐既有中国
古钱币和古代雕塑，又有西方的立体
花盘和古罗马人头雕塑，屋顶既保留
了海南民居的屋脊翘头，又大胆使用
西方的方、圆、弧等变化图案，足见中
西方文化的巧妙融合。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

南洋风情韵味浓

推荐旅游线路推荐旅游线路
人文海岛人文海岛••文化祈福之旅文化祈福之旅

推荐旅游线路推荐旅游线路
海岛乐游海岛乐游••探路研学之旅探路研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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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4晚缤纷文化之旅

海口骑楼老街→海南省博物馆
→雷琼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海口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文
昌铺前老街→文昌好圣航天农庄→
文昌航天城→琼海潭门南海风情小
镇→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琼海
博鳌东方文化苑→琼海蔡家宅→定
安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6天5晚红色记忆风情游

海南省博物馆→海口骑楼老
街→海口冯白驹故居→定安母瑞
山红色旅游风景区→定安“百里百
村”亚洲榕树王→琼海万泉河漂流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琼海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万宁日月湾
冲浪→万宁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五
指山毛贵村→五指山热带雨林风
景区→五指山大峡谷漂流→三亚
《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三亚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5天4晚西线人文之旅

三亚南山文化佛教苑→三亚大
小洞天→三亚天涯海角→乐东莺歌
海盐场→乐东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
→东方鱼鳞洲风车海岸→儋州海花
岛→儋州千年古盐田→儋州东坡书
院

4天3晚民族文化游

保亭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保亭神玉岛→陵水椰田古寨景区→
陵水新村疍家渔排→琼海会山加脑
村→琼海白石岭风景区→琼海多河
文化谷旅游区→琼海潭门南海风情
小镇

1

2

6天5晚人文游学之旅

海南省博物馆→海口海大南门
夜市→海口骑楼老街→海口雷琼海
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海南野生
动植物园→海南师范大学→海口五
公祠→文昌宋氏祖居→文昌孔庙→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琼海北仍
村→陵水分界洲岛→三亚亚特兰蒂
斯→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三亚亚龙
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5天4晚精品游学之旅

三亚宋城千古情→三亚天涯海
角→三亚半山半岛帆船学校→乐东
尖峰岭→昌江海尾湿地公园→昌江
棋子湾→儋州东坡书院→儋州石花
水洞地质公园→儋州千年古盐田→
澄迈永庆寺→海口华谊冯小刚电影
公社

文化旅游类旅游套餐推荐A

B

C

游客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游玩。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潘达强 摄

海
口
骑
楼
老
街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2018年 11月，参加2018年
世界小姐总决赛的佳丽在海口感
受黎锦文化。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