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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的琼海，风景如画；夜间的琼海，人
气更火。

每天20时，是琼海夜市最火爆的时候，
清补凉、炒冰、鸡屎藤、玉米烙……在银海杂
粮街或爱海南路，街旁的小吃店内人头攒
动，各色小吃令人目不暇接。

“点上一碗清补凉或鸡屎藤，感觉一天
的疲累都消失了。”11月11日20时许，在琼
海市爱海南路的“凉爽”冷饮店内，市民何书
霞正在等待美食，她一周要来这家店三四
次，“我还有很多朋友专程从海口赶来吃。”

近年来，为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高过
夜率、扩大旅游消费，琼海从时间、空间、质

量、创新等方面，深挖市场需求，推出众多夜
间旅游产品，培育夜间经济。

在美丽的博鳌，酒吧街是最有特色的风
景线。“海的故事”“博鳌时间”“老房子”等酒
吧沿街道一字排开，每家酒吧风格迥异，但
都蕴含着丰富的海的元素。每当夜幕降临，
游客们相约而来，在月光下聆听大海涛声，
聆听渔家故事，共享美好时光。

除了美食，琼海的夜间经济业态也在不
断扩展。在中原镇巨人马术俱乐部明亮的
灯光下，弗里斯兰团队秀、皇家御马单马秀、
速度赛马秀等多个不同风格的马术表演节
目轮番亮相；坐落在万泉河畔的木舍耕读共

享书房，以夜间读书会、原创音乐会吸聚人
气；每逢周末就演出的琼剧节目、歌舞表演，
让万泉河田园城市大舞台成为市民生活中
的文化乐园……

“琼海将继续为游客及市民提供丰富
的文化体验。”张玉说，琼海市正加快建设
占地606亩的文体中心，包括文化、娱乐、
体育、健身、休闲等功能，能够举办大型演
唱会、音乐会、文艺晚会、体育比赛、会展
展览等。

未来，去大剧院看一场话剧或者舞蹈演
出，将成为不少游客游琼海的全新体验。

（本报嘉积11月18日电）

琼
海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各
具
风
情
，城
市
国
际
化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田
园
风
引
五
洲
客

11月16日10时许，虽然还未到午餐时
间，但位于琼海市潭门镇中心渔港附近的金
港海鲜店已经迎来了一批食客。在潭门中心
渔港周边，前来品尝海鲜的游客络绎不绝。

“有人专门为吃海鲜赶过来，而且时间也
不固定，我们时刻都要做好待客准备。”站在
金港海鲜店门外迎客的领班闫巧说，“人多的
时候能摆到二三十桌。”

潭门的海鲜品种多，而且主打“生猛”招
牌，卖点就是鲜。在潭门富港街放眼望去，一
家家海鲜店都把自家的“家底”摆在店门最醒
目处，龙虾、对虾、各类鱼以及贝类等，琳琅满
目。

据了解，潭门海鲜大多产自潭门近海，由
当地渔民自捞自卖。“海鲜、海鲜，不鲜就不叫
海鲜了。”四川人詹寿生2018年到潭门创业
经营海鲜餐厅，他说，“店里的海鲜产品都采
购自本地渔民，并且都是当天的新鲜货。当
初我到潭门旅游，品尝潭门海鲜后一直念念
不忘，后来索性过来创业。”

詹寿生经营的海湾鱼庄餐厅位于潭门码
头最东侧的“兄弟海岸”，店内除了有海南传
统的清蒸、白灼等做法外，还有他结合家乡风
味制作的川味海鲜。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加丰
富的旅游体验，詹寿生还在店内设置了免费
KTV，以及提供代驾或电瓶车接送服务。“我
们想通过优质服务让更多游客满意。”詹寿生
说。

如果说詹寿生是“新潭门海鲜人”，那么
自1986年便上岸经营海鲜美食城的渔民老
云就是当之无愧的“老潭门海鲜人”。老云今
年已经60多岁，走进他的店内，一棵醒目的
大榕树下，摆放着一张张圆桌，圆桌上各类海
鲜拼凑成一锅美食，食客们正大快朵颐。

“以前我们吃海鲜，就是一锅煮，也叫‘打
边炉’。鲜鱼、鱿鱼、海白、虾蟹等一锅煮，蘸
上酱料，香！”老云说，他们以前出海时常会

“打边炉”，上岸后他把这种做法带进自家大
排档，并且坚持了30多年。

老云见证了潭门海鲜的辉煌。“最早就两
三家海鲜店，也没几个客人来，大多是一些熟
人照顾生意。”老云说，2013年是一个分水
岭，“那年潭门渔港迎来改造，到潭门的游客
一下子增多了，海鲜生意也越做越火，镇上的
海鲜店也越开越多。”

如今，潭门已经有18家海鲜餐饮店，以
及超过50家海鲜档口，潭门海鲜已经成为琼
海乃至海南的一张美丽名片。

潭门海鲜美名远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游客前来，也为潭门产业转型提供了支撑。
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潭门镇社会总产值
39.74亿元，其中第三产业产值11.01亿元，同
比增长14.6%。在潭门海鲜的品牌支撑下，
休闲渔业、渔家主题民宿等旅游新业态层出
不穷。

潭门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
琼海市委、市政府指导下开展赶海节、海鲜美
食节等特色活动，挖掘渔业文化资源和历史
内涵，提升潭门旅游知名度，同时规范海鲜餐
饮、休闲渔业等市场，擦亮潭门海鲜名片，拉
动全镇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嘉积11月18日电）

潭门海鲜美名扬
休闲渔业、民宿等业态不断兴起

“太刺激了！”11
月12日，来自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市的游客
娜塔莎与同伴来到琼
海，在万泉河上游体
验漂流，惊险的旅程
令她连连尖叫。

与娜塔莎一起来
到琼海的还有 25名
俄罗斯游客。他们
不仅体验了万泉河
漂流，还参观游览了
蔡家宅、博鳌禅寺等
景点，了解当地特色
文化，体验琼海旅游
魅力。

这是琼海市旅文
局今年开展城市形象
推介，与国内有关旅
行社开展合作，经旅
行社常态化输入琼海
过夜的第一个外国旅
行团。这也意味着，
旅行社将外国旅游团
带入琼海旅游过夜将
成为常态。

据了解，随着琼
海交通网络越来越发
达，旅游基础设施越
来越完善，琼海通过
深度挖掘历史文化，
结合田园风光打造国
际范，推出众多独具
特色的旅游体验，让
游客喜欢来、还想来。

数据显示，今年1
月至9月，琼海接待
入境过夜游客2.4万
余人次，比去年同期
增长 7.1%；1月至 8
月，全市接待游客
320.11万人次，同比
增长 14.2%，全市旅
游总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长13.8%。

“风景很美！”在博鳌禅寺的观景台，娜
塔莎连连称赞琼海的美丽风光与优良生
态。她说，琼海的优良生态令人羡慕，这次
琼海之行，让她对琼海和海南的人文历史和
自然生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直以来，琼海围绕博鳌田园小镇建
设，形成了“多点布局、串点成线、连线成面”
的全域美丽乡村格局，使乡村旅游成为琼海
一大特色旅游品牌。

“像世外桃源，环境很优美。我们来过好
几次了。”今年国庆假日期间，海口游客李辉
带着家人到琼海市嘉积镇北仍村游玩，这也
是他常来度假的地方，“喝杯咖啡，和朋友聊
聊天，或者骑行一段，很悠闲。以后还会来。”

“逢周末就会住满，一般都是小团队包下

整个民宿。”11月16日中午，在位于博鳌镇南
强村的凤凰客栈，客栈负责人史庆杰正为游
客办理入住手续。他说，今年国庆期间，客栈
连续满房，“很多人被南强的花海及村落建筑
吸引而来，在村里开展一些集体活动”。

事实上，琼海的乡村景点早已连点成
片，北仍村、椰子寨村、南强村、沙美村……
即使在琼海逛上三五天，也不会觉得乏味。

“围绕乡村旅游，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
旅游消费活动，来展示琼海丰富的全域旅游
元素，丰富游客在琼海的旅游体验。”琼海市
旅文局副局长张玉介绍，如在龙寿洋公园举
办熊猫主题活动，开展嘉积文化周等活动，
为美丽乡村集聚人气。今年国庆假日期间，
琼海市共接待游客28.66万人次，同比增长

5.6%，其中乡村旅游接待20.69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8月17日，琼海在潭门

码头举办了第五届潭门赶海节，以潭门赶海
民俗文化为依托，打造旅游节庆活动。仅开
幕式当天，小小的潭门码头就聚集了约8.6
万人，其中外地游客1.56万人。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琼海将结合本地
文化内涵，打造更多特色旅游产品，彰显琼
海特色，大力推动文化消费。”琼海市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11月23日至30日，琼海市还将借欢乐
节举办温泉旅游消费季活动，既有针对游客
的“官塘温泉文化消费季护照打卡”优惠活
动，又有针对市民的“琼海温泉旅游主题展”
等活动。

如果说，美丽乡村建设让各方来客感受
到了浓郁亲切的“田园风”，那么，国际水准
的基础设施，以及蓬勃兴起的文化旅游产业
则让琼海的“国际范”更足。

“我很喜欢琼海，这里有美丽的风景，而
且人民很友善。”来自乌克兰的基里尔在琼
海一所学校任职外教，每逢周末他总会和妻
子一起到美丽乡村走走，“路上都有英文标
识，能够很顺利地找到目的地。”

吸引国际消费，是琼海旅游发展的重要
方向。一直以来，琼海坚持依托博鳌亚洲论
坛这块金字招牌，吸引国际游客到琼海旅
游、消费。

IKA风筝冲浪竞速世界锦标赛、“更路
簿”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博鳌国际时尚文化

周、春之“鳌”游——许鸿飞雕塑展等系列文
体活动顺利在博鳌举办。

博鳌企业家论坛、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
会、中康西普会、博鳌农业论坛、博鳌健康产
业论坛、世界医疗旅游与全球健康大会等29
个大型会议定期定址在博鳌召开。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是海南
打造全域旅游的样板，软硬件水平都要同步
提升。特别是博鳌，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方
面，眼光尤其要长远，更具国际水平。

今年10月底，来自沈阳的航班顺利在
博鳌机场降落，这是博鳌机场与内地通行
的第25条航线。今年冬春航季，博鳌机场
已实现博鳌直通天津、沈阳、济南、贵阳、
武汉、南昌等各大中城市，方便游客直达

博鳌体验田园旅游。同时，博鳌机场还计
划逐步开通至韩国、俄罗斯及东南亚等地
的国际航线。

“通过构建‘半小时交通圈’，为游客
提供更便捷的旅游出行体验，进一步拉动
旅游消费。”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同
时还要根据境内外游客的不同需求，开发
出不同特点的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畅游
琼海。

3月31日，琼海美岭湖假日度假酒店开
业，这是洲际酒店集团在琼海的首家假日度
假品牌酒店。入住酒店的俄罗斯游客季马
在游玩白石岭旅游区后感慨道：“我很喜欢
琼海这个城市，既有美景，又有健康养生项
目，旅游的同时也保养了身体。”

田园风情吸引中外游客

完善设施促进国际消费

文旅结合带来全新体验

■ 本报记者 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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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美丽乡村建设各具特色，在龙寿洋公园，花海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琼海市博鳌镇美丽乡村南强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