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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阳到星空，时间的自由带你领略
不同的光景；从大海到山林，步履的延伸
让你感受自然的神奇；从倾听椰语浪漫到
探寻渔家故事，驾一辆车，穿行海南，用亲
身体验不断丰富旅行的意义。

这个春节，自驾游海南有了更多路线
选择。海文大桥、琼乐高速、文琼高速、万
洋高速……游客可以沿着这些公路，探索
海南更多的地方。

一路风景一路歌，走起吧！

自驾海南，一路风景一路歌

春节走起！

春赏木棉红
——昌江木棉之旅

■ 本报记者 赵优

春节期间，是海南“春
赏木棉红”的好时节。

由于这段时间天气比
较暧，不少木棉树的花已
开得茂盛。因此，春节黄
金周这几天是观赏昌化江
畔木棉最好的时机。在昌
江，尼下码头和宝山梯田
是观赏木棉花最佳点，为
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准确
无误地找到各个观景台、
公共厕所、购物点等，七叉
镇开发了名为“木棉之约”
的小程序，游客只要打开
这个小程序，可以找到自
己想要去的地方。

线路：
驾车从 G98 西线高速

公路昌江叉河互通岔口驶
出，沿着海榆西线往叉河桥
方向行驶五六公里，即来到
第一站叉河镇排岸村。从
排岸村再出发，沿着海榆西
线走工业一横路，再转至昌
盛路行驶约 20 公里，就来
到了木棉红观赏点的第二
站——七叉镇尼下村。在
尼下村数公里开外的宝山
村，还有着“木棉红+梯田”
的独特美景。从尼下村出
发，沿着蜿蜒陡峭的石王线
（X705）一路行驶30多公里
后，就来到了木棉红观赏点
的第三站——王下乡。在
王下乡牙迫村旁的南尧河
畔，雄险奇伟的十里画廊色
彩纷呈，十分惊艳。

现在正是海南早春茶
上市时节。好山好水出好
茶，海南岛中部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著名的
白沙绿茶、五指山红茶
等。在海南的五指山、白
沙、琼中等地，你能看到一
片片茶园，有些还面向游
客开放采茶体验。背上小
竹篓，跟采茶姑娘学习采
茶，两手并用，采一芽一叶
或一芽两叶。

倘若你上午就采好茶
青，中午还可寻茶园附近
农家乐吃地道农家菜，然
后到茶园内的茶叶加工厂
开始制作茶叶，静静地享
受着在山区的那份闲适心
情。自驾游，或许可以从
一口早春茗茶开始。

线路：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沿着S310省道往白沙元门
乡陨石坑方向至白沙五里路
生态茶园。

从元门乡S310省道前
行至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什运乡，在与G224国道交
汇处右拐至去往五指山市
方向，沿着蜿蜒而上的阿陀
岭山路，在接近毛阳镇时，
左拐至X538县道，沿路上
山，在素有“海南屋脊”之称
的五指山市水满乡毛脑村
附近，便可来到五指山水满
茶香观光园。

春茶已飘香
——中部品茗之旅

大海、沙滩、山岭、半岛、
内海、河流、港口、田园……这
些似乎很难连接在一起，但在
万宁市境内就有一条公路，将
这一切都给串联起来，这是一
条“会讲故事”的旅游公路。

位于海南万宁的滨海旅
游公路南起石梅湾高速路出
口，北至大花角，全长35.24
公里，全线串联了石梅湾、南
燕湾、神州半岛、老爷海、后
滩、保定湾、春园湾、大花角等
万宁多个美丽海湾，有近一半
路程可以看到大海。车在路
上行，人在画中游。在这里，
您总能看到难得一见的绝美
风景，忘记旅途的疲惫。

线路：
早晨来到乌场港，在感

受渔港的勃勃生机的同时，
还可到船主或鱼贩那里挑选
自己喜欢的海鲜或是干货。
驾车南下，来到太阳河入海
口处的太阳河大桥，两个钢
拱肋外形酷似海鸥的两只翅
膀，振翅欲飞。继续向南，可
在石梅湾停留。这里的九里
书屋，曾被评为中国最美书
屋，离海边不足百米，坐在书
屋，可以喝到正宗的兴隆咖
啡，尽享一线海景。南燕湾
路段地势较高，非常适合欣
赏美景，打卡拍照。

海就在眼前
——万宁旅游公路

作为海南“田”字型高速公路网
中的重要一“横”，万洋高速不仅使
得万宁到儋州的时间由原来的4小
时缩短至1.5小时，惠及沿线及周边
400万人口，还让更多游客有了横穿
海南的理由：起点位于万宁市后安
镇，途经万宁、琼海、琼中、屯昌、儋
州等5个市县；这不仅是条生态路，
更是景观路、旅游路，道路沿线的东
坡书院、千年古盐田、黎母山、百花
岭等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旅游周刊》记者整理出万洋高
速游玩攻略，一起去探寻沿途美景
吧！

打卡点1：万宁后安

后安枢纽互通位于万宁市后安
镇，即海南东线高速与万洋高速的
交叉口，是万洋高速的起点。既然
来到了后安，最不能错过的当属一
碗后安粉。

后安镇不大，但是整个镇墟的
粉店一家挨着一家，到处都飘扬着
后安粉的香味。随便找一家店，连
汤带粉吃下一碗后安粉，唇齿顿时
沉醉于浓香的汤水之间。

吃完后安粉，还可就近去万宁
的小海看看，这个葫芦型的澙湖可
是万宁美食的宝藏。此外，万宁其
他地方也值得一逛，满眼绿意的东
山岭、独具东南亚风情的侨乡兴隆、
静美广阔的石梅湾、充满运动激情
的冲浪胜地日月湾，都是放空身心
的好去处。

打卡点2：琼海会山

沿着万洋高速继续向西走，从
会山互通下来就到了琼海西南部的
会山镇。

走进会山镇沐塘村的加脑村
民小组，仿佛走进了一幅美丽的画
卷：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一直伸向“朋

莱湾”，万泉河水从冠盖亭亭的河滨
休闲园林中流淌而过；村中竹园曲
径通幽，一间茶室隐秘其中，品一杯
五月茶，听着一旁的射弩场不时传
出的欢笑声，颇有归园田居之感。
在村中的哖嗦（苗语“吃饭”）苗家
乐，一张长桌摆满了会山特色农家
菜，加脑鹅、万泉河鱼、五脚猪、特色
野菜可以让你大快朵颐了。

走下石阶，万泉河支流从这里
经过，两岸是青色小山丘，烟雨蒙蒙
时，微风阵阵处，青山绿水将自然之
美尽情展示。

打卡点3：屯昌木色湖

椰风海韵是迷人的，但海南的
湖滨景色也别有风采。车行至乌坡
互通时，就来到了海南中部的屯
昌。从万洋高速经岭门枢纽互通向
北走上中线高速，就可到达枫木镇，
远近闻名的木色湖便在这了。

木色湖湖水清澈，宽阔的湖面
碧波荡漾，环湖青山起伏，湖畔水草
丰盛，水鸟成群，群鹿追逐。一年四
季，山花盛开，景色秀丽。

这里也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来这里野炊、垂钓的人很多。在木
色湖原生态休闲露营基地，游客可
以湖畔露营，告别都市的喧哗，回到
自然的怀抱。附近的“金鹿王国”必
须打卡。大小鹿群在鹿场上奔跑、
追逐和觅食的场景，实在热闹。随
后，还可以到附近的农家乐，体验一
番乡野的淳朴味道。

打卡点4：琼中湾岭

继续走，就是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了。作为海南岛的“三江之
源”，琼中生态环境优良，打造出绿
色环保低碳、黎苗风情浓郁的“奔格
内”全域旅游新模式，让省内外游客
到琼中“感受自然风光、体验黎苗文
化、品尝特色美食”。

从湾岭互通下去就到了湾岭
镇，不少游客是奔着湾岭鸡而来
的。黄澄澄、油滋滋、带着浓浓蒜香
味的湾岭油焗鸡，是继琼中小黄牛
后的又一道琼中名菜，更是湾岭镇
的头牌名片。

吃饱喝足之后，不妨再向南，来
到琼中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1
月12日，海南首个雨林高空漂流项
目在这里正式开启，游客可“解锁”
热带雨林新玩法，体验丛林版的“速
度与激情”。

打卡点5：琼中黎母山

从黎母山互通下高速，就来到了
黎母山森林公园。黎母山是黎族同
胞世世代代刀耕火种的家园，它是海
南三大江河——南渡江、万泉河、昌
化江的发源地，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
与地理原因，这里产的沉香品质极
好。

沿蜿蜒山路抵达黎母山小镇及
黎母山林场场部后会看到，极富黎
族风情的农家乐、民宿与特产小店
一家紧挨着一家。

位于黎母山半山腰的“学而山
房”，算得上是当地最早尝试开展研
学游的山居民宿之一。留宿这里，
在深山静听鸟鸣虫吟，将自己投入
茫茫无际、远离尘世的宁静之中。

打卡点6：儋州

万洋高速在儋州境内有松涛互
通、兰洋互通、儋州南互通、儋州互通、
西庆互通、大成互通和白马井互通等
多个互通，游客游玩儋州十分便利。

儋州旅游资源丰富，集山、海、
河、湖、泉以及溶洞于一体。在这里，
有百年橡胶林、百年植物园；有千年
东坡书院、千年古盐田、千年古城中
和镇；有百万年温泉、千万年石花水
洞、亿万年峨蔓火山岩海岸，还有蓝
洋温泉和松涛天湖。

来到儋州，除了欣赏优美的自
然风光、体验独特的文化盛宴外，更
可以大快朵颐、大饱口福。长坡米
烂入口留香，中和香糕甜美润滑，松
涛鳙鱼肥美细嫩，海头地瓜甜糯养
生，再加上新鲜海产的鲜甜美味，怎
能不让人流连？

木色湖风光。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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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岭鸡。（资料图片）

七叉镇梯田边木棉花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黄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