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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专题 关注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海南人游海南 乡 村 旅 游 篇

云
开
雾
散
，海
岛
春
萌
，岛
主
巡
岛
啦—

—

与
美
丽
乡
村
浪
漫
邂
逅
，快
乐

不要只向往岛外
的“诗和远方”，我们
熟悉的美丽家园，也
是很多人眼中的“诗
和远方”。在海南的
美丽乡村里，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作为全国首个
全域旅游示范省，海
南用“点、线、面”串联
起“小乡村，大景区”，
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
崭新动力。无论是特
色鲜明、丰富多彩的
乡村自然景观，还是
斑斓多姿、积淀深厚
的民俗文化，海南发
展乡村旅游有着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资
源优势。如今，海南
一个又一个乡村经历
美丽蜕变，逐渐走进
大众视野，贴近了群
众心田，涤荡了游客
心灵。

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的好转，
“宅”家太久的人们渐
渐可以走出家门到户
外去感受春的气息。
我省刚刚发布的《海
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
计划——振兴旅游业
三 十 条 行 动 措 施
（2020-2021 年）》，
把“海南人游海南”作
为重振旅游市场的第
一步。即将到来的清
明小长假，是疫情防
控期间的第一个假
期，也是踏青的好时
节。趁着孩子们还未
开学，带上家人们一
起到海岛上那些美丽
乡村去，感受这个不
一样的春之气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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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太久，对于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是去琼海南强村感受“美丽乡村会客厅”的国际范，还是到海口的施茶村去体验
海南新农村建设的魅力……岛主们或许早就心之所向。细细数来，海南岛有太多旅游“明星村”：天上什寒、美丽北仍、风情什
会；还有以“好山、好水、好风光、好民风”闻名遐迩的中廖村、抱龙村，每到节假日，“明星村”总是引来众多游客探寻海南美丽乡
村之美。

要当一名合格的东道主，岛主不但要会玩海南岛的椰风海韵、雨森山川，还得会逛岛上的美丽乡村。散落在岛上的美丽乡
村，各有美丽和风情，岛东有成为国际会客厅的鼎鼎大名的美丽村庄，岛西有充满渔家风情的美丽渔村，岛中有民族风情浓郁
的美丽乡村，值得岛主们专程去感受和体验。

海南岛东线乡村度假路线图

海南岛西线乡村度假路线图

海南岛中线乡村度假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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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红毛镇什寒村新貌。袁才 供图 文昌潭牛镇大庙村。阮琛 供图

保亭
缘真神玉文化园（毛真村）
五指山脉南麓的原始热带雨林山谷，分布着湖泊、

溪流、栈道、野生荔枝、桫椤丛林。在水上木屋，夜晚欣
赏繁星，白天看青山云雾，体会到亲近自然的美妙感受。

琼中
1、云湖乡村旅游区（新寨村） 远远望去，一排黎

苗风味浓郁的新房伫立在青山间，云雾萦绕，走近细看，
小桥、流水、竹筏，恍若仙境。在这里可看黎苗歌舞，品
尝乡村美食，重拾儿时的乐趣。

2、什寒黎苗山寨（什寒村）什寒村藏身于海南高
山之上海拔800米的盆地中，是海南海拔最高的村庄。
哪怕到了最炎热的盛夏，什寒村仍始终保持着凉爽怡人
的温度。这里森林茂密、溪流缠绕，黎族苗族村民和谐
共居，真乃“天上什寒”。

海口
1、世外桃源休闲养生区（墩插村）墩插村位于海

南古镇旧州，村内设有“梦里水乡”用餐平台，傍晚围聚
在水上平台吃饭，微风从湖面上吹来，晚霞绮丽多姿，
看着月亮缓缓升起来，品尝着原生态美食，让客人在此
找回人与自然的淳朴关系。

2、冯塘绿园（冯塘村）冯塘绿园被称之为“火山岩
上的绿宝石”。绿园以古石屋为根基、以橄榄园为核
心。围绕古村庄和村边郁郁葱葱的橄榄林，开辟出龙栖
谷、橄榄园、景观大道、古村、荷花塘等五大主题景观。

3、连理枝渔家乐乡村旅游点（山尾头村）置身古
村，乘船欣赏独特的红树林风光，探险奇妙的野菠萝
岛、迷蒙的海底村庄，品尝咸水鸭和各种海产品的鲜
美，零距离走进渔民生活，都是不错的选择。

三亚
1、小鱼温泉（水蛟村）温泉占地81亩，椰林婀娜、

田园环抱，是全国首家鱼疗养生温泉。温泉拥有可同
时容纳2000人的超大休闲区，49个功效各异的泡池，
有“人鱼共浴”等多项大型特色项目。

2、中廖村乡村旅游点（中廖村）“乡味”、“野趣”
是中廖村的关键词，这里依山傍水，有宽阔的水泥路，
开满鲜花的竹篱笆，干净整洁的黎家小屋，还有春天里
咖啡屋、阿爸茶舍、青年之歌农家院等特色茶馆和餐
厅，处处洋溢着浓烈的热带风情。

3、抱龙森林公园（抱龙村）热带低地雨林连片分
布面积达2200余公顷，森林公园中有红豆树、花梨、海
南粗榧、沉香、油棕、紫檀、乌檀等珍贵、稀有树种30余
公顷。主要景点四十余处，有1704种植物和230种野
生动物。

琼海
1、北仍村 北仍村景观设计时尚又古朴，一处设

施一个点缀，看似是随意而为，却又是匠心独运。槟
榔、椰子树环抱着村庄，古朴的民居与田园密林相映成
趣。村里不设围墙，天地密林就是天然屏障。你可以
绕着环村8公里的绿道骑行，累了就在草寮咖啡屋和
好友唠嗑打发时间，饿了就到槟榔林中的乡愁味道农
家乐、北仍大客厅去品味地道的乡村美食。

2、南强村 站在南强村的村口，映入眼帘的是繁
茂的绿植掩映着古色古香的石板民居。南强客厅、花
梨人家、凤鸣书吧、凤凰公社、凤凰客栈以及百年伫立
的夫妻树等，别有一番风味。

3、沙美村 位于博鳌镇南部，背靠金牛岭，面向
广阔的沙美内海，又为九曲江、龙滚河所环绕，南国田
园风光、丘陵村落风光和河、湖、内海风光等三类风光
在这里相得益彰，山清水秀、风景优美。

文昌
1、龙泉乡园乡村旅游区（葫芦村）葫芦村坐落在

文昌市东路镇白鹭湖边上，因地形酷似葫芦而得名。
村子拥有白鹭湖畔、百亩荷塘、千亩荔枝、古树林立等
美景。集欢乐旅居、特色餐饮、休闲养生、观光农业于
一体。

2、好圣航天农庄（好圣村）好圣村落于铜鼓岭山
脚下，和航天发射场直线距离不过5公里。好圣村的

“好”念四声，先人给村子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村民能
够向圣人学习。

儋州
屋基村乡村旅游点（屋基村）
屋基村山明水秀，拥有3000亩玫瑰园，也是著名

的“鹭鸶天堂”。至今仍保留明太祖皇帝朱元璋赏赐的
“威武将军”符南进、“嘉应将军”符那宽两位将军的数
处遗迹。

乐东
尖峰椰林湾农家乐（尖峰镇）椰林湾农家乐坐落

在尖峰岭森林公园脚下，占地面积65亩。这里三面环
山，溪水潺潺；这里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19℃，负氧
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5万-10万个，来这里“深呼
吸”是不二选择。

澄迈
1、福丰约亭古镇乡村旅游点（大丰村） 福丰约

亭古镇不仅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封平约亭”独特
的文化古迹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走进庄园，庭院
中有两处别致的景观——忠敬岭和约亭，由不规则
的火山石所砌成，保留着中华民居传统的木石结构，
古韵悠长。坐在湖边的长廊里品一口咖啡，休闲垂
钓，怡然自得。

2、侯臣咖啡文化村（侯臣村）看完古街，赏过美
景，来到澄迈福丰咖啡山庄，来一杯手工磨制的咖啡，
品一品特色美食，住进一间舒适的客房，胃和心都瞬间
被温暖，偷得浮生半日闲。

海南岛中线曾经是海南游的必经线
路，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民族文化曾
令多少中外游客留连忘返。海南中线高
速的开通，让体验岛中的美丽乡村之旅变
得方便快捷。

岛中有被誉为中国最美村庄的琼中
什寒村。坐落于黎母山和鹦哥岭间的高
山盆地中，森林茂密，溪流缠绕，村庄在云
雾中若隐若现，有着“天上什寒”的美誉。

什寒村里黎族苗族人民共居，村内保留完
好的原生态风光，游客可以体验黎族苗族
的民族特色文化：黎苗传统节日“三月
三”、黎锦制作、黎族苗族美食、黎苗歌舞
等丰富的民族文化。

在保亭，有被评为海南五椰级乡村旅
游景点的毛真村，村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
神玉岛。神玉岛位于海南热带雨林腹地，
拥有山地湖泊、原始热带雨林、千年荔枝

树、森林溪谷、亿万年活化石——桫椤丛
林和桃花水母等自然奇观。

观五指山的最佳地位于五指山市的
水满村，能够在雨林中体验抓虾、摸螺、
爬山等野趣的白沙的罗帅村，有着诗意
名字的白沙芭蕉村……海南岛中部这些
深藏山中的美丽村庄，不但让你体验山
居之乐，更可了解海南独特的民族民俗
文化。

岛中 民族民俗风情浓郁

与成熟的海南东部旅游线路相比，
海南西部旅游开发并未广为人知，不
过苏东坡当年留下的足迹，让这里的
村庄显得不太一般。位于古驿道上的
澄迈罗驿村有上千年历史，如今依然
可以感受到当年西行驿站曾经的繁
忙。村里的李氏宗祠是海南少见的大

型古建筑文物之一。从这里出发一路
西行，如同追寻苏东坡到海南岛之后
的西行路线。

儋州是苏东坡谪居海南时的居住地，
儋州的调声、美食都是游客不容错过的
体验。不少村庄是体验海南本土文化的

“打卡点”，百年历史的儋州力乍村是一

个客家古老村落，建筑风格、生活习俗、
饮食特点、文化都保持着客家人的原有
风俗习惯，顺着这个村庄的脉络，可以感
受海南这个移民海岛的多样性和包容
性。现在，力乍村是海南四椰级乡村旅
游点，周边有鹭鸶天堂、兰洋温泉、松涛
水库等知名景点。

岛西 寻找东坡先生的足迹

从海口到琼海，再从万宁到三亚，这
是国内外游客最熟悉的海南东部黄金线
路。作为岛主，不要像那些匆匆而过的岛
外游客，只享受到黄金旅游线路上的滨海
风情，而错过那些风情各异的美丽乡村。
殊不知，一些美丽小村，都曾登上大舞台。

海口秀英区石山镇的施茶村，是上过
央视新闻联播的美丽村庄，其“代言人”

是“长在石头上的金子”——火山石斛。
村庄独特的火山魅力，可以让你领略海
南火山村之美。与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
址隔河相望的南强村，是海南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接待国内外嘉宾的特殊“会客
厅”，优美的环境、文明的村风让国内外
嘉宾备感舒适，村里有南强客厅、凤凰客
栈、凤凰公社、陶醉音乐酒吧、花梨人家、

兄弟商行、凤鸣书吧、润华味之家、古沉
木展销馆等多种旅游体验元素，让这个

“艺术+”美丽乡村成“网红村”。
沿着东部黄金旅游线路，一路南行，

琼海的北仍村、万宁的文通村、陵水的小
妹村、三亚的中廖村……一村一景，一村
一特色，海南岛东美丽乡村之旅，一路美
景一路歌。

岛东 美丽村庄登大雅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