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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热气球 品长安古意 唱火山山歌……

“Hi游海口”惊喜多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习霁鸿 邓

海宁 计思佳 见习记者邱江华）10月1日当
天，海口中秋国庆“Hi游”系列主题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八大主题50余场活动将陆续登
场，为中秋国庆假期椰城的市民游客呈上一
份丰盛的旅游文体融合体验大餐。

10月1日一早，海口火山口公园内五星
红旗迎风招展，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欢声笑语
不断，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在
公园人字碑广场举办的火山山歌文化节上，
石山歌谣、儋州调声、临高“哩哩美”……精彩
演出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民俗盛宴。

当天上午，在海口万绿园，海口市民邹文
和朋友一同“飞”到了空中，载着她们的是新
鲜感十足的热气球。在热气球上俯瞰海口，
迷人的椰城风光尽收眼底、一览无遗。一个
个五彩斑斓的巨大热气球从草坪上徐徐上升，

热气球里不时传来阵阵尖叫和嬉笑声，地
面上也有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跃跃欲
试。“几年没来，海口真是越来越洋气，越
来越好玩了。”有游客说。

夜色渐浓，为期8天的“文化曲江·相
约海口——西安-海口双城文化旅游交
流”活动在海口市秀英区音乐广场启动。
此次活动由曲江文旅主题推介会和曲江
特色文化旅游展演活动两大板块组成，通
过推介西安市曲江区的文旅魅力，为市
民、游客带来一场“千年古都，常来长安”
的品牌盛宴。当晚，老字号餐饮推介展示
西安美食魅力。《霓裳羽衣舞》《大唐雅乐》
《长安夜》……盛唐歌舞的巧妙穿插，互动
环节的精心设计将推介活动推向高潮。

傍晚的椰城华灯初上，海口万绿园
内已是熙熙攘攘，不少市民游客纷至等

待赏月。当晚，海口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
年暨中秋文艺晚会在万绿园举行，海口
市艺术团为现场市民游客带来了大
型歌舞、歌曲联唱、绝技表演、音
诗画、小品等演出，引得现场的
市民游客掌声不断。

海南日报记者还随人
群来到假日海滩，从这
里远眺，被云彩半遮
掩的月亮只露出了
一些边角，幽蓝
的海面闪耀着
粼粼波光，
岸上，成排
的 椰 树
摇曳生
姿。

本报那大10月1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
“活动互动性强，大人孩子都能参与，很有意
思。”10月1日，在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以下
简称石花水洞）举行的2020儋州全民定向趣味
赛设置的各类闯关游戏趣味十足，让安徽游客
许贤英一家玩得不亦乐乎。

今年“双节”假期，石花水洞策划了全民
定向趣味赛、潮派中秋夜、游园等特色活动，
大力宣传吸引游客。“今天游客预计将超过
1000人，已经恢复到往年日常水平，预计接
下来还会持续增加，很多旅行社都开展了推
荐。”石花水洞市场营销经理刘永克对这个假
期充满了期待。

当天活动现场，参加全民定向趣味赛的选
手们，在打卡场地挑战任务过程中欢笑声、喝彩
声此起彼伏，也吸引不少没有报名的游客自发
参与进来。当晚举办的潮派中秋夜更是亮点十
足，同时骑动的31台动感单车经“跑马灯”点亮

了献礼国庆的能量槽，向新中国成立71
周年表达了崇高敬意；现场直径6.6米
的“月球”被点亮后更是美轮美奂，大
家还在“仙女”指引下纷纷放河灯祈
福国泰民安、阖家团圆。

“今年受疫情影响，一家人都
很少一起出来玩，当我们知道石
花水洞的趣味定向赛后，就立即
报了名。”儋州市民吴诗趁着中
秋国庆假期，把参加定向赛当
成了难得的亲子活动。海南
大学儋州校区大三学生薛瑞
翔也趁假期走出校园，来到
景区游玩。“我第一次参与这
样的活动，重在参与和享受
假期，拿不拿名次无所谓。”
薛瑞翔在定向赛中忘情参
与，留下难忘的回忆。

本报文城10月1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黄国畅 王玉磊 徐斌如）“你愿意嫁给我
吗？”“我愿意！”

10月1日上午，文昌航天发射场内礼花
齐放，15对身着婚纱礼服的航天新人欢聚，
他们将在这里举办集体婚礼，在亲朋好友的
见证下喜结连理。

新人周童、李媛淼都在发射场工作，从同
学到恋人，再一起成为航天人，他们的爱情有
文昌航天发射场一段段“高压”又“高能”的任
务期来见证。“虽然都在同一栋大楼，但忙起
来却像异地恋。”李媛淼说，任务成功后，夫妻
俩最喜欢在“大红屏”前合影留念。

上午9时许，15对新人齐齐站在长征五号
火箭总装测试厂房蓝色大门前，他们的眼中满
是幸福和甜蜜。厂房不远处的塔架，是新郎韩
易宏“守护”火箭的地方。作为发射场塔勤分
队队长，他主要负责塔架的回转平台和发射区
的空调系统，工作至今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9时59分，伴着婚礼进行曲，15对新人在

大家的见证下携手走上舞
台，浪漫的爱情誓言感染了在
场的许多人。

“我想问你是否愿意，在
未来之路携手并肩，继续怦然
心动如往昔……”在亲密同事
和战友的注视下，腼腆的新郎
张晨曦，勇敢地向新娘杜静娴
念起了告白诗。

今年7月23日，我国首个火
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直奔苍穹。“铜鼓岭雷达跟
踪正常！”指控大楼内，自信从容的
调度女声正是来自于杜静娴。此时
此刻，这对来自中科大的90后夫妻幸
福满满。

据悉，10月1日当天，北京、西昌、酒
泉等7地的航天人同步举行了“让祖国见
证幸福”大型集体婚礼，共有301对航天新
人举行婚礼。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梦楠 记者李艳玫）
“这场魔术秀太震撼了！”日前，大型国际魔幻
秀《秀都·魔幻》在秀都·三亚项目开演，秀都·
三亚项目也于9月29日在亚龙湾开园。作为
兼具“赏游食娱购”功能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
园区，秀都·三亚将在国庆中秋“双节”期间丰
富鹿城旅游市场，为游客带来更为多元的深
度游体验。

据悉，《秀都·魔幻》是一场时长70分钟，
由高科技手段制作的现代魔术表演，整台演

出融入中国特色的音乐以及服装，结合
国际演员的热情表演，能够将观众带入
到神奇的魔幻世界。整场节目还包含
《火星登陆》《沉睡的艳后》《芝麻开门》
《梦幻天鹅湖》等剧目。

据了解，秀都·三亚项目包含大型
国际魔幻秀、户外特色广场巡游、主题
美食街，主题酒吧街等多个板块，可满
足不同类型客群需求。“我们希望该项
目能将更多高质量、高水准的国际IP带

入国内，
让 大 家 欣
赏到世界各
地 的 艺 术 大
秀。”秀都·三亚
项目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能丰富亚龙
湾区域的旅游产品，为
三亚夜间经济带来新的
活力。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
员李娟娟）10月1日晚，在《我和我的祖国》
的悠扬歌声中，第二届南溟动漫节的“南溟
古国夜场嘉年华暨庚子年海南省博物馆中
秋之夜”活动在省博物馆拉开序幕。省博
形象代言人“南溟子”拉开一道“穿越”之
门，陪观众一起跨越南渡江畔，夜访“南溟
古国”六大造景，体验中秋专题活动的七大
体验项目。

整场活动以一场古风歌舞开启，以
省博物馆形象代言人“南溟子”制作的大
型动画系列短剧《南溟奇遇》全新一集
《鹿回头》也在现场首播，让观众感受现
代动漫与古今民族文化的碰撞。开幕式
现场，省博物馆、省广播电视总台、省艺
校三方还签署《南溟奇缘》栏目战略协
议，未来将在短剧动画制作上开展更深
入的合作。此外省博物馆还与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海南文化进
机场等内容展开合作。

当晚，“写意国风——第二届南溟动漫特展”
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以早期动画形象、动画发展及
衍生为内容，在让观众充分感受动漫文化魅力的同
时，促进现代动漫产业与海南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

黄金周期间，省博物馆还将举办“琼脂天香”沉香体
验活动、“琼韵流芳”琼剧表演等线下文创活动供观众观赏
和体验。

本报永兴岛10月1日电（记者刘
操 通讯员王惠浪）10月1日清晨，三

沙市举行升国旗仪式，表达三沙
军警民对新中国成立71周年的

祝福，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
盛，人民幸福安康。

永兴岛上，伴随清
晨第一缕阳光和雄壮
激昂的《义勇军进
行曲》，鲜艳的五
星红旗在永兴

岛上缓缓升起。驻岛军警民肃然而立，
齐唱国歌，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表达对
伟大祖国的无限敬意和深深祝福。三沙
市七连屿、永乐群岛等多个岛礁同时举
行了升国旗仪式。

三沙市气象局预报员周宇表示，此
时此刻他倍感自豪，也祝愿祖国繁荣昌
盛、越来越好。“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
候，作为一名在三沙市驻岛值班海事人，
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希望继续
为三沙发展贡献力量。”西南沙航标处工

作人员邓裕彬激动地说。
当晚，海浪拍岸、微风拂面，皎皎明月高

挂，月光洒满三沙，大家感受着欢庆的三沙国
庆中秋之夜。永兴岛的北京路上，道路两旁
的五星红旗，在海风吹拂下招展。

永兴社区渔民家中，一家子坐在餐桌
旁，谈笑风生，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欢度
中秋国庆，在这美好日子里，祝福三沙越
来越好，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三沙图书馆工作人员林
莉娜说。

本报临城10月1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
约记者刘彬宇）10月1日晚8时许，在临高县临

城镇文彩村休闲广场上，一场人偶戏精彩上演。
该村50多位村民齐集一堂，共赏人偶戏，欢度国庆中

秋“双节”。
这场人偶戏名为《王桐乡》，取自临高才子王佐发奋

图强的故事，旨在激励村民积极进取。“受村里的邀请，我们
团15人专程过来演出，将演出3天，助村民过个快乐‘双节’。”

皇桐人偶戏团团长林昌龙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每到节假日，村里就会有人偶戏，这
是我们临高的特色。”临城镇文彩村村民
陈建立说。当晚，在临高南宝镇郎基村、
东英镇美夏村等村庄也有精彩人偶戏上
演。连日来，临高多个乡村邀请当地人偶
戏团来村里演出，营造节日喜庆氛围，丰

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据了解，临高人偶戏是当地群众喜闻乐

见的重要文化载体，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舞
台不设布幛，演员手擎木偶化妆登台，人与偶
在台上同扮一个角色，以人的表演弥补木偶
感情之不足。表演以本地民歌调“阿罗哈”和
道士调的“朗叹”作为主要唱腔，优美动听，地
方特色浓郁。

本 报
文城 10 月 1

日电 （记者李
佳 飞 通 讯 员 郑

舒予）随着国庆中
秋“双节”小长假的来

临，10月 1日，2020年
文昌国庆旅游乐购嘉年华

活动在该市高隆湾启动。活
动从即日起持续至10月8日，

以“潮趣椰乡 High购文昌”为主题，设
置“集、食、行、乐”四大主题，10余场不
重样的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的
休闲度假新去处。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好物汇集”
单元，游客可以赏花灯、逛市集、购好物；
在“鲜食文昌”单元，美食代金券和旅游
消费券的派发，市民游客能品味文昌美
食文化；在“趣行文昌”单元，文昌各大景

区景点、酒店、餐饮等涉旅企业联合开展节庆
促消费活动；在“椰邻海主题狂欢夜”单元，高
隆湾沙滩“啤酒+音乐”派对将通过3天不同
的表演主题释放狂欢热情……

嘉年华期间除音乐演出之外，文昌各景点
景区及酒店还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内
容，如“齐聚铜鼓岭，共建自贸港”“乐翻天大庙
乡游”“星空寻宝令”“中秋国庆·嫦娥邀请蟹逅
花园”“首届琼北大草原旅游文化节”等，引导
市民游客“解锁”不一样的过节新体验。

本报万城 10 月 1 日电
（记者袁宇）“随着节奏起舞，我
好像学会了‘水上漂’！”10月1
日，在具有“最美海湾”之称的万
宁市石梅湾，广东游客李文和同伴
在艾美度假酒店内兴奋地体验了陆
上冲浪。顺着激流冲下，两人发自
内心地欢笑。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陆上
冲浪吸引了不少游客排队体验，其中以

家庭亲子出游的游客为主。今年国庆中
秋“双节”黄金周，石梅湾推出了众多精彩

活动，除备受青睐的陆上冲浪项目外，还有

低空飞行体验、帆船体验等众多运动项目，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黄金周
期间，该市将在石梅湾、日月湾等海滩举行海
南首届动力伞石梅湾海景滑翔伞邀请赛、
2020海南亲水运动季海南沙滩足球挑战赛、
HOBIE双体帆船航行活动等，通过丰富的体
育活动打造活力海湾。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坐落于石梅湾
的“最美书屋”凤凰九里书屋还将举办国庆诗
文诵读会、中秋诗词读诗会、万宁美术书法摄
影作品展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海边
体验“诗与远方”。

本报金江10月1日电
（记者余小艳）滚轱辘、唱
乡歌、品咖啡……10月1
日上午，“大地的诗意”保
良乡野艺术季暨海南（澄
迈）乡村文化艺术旅游季
系列活动、以“‘乡’约海
南 精彩无限”为主题的
2020美丽海南乡村游澄
迈站活动同时在澄迈县
福山镇保良村启幕。

活动现场设置生态
集市、乡村音乐会、摄影
展区、咖啡品鉴区、童年
野趣乐园等板块，游客能
一边欣赏歌舞表演，一边
逛吃喝、购物。保良古村

生态良集在展示保良咖啡、帆布包、杯子等乡
村文创产品之余，还展销福橙、莲雾、地瓜等
生态农产品、美食小吃。

在保良客厅，游客们围坐在长木桌旁，听
保良村咖啡师讲解古法咖啡制作；孩子和家
长们在活动方带领下探索古村砖瓦草木，参
与以“发现古村之美”为主题的艺术写生……
活动现场游人如织，趣味横生。

据了解，保良乡野艺术季暨海南（澄迈）
乡村文化艺术旅游季系列活动将持续8天，
包含乡野星空露营、古村生态良集（扶贫市
集）、童年野趣乐园等系列活动。

美丽海南乡村游活动以“一村一品”为
特色，推出一条澄迈特色旅游线路，行程包
括打卡美丽乡村、乡村扶贫集市、侯臣采摘
园体验福橙采摘等，以旅游消费助力脱贫
攻坚。

本报嘉积10月1日电（见习记者刘乐
蒙 记者刘梦晓）10月 1日，国庆中秋“双
节”假期首日，海南省“五椰级”乡村旅游
点沙美村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假期前一周民宿的客房就被订
完了，整个小长假期间都是满房状
态。”沙美村华侨民宿负责人何子俊
笑着说，今年沙美村的旅游依然延
续了往年的火爆。“这次国庆中秋
出游之所以选择沙美村，就是想
带着孩子体验琼海的乡村民

宿。”海口符小婧说，一进门就被这家民宿“惊
艳”：四合院落古香古色，一砖一瓦韵味悠长。

沙美村的“山水林田湖海”南国生态景
观，也没让游客符小婧一行人失望，山水田园
间畅游、滨海长廊里漫步、书吧民宿内养心
……“感觉村子像个大公园，孩子们玩得都很
开心。”符小婧说。

沙美村党支部书记冯锦峰介绍，预计未来
几天沙美村客流量会持续迎来高峰。“小长假期
间，我们会认真落实相关要求，紧抓疫情防控不
放松，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冯锦峰说。

儋州举行全民定向趣味赛、潮派中秋夜等活动

石花水洞乐翻天

文昌航天发射场与多地同步举行集体婚礼

航天新人结连理

秀都·三亚项目正式开园

三亚旅游又“上新”

第二届南溟动漫节夜场嘉年华在省博物馆开幕

夜访“南溟”赏奇景

三沙市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

永兴岛上同庆生

琼海沙美村引游客“打卡”

乡村田园醉游人

国庆黄金周首日

澄迈乡村受热捧

2020年文昌国庆旅游乐购嘉年华启幕

消费狂欢迎游客

临高将特色人偶戏送到乡间舞台

送戏下乡庆“双节”

万宁推出众多项目吸引四方游客

活力海湾享休闲

（左一）10月1日
上午，海口市龙华区
热气球主题嘉年华
活动在万绿园举行，
不少市民乘坐热气
球飞上高空俯瞰椰
城滨海风光。

文\本报记者 孙慧
图\本报记者 张茂

（左二）10 月 1
日，在文昌航天发射
场，15 对航天新人
在集体婚礼上抛撒
喜糖。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左三）10月1日，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以一场精心编排的水
上表演和陆地歌舞表
演为祖国母亲庆生。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吴平湖 图/文

（右一）10月1日
晚，三沙市永兴岛上
空升起一轮明月。
(二次曝光拍摄)

通讯员 吴亚铁 摄

（右二）10 月 1
日晚，海口市世纪
大桥、滨海大道、国
兴大道等路段的地
标性建 筑 上 亮 起
绚丽彩灯，以精心
编 排 的 灯 光 秀 表
演祝福祖国、庆祝
中秋。

文\本报记者 陈蔚林
图\本报记者 宋国强

（右三）10月1日
晚，市民游客在三亚
鹿回头景区看鹿城夜
景，观赏中秋圆月。
(二次曝光拍摄)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