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袁宇

“大海，我来啦！”10月4日，在万
宁日月湾，来自河北的游客侯俊换上
泳装后立刻兴奋地冲向海滩，在提前
预约的冲浪教练指导下学习、体验冲
浪运动。身体放松平趴，双手规律地
拨动……侯俊模仿着教练的动作，兴
奋而认真。

海南日报记者在日月湾看到，在
海湾近处的沙滩上，不少像侯俊这样
新接触冲浪的游客，都在教练的带领
下练习冲浪的基础动作。不远处的海
面上，近百只色彩不一的冲浪板随着
海浪起伏，初学者抱着冲浪板在水中
浮浮沉沉，时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笑
语。更远一些的海面上，一只只冲浪
板在海浪中忽进忽退地穿梭，冲浪客

“骑”着冲浪板，或站立、或蹲伏，好似
在浪尖起舞。

日月湾这片海面，早已受到国内外
冲浪客的青睐。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
责人透露，日月湾冲浪已经成为万宁
旅游的名片，年接待游客五六万人
次。近年来，在日月湾陆续开办了多
家冲浪俱乐部，并配套建设了数家精品

客栈，冲浪基础设施在逐渐改善，“每年
11月至次年3月，在日月湾举办国际冲
浪赛事，世界顶尖冲浪健儿在这里逐
浪，更是提升了万宁冲浪的名气。”

“国庆假期游客多，要体验冲浪，
最好能提前预约教练、预租冲浪板，以

免行程被意外打乱。”距日月湾海滩边
不远的盘古掌冲浪俱乐部人气火爆，
该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前来体验
冲浪的游客数量众多，为了让游客能
够充分体验冲浪的乐趣，俱乐部每天
会归纳游客订单再安排教练，“最好能

提前两到三天预订课程。”
在日月湾冲浪，海水清澈，还可观

山赏景。“9月份的时候我就在网上查
攻略，很多人推荐日月湾。这里真的
很美。”来自浙江的游客林乔乔说，日
月湾的海浪十分适宜初学者冲浪，冲

浪教练也很专业，“像日月湾这样的专
业场所以前没有去过，来了之后感觉
很好。”

记者在日月湾看到，不少游客全家
出游，一组组带着孩子的家庭或情侣，
或是冲向大海享受冲浪，或是在海滩边
漫步，享受假期带来的闲适。

在海浪中驰骋一阵，万宁游客吴娜
抱着冲浪板从海里出来，晒得发红的脸
上是掩盖不住的兴奋。她和家人骑行
游玩兴隆后，便直奔日月湾冲浪。“国
庆假期前就做了岛内游玩的计划，前
两天去了琼海，后面几天打算冲冲浪、
泡泡海，把上半年憋在家里的劲使出
来，过一个迟来的春节。”吴娜笑着说。

除了畅享冲浪乐趣外，今年国庆
期间，日月湾还将举行包括沙滩足球
挑战赛、国家冲浪队开放日等系列活
动，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万宁将依托2020海南亲水运动，举办
系列体育、户外、健康游主题的活动，
促进旅游文化企业推出配套的系列促
消费扩消费优惠套餐产品和开展缤纷
主题活动，吸引更多岛内外游客前来
游玩体验。 （本报万城10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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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冲浪客在万宁日月湾——

浪尖上起舞 纵享好时光

本报三亚10月4日电（记者梁
君穷 见习记者李梦楠）10月4日，三
亚面积最大的跨境电商体验城亮相
天涯海角游览区，2000多款跨境商
品点燃消费新火花，成为国庆假期期
间三亚旅游消费的又一亮点，也是三
亚跨境电商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实质
性举措。

该体验城由三亚旅游文化投资
集团与趣佰全球共同打造，经营面积

5000多平方米，展架上展出2000多
款产品，包括美妆、护肤、箱包、皮具、
名表、眼镜、保健品、酒类、旅行用品、
母婴用品、防晒用品等，并引入了欧
美、日韩、东南亚一线品牌及爆款的
美妆护肤产品。

店内，游客选好心仪的产品后，
拿着商品前放置的有二维码的卡片，
到自助机器前刷身份证，扫码付款，
填入收货地址就可完成整个购买流

程。“不需要离岛机票、船票，仅需要
出示身份证即可购买。”据趣佰全球
线下负责人左广辉介绍，跨境电商商
品价格是全部免除关税的，海关会根
据消费者订单、支付单、运单“三单对
碰”放行，直接从保税仓发货。

更为便捷的是，游客回去后如再
次购买跨境商品，可以凭身份证信息
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目前顾客在
跨境电商平台下单购买跨境商品，每

人年度限额是26000元，单次限购
5000元。

“目前趣佰在三亚有 5家线下
展示体验馆，我们对三亚发展跨境
电商产业非常有信心。”左广辉认
为，作为全国第五批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城市，三亚具有
热门旅游城市的独特优势，乘着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有可能实现

“后发先至”。

三亚面积最大跨境购物体验城亮相

2000多款商品点燃消费新火花

文昌铜鼓岭景区

“家庭团”“亲子游”
体验山海美景

本报文城10月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薛斌 莫嘉云）10月4日，国庆假期第4天，文昌境
内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海南日报记者在铜鼓
岭景区看到，这里风景如画、游人如织。

铜鼓岭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连日来，众多自
驾车散客涌入景区，省内外的“家庭团”“亲子游”
纷至沓来，欣赏铜鼓岭奇特地貌，体验得天独厚的
山海美景。

当天，铜鼓岭景区游客中心人头攒动，游客在
景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测体温、出示健康码、实名
登记，有序购票入园。

在铜鼓岭俯瞰月亮湾，25公里长的海岸线蜿
蜒曲折，如同一钩明亮的弯月。阳光下层层叠叠
的滔滔白浪又如一条条银白色的缎带，涟漪万千，
揽月台和观海长廊上的游客，时时传来尖叫赞叹
和欢声笑语。

国庆期间，为营造浓郁节日氛围，铜鼓岭景区
推出了“齐聚铜鼓岭，共建自贸港”游园活动，设置
火线冲击、椰子保龄球、见缝插针、幸运盲盒等网
红小游戏，让游客在欣赏铜鼓岭的山海美景之余，
还可以参与欢乐的游戏项目，感受别样的旅游体
验，度过悠闲快乐的假日时光。

儋州国庆假期
文旅活动内容丰富
吸引省内外游客纷纷打卡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9月30日至10月1日，儋州市
旅文局主办“国庆万家庆·月圆儋州
圆”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系列活
动，丰富群众假期生活，吸引省内外游
客前来打卡，带动儋州旅游消费，提升
儋州旅游影响力。

9月30日晚，燃爆全场的电音表演
在儋州市文化广场舞台举行，又炫又嗨
的音乐燃爆现场。“我是第一次观看到电
音表演，我很喜欢，很酷很潮。”市民小李
跟着电音节拍有节奏地不断舞动身体和
喊着口号，体验在星空下蹦迪的快感。

10月1日晚，儋州市国庆、中秋
“双节”系列活动独具本土文化特色的
儋州调声文艺汇演举行，现场氛围热
烈。舞台上“送月饼”环节，市民反响
热烈，领月饼时脸上洋溢喜庆的笑容，
在舞台上祝福祖国生日快乐、中秋佳
节快乐。游戏区一片欢腾，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市民和游客都尽情感受音
乐舞蹈的魅力，为祖国送上祝福。

儋州市旅文局在那大镇文化北路
八街夜市、那恁夜市开展了国庆、中秋
文艺展演活动。10月1日晚，文化北路
八街夜市美食摊位前熙熙攘攘挤满人，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拉开文艺展演活
动序幕，《歌唱祖国》等歌曲为祖国送上
真挚的祝福。“在儋州过国庆、中秋佳节
太有意思。没想到夜市美食味道好，文
艺表演更是精彩，让人惊喜不断。”海南
大学儋州校区大学生小李说。

儋州在那恁夜市举办路演活
动，《我爱你中国》《红旗飘飘》《我的
中国心》等歌曲，让观众感受到祖国
繁荣昌盛。

儋州石花水洞景区

免费游园活动受欢迎
本报那大10月4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10月3日至4日，儋州石花水洞景区进入游
客高峰期，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狠抓疫情防控，确保游客的安全。10月4日下午
3点，海南日报记者在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给每
个游客测量体温，体温正常才能入园。

目前，儋州石花水洞景区进入游客高峰期，
10月 4日，接待游客1584人次。今年国庆、中
秋假期，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推出了一些免费游园活动，吸引亲子游、研学游
等游客。推出“蝠”洞祈福、孔雀起舞、汉服打
卡、彩虹献礼、彩虹滑道、步步惊心、儿童滑索、
小儿垂钓等趣味游乐项目。负责游乐项目的景
区员工黎广阔说：“平时与2只孔雀合影，10元
玩1次；儿童滑索项目，30元玩2次；挑战10秒
游戏，10元玩1次，但国庆、中秋假期全免费。”
据介绍，用塑料圈套活鸭、用塑料圈套布娃娃的
经典游乐项目，吸引很多大人小孩，是最受欢迎
的游乐项目。

本报定城10月4日电（记者叶媛媛）10月
4日19时，“星动南丽湖·梦幻好假期”2020年定
安县第二届南丽湖露营文化节正式启动，来自全
国各地的多名游客汇聚南丽湖，在唯美的星空之
下共享音乐、美食和美景，享受美好的国庆中秋
假期。

作为此次国庆期间定安主推活动之一，第
二届南丽湖露营文化节设置了星火电音派对、
星辰电影院、星空露营等多个活动项目。在现
场，主办方在湖畔边燃起篝火，游客们围绕着篝
火一起互动玩乐。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乐队演
出、杂技表演等环节，搭建幕布播放宇宙星际相
关电影。孩子们结伴尽情玩耍，大人们则在静
谧的星空下一边品味美食佳肴，一边享受自己
的国庆中秋假期。

作为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的一种生活方式，
露营不仅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许多家长也
会在周末带着孩子一同到户外体验。据主办方介
绍，此次活动不仅受到了岛内游客的热捧，还有来
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全国多地游客前来参与。“这
个活动办得太好了！看，孩子们多开心啊！”来自
北京的宋女士高兴地说。

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南丽湖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更蕴含浓郁的人
文气息。深度挖掘南丽湖的旅游资源，开发相关
的旅游项目，对于定安的旅游产业发展和拉动消
费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此次活动由定安县旅文局、海南日报有
限责任公司承办。

10月4日，“星动南丽湖·梦幻好假期”定安
露营活动，吸引了露营爱好者相聚在南丽湖湖
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定安南丽湖

夜空下露营享美景美食

海口举办
世界动物日活动
“Hi游海口”持续升温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邓
海宁 习霁鸿 通讯员苏昶源）10月4
日，是中秋国庆假期的第4天，同时也
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动物日，海口多部
门联合举办的科普宣教活动在海南热
带野生动植物园举行。中秋国庆假期

“Hi游海口”系列活动热度持续升温，
自驾游、亲子游备受市民游客青睐。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热
带野生动植物园看到，自驾前来游玩的
游客络绎不绝，园内随处可见大手牵小
手的家庭出游群体。由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主办，共青团海口市秀英区委
员会、海口市秀英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协
办，以“唱响生命之歌 海野与您同行”
为主题的科普宣教活动正在园区内举
办，给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
野生动植物科普盛宴。

动植物园科普宣教活动共分海野
小小科普宣讲员、国庆科普大讲堂、野
生动植物标本科普展、趣味知识知多
少、动物模仿秀等五大板块，围绕野生
动植物保护现状这一热点话题，以生
动活泼、轻松易懂、现场互动的方式进
行科普宣教，凸显保护野生动植物的
必要性，推动市民游客加入保护野生
动植物的行列中来。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参与。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刘彬宇

“没想到，海南有这么美的自然
景观，听着流水的声音，感受水花飞
溅，能近距离体验自然的魅力，真的
不虚此行。”10月4日上午，在位于临
高县皇桐镇居仁村的古银瀑布，海口
游客陈浩感叹。

趁着国庆假期，陈浩和朋友结伴
自驾来到临高，欣赏这里的自然风
光，呼吸大自然的气息，觉得心情也
变得舒畅了。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临高距离海口近，非常适合自驾游，
自驾游轻松、自在，是上班族出游的
首选。这次他准备去往临高八景“一

探究竟”。
“以瀑布为背景，我们一家人一起

拍张合影吧。”澄迈游客王广海举起手
机，拍下一家4口和瀑布的合照，还上
传朋友圈。“大女儿和小儿子都在上
学，一家人很少能聚在一起出游，这次
一家人自驾出行，享受亲子幸福时
光。”王广海说，澄迈距离临高仅要1
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而且从媒体上了
解到，临高今年举办丰收文化旅游节，
启动了“打卡临高”自驾旅游活动，他
联系主办方第一时间报了名。

上午11时许，在古银瀑布的入
口处一侧的停车场，记者看到，私家
车几乎停满了整个停车场。

接近中午时分，在古银瀑布景区

附近的旺群土窑农庄，近20桌的桌
席上坐满了游客。游客陈浩和朋友
点了临高烤乳猪、临高土窑海鲜、多
文空心菜等当地特色美食，津津有味
地吃了起来。“相比在海口吃的烤乳
猪，临高烤乳猪的肉和皮都非常嫩、
脆、鲜美。这些美味只有来临高当地
才能品尝到。”陈浩说。

“多亏古银瀑布景区的开放，我
们吃上了旅游饭。”旺群土窑农庄王
老板介绍，进入国庆假期，农庄基本
每天都是满座。

下午3时许，来到临高县波莲镇
美鳌村，记者见到，一辆辆游客的私
家车陆续开进村子。游客围冷泉湖
而坐，一边享受冷泉鱼疗，一边欣赏

田园风光。
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是明代诗人

王佐的故乡，是有着800多年历史的
文化名村，古色古香的礼魁坊、节孝坊
和一株株参天的古树……每一处都洋
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游客来到这里
感受王佐故居浓厚的古迹景观和文化
气息。“王佐是后人学习的榜样。”临高
人王建说，利用假期，他们一家人自驾
游打卡临高特色景点。

记者从临高县旅文局了解到，10
月1日至3日，古银瀑布、美鳌村和新
村头洋片区以及新盈镇野外土窑第
一家等临高乡村旅游热点接待游客
2.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3%。

（本报临城10月4日电）

临高乡村自驾游火爆

赏人文自然风光 品农家特色美食

10月2日，在万宁日月湾，冲浪爱好者享受冲浪乐趣。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10月4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
长岭村，当地村民为游客献上一杯浓香四溢的
山兰美酒。 通讯员 唐海强 摄

⬆ 10月3日晚，游客在三亚海昌梦幻海
洋不夜城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媛媛 图/文

献一杯山兰酒

玩一次不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