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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海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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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A02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见习记者 李梦楠

“当我潜入大海看到美丽的珊瑚
和多彩的热带鱼群时，感觉这次来海南
真是不虚此行了。”10月5日上午，在海
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完成浮潜上岸的游
客宫先生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国庆假期刚刚过半，三亚、陵水
等“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城市也迎来
了此次黄金周的客流高峰，据初步统
计，10月5日，陵水全县接待游客总
人 数 5.3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77.97%。这其中，不少游客是奔着在

“大三亚”地区“上天入海”而来的。
陵水分界洲岛、三亚蜈支洲岛等

景区依托绝美的海域和得天独厚的
潜水条件，吸引了大批潜水达人和爱

好者来这里探寻海底的梦幻神秘。
“这里海底的软珊瑚、盘状珊瑚和

鹿角珊瑚等绚丽多彩，是绝佳的潜水
观赏对象。”分界洲岛景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国庆黄金周期间景区PADI（国
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潜水培训班更
为火爆，课程早已被预约满员。

同一片海域白天和夜晚，会为游客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风。今年9
月1日，陵水分界洲岛开启夜间模式，
延长营业时间至22时30分，夜潜也因
此成为更多游客体验潜水的“新宠”。

黄金周第五天，三亚蜈支洲岛景
区也迎来客流高峰，日接待游客量超
过1万人次。此次假期，该景区推出
了“趣玩潜水”“高级进阶潜水”“珊瑚
礁潜水”“豪华环岛潜水”等众多潜水

产品，为游客打造了一套从新手玩家
进阶到持证玩家的产品体系。同样，
蜈支洲岛景区的持证潜、潜水考证产
品在国庆早已被预订售罄。

蜈支洲岛景区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该景区加速潜水产品的创新升级，
打造趣玩水运动俱乐部，开通开放水域
潜水员、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持证潜
等考证和潜水服务通道，引入定制版潜
水专船，开辟多个颇具特色的潜点。

看完海底的斑斓世界，不妨跃上
高空感受翱翔的快感。10月5日下
午，在陵水光坡镇红角岭的山顶，来自
北京的游客侯晓霖头戴安全帽，身着
运动服，在教练的带领下加速助跑，然
后纵身一跃，随着滑翔伞腾空而起。

“大海、椰林、农田，还有远处疾

驰而过的动车都尽收眼底，耳边听着
呼呼的风声，那感觉很美妙。”乘坐滑
翔伞“飘落”后的侯晓霖直呼过瘾。

陵水红角岭航空飞行营地是中
国航空运动协会命名的第五批航空
飞行营地，今年9月，2020年环海南
岛飞行大赛滑翔伞定点赛在这里举
行。此次国庆黄金周，许多游客慕名
来到这里，在教练一对一带领下，驾
着滑翔伞体验“空中飞人”的感觉。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国内疫情缓解后的首个黄金周，
游客比往年更为关注出游品质与出
游格调，所以低空飞行、潜水体验、游
艇出海等项目人气不断攀升，成为此
次黄金周三亚旅游的亮点。

（本报三亚10月5日电）

三亚陵水潜水体验、低空飞行旅游项目受游客追捧

做回水下蛙人 当把空中飞人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见习记者
邱江华 记者习霁鸿）10月 5日晚，
Forever Young海口音乐节在海口
五源河体育场热力上演，演出采用了
双舞台的形式进行，分为主舞台和副
场的电音舞台。现场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上千名观众伴随着流行音乐、嘻
哈与电音摇摆呐喊，点燃激情，掀起一
波又一波热潮。

5日下午6时，率先登场的非鱼乐
队带来了《我是谁》《唱给自己的歌》等
招牌歌曲火热开场，迅速点燃了在场

观众的激情与热血。随后，原创音乐
人谢春花演唱了《一棵会开花的树》
《我从崖边跌落》等歌曲，舒缓的节奏、
灵动的歌词又将观众带入了深情悠长
的意境。

与此同时，又嗨又酷炫的电音将
现场气氛烘托起来。“体验棒极了！”海
口市民小陈赞叹，他跟着电音节拍有
节奏地舞动身体和喊着口号，体验在
露天“大舞台”上千人“蹦迪”的快感。

当晚，五源河体育场内部和外部
被划分成了两个世界。外面夜愈深，

里面越是灯光璀璨，高潮迭起。最后
出场的压轴嘉宾薛之谦携其乐队带
来《意外》《演员》等热门歌曲，再一次
将观众们的兴致点燃，引起阵阵惊呼
和掌声。一位来自广州的观众为了
薛之谦专程来海口音乐会打卡，他
说，学生时代他最爱听薛之谦的歌，
如今现场听演唱，度过了一个惊喜难
忘的假期，也是对青春时光的回忆。

当天音乐节的舞台设计也吸睛十
足。“整体舞台呈现未来飞行器的概
念，中间运用了人像屏幕的形式，来表

现未来人与现代人的对话。”海口音乐
节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电音舞台
则使用了全球一线音响系统，为现场
每个点面的观众全方位、高密度配置
音响。观众刘然是第一次参加如此盛
大的露天音乐节，此次表演的艺人组
合、惊艳的现场表现力、沉浸式的互动
让她直呼：“够燃，够炸，够过瘾！”

享受完视听盛宴，观众还可以凭
Forever Young海口音乐节门票，享
受海口免税店8.5折优惠。来自广西
的观众谢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

己本次假期来海南旅游的目的之一即
是免税购物。“现在听完音乐节，还可
以在海口美兰机场、日月广场免税店
优惠购物，感觉把演唱会门票都‘赚’
回来了，十分划算！”谢女士说。

此次海口音乐节由主办单位海南
体育之窗联合爱奇艺、长信传媒、京奇
非凡、鹿卡互娱、天台娱乐等文化娱乐
公司携手打造，于10月5日、6日在海
口连唱两场，10月6日的演出嘉宾有
杨坤、HAYA乐团、南无乐队、罗罗（罗
中凯），以及冰冰、umi等国内知名DJ。

Forever Young海口音乐节点燃市民游客激情

够燃 够炸 够过瘾

本报定城10月5日电（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程守满）10月 5日，2020
年定安“骑遇山水·乐享乡村”骑行
活动在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醉花岛
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老人、骑
行爱好者和亲子家庭齐聚南丽湖
畔，环保骑行，游览定安美景，畅享
乡村旅游。

当天上午9时许，随着发车令响
起，由130余名参与者组成的骑行队

伍从醉花岛出发。骑行队沿南丽湖
沿岸一路前行，途经香草田园、文笔
峰盘古文化旅游区，最终到达龙湖镇
旅游扶贫示范村安仁村，全程约23
公里。沿途如诗如画的风景，也让骑
行爱好者们热情高涨。“定安的风景
很美，这里的人都很友好，我玩得非
常开心。”谈起此次骑行的感受，来自
英国的游客大龙竖起了大拇指。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在活动现

场还设立了消费扶贫集市，组织周边
农民展销当地鸭蛋、百香果、花生油、
胡椒、山柚油等优质特色农产品，吸
引骑行者和游客们前来咨询选购；组
织开展了果园采摘活动，大家走进农
户的百香果园，体验田园采摘的乐
趣。此外，活动还设置了互动游戏环
节，一个个趣味闯关游戏将活动氛围
推向高潮。

“开展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挖掘、

推介定安旅游资源，以‘体育+’模式
促进定安乡村旅游发展，并结合旅游
消费扶贫活动，进一步助推地方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定安县旅文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寻味古城

‘热’游定安”旅游系列活动之一，此
次活动以“双节”为契机，以骑行路线
为主线，将定安北部的景点串珠成
链，吸引很多游客和骑行爱好者到定
安感受山水美景，共享大好风光。

定安“骑遇山水·乐享乡村”骑行活动为游客提供精彩旅程

看诗画美景 享田园乐趣

美兰机场连续5日
客流量突破6万人次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蔡莲珠）10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获悉，10月1日至4日，美兰机场共计保障
进出港航班1784架次，同比增长5.06%，输送旅
客人数251407人次，货邮行吞吐量为2323.1吨，
每日客流量均超过6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6-8月，美兰机场生产运输恢
复情况已连续3个月在国内13家客流量2000万
级同类型机场中位居第5，优于全民航平均水
平。9月30日，美兰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自疫情
以来首次突破6万大关，达到6.3万人次。10月1
日，再创疫情以来新高，单日吞吐量达到近6.5万
人次，同比实现正增长。

目前，为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满足广大
旅客往来海口的出行需求，根据我省相关部门要
求，美兰机场已调整了进出港健康码查验工作，一
方面进港旅客持全国各地健康码均可通行，另一
方面已对出岛旅客取消查验海南健康码，仅进行
体温测量，正常者即可放行。

美兰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假日期间客流量较
大，为避免耽误行程，请提前2-3小时抵达机场
办理值机手续，并务必佩戴口罩。

国庆游进入返程阶段

预计明日达最高峰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

报记者10月5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目前，国
庆假期已过半，旅客主要集中在前4天进岛，5日
起进入返程阶段，6、7、8三日预计为高峰，其中7
日可能达最高峰。同时，岛内交通流量仍将维持
较高密度。

10月4日，我省进出岛旅客达到18.62万人
次，同比增长15.36%（进岛旅客9.82万人次，同比
增长22.86%；出岛旅客8.79万人次，同比增长
8.01%；），车辆1.65万台次，同比增长70.71%（进
岛车辆9196台，同比增长92.06%；出岛车辆7356
台，同比增长49.88%），与前一日总体水平持平，与
去年同期相比进岛旅客车辆仍维持较高的增长率。

洋浦特色游吸引游客

赏盐田景观 品盐焗美食
本报洋浦10月5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

邓晓龙）10月5日，尽管太阳有点晒，但前来洋浦
古盐田游玩的游客仍络绎不绝。

洋浦千年古盐田久负盛名，750余亩的古盐
田里，7300多个晒盐的盐槽和盐泥池、蓄海水池、
盐卤水池汇成一幅独具风情的画卷。游客们走在
蜿蜒的盐道上，不时拍照打卡留念，感受这千年独
特的制盐景观。

“看了洋浦的古盐田，我很佩服古人的智慧，
竟然可以利用黑乎乎的火山岩来制成盐槽，用沙
子来过滤海水，太伟大了。”游客覃屿汐敬佩地说。

当地盐工用老盐制作的盐焗鸡、盐焗蛋美食
深受游客喜爱，一拨接一拨的游客纷纷围桌品尝，
有的游客临走前还打包带走。

“这几天盐焗鸡很好卖，平均一天卖50只左
右。”在景点摆摊的村民陈石英笑着说，在卖盐焗
鸡、盐焗蛋等产品的助力下，他一天有近3000元
的收入。

洋浦盐田管理处工作人员谭远亮介绍，国庆
期间，洋浦积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引导游客
间隔入盐田，避免拥挤，获得最佳的游览体验。截
至10月5日下午，本次黄金周洋浦古盐田接待的
游客超7000人次。

本报万城 10月 5日电（记者袁
宇）“没想到这里还有肉夹馍，味道还
挺正宗！”10月5日晚上，在位于万宁
市万城镇的东城夜市，丰富的美食令
来自陕西的游客李正安目不暇接，他
不仅在这里吃到了家乡美食，还享受
到许多海南特色美食。

今年国庆假期，万宁市将夜市作
为节日旅游一大亮点进行打造，持续
开放东城夜市和仙河步行街，呈现集

“美食、文创、商贸、表演”为一体的夜
市文化，为市民游客构建丰富的夜经
济消费场景，展现万宁“旅游+夜市经
济”生机勃勃的景象。

“很不错，除了有美食，还有很多
小商品。也有很多适合小孩子玩的地
方。”家住万宁的游欣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假期她没有外出旅游，每晚她都会
带着孩子逛逛夜市，“很热闹，感觉很
好，像过年似的。”

记者了解到，位于仁里河带状公
园旁的仙河步行街，以万宁本地特色
小吃美食为主打，是一条具有万宁特
色的综合夜市。这里毗邻一处大型商
场，许多游客晚上来这里品尝美食，再
到商场逛逛街，或是看一场电影，乐享
万宁夜生活。

位于环市一东路的东城夜市则设
有“美食、文创、商贸、表演”四个展区，收
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小吃，还
有种类多样的小商品，旅游元素丰富。

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庆期间，游客除了可以在主城区
逛夜市，也可以到万宁首创奥特莱
斯购买品牌好货、畅享美食，“我们
还组织了各大商场开展一系列‘双
节’让利促消费活动，推出延长营业
时间、加大优惠力度、幸运抽奖等丰
富多样的营销方式，丰富市民与游
客的夜间生活。”

万宁市民游客新体验：

开心逛夜市
热闹似过年

东方4000米
高空跳伞游火爆

本报八所10月5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非
常爽！刺激！完美！”10月5日上午，来自杭州的
游客汤皓在跳伞落地后，情不自禁地喊道。海南
日报记者了解到，10月1日至5日，已有200多名
省内外游客，在东方鱼鳞洲风景区体验了4000米
高空跳伞的乐趣。

国庆假期，东方市秋高气爽，碧空如洗，白云似
幻，令人心旷神怡。这样的好天气、好地方，让前来
体验高空跳伞的游客喜出望外。在跳伞教练的携
带下，游客从飞机上一跃而出，先以自由落地的姿
态，自由翱翔于海天一色间；降落伞打开后，就可以
在云端以极快的速度飞翔；到了临近地面，空中“荡
秋千”式的降落方式，让游客缓缓降落到了鱼鳞洲
柔软的沙滩上。跳伞过程，东方的滨海城市美景一
览无遗，让广大游客爱上了海南、记住了东方。

“国内可以体验跳伞的地方挺多的，但是东方
这里有山有海有平原，更有特色。”广东茂名游客
梁励风和两个朋友一起过来体验这项勇敢者的运
动，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

“我现在每天从早上睁眼到晚上上床，就一直
在帮游客们预约、协调时间。”跳伞项目经营单位
东方空飞之家跳伞运动有限公司的店长高瑞遥
说，为了让更多的游客体验高空跳伞，公司在节前
增加投入了一架飞机，但还是供不应求，游客们太
热情了。

虽然体验过跳伞的游客尚是少数，但今年国
庆假期，东方跳伞教练在高空中“升”国旗的视频
和照片，刷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市民游客纷纷转
发和点赞。高空“升”国旗的实施者王飞翔说，作
为一名跳伞教练，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国庆
非常有意义，他将继续坚守好岗位，帮助更多游客
体验跳伞乐趣。

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

主题活动多
旅游“红”又火

本报三亚10月5日电（记者尤梦
瑜）“激动！特别是在2020年的国庆假
期，观看这样一场红色主题的演艺作
品，更是别具意义。”10月4日晚上，来自
陕西的王女士和家人一起在三亚红色
娘子军演艺公园观看了大型椰海实景
演出《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国旗
缓缓展开，现场观众不约而同起立，挥
舞手中的国旗齐唱《歌唱祖国》，共同表
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祝福。

10月1日至4日，红色娘子军演
艺公园入园人数为8000余人次。“这
个国庆节不仅对于旅游从业者有着
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所有中国人来说
都很有意义。”演艺公园相关负责人
说，此次国庆假期是旅游业在疫情缓
解后迎来的首个长假，对于景区而言
也是一场检验，无论是从疫情防控还
是旅游产品丰富上都对景区提出更
高要求。与此同时，疫情防控是一场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历过
严峻考验的人民群众更深刻感受到
祖国的伟大，红色旅游也因此在这个
国庆假期受到更多关注，“通过这几
天的接待，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热度
的增加。”

以展示“红色娘子军”为主题的演
艺公园在国庆假期精心策划了“明月
照山河，红韵庆芳华”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以红色基因为内核，让游客在美
景中感受红色文化魅力。国庆节当
晚，演艺公园内红旗飘扬，为整个园区

“景”上添花。“盛世辉煌·与你共舞”
“盛世华诞·与你同庆”“盛世佳节·明
月共赏”“盛世足迹·阔步前行”“红歌
嘹亮·旗帜飘扬”等精彩主题活动，让
游客重温红色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