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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期，为让市民享有高质量的
精神文化生活，海口市旅文局携手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打造的中国儿童剧海口嘉年华
活动正式启动。9月30日至10月8日，《小
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三只小猪·变变
变》《罐头小人》4部优秀作品，在海口湾演
艺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龙华区文化馆演
出19场。因演出水准高，且票价优惠，此次
活动在孩子、家长间广受好评。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党组
书记王如龙表示，在今后的寒暑假期间，
海口将继续坚持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
的原则，把更多国内外优秀的儿童剧作品
送到孩子的身边，打造永不落幕的“儿童
剧嘉年华”。

用诚心引来“国字号”表演团队

激活旅游市场，促进旅游消费，“双
节”长假是最佳机会。海口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提前对旅游市场进行调研分
析，发现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
大家的出游意愿都非常强烈。其中，亲子
游将成为假期旅游市场的主力军。

“抓住了亲子游，也就相当于抓住了
旅游市场至少一半以上的人流，所以我们
要为这个群体量身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文
旅项目。”王如龙介绍，在海口市委、市政
府的推动下，9月初，海口市副市长凌云带
队赴北京拜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争取将
国家级剧院的优秀作品送到海口孩子们
的身边，用艺术陪孩子们过“双节”。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代表的是国内少
年儿童艺术作品的最高水准。在和地方
政府合作过程中，自然要考虑演出效果和
反响。同时，国庆长假也是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表演最为忙碌的时候，多个城市都在
积极争取。

对此，在拜访过程中，凌云一行充分
介绍了在海南自贸港利好政策的推动下，
海口文化旅游市场迎来的巨大机遇。同
时承诺，海口将拿出最好的演出场地，并
做好全程的宣传保障服务，确保演出能呈
现出最好的效果。

经过实地拜访和多次电话沟通，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被海口市政府部门的诚心
打动，专门预留出国庆档期，挑选出多次
获奖的4部优秀作品，并派出骨干演员来
到海口演出，为海口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
精彩的文化大宴。

把“儿童剧嘉年华”打造成
海口特色文化品牌

因儿童剧通常为一家三口共同前往
观看，若票价过高，会打击市民游客观剧
的热情。对此，海口市旅文局将此次儿童
剧海口嘉年华纳入惠民演出，对票价进行
补贴，票价从30元到70元不等，很快就被
抢购一空。

10月1日下午，《小蝌蚪找妈妈》在海
口湾演艺中心上演。演出现场，当看到青
蛙妈妈跳进深洞的一刻，不少观众眼泛泪
光。“不愧是国字头剧院带来的高水准演
出，舞美精湛、剧情感人，我们全家都很喜
欢。”带着儿子来看剧的海口市民曾女士
说，本以为剧情是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
但其实对内容做了很大改编，非常贴近现
在孩子的生活，“所以看的时候觉得既熟
悉又新鲜，真的是笑中带泪。”

中国儿童剧海口嘉年华，让不少市民
和孩子第一次走进剧场，感受话剧的舞台
魅力。“很多家长和孩子看完《小蝌蚪找妈
妈》，觉得非常震撼。结束后，立马找到我
们的工作人员，问后面几场的演出的票在
哪里买。”海口海旅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斌认为，亲民的票价、高水准
的演出，给了更多孩子走进剧场的机会，
从小就能接受到话剧表演艺术的熏陶。

海口市场对儿童剧的高度认可和欢
迎，也给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团队留下
了深刻印象。一场演艺活动的运作周期
至少要40天的时间，而海口从洽谈到首场
演出，仅用了20天的时间。虽然时间短，
但19场演出的均上座率超出预期。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赵寒冰感
慨：“没想到海口儿童剧市场这么火爆，希
望接下来能和海口市政府深入合作，打造
更好的剧目演出活动。”

王如龙介绍，海口市旅文局将把“儿
童剧嘉年华”的打造工作列入明年的工作
计划，争取从春节开始持续推动“儿童剧
嘉年华”项目。在每年的寒暑假和“六一”
儿童节前后引进高品质儿童剧目，同时培
养本土儿童剧表演团队，努力把儿童剧打
造成海口的特色文化品牌。

（本版策划/撰稿 贾佳）

玩得开心：创新产品供给
50多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驾驶摩托艇“破浪”飞驰、观赏“梦
回大唐”文化展演、乘坐热气球梦幻升
空……“双节”期间，国庆中秋“Hi游
海口”系列主题活动拉开帷幕，八大主
题50余场活动陆续登场。

“大众旅游时代，丰富多样、不断更
新的旅游产品才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
求。此次假期，为吸引更多的游客，海
口提前谋划、多点发力、整合资源，围绕

‘Hi游海口’这一主题，着力创新文化旅
游产品供给，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的
方方面面，呈现出海陆空齐头并进、城
乡各有特色、白天夜晚同样精彩的良好
态势。”海口市副市长凌云介绍，无人机
表演、热气球嘉年华、儿童剧嘉年华、幻
光游园会等活动都是今年假期新上且
极具特色的项目，“是椰城为八方来客
精心打造的文旅融合‘新菜谱’”。

作为滨海旅游城市，海口在“海”
上做足文章。国庆假期，2020年海口
亲水运动季在假日海滩正式启动。刺
激的水上摩托艇、逍遥自在的帆船游、
浪漫的水上自行车，众多有趣的水上
运动给市民游客带来了新奇的体验。

“海口西海岸一直是我国帆船帆
板运动的冬季训练基地。两年前，随
着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的落
成，推出了游艇垂钓、帆船体验、水上
飞龙、电动水翼冲浪板等一系列休闲
体验项目，让普通民众也有了亲近海
洋的机会。”海口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
俱乐部经理戴军说，“如今，游艇、帆
船、海钓已成为海口旅游的新玩法。”

文化演艺市场同样火热。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携《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
《三只小猪·变变变》《罐头小人》4部优秀
作品在椰城和观众见面；Forever
Young海口音乐节热力开启；西安曲江
文旅展演连续8天在海口精彩亮相，为
观众呈现了精美绝伦的视觉盛宴……

空中俯瞰海口是什么感觉？10
月1日起，在万绿园，游客可以乘坐热
气球体验梦幻升空之旅，一睹椰城美
景。8天假期里，热气球开启“白+黑”
游玩模式，白天，市民游客可以从空中
观赏椰城的椰风海韵；夜晚，可以欣赏
滨海大道的流光溢彩。

国庆假期，无人机灯光秀表演闪
耀万绿园夜空，变幻出绚烂的造型和
标语，向人们传递着中秋、国庆的祝
福。壮观的世纪大桥、飘扬的五星红
旗、“国庆快乐、祖国昌盛”字样……通
过科技的编排，400架无人机以夜空
为幕，汇聚成多彩的造型。

城市繁华如斯，乡村美景如画。
金秋海口，乡愁乡韵处处打动人心：江
东好风光一日游揽获大批亲子团；在
三角梅共享农庄，游客们携家带口，徜
徉在鸟语花香的花海之中；在秀英区
石山镇施茶村，大家住民宿、打豆浆、
做豆花，深度体验乡村生活。

来自上海的“候鸟”老人侯俊山说，
因为海口的“Hi游”系列八大主题50余
场旅文活动着实精彩，值得细品慢游。

“这几年，海口新开发的旅游项目越来
越多。而且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玩法
丰富多样，让长假每天过得不重样。”

丰富产品业态，打造特色品牌，优化服务保障

“Hi游海口”热力无限
海口国庆中秋长假旅游效益创新高，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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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超级黄金
周”的国庆中秋长假落
下帷幕，海口旅游市场
表现“一鸣惊人”：节假
日期间，海口共接待游
客95.6万人次，同比增
长 12.65%；旅游总收
入达13亿元，同比增长
16.31%。海口旅游消
费活力得到深度释放，
实现人气效益双增长。

这个假期，在海口
的市民游客都深切感受
到，玩得开心，50多项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让
假期有趣有味更有
“戏”；买得痛快，免税、
打折价格优惠，足不出
岛就可“购四方”；来得
放心，疫情防控不放松，
24小时全天候解决涉
旅纠纷，为游客提供美
好旅游体验。

“‘双节’假期，各项
数据令人惊喜，让人看
到了海口旅游市场的巨
大潜力。飞猪新发布的
2020国庆黄金周旅游
趋势报告显示，海口跻
身全国热门旅游城市前
十，并被评为‘新兴黑马
目的地’。”海口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党组
书记王如龙表示，海口
将以此为契机，用好用
足海南自贸港政策，不
断创新旅游产品供给，
推动旅游产业提质升
级，成为让全国人民向
往的旅游目的地，从旅
游城市“黑马”变旅游城
市“骏马”。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长假期间，海南离岛免
税购物“热”不可挡，平均每天吸金过亿元。海口
的两大免税店也纷纷推出优惠促销活动，以丰富
多样、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让游客“买买买”的
热情高涨。

10月5日上午，来自广东的孙女士一家走进海
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以前假期我们都是去香港购
物，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选择来海南。这里的免税
品比香港还便宜，全场化妆品、香水全部8折，红酒、
手表、包包都有满减优惠，真是太划算了！”看到超低
折扣，孙女士和丈夫迅速加入了“扫货”的队伍。

据了解，为让广大游客逛得开心，买得痛快，
10月1日至8日，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免税正
价消费满3000元返600元电子券；美兰机场免税
店指定香氛正价商品购买3件享9折、5件享8.5
折优惠。

假期里，“畅享自贸港 品味新海口”——2020
海口消费品展览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5
天内，吸引近6万名市民游客前来参观，现场商品
成交额2000余万元，拉动假日消费近亿元。

“好吃、好玩、好逛！”来自西安的曾女士说，展
会现场的商品琳琅满目，种类丰富，韩国的泡菜、泰
国的燕窝、越南的咖啡、美国的巧克力都可以找
到。“在跨境免保税商品展区，迪奥、阿玛尼、保罗酒
庄、歌维多酒庄这些大牌都有参展。不仅价格实
惠，质量有保证，还可以直接线上购买直邮到家，感

觉自己足不出岛就打卡了‘世界’。”
同时，海口传统、新兴商场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策划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让消费活力得
到深度释放。

海口日月广场内的优衣库、无印良品、H&M、
ZARA、New Balance等年轻人喜欢的休闲、运动
品牌店纷纷推出5折到8折不等的购物优惠，招揽
来超高人气；海口宜欣城商业广场，停车场从早到
晚都处于“无位”状态，很多“网红”餐厅一位难求。
最热的还属海底捞火锅店，饭点高峰期等号最少两
个小时。

温馨的灯光、激情的音乐、多样的商品、丰富的
美食……“十一”期间，海口N次方公园外，“岛民的
岛”国庆市集现场人头攒动。近百个摊位中，既有
斑马院子、老省委鸡翅等海口知名“网红”店，也有
鲜花、即兴漫画、古着衣物、原创手工饰品等充满设
计与生活趣味的创意商品，吸引众多年轻人来解锁
度假潮流新玩法。乐队演奏的现场音乐会，更是将
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相比海口其他大型商业综合体，N次方公园
内的年轻消费群体的比例非常高，和市集的受众高
度契合。通过和小岛市集的合作，‘十一’期间，我
们商场的整体客流环比9月提升153%，零售额环
比9月提升214%，创造出了‘1+1＞2’的商业口碑
和效果。”海口N次方公园商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市场有秩序、防疫有保障、游玩更放心——今
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海口除了假期经济形势喜
人，安全有序的旅游市场也得到了市民游客的一致
称赞。

假期前夕，海口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要求，
统筹做好假期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
工作，并严格落实“预约、限量、错峰”要求，优化设
置游览线路，避免游客瞬时聚集。

假期里，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火山口
公园、桂林洋农业公园、消费品展览会、免税店、电
影院、剧院、国庆市集等均迎来大量客流，人气火
爆。在景区门前和商场外，市民游客有序地测体
温、扫健康码进入园区，秩序井然。景区出入口、重
要参观点、狭窄通道等容易出现人员拥堵位置，都
安排了管理人员和旅游志愿者，加强市民游客秩序
管理和引导。

“来逛免税店，没想到人这么多。进门的时候，
工作人员要求大家戴口罩才能入场，还要测体温，
看健康码，管得非常严格。”来自北京的游客曾女士
说。海口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不放松，让游客
出行舒心、开心、顺心、安心。

为了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体验，海口完善
“12345+旅游联席会议”联动模式，将旅游类办件
全部列为紧急类办件30分钟快速响应处置，提前
预警安排部署，实施24小时值班制度，坚持每日分

析预判预警。
10月2日，一名外地游客致电海口12345热

线，说自己提前在网上预订了一家酒店的3间房
间，到酒店后却被告知房间不够，无法办理入住。
热线员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派单至海口市龙华区
旅游和文化体育局，该局工作人员立马联系了该游
客。经了解，因酒店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将该游客
预订的3间房录入成了2间房。后经协调，酒店方
给游客升级房间入住，让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0月8日海口双节期
间涉及旅游的办件883件。通过12345热线的及
时响应处置，很多问题和矛盾在萌芽状态就被解
决，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热点，为双节长假市场稳
定有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游客点赞，媒体关注。国庆的海口，在央视、新华
社等主流媒体上开启“刷屏”模式。从10月1日开
始，人民日报、央视《新闻联播》《新闻三十分》《第一时
间》《天下财经》、新华每日电讯等多个媒体和节目纷
纷关注海口，报道椰城旅游市场生机勃勃，文化演艺
精彩纷呈，免税消费异常火爆，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繁荣安全有序的假日市场得到全社会认可，
这是海口城市综合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
王如龙表示，海口将不断提升旅游市场服务质
量，增强旅游的吸引力，全方位提升国内外游客
对海口的满意度。

买得痛快：优品优质更优惠
“度假+购物”让消费活力得到深度释放BA

来得放心：疫情防控到位
24小时处理涉旅纠纷提升旅游软环境C

10月1日晚，围绕“海口欢度国庆”这一主题，大型空中无人机表演秀在海口万绿园上空举行。 西海 摄

10月2日，海口N次方公园“岛民的岛”国庆
市集，人头攒动。 方山 摄

10月7日晚，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海口
湾外滩夜市“打卡”。 高林 摄

10月1日，海口市龙华
区庆国庆·迎中秋热气球主
题嘉年华活动在万绿园举
行。 高林 摄

⬆
儿
童
剧
《
小
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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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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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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