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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日晚#由海口市政府
主办#海口市旅游委$海口市文体局
承办的海口热气球旅游婚庆节宣传
推广活动在海口明珠广场举行% 连续
举办三届的热气球婚庆节#不仅成就
了海口&海誓山盟'婚恋之都(的品牌
形象#更吸引了众多的情侣游客% 今
年组委会仍以$###元一对的超级特
惠价全球招募新人与爱侣%

据介绍#%天$晚的椰城爱之旅#

不仅仅全程下榻五星级酒店#更享受
美味海鲜与海南风味大餐以及热气
球升空等超级旅游项目% 特别是独具
海口特色的&海誓山盟(仪式#是所有
报名恋人最期待$最渴望体验的婚庆
环节%

倡导城市有爱的主题婚恋活动
&寻找最幸福的爱侣( 也进入了第三
季#今年还特别推出)那些年'我们的
爱*信物征集活动#参与者可以发送
恋爱信物的照片和背景故事到组委
会指定邮箱% 获奖者将免费参与全程
享受&椰城婚恋之旅(%

据悉# 路演推广活动还将在!月
&'日和'月&在明珠广场举行#欢迎更
多新人及情侣积极报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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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省气象台!月&(日)*时预报#未
来一周#全省多云#局部午后有雷阵
雨或暴雨#最高气温$%!%

陆地天气情况为+&+日夜间至,-

日白天#北部#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
部暴雨,中部$东部#多云间阴天有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西部$南部#多云
有中雨#最高气温..!% ,,日夜间是
至,'日#受季风槽影响#全省有明显
降水#北部$中部和西部午后有雷阵
雨#局部暴雨#东南部夜间有阵雨#各
地气温略回升% 这样的天气稍热#且
风稍大#并且中雨的天气将给您的出
行带来很多的不便#但这些情况都不
影响市民出行或旅游#只是要带好雨
伞#注意防雷% 具体的生活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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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坡镇福田村荔枝园旁的乡村小路上#

自驾车队还没进荔枝园#大家就已经兴致高昂#

恨不得马上下车飞奔到荔枝园%

到达园外#大伙儿就迫不及待地伸手摘下一
颗荔枝尝尝鲜#有的操出家伙---自备的剪刀#

经验丰富的甚至带了购物袋# 其他人则抢着从
果农手里拿过塑料袋# 冲进荔枝园里开始了期
待已久的采摘% 小车友们很是积极#一进到园子
里#就一个劲地往前冲% 不一会儿#比较&贪心(

的已经摘了小半袋了% 不过# 小家伙们很爱比
较#摘了一颗大一点的#就迫不及待向其他人炫
耀% 看到别人摘的更大一点#就有点不服气了#

更往园子里钻#想找出更大一点的#好将同伴的
比下去%

,岁多的小飞飞很想自己摘# 但无奈身高不
够%看着哥哥和同伴摘得不亦乐乎#很是心痒#就
吵着让父母抱着自己去摘% 好不容易#父亲挑了
一串大大的荔枝给他拿着% 小飞飞特别激动#拿
着四处炫耀% 要是听到有人夸他手中那串荔枝
好#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看到有人拍照#

更是兴奋#极力地举高手中的荔枝%

小家伙贪心#看到就想摘#大人们就显得比
较专业#成色$大小都看准了#才会&咔嚓(剪下
来%带了小孩的#就将&出手(的机会给了小孩子#

只有在关键时候才&大展身手(%车友们在荔枝园
内一边摘#一边还不忘吃上几颗%很快#就有人带
着&战利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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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海口乡村一日游快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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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近,点时#尽管太阳很大#但不少人仍然
对采番石榴$摘柠檬充满了期待之情%于是#在村
民的带领下#大家来到了村民们自己种的番石榴
园和柠檬林#这让大家少了奔波的感觉%

因为村里的番石榴已经采过一波#果子并不
是太多% 这让大家的采摘更充满了寻找的惊喜%

能够在众多的果子里找出一个很不错的#那样的
感觉让人特别高兴% 再加上#番石榴本身就比较
大个#大家要的也不多% 于是#很快#大伙儿就转
战柠檬林%

摘柠檬#可说让女车友们期待了很久了% 不
少人更是早就准备好了% 有人说做面膜#有人说
拿来泡水#有人说兑蜂蜜喝也不错% 大家一边交
流着使用柠檬的心得#一边挑选着自己喜欢的柠
檬#很有找到知音的感觉%

玩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很快就到了返
程的时间%这时候#一些车友有些不舍#还想在村
子里再坐坐%他们说#或许#他们可以等着看归巢
的鹭鸟%毕竟#午后林子里对鹭鸟的惊鸿一瞥#已
经让他们对观鹭很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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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农村#最让人期待的是农家菜% 玩了半
天#大伙儿都有些饿了% 于是#还没等菜上来#大
伙儿就围坐起来% 虽然很多人互相并不认识#但
大家一起出来玩#都觉得很亲近#忙着闲聊自己
游玩的收获% 有的还拿出相机#一起分享自己拍
到的美好时刻和美丽风景%

吃饭的地方是一个长廊#前面种着几排槟榔
树#后面是一小片树林% 在这里#不用空调#不用
风扇#光是凉爽的自然风就已足够% 环境开阔#

在这样的环境下用餐#孩子们特别高兴% 他们可
以吃一会儿饭#一会儿跑出去玩一下%

炎热夏日#很多人都选择了吃稀饭% 当美味
的农家鸡上来的时候#不少人已经迫不及待#大
快朵颐起来% 之后#农家猪肉$青菜以及萝卜干
等等#大家都大赞农家菜的新鲜美味% &这种农
家菜# 只有到农村来才吃得到% 平时在外面吃
的#总觉得不是那种味道% (也是#如此的田园环
境$田园菜色#才能给人真正的田园感觉%

吃完后#小车友们有的继续玩&秋千(#有的
则玩起了骑自行车% 大人们都坐着闲聊#或者重
新回到池塘边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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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完荔枝# 已经过了--点钟% 车队重新出
发#前往被称为&鹭鸟天堂(的海口大坡镇田心
村% 到了农村#池塘$榕树$石桌$吊床等等#如此
充满乡土特色的物品马上让大家放松下来% 村
子里#绿树成荫#凉风习习% 坐在树下#不用空
调#却比呆在空调房里更舒服%

因为来的时候是上午#看不到什么鹭鸟%不
过#虽然不是观鸟的好时机#但村子里还是有不
少值得一玩的地方% 树下分布着不少吊床#三三
两两# 悬挂在树荫密布的地方% 不时有凉风袭
来#让人很想躺上去#就这样小睡片刻% 小车友
们看中了树下的吊床#纷纷爬了上去% 不过#他
们可不是用来睡觉的#而是变着花样玩% 胆子小
的#就是在吊床上摆弄不已% 胆子大一点的#直

接就把吊床当成了秋千#在空中摇来荡去#玩得
不亦乐乎%

池塘边的榕树下# 就成了垂钓者们的 &天
堂(% 带上鱼竿$穿上鱼饵#他们在池塘边钓起鱼
来%树下#钓鱼者不少#观看者更多%有的躺在榕
树下的吊床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则站着% 远
远看去#蓝天白云#黄色稻田#池塘榕树下垂钓
人#还真的有一种不小心入了画的感觉%

男士们爱垂钓#女士们则中意看风景%田园$

池塘$林阴$繁花$小径$篱笆..这个村子很有
乡村自然风情% 还有荷塘#满池荷花还没到盛开
的时候#但星星点点的花骨朵和粉色荷花#也颇
让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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