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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借桂林第三届国际旅游博
览会开幕的契机! 由海口市旅游委牵
头!琼北!县市旅游部门和部分企业"!

人组成的琼北旅游推介团赴广西参展"

推介团将琼北旅游资源!特色文化整合
打包! 盛情邀请全国的朋友到琼北观
光#度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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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桂林旅博会现场看到!琼
北旅游的展台两侧摆放着十多块展
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琼北!市县的旅
游资源" 海口的百年老街!万年火山!

旅游艺术节$文昌的航天旅游$定安的
道教文化$琼海的博鳌会展$儋州的石
花水洞$临高的民俗风情$屯昌的美食
小吃$澄迈的富硒资源跃然纸上"这些
都吸引了广大市民# 国内外参展商和
采购商参观咨询"

一客商倪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从
事旅游多年!也组织过客人到海南!却
往往去的都是三亚!对琼北不太了解"

通过展会才知道原来琼北有这么美的
风光!值得去看去玩"他认为琼北旅游
跟三亚相比!各有千秋"

琼北展台吸引参观者的不仅有优

美的风光!还有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

来自桂林的王女士对海口之春旅游艺
术节兴趣浓厚! 她希望海口之春能像
南宁的大地飞歌一样! 变为海口旅游
的新亮点! 让大家不仅了解三亚也知
道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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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北旅游合作组织工作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于济东表示! 发挥海口省会
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琼北!市
县将构建省会经济圈" 这将加强区域
旅游合作!共同打造旅游产业链!将大
大提升琼北乃至海南国际旅游岛产品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这也将扭转海南
旅游南重北轻的格局"

于济东说! 目前! 琼北旅游产品
弱#小#散!只有通过区域合作发展!才
能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分担$只有通过
捆绑!才能把产品做大#做强#做厚#做
深" 自琼北旅游合作组织工作办公室
成立以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加大宣
传促销!组织旅游线路设计#推出琼北
旅游产品#通过旅游执法协作!强化旅
游市场监管等一系列有效措施# 真抓
实干!取得了一定成效"

据统计!今年#至$月!全省接待过
夜旅游者总计#%%!&"'万人次! 同比增
长!&(#)"其中!琼北!市县接待过夜旅
游者$!%*+"万人次! 占全省的,,-!同
比增长达##&")!超过全省的!&.#-" !

市县增幅以澄迈县为最大%上半年!全
县旅游接待过夜人数%!*$!万人次!同
比增长'"*/-$实现旅游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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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底
蕴深厚!区域内各市县旅游特色鲜明"

比较优势和互补优势明显! 加上各项
活动效果明显! 琼北旅游知名度和美
誉度日益提升"

近日!南方都市报#大粤网主办首
个完全针对华南区域旅游市场的评选
活动&&&"(#" '广东人最喜爱的旅游
目的地(线路)评鉴*活动" 在八项奖中
琼北获得两个奖项" 海口市荣获广东
人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线路)评鉴生
态奖# 琼北旅游荣获广东人最喜爱的
旅游目的地(线路)评鉴人文奖" 此奖
项将在/月#,日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
览会开幕期间颁奖! 说明琼北旅游受

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关注"

据了解! 第三届中国桂林国际旅
游博览会以异国风情与中国元素为展
示主题!设置旅游论坛#产品推介#商
贸洽谈#现场售卖等形式!吸引$(个国
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此次由海口牵头!

!市县旅游捆绑营销! 不仅让全国客

商#八方游客多了解琼北魅力的机会!

还为琼北旅游企业搭建了展示交流的
平台" 这是琼北区域旅游合作组织成
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赴外联合促
销" 这提高了琼北旅游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改变琼北旅游产品弱#小#散!知
名度有限的劣势!增加竞争力"

在文昌的铺前!有着全文昌最正宗的
糟粕醋!酸酸辣辣的口感!吃起来好不过
瘾" 糟粕醋!又称'女人醋*!拥有上百年的
历史"

据介绍!糟粕醋又称女人醋!是用酿
酒后剩余的酒糟!加以少许辣椒#蒜头#油
等煮开制成!以文昌铺前的最为有名" 在

糟粕醋中加海带丝#海菜#荞头#牛杂#猪
杂或海鲜等!酸辣开胃!很受欢迎"

糟粕醋的主要功能%对人体血液循
环比较好!长期吃用可以美容#减脂#降
压" 在糟粕醋之中最强的就是加蚝了!

海螺也好吃" 海菜也很有营养价值!补
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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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门地处海口市的最北端!与
白沙河#白沙津#白沙口一样!因洁白
的白沙而得其名"在海南历史上!白沙
门不仅拥有美丽的海岸风景! 更是一
个军事上的'绝地*"

白沙古称洲图! 是宋元时期琼州
最大的外贸基地! 亦是琼州水军置镇
设防的郡治咽喉要塞" 作为白沙河入
海之口!白沙津出海之处!白沙门在宋
代便成为海舶寄碇之港! 同时也是一
个防御海寇# 保卫琼岛的前沿战地"

#/%(年春天! 这里曾经上演了一场最
为悲壮#最为惨烈的白沙门岛之战"

#/%(年'月'#日夜间!海上弥漫着
大雾" 解放军第四批潜渡部队某部的
两个连与敌舰作战后迷失方向! 误在
荒凉的白沙门小岛登陆"登陆后!解放
军迅速歼灭岛上守敌! 不料却遭到薛
岳部队大部兵力的猛烈进攻"

激战了两天两夜! 渡海勇士们
为解放海南岛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敌军付出了近千伤亡代价才冲上了
岛! 他们在岛上一无所获! 因为遗
弃在岛上的枪枝武器已被勇士们牺
牲前毁坏"

这是一场悲壮惨烈的战争!以一
种悲壮的方式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如
今我们能寻觅到的! 只有一座朱德同
志亲笔题词的'渡海英雄永垂不朽*纪
念碑"它在稀稀疏疏的黄林中!骄傲而
又寂寥地临海听涛"

现如今! 白沙门公园渡海纪念广
场上有一座塑像!'位解放军战士携手
并肩!在没过膝盖的海浪中奋勇前行"

$"年前! 他们与白沙门的邂逅!

传为一首旷世悲歌"硝烟散尽后!后人
只能在惨烈的描绘中! 寻找远去的历
史"

昔日烽烟战场! 代之以一座通
幽曲径# 满目葱绿的白沙门生态公
园" 多种雕塑见证了白沙门的历史"

东坡书院位于儋州市中和镇!是
为纪念北宋大文豪#谪臣苏东坡而建
于北宋 0#./!年1" 后经重修! 明代
2#%,/年1更为现名" 古老的东坡书院
就在一片椰林之下!是国家级的文物
遗址保护地!是海南历史文化资源的
一颗明珠"

东坡书院为历代儋州最高学
府" 它曾培养了不少人才! 成为海
南重要的人文胜迹之一" 书院大门
轩昂宏阔! 院里古林幽茂! 群芳竞
秀" 载酒亭# 载酒堂# 奥堂龛等建
筑古色古香"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年)!

苏东坡被贬为琼州别驾" 他先住在
儋州官舍里! 后被上司逐出! 便在
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居住! 命名
为桄榔庵! 苏东坡与当地人结下深
厚感情"

儋州州守张中和黎族读书人家

黎子云兄弟共同集资! 在黎子云住
宅边建一座房屋! 既可作苏东坡及
其少子苏过的栖身之处! 也可作为
以文会友的地方! 苏东坡根据 ,汉
书-扬雄传. 中 '载酒问字* 的典故
为房屋取名 '载酒堂*" 以后! 苏东
坡便在载酒堂里会见亲朋好友! 并
给汉黎各族学子讲学授业! 传播中
原文化"

清代!载酒堂改称'东坡书院*"

书院旧址虽已经历了/(( 年的风雨
侵蚀!但当地人民出于对苏东坡的怀
念仰慕之情!几番修建#扩建!现在东
坡书院已完全恢复了当年风貌!成为
颇具规模的旅游点"

东坡书院坐北朝南!院门轩昂宏
阔古雅别致"门上横书'东坡书院*,

字!为清代举人张绩所题" 东坡书院
的第二进!是长方形的'载酒堂*" 这
里曾是苏东坡讲学#会友的地方!是

东坡书院的主体建筑"

堂中两侧!有历代名人的诗文碑
刻#'座" 后墙上的两幅大理石刻!右
边一幅为明代大文学家宋濂所题!左
边一幅是明代大画家唐寅所画的,坡
仙笠屐图.%苏东坡头戴竹帽!脚穿木
屐!高卷裤管!身体向前倾斜!在村路
上顶雨急归"

东坡书院的最后一进是大殿!大
殿正中有一组玻璃钢制作的塑像!是
苏东坡和儿子苏过以及好友黎子云!

殿上题匾为'鸣雪因缘*"

大殿里还陈列着苏东坡的许多
书稿墨迹以及他在海南的文物史料"

在东坡书院两侧各有一座小跨
院!分别叫作东园#西园" 西园是座
花圃!在花海中蠢立着苏东坡铜像!

他手握书卷!脚踏芒鞋!儒雅风流"

东园里有一口井!叫钦帅泉!为
明万历年间所挖!井水清凉甘冽"

!U��

!

!UB�

��u���###

!UB�

�����"

���������

#!"#$%&!'() *+', -./012%345-.$

�u�����- 

6789:;

!¡¢£

<=>?@ABC #*+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