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定海角
这里的海水，澄碧得像无瑕的翡翠；

这里的空气，怡人得像少女的酒窝；

这里的阳光，撩人得像情人的细手；

这里的沙滩，洁净得像天使的衣裳。

上帝路过这里，掉下一个椰子，

于是泛起了一处椰子的天堂——这里，就是海南⋯⋯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执行 /吴越、李响   助理 /朱子婴    撰文 / 李响    摄影 / 罗旋

由于工作原因，经常有机会能来到海南岛，但大多

是在三亚，也仅仅限于在酒店和试车的线路中间，很少

有机会能够驾车多领略一些海南别处的风光，这也一直

是存在我心头的一个遗憾。而这一次，机会来了。坐上

了飞往海口的飞机，经过了酷似煎熬的 3 个半小时，终

于到达了海口美兰机场，一片海阔天空从我心头吹走了

几个小时前的北方阴霾。

然而出机场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我们一行4人

从候机楼一出来就被一群出租车司机围住，一打听价，

从海口到我们预先订好的酒店要 200 块钱（我们预定

的酒店是在市中心，之前问过酒店打车的费用，也就

40~50 元），一个司机哥们儿还挺逗，说你们 4个人，

每人 30 元，到酒店 200 元——无语了⋯⋯虽说也可以

和他们砍砍价，但还是算了。扭头正好看见去往市区的

机场大巴，15元一位，正好终点站民航宾馆离我们住

的地方也就几百米的距离。后来在大巴上和售票员聊天，

她告诉我们其实如果想坐出租车，可以去2 楼的出发口，

那里很多出租车送完客人都是空驶回市区的，不在机场

排队，这样既安全又便宜。

海口这个城市虽然并不算很大，但作为海南省的省

会城市，也是相当繁华和热闹的，只是这里的交通状况

给我们此行敲响了警钟，摩托车和汽车在主路上来回穿

梭，个个都像百米赛跑一样争分夺秒，路口的行人似乎

更是无视机动车的存在，汽车的喇叭再响似乎也懒得扭

头去看一眼。曾经以为北京的交通状况就很差了，来到

这里才感觉到在北京驾车的幸福，至少不用牺牲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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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细胞。在拿到了此行的座驾——海马欢动和普力马之后，我们

驾车回酒店的路上更是加倍地小心，“礼貌”与“谦让”让我们

发挥得淋漓尽致。

来到酒店放下行李，天色就差不多黑了，南方城市夜生活的

丰富多彩也逐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正是由于天气原因，北方城

市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季，晚上10点左右商场也都关了门，人们

也都基本上回家看看电视休息了，而在南方，即使到了11点甚

至是12 点，隔几百米就一个的夜市上仍然人满为痪。我们 4个

人围坐在一起，吃着海鲜烧烤，喝点小酒，感受着海南温暖潮湿

的空气，又岂能用惬意二字就能概括。

第二天我们正式开始了这次行程，按照计划，我们直奔文昌

市文昌镇的东郊椰林。

海南岛是国内自驾车旅游的一处“特区”，这不仅是因为它是

一个四面环海的大岛，不论任何车都要“坐船”才能进出，所以

海南的大型运输车要比起沿海其他城市少得多；而且，比起内地

省份来说，海南更加独特的是这里的高速公路不收费（当然费用

全都含盖在了油费里，这里的 93号汽油是 5.99 元 / 升，97号

汽油是 6.35元）。对于自驾车爱好者来说，这里可谓是天堂，哪

怕是几里路，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跑上高速兜一圈儿。

借问椰子何处寻？牧童遥指东郊林。

从海口保税区就可以看见有海文高速的路标，沿着海文高速

大概行驶40 多公里就能达到文昌市，距离虽短，但开车岂能没

有音乐的陪伴，在来海南之前，我就和同事说，在这里开车最

适合听许巍的音乐，那种悠然和惬意是在大城市里驾车时无法体

会的，于是我把欢动的 6 碟 CD 音响全部插入了许巍的 CD，打

开天窗，迎着温暖的阳光，一路前行。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来

到了文昌市，说是市，这里的规模很小，20 分钟几乎就可以穿过

文昌市，从文昌市到东郊椰林大概 45~50 公里，我们按照路牌

来到了清澜港“环球码头”，这里是新港，坐渡船的价格是来回

50 元 /一辆车。而一些不驾车来游玩的人通常会选择老港到对

岸的码头，也就是东郊椰林的所在地。

50万株的椰树，难怪人称“文昌椰子半海南，东郊椰子半文

昌”。成片的椰树，在夕阳西下时坐在岸边的小木屋别墅里，看

着红日从椰树叶中穿过，闲逸的心情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放松！”

东郊椰林还有“老头爬树比猴快”被称为当地一怪，但时至

今日，能爬椰树像猴子一样机敏的老人已经很难见到了。但小伙

子仅凭徒手光脚，就能敏捷地爬上几十米高的椰子树者，几乎家

家都有。据说海边度假村附近村子里的一位李姓老人尚能表演这

一绝技，老人已年近70 岁，但身手不凡，宝刀不老，表演一次

爬树绝技只收 10 元钱，额外的条件是要买一些他家自种的椰子。

不过事不凑巧，我们没能看到这项绝技。除了椰林，东郊值得一

看的还有清澜港附近的“海底森林”红树林，海南岛的红树林面

积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共有 32 个树种。东郊椰林是海南岛红

树林分布面积较广的区域之一。红树林是一种神奇的生命力极强

的树种，在涨潮时除了树冠外几乎全部淹在海水里，到了退潮时

才又渐渐露出树干。红树林的根部发达，纵横交错地盘结在一起，

对海岸河堤起到防风抗浪的保护作用。红树林的果实和花叶是鱼

海口→东郊椰林：路程 80
公里，高速公路，时间约在
60 分钟左右。 

注意事项： 此段高速公路的
大部分路段路面没有封闭，
因此行车时需注意路边不时
出现的动物如牛以及摩托车
一类准高速交通工具。

从文昌的清澜港新港到东
郊椰林码头，坐船 50 元往
返 /一辆车。

旅行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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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蟹贝的食物，而鱼虾蟹贝则引来了各种珍贵的鸟类在红树林时

栖息与避寒，保持生态平衡是红树林的重要功能。也正是这种原

因，我们无法驾车前往红树林中，只能在渔民码头上远远眺望。

此时在渔民码头走来几个游客，见我们正在拍照留念，便聊起天来，

原来他们也是从北京过来度假的，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就在渔民

码头附近买的房子，几年前这里的价格才 2000 多一平米，其实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度假方式，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父母也是几年

前在三亚买的房子，春节一家老少4口人就来到这里度假，这里

的生活肯定能让人忘记大城市里的奔波劳苦。

在海边有个百莱玛度假村，这里的木屋很有特点，有双层和

独栋的两种，这个季节的价格在 200~400 不等，而距离木屋

200 米左右就是椰林湾，这里有细绵的沙滩、湛蓝的海水、婀娜

多姿的椰林、正是这片没有任何污染的净土，在纪念中国和古巴

建交40周年之际，椰林湾被印在纪念邮票上，在中古联合发行，

更使椰林湾名扬海外。夕阳西下，集结旅游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亲

自动手，拉网捕鱼，亲身感受渔民出海的乐趣。捕获的海鲜还可

以就地烹制，十分有意思。如果觉着捕获的小虾小蟹不够解馋，

当地还有农家海鲜排档。晚上也可以在小木屋里过夜，感受滨海

文昌。这里距离海口仅1个小时的车程，非常适合全家短途旅行。

如果不是因为事先订好了行程，真想在这里的木屋住一晚，想象

一下坐在木屋阳台的躺椅上，吹着海风，将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此时已经将近下午 6点半，而回对岸码头的渡轮最后一班是7点，

我们也只好忍痛割爱，继续下面的旅程。

后起之秀温泉鹅

天色渐黑，下一个目的地是琼海市，如果要走东线高速的话，

还得绕行到文昌市，于是我们选择了国道行驶，虽然距离近了一些，

但安全性则要差了许多，我们也不时地通过对讲机提醒彼此的安

全，尽管加了百分百的注意，但突发的“牛上路”事件仍然让我

们措手不及，好在海马普力马和欢动的制动性够灵敏，让我们及

时地避免了“牛年撞牛”的事情发生。

我们实现通过携程网预定好了酒店，在琼海市区里，这个城

市不大，但道路较宽，感觉交通秩序要比海口强，也许因为这里

的车较少一些吧。而这里的酒店价格也不贵，168 元就能定到环

境较好的酒店标间。

海南有4大名菜，和乐蟹、文昌鸡、加积鸭和东山羊。而

后起之秀温泉鹅似乎在名声和产量上似乎已经超过了加积鸭。

过去在琼海，无论大小酒楼食肆，几乎无鸭不成宴。东道主接

待客人，必备加积鸭。外来游客到琼海，酒店推介也少不了加

积鸭。可如今，曾经风光的加积鸭却被温泉鹅夺了地位。早有

耳闻这种鹅肉质好，具有营养丰富、肥而不腻、清淡原味、淳

香可口的特点。一路上见到了许多家饭店都打出温泉鹅的招牌，

而在琼海市附近的温泉镇和加积镇也到处都有卖温泉鹅的饭

店。琼海市的夜晚与海口差不多，在市区里有许多较大规模的

夜市，一派灯火辉煌的景象。

另人失望又感慨万千的博鳌镇

博鳌的名气其实丝毫不逊色于三亚，然而它却无法留住回

头客，小商店还都想方设法地让客人多来几次，然而博鳌仅仅

是通过亚洲高峰论坛向市场打了个招呼，真正的旅游产品却没

有被挖掘出来，我们在这里驱车转悠了半天，也没发现个有特

色的饭馆或旅店，基本上就是路两边的小商店，但经常外出旅

游的人都知道，在景区附近的店里消费，价格是要翻几番的，

32 03/2009
POPULAR AUTO

文昌→琼海：路程 30 公里，国道

注意事项：如果选择东线高速的话
需要从文昌绕行，国道大部分路况
较好，中间有部分在修路，要注意
路面行人和牛。琼海的温泉鹅很值
得品尝。

旅行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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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多观光客吃、住、购都不选择在这里。目前博鳌仅有会址、

漂流、海洋馆和文化苑等四个景区景点，缺少有市场号召力的旅

游产品，因此也就让人感受不到浓郁地方特色的“博鳌味道”。除

却论坛会址，博鳌镇里俨然一副逼近小型现代化都市的感觉，楼

层也高了，路也宽了直了，博鳌的城市化步伐正在让其失去成为

魅力小镇的基本元素。与阳朔、丽江、乌镇等国内知名小镇相比，

处在万泉河入海口，又拥有亚洲论坛这张响亮名片的博鳌，完全

可以以另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去感动游人。一年前曾经去过印尼

巴厘岛，那里在旅游开发中善于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

非常值得博鳌借鉴，如巴厘岛有很多木雕村、石刻村、绘画村。

在游人参观的路上，可以看到路边房子外摆满了各种各样具有当

地特色的木雕和石刻佛像。餐厅、游泳池边、沙滩上随处可见用

茅草编织而成、被当地称为“巴厘亭”的凉亭。其实博鳌完全可

以凭借着独特的自然和民俗风情，打造一个独特的“天堂小镇”。

这里的天和海虽然很诱人，但却实在让我们提不起太大兴趣来，

连摄影师也失去了拍照的灵感和冲动，也许是下一站三亚的诱惑

力太大了吧，我们决定继续前行。

阳光海水天堂，一幅另人窒息的美图

这里的东线高速公路开始沿着海边前行。这段高速路况比较

好，几乎没有什么车，我们也借此感受了一下海马欢动，其实对于

家用轿车来说，1.6 到 2.0 升排量是比较合适的，但今年国家

对于低排量车型减税的政策一下来，估计 1.8 升的车型销售情

况多少会受一些影响。海马欢动的动力来自海马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一代 HA-VIS－1.8II 发动机，无论从数据或是真实体

验来看，其动力性能并不亚于同级的对手。只是在提速方面与

行驶在我们前面的普力马还稍微有些差别（当然是在全自动挡的

情况下），在一段上坡的路段，我把挡把向左一拨，换成 S 挡运

动模式，发动机转速立刻提升，如果大脚油门的话，完全可以

达到红区再换挡，车速也轻易就可以超过 140 公里 / 时，关闭

了所有的车窗，车里仍然保持了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而当我

们换成手动模式驾驶时，惊喜地发现原来欢动的变速箱居然是

6 个前进挡，怪不得从海口市出发到这里油箱里的油掉的速度

比我们预计的要少很多。传动比设定地比较紧密，对于换挡平

顺性和燃油经济性都有不少的帮助。

从博鳌到三亚的路上，天气逐渐变热，阳光明显变得更加

直接，这也让我们打消了吹吹海风的念头，打开欢动的全自动

恒温空调，带上墨镜，继续前行。记得几年前曾经走过博鳌到

路上我们遇见了一对老夫妇，他们
从北京花了半个多月 一路开车到
海南，边走边玩很是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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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尝尝这里的椰子，
就不算到过海南。

琼海→博鳌：路程约 20 公里，行
车时间约 30 分钟。
 
注意事项： 琼海市区有直通博鳌的
东线公路，沿途都有明显的路标指
示，前往博鳌镇的公路称得上是海
南最高等级的公路，路面是新铺的
柏油路面，平整、宽阔，夜晚灯光照
明也很好。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控制
车速。 博鳌的景点较少，没有太大
的特点，吃、住、购物条件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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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的高速公路，也记得曾经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从山上远眺大

海，于是便一路留意着。突然，我看到前面海边的一个山头建有

一座亭楼，有一条路从高速公路上插过去。就是那里了，于是将

方向盘一打，就将车开到那亭楼前。只见亭楼上镌刻着“观海楼”

三个字。我们将两辆车停放在空地上，步行登上了观海楼，才发

现这里不仅是观海的极佳处，而且脚下的礁石雄奇嶙峋，大有鬼

斧神工之妙。再看那海潮，一浪扑一浪，汹涌而来，在礁石上重

重拍打，卷起“千堆雪”。这样的情景似乎也只是几年前才摩洛哥

的海边见过。这么如雷贯耳的海潮，这么壮观的浪花。难怪要在

这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半山腰修一座观海楼了！ 如此壮观的景象

也让我们都忘记了时间和空间，纵情地享受着这惊涛骇浪，感受

着大海的磅礴气势，感受着这慑人心魄的美景。

来到三亚的当天下午，我们便来到了大名鼎鼎的“天涯海角”，

这里距离三亚湾很近，开车也就不到 20 分钟，这里的门票是 65

元 / 位，现在正是旅游旺季，再加上元宵节还没有过去，很多人

还没有上班，因此这里到处是游客，颇为壮观。我们步行穿过一

片树林后，碧波荡漾的海水便呈现在眼前。海边的沙滩狭窄而长，

沿海岸由北向南铺展着，好似南岛的一条玉带。沙滩上处处是星

罗棋布的大石块，奇形怪状，有的像动物默默行于海边，饱尝海

水的变化；有的则似石柱，矗立海岸，瞻望着远处，其中两大处

大石柱壁上刻写有“天涯”、“海角”、“南天一柱”几个鲜红的大字。

游人如梭，你来我往，喜悦之情，挂在脸上。在“天涯”、“海角”

的石壁前，留影者排起了长蛇阵，天气尽管炎热，但是人们的兴

趣不减，争先恐后抢拍这千载难逢的珍贵纪念。我们也不例外，

蜈支洲岛上的垃圾箱装扮
成摩托艇的样子。

亚龙湾靠海的诸多五星级酒店是很
值得逛一逛的，优雅的环境、洁白
的沙滩、齐全的配套设施，游人页不
多，很适合找个沙滩椅放松放松。

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类奖
牌上也会出现《大众汽
车•汽车旅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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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三亚：大概180 公里的路程，
行车时间约 120 分钟。 

注意事项： 一路东线高速，路况非
常好。三亚可以选择滨海大道游览，
向西可通往天涯海角和南山，向东
则可到蜈支洲岛和亚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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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拍下永久的记忆才心满意足。

我们住的酒店就在三亚湾的海边 ,打开面向大海的

落地窗 ,海风带着丝丝咸意吹了进来 ,走出酒店，过了滨

海大道，就是海边的沙滩，温暖的阳光把草地和沙滩晒

得暖洋洋的 ,我们找了一处偏僻的角落躺下 ,伸直全身 ,

舒服得几乎要睡着了。

三亚行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吃海鲜。三亚吃海鲜的

地方大多在滨海大道上，而之前朋友推荐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大东海的东郊椰林，以小资情调出名的，烹饪

手法多样，也相对贵一些。推荐：老虎鱼＋白豆腐烧汤

＝鲜得要命。还有鲜榨椰汁、椰汁饭都很好吃的。尽量

吃些虾蟹鱼，花蟹烧粥也很棒。另一家则是大名鼎鼎的

“春园海鲜广场”，感觉价廉物美。这里的海鲜广场多是

一个40 多个排挡摊位的大棚，进去以后先到最里面的

摊贩那里买海鲜和蔬菜，然后出来在众多的摊位中挑选

一家为你加工。食用方式主要是火锅，也可以对海鲜进

行简单的蒸、炒处理，摊主只是收取相应的加工费，是

比较经济实惠的一种吃法。吃海鲜关键在“鲜”，这里

的海产全是鲜活的，吃起来当然爽。不过吃海鲜也要分

季节，现在正是海鲜最贵的时候，尝尝鲜就可以了。

另外，在海南还可以吃一下当地的鸡饭，味道很不

错，在当地的一些居民住的小街里有。如果想吃些家常菜，

就要去市区里，选择当地人吃饭较多的地方。另外需要

提醒的是，凡是发名片或者有免费车接送的便宜大排档

千万不要去吃，连犹豫都不能有。不然你会发现钱包里

的钱根本就不够用的。

动了。山岭变成岛，神牛变成两块大石头。因此奇事，此岛得名

牛崎州岛和古崎州岛，而那两块大石头被人称为姐妹石。后来，

海南成立三亚市后，三亚市政府有关部门又到该岛重新定名，工

作人员认为它像一种当地渔民称之为“蜈支”海洋动物，遂改名

蜈支洲岛，并延续至今。早就听说蜈支洲岛是情人的天堂，这句

话一点都不假。记得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她写了自己在

蜈支洲岛度蜜月的经历，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

那的感受是整个世界很干净很自然，心情也随之干净了自然了。”

是啊，浪漫之余，你的整个心灵还会有更多的收获。如果说亚龙

湾以细白的沙滩和娇柔的海水震撼了你，那么蜈支洲岛的海底世

界则让你激动的心情达到了顶峰。你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潜水

观光片子，只要是在中国拍摄的，一定是海南岛三亚的海底，三

亚海底能上镜头的地方肯定在蜈支洲岛。上了蜈支洲岛后，我们

选择了乘车环岛游 , 80 元 /位（由于是旅游旺季，价格偏高一些）。

环岛一圈大概是 40 分钟，也可以选择在中途的玛祖庙下车步行

游览。小岛的地貌美丽而有层次：岛的中部坡地逶迤，起伏平缓，

草木纷乱，藤蔓缠结，银色的沙滩沙质均匀细腻，海水由浅入

深，颜色由透明而碧绿继而浅蓝，后而深蓝，明丽动人层次分明；

岛上椰影婆娑，绿草成荫，竹制建筑娉婷绰约。有人说她就是

一座浓缩的海南岛，海南旅游的几大要素——阳光、绿色、海水、

沙滩、 空气、婆娑椰影等等，在小岛上一应俱全。环岛海域海水

清澈透明，能见度极高。五彩斑斓的海底珊瑚，美丽的热带鱼

四处游荡。小岛周围海底世界尤其令人叹为观止，漫浮深潜任君

选择，海胆、海星、小丑鱼、神仙鱼、婀娜海藻和七彩珊瑚尽

收眼底，这里是公认的中国第一潜海胜地。蜈支洲岛不仅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还建有休闲客房、海景房、日本屋、竹楼、风味

次日 ,我们计划前往 40 公里处的蜈支洲岛。我们到达蜈支

洲岛的入口处是上午 9点半，却发现车已经排队到了两公里外，

这样如果要是等的话这一天估计就玩不了什么了，于是我们果断

地改变计划，驱车前往位于三亚西面的南山寺。

南山距离三亚市大约 20 公里处，是中国最南端的山，这里

因南山寺而闻名，如今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南山文化旅游区。

步入南山观光游览区以后，我们乘观光车一路走过不二法门、观

音阁、鳌山寿谷、南山寺、观海平台、文宝院、梵钟苑，却都是

行色匆匆，只走马观花般地粗粗看过。老早便听说南山有著名书

法家王羲之的墨宝“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之石刻心经，可惜这一

次终是无缘得见。已经被世人耳熟能详的贺寿佳对“福如东海长

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中提及的南山不老松便根植在南山的长

寿谷中。当我们来到观音苑广场时，远远仰望着那尊高108 米的

三面观音圣像时，便又想起了那诗：“南山观世音，一体化三尊。

诗莲法身净、持珠解脱心、持箧般若光，圆通法无尽⋯⋯”我也

站在广场上，望着持箧观音的样子。心中更是由衷地希望自己能

如观音一般有“自度度人，智悲双运”的智慧德性。

有了前一天的教训，我们第二天很早就出发了，8点多就到了

蜈支洲岛码头，然而旅行团的游客比我们还早，当我们买好票（120

元 / 位），排队坐船上岛的人已经排了近 500 米的队。蜈支洲岛

原名叫做古崎州岛和牛崎州岛。而且还有一个关于名字由来的传

说：相传，三亚有一条河叫藤桥河，由于上游山民刀耕火种，破

坏了植被。每逢山洪暴发，山上的泥土经藤桥河流入大海，将清

澈透明的海水弄脏。龙王大怒，将此事报告玉帝。于是，玉帝用

神剑将距此地七公里的琼南岭角的山岭截去一段，令两头神牛拖

去堵住河口。谁知途中被一樵夫发现，点破了天机，神牛就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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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兴隆：大约 100 公
里，行车时间约 120 分钟。

注意事项：从三亚出来走
东线高速，万宁出口出来
后需要走一段山区的国道，
仍然是需要注意摩托车以
及行人和牛。
兴隆是一个镇，在这里可
以住 4 星级的酒店，标
间 的 价 格 大 概 能 谈 到
200~300元一晚，每个酒
店都有自己的温泉池，不
过池子的数量和质量仍然
需要提升。在兴隆还可以
去咖啡厂转转，兴隆的咖
啡全国有名。

旅行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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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难以割舍的爱，我们一定还会再来

近一周的旅行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时间和金钱显得那

么令人懊恼，如果可以把这些统统忘却，真是不想从三亚这个中

国最美的地方离去。但现实终归是现实，工作仍然要继续，在驶

离三亚之前，我们决定再开着普力马和欢动重新走一遍滨海大道，

摄影师也再次拿起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最美的瞬间。

在回海口市的途中，经过了兴隆镇，本想泡一泡这里著名的

温泉，谁知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只能作罢，但兴隆的另一个

招牌——兴隆咖啡厂还是要去一趟的，兴隆的咖啡、可可在全国

都是有名的。在上世纪 50 年代，东南亚的归侨们，不但把喝咖

啡的传统和制作、冲泡咖啡的手艺带到海南兴隆，还生产出后来

声名远扬的兴隆咖啡。在东南亚，大部分的咖啡店都是由海南人

经营。小镇兴隆 ,有大小 30 多家咖啡店徜徉街头，咖啡的香味

诱惑着人们停下匆匆脚步，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归侨，如今大多

都已白发苍苍。当年，他们亲手开辟了兴隆这块蛮荒之地，才有

了今日兴隆的昌盛。而在兴隆咖啡厂的门口，有专门卖咖啡的门

市部，说是门市，实际上更像一个超市，碳烧的、可可的、椰奶

的、卡布奇诺的⋯⋯各种款式的咖啡都有，当然除了咖啡，奶茶、

点心、糖果、茶叶等等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我们当然也不能空手

而归，每人几大带子的咖啡几乎装满了整个欢动的后备厢。

我们将要踏上返回北京的路，一周的时间在海南岛上也只是

轻描淡写地匆匆浏览，很多地方都没有去，例如值得冒险的中线，

例如充满民族情调的西线，在走之前，我们在这里的山这里的海

这里的天约定，我们一定再回来，再一次把自己投入这最美最温

柔的怀抱⋯⋯ 

在海南，四人一辆的小
摩托，在大街上经常能
见到，这是为了省钱？
省事？终究还是无视自
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正月十五，我们在海口市见识
到了当地的“换花节”，当然也
参与了一把，手捧玫瑰，寻找
有缘人。

餐厅等多项服务项目，来此度假可谓是世外仙境，轻轻

漫步于其间，浪漫无比。

游览完蜈支洲岛后，我们来到亚龙湾，与大东海和

三亚湾相比，亚龙湾的环境要好很多，因为这里几乎是

一个完全独立的地区，离市区又相对较远一些，5 星级

酒店遍布这个地区，如果银子足够，还是要住在亚龙湾

要舒服很多，海边的环境也要清净许多。从市区一路往

东就能看到路牌，向北是去蜈支洲岛，向南就是亚龙湾，

此间也会经过一段单行线，路况非常好，据说是当年为

世界小姐比赛专门修的路。亚龙湾其实没有什么景点可

供游览，但来这里可以去转转靠海的一个个 5星级酒店，

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论从建筑风格还是布局方

面都不尽相同，而酒店的花园和游泳池也是值得一看的，

比如喜来登的花园很大很漂亮，丽思卡尔顿的建筑很古

朴，沙滩超级大，人又很少，而红树林酒店则更让人有

种置身于热带丛林中的感觉。穿过酒店就是沙滩，这

里的沙滩不分界限，沙质很松软、纯洁，配上碧蓝的海

水，同晴空万里无云镶在一起，碧水蓝天似乎难以分开，

成了一个蓝色的世界，令人心旷神怡，也让我们都醉了，

卧在沙滩的躺椅上，实在是令人流连忘返。

：对 于 中 国 来 说，

2008 年和 2009 年可谓多

事之秋。从08 年的天灾到如

今的金融危机，在一系列不

利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车市也

陷入了持续低迷的困境。在

这样的情况下，海马汽车在

2009年会有怎样一个计划？

汤斯：因为受到整体经

济大势下滑的不利影响，海

马今年的销售情况跟预期当

然是有些差距的，但我们对

2009 年的市场预期还是持

谨慎乐观的态度。不过我们

今年的计划也将有所调整，

包括针对 1.6 升以下车型的

减税政策，我们将把重点放

在推 1.6 升排量车型上。

：对于自驾车旅行，

您有怎样的看法，对于中国

的自驾车旅行市场有什么样

的建议？

专访海马市场销售部部长汤斯先生

汤斯：其实我本人也很

喜欢自驾车出去旅行，但由于

种种原因总是没有很充裕的

时间来实现。我认为以自驾

车这种方式出行代表着中国

汽车市场的逐渐成熟。中国

有很多地方适合自驾车去旅

行，但目前比较扎堆，形式

也比较单一，这需要社会各

方面更加成熟，以带动汽车

自驾旅行的市场进一步发展。

三亚恐怕是中国最适合开敞蓬车的城市了，租
辆车，到三亚有名的滨海大道椰梦长廊兜风去。
沿着大道自南向北行驶，一路上听海浪拍打岸
边的声音，呼吸清新的海风，移步换景地欣赏
海景，好不惬意。大道一直通到三亚湾，从头
到尾大约需要 30 分钟时间，沿途还有些海鲜
排挡、度假村，累了可以吃点东西，尽情享受。
1. 亚龙湾的沙滩与酒店都不错，值得一逛。不
用买票，沿着沙滩走就能进去了。亚龙湾的海
滩就是漂亮。来三亚，你就是哪里都不去，每
天就呆在这沙滩上，都不会吃亏。游泳、散步、
在躺椅上晒太阳——舒服。看到吊床就玩一下
吧，很不错的。如果喜欢步行，建议沿亚龙湾
的沙滩，那份安静和遐意，就像漫步在自家的
花园中。
2. 天涯海角、南山寺有时间可以去玩玩，别留
下遗憾就是了，听说还有分界洲岛很不错，不
过离三亚很远，回来要 3个多小时，所以时间
短的可以不去。大小洞天就不要去了，去后真
不知道看什么。当然酒店住腻了，海滩趴够了，
选一两个景点看看也无妨，但就是一个不去的
话也一点不可惜。
3.推荐出海，感受渔民的生活，别有一番情趣。
具体的事宜可以向当地渔民咨询。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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