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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海口印象

焦点 Focus

海口的浪漫气质

假日海滩

古老建筑

传统戏剧

她以其洁白的沙滩，清澈的海
水，凉爽的海风、明媚的阳光、
高 耸 婆 娑 的 椰 林 等 纯 真 而优
美的大自然而引人注目。

东寨港红树林

P3 到达海口
航空

公路

铁路

涨潮时分，红树林的树干被潮

P4 内部交通

水淹没，只露出翠绿的树冠随

出租车

水运

公交车/旅游巴士

波荡漾，成为壮观的“海上森
林”。

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万年前的火山，千年火山文化

五公祠

琼台书院

海瑞墓

和热带生态景观相融合，构成

假日海滩

了 以 热 带 城 市 火 山 生 态 与文

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化为内涵的地质公园。

时机 Timing
旅游最佳时节

P5 景点介绍
西秀海滩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海口骑楼老街

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金牛岭公园
海口钟楼

万绿园

海底村庄

10 月到翌年 5 月。这期间海口风平浪静，

气候怡人，其他地区酷寒来袭时，这里阳光普照，暖风和煦。

P10 行程推荐

此时，海南还有农历“三月三”期间的“椰子节”和农历二月
初九至十九的“军坡节”
。

不适宜季节

P11 住宿

尽管海口全年的平均温度都在 20℃上下，但

每年 5 至 10 月是海口的雨季，尤其 9 月是降雨高峰期，游客

住在海口市区

住在海口西海岸附近

出行会有不便。另外，海南岛的东部被称为“台风走廊”，因此
夏秋旅游别忘记收听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警报。遇上强台风侵
袭，海口交通会受影响，可能航班会取消，水路会停运。虽然
如此，但淡季的海口平静的环境和相对便宜的消费也是游客最

P13 美食
早茶

夜市

特色美食推荐

大的收获。

P14 购物

贴士 Tips
海口紫外线强烈，要带好墨镜、遮阳伞和高指数的防晒霜，还
应该准备一些防暑、防肠胃疾病和防蚊虫叮咬的药物。如果你
喜欢游泳的话，那么泳衣、泳帽、水镜、拖鞋是不可不带的。

优惠门票

特价机票

《印象•海南岛》

咖啡茶艺

休闲娱乐

喝老爸茶

P16 其他信息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P15 娱乐

度假线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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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印象
海口的浪漫气质

古老建筑

海口没有三亚出名，所以也没有三亚那般喧闹，但浪漫却不

历史上的海口曾是中国通商重镇，在海口拥有一片家产，成

减分毫。

为所有下南洋的海南华侨的梦想。上个世纪 30 年代，海口已

海口绵长的海滩边是一望无际的琼州海峡，常有帆船出没。
这里仿佛关住了时间，寂静、舒服。湿湿的海风略凉，花香
却清晰，偶尔还会有小鸟的歌声。

有 35 个行业 572 家商铺，如“梁安记”、“云旭记”、“远东
公司”和“广德堂”等等。著名旅店或综合性娱乐场所有“五
层楼”、“大亚旅店”、“泰昌隆”等等。许多大商号都在老街
的骑楼里，展开不见硝烟的经营大战。

在老城区小街巷中找个生意兴旺的“老爸”茶店坐下，和热
情的阿婆歇息搭讪。街边三三两两的小贩挑担叫卖，担子里
几乎都是海南本地的特色水果，山竹、鸡蛋果、莲雾。
黄昏时，漫步骑楼老街，从解放西路到博爱路，从得胜沙到
中山路。攀着三角梅的阳台和窗子照射出暖暖的灯光。三轮
车在拐角处发出叮叮咚咚的铃声，斑斓的小店亮出诱惑的光
影，CD 店的音响播放着 80 年代情歌。
推荐体验地：假日海滩、西秀海滩、骑楼老街、海口钟楼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涯雨晴提供）

1931 年，得胜沙街上的“海口大厦”
（俗称“五层楼”）建成，
那是建国前海口市最高的楼房。
“骑楼林立，商贾络绎，烟火
稠密”，是当时海口兴盛景象的真实写照。
现在漫步老城，还能看到白色的南洋骑楼，一栋紧挨一栋。
柱廊、敞廊、巴洛克风格尖顶，乍一看，十分欧化。走近仔
细端详，墙面上有细致雕刻工艺，都是中国民间特色的图案：
龙凤呈祥、松鹤延年。老海关、古钟楼、
“天妃庙”、
“五层楼”
饭店这些古老建筑沧桑犹在，记载着海口的昨天。

传统戏剧
琼剧是中国海南省的民间传统戏曲艺术，又称为琼州剧或海
南戏。琼剧是南方戏剧其中的一个支系，以海南话为主要的
戏曲语言，使得其具有流行的地域性，仅限于海南岛以及两
广之间。琼剧是海南的本土传统文化象征，至今已有一段很
长的历史，但具体的起源时期却难以考证。
琼剧的音乐唱腔在前期为“曲牌体”，并具有帮唱，如《琵琶
记》、《槐荫记》、《蟠桃宴》、《八仙贺寿》等一些传统剧目，
唱词中均有牌子，还有些采用一些大字牌子和小曲。而后期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胡杨沙漠提供）

则演化为了“板腔体”。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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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海口
航空

公路

海口美兰机场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美兰镇，距离海口市 25 公

海南的公路交通非常方便，东线 223 国道、中线 224 国道、

里，开通 60 多条航线可以到达国内、国外众多地方。

西线 225 国道，还有环岛高速公路。目前海口主要有四大客
运站。省内和长途车分别在东站、西站、南站乘坐。

预订海口特价机票

省际汽车客运总站： 主要可抵达云贵、两湖、两广等省。
地址：海口市海秀大道 10 号。

机场到市区的交通（约 30 分钟路程）

咨询电话：0898－66772791。

1、机场大巴：05:30 发车到晚上最后一个航班结束，每 30

海口汽车东站： 主要前往海南东线各县。

分钟一班，票价 20 元/人。

地址：海口市海府路 148 号。

2、公交车：市内有 21 和 41 两路公交车直达美兰机场，票
价 5 元/人。
3、出租车： 从市区坐出租车到机场，一般在 60 元左右。

海口机场到三亚的交通
1、出机场直接乘坐出租车 300－400 元。
2、乘坐穿梭巴士到海口南站再转三亚的车，票价 80 元。车
程 3 小时 20 分钟。每 10 分钟一班。到三亚汽车总站后，打
车到亚龙湾 50 元左右、大东海 10 元左右、市内 7 元左右（如
果是晚上，出租车会稍贵）。
3、出机场坐机场大巴到海口汽车东站，票价 15 元。到了东
站后乘免费巴士前往客运南站，再换坐海口到三亚的中巴车。

咨询电话：0898－65340753。
贴士：在这乘坐发往海口市各乡镇的中巴班车，可到达东寨
港红树林、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等景点。

海口汽车南站： 主要前往澄迈、定安等海口邻县。
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世纪华亭旁（南海大道与龙昆南路交
口）。咨询电话：0898－66803800。

海口汽车西站：主要前往儋州、白沙、昌江、东方、临高、
乐东、通什、屯昌各线。
地址：海口市海秀路 156 号。
咨询电话：0898－68657306。

贴士
1、海口—三亚的专线车由原来的东站搬到了南站，在东站、
西站可买到南站的车票，并都有免费班车送至南站。
（东站还
可乘 45 路公交前往，乘出租需 14 元左右）。

铁路

2、海南各个车站常有一些“拉客仔”兜售黑票点的客车车票，

海口火车站距海口市中心二十余公里，位于长流新区，靠近

不止。强烈建议去车站内的售票大厅购票，千万背贪图一时

海边。

的方便和便宜。

特别是省际客车。欺诈和暴力伤害旅客事件常有发生，屡禁

现建有四个硬座候车室和一个软座候车室。海口火车站分别
州，耗时约 11 小时。

水运

贴士

海口有新港、海口秀英港两个港口，每天开往大陆沿海及香

1、前往海口的列车在跨海轮渡上的时间为 55 分钟，列车上

港等地区客轮达 40 多艘。

开通了到上海南、广州、北京西的空调快速列车。海口到广

船后，实行人与车不分离。
2、海口站咨询电话：0898-31686222。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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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新港

秀英港

以湛江港和海安之间的客运和汽车轮渡为主。地址：滨海大

主要是开往广州、湛江、海安、北海的航线。

道新港天桥往北 500 米。咨询电话：0898-66210596。
海口－海安（每隔半小时一班。时间：每天 6：30-18：00）。

秀英港售票中心地址：滨海大道秀英码头。
秀英港客运站海口售票点地址：海府路 7 号。

海口－北海（每天只有一班，时间下午 18：00）。
海口－湛江（每天两班，时间：9：30、13：30）。

内部交通
出租车
海口的出租车主要有马自达、捷达、夏利等车型，起步价为

旅游 2 线（万绿园－东山动物园）：万绿园 → 泰龙城 → 海

10 元。

口公园 → 京航大厦 → 海南广场 → 省博物馆 → 五公祠

贴士
1、海口的出租车都可以还价，一般市区内是 10－15 元。
2、如果是近距离一般不跳表的，可以把“夏利”价格还到 8
元，通常表计 15 元的价格可以还到 13 元。如果事先和司机
谈好价钱就不用担心绕路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口的出租车
司机叫价都偏高，千万记得砍价。

出租车到火车站的参考价格
明珠广场－火车站：打表价格 55-65 元，约 30 分钟。
府城－火车站：打表价格 80-90 元，约 40 分钟。
国贸－火车站：打表价格 45-55 元，约 25 分钟。
海甸岛－火车站：打表价格 60-70 元，约 35 分钟。

→ 朱云路口 → 龙昆南路口 → 海职院东门 → 火山口公
园 → 海南野生动植物园
旅游 3 线（海南迎宾馆－观澜湖高尔夫球场）：海南迎宾馆 →
省车管所 → 新温泉 → 万绿园 → 文华大酒店 → 海口港
→ 西海岸高尔夫球场 → 美视五月花高尔夫球场 → 观澜
湖高尔夫球场
旅游 4 线（白沙门公园－东寨港红树林）：白沙门 → 金海岸
大酒店 → 环岛泰德酒店 → 旅游学校 → 琼苑宾馆 → 海
南广场 → 演丰生态主题公园 → 美兰高尔夫球场 → 东寨
港红树林
旅游 5 线（万绿园－冯白驹纪念馆）：万绿园 → 椰海大厦 →
华深家具 → 国宾大厦 → 东湖 → 省彩票中心 → 海南广

公交车/旅游巴士
海口市区主要交通工具是中巴，票价一般是 1～2 元，市内的
公交车，票价 1 元，多数是无人售票。

场 → 金马山庄 → 冯白驹纪念馆
旅游 6 线（省博物馆－盈滨半岛永庆寺）：海南广场 → 海南
迎宾馆 → 旧机场 → 省车管所 → 市中院 → 金牛岭公园
→ 凤凰新村 → 海口港 → 西秀海滩 → 观海台 → 假日
海滩 → 会展中心 → 月亮湾高尔夫球场 → 盈滨半岛永庆

旅游 1 线 （白沙门－火山口公园）：白沙门 → 金海岸大酒

寺

店 → 万福新村 → 万绿园 → 富豪大厦 → 海南侨中 →
亚洲国际大酒店 → 金牛岭公园 → 海瑞墓 → 火山口公园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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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五公祠

琼台书院

五公祠位于海口市与琼山府城接壤处，距市中心约 5 公里，

琼台书院坐落在海口市府城镇琼台师专校园内，距离市中心

是为纪念唐、宋朝时期贬谪到海南的五位著名历史人物：唐

约 4 公里，是典型的岭南建筑布局。

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李光、赵鼎、名臣胡诠而建
的，故名五公祠。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涯雨晴提供）

主楼“魁星楼”是一座绿瓦红廊的砖木结构建筑，保存完好。
一层，匾上写着“讲学堂”，有楹联一副，“树老花偏嫩，春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涯雨晴提供）

融枝亦樛”，进门又一联，
“养乾坤正气，育天下英才”。二层，
一侧是掌教的卧室，一侧是书房，中间是掌教的客厅。整个

五公祠为一组古建筑群的统称，包含五公祠、苏公祠、观稼

楼内雕梁画栋，绿树成荫。院里有书院掌教探花张岳菘和进

堂、学圃堂、五公精舍和琼园等，建筑面积 2800 余平方米，

士谢宝的两尊塑像。

连同园林、井泉、池塘约占地 100 亩，地近闹市，独有清幽，
素有“琼台胜景”、
“瀛海人文”和“海南第一名胜”的美誉。

门票 20 元
交通 公交车 1 路、4 路、11 路、14 路、37 路、38 环线、
41 路、44 路、45 路等可到达。

著名的粤剧、琼剧《搜书院》的故事就发生在此。相传当年
书生张生和琼州府镇台的婢女产生爱情，镇台震怒严惩婢女，
婢女逃进书院求救，镇台派人追至书院，书院掌教谢宝仗义
执言，门前挡驾，并机智地乘夜将婢女送出城外，使张生与
婢女终成眷属。琼台书院随着《搜书院》而蜚声海内外。

门票 5 元

海瑞墓

交通 在市区乘坐 1 路、44 路公交车即可到达琼台书院。

海瑞墓园是纪念明代大清官-海瑞的墓园遗址。始建于明万历
十七年（1589 年），是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成
的。据说，当海瑞灵柩运至现墓埋时，抬灵柩的绳子突然断
了，人们以为这是海瑞自选风水宝地，于是将其就地下葬。
整个墓园，绿草如茵，葱郁苍翠的椰树，松柏绿竹四季常青。

门票 10 元
交通 在海口市内乘坐旅游 A 路、2 路、2 路大巴、16 路大
巴、19 路大巴可到达海瑞墓。
（海瑞墓：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一路潇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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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骑楼老街

假日海滩

海口骑楼老街，是海口市一处最具特色的街道景观。其中最

假日海滩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西海岸带状公园北部，东起西

古老的建筑四牌楼建于南宋，至今有 600 多年历史。

秀海滩，西至五源河口，长约 6.2 公里，占地 54 公顷（不包

骑楼沿街道两侧临街而建，下层部分做成柱廊式人行过道，

括沙滩和海域）的海滩，距海口市中心区 11 公里。

用以避雨、遮阳、通行，楼层部分跨建在人行过道之上，每
栋高二至四层，进深二三开间。骑楼的窗楣、柱子、墙面造
型、腰线、阳台、栏杆、雕饰等体现了独特的风韵，墙体上
的彩瓷花卉图案、女儿墙、骑楼、柱廊、敞廊是巴洛克风格，
具有欧亚混合文化特征；人字形的屋顶覆盖青瓦，上面安放
着吉祥物。建筑结构上，有中国古代传统式、西方建筑模式，
还有南洋的建筑及装饰风格，并明显受到印度和阿拉伯建筑
的影响；骑楼下的长廊贯通成排，行人逛街时可躲避风雨烈
日，一边悠闲散步，一边从容地看货购物。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乐会提供）

左沿是葱翠的林麻黄林带，其间错落着度假村、宾馆、游乐
场等；右沿是碧波万顷的琼州海峡，海面船只穿梭，犁银溅
玉。这里阳光、海水、沙滩、椰树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
动人的自然画面。整个海滩共分为滩日浴区、海上运动区、
海洋餐饮文化区和休闲度假区，是海口市最具代表性的海滨
旅游休闲胜地。

门票 免费（烧烤处每个炉子 120 元租金，小型车辆停车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涯雨晴提供）

10 元）

街道分布

交通 海口市区有专线中巴车通往假日海滩。可以乘坐 40、

得胜沙路：旧时的得胜沙路是洋行、茶楼、旅馆、货栈、戏

35、28、37 路公交车到达。

院的聚集地。在那个年代，相当繁华。街上还有间冼太夫人
纪念馆（俗称“冼夫人庙”），为纪念在南北朝时期对治理海
南有卓越贡献、为安定团结统一开创大好局面的冼夫人而建。
现在得胜沙逐渐形成了海南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
新华南路：传统的裁缝店、各类平民服装鞋店、茶楼、小食
店，一家家生意兴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格的“解放电
影院”，仍以毛笔楷体写宣传板招揽顾客。
中山路：是五金灯饰一条街，骑楼与鳞次栉比的霓虹广告辉
映，现在主要为温州人的商业街。

西秀海滩
西秀海滩公园（原海口秀英海滨浴场），位于海口市庆龄大道，
目前已建成集国际帆船板训练及比赛基地、国际游艇俱乐部、
大众海滨游泳场和水上运动中心等旅游配套服务为一体的综
合竞技、运动、休闲、娱乐滨海旅游胜地。
公园内海风拂面，树木撑天，沙滩平缓，海水清澈，被国家
体委确定为国家级帆船板冬训基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

博爱路：街边小店销售家电、小商品、服装、鲜花、礼品等，

员也慕名前来此训练比赛。

生活气息浓郁。贯穿博爱路的是东、西门市场。东门为海鲜

门票 免费开放

干货市场，西门则是古玩一条街，大大小小古玩摊沿街而摆。

交通 海口骑楼老街靠近人民桥，多路公交车可到。人民桥
一带的显著地标是钟楼，它矗立在沿江绿化带中。海口钟楼
对面那些古旧斑驳的建筑群就是骑楼老街。

交通 ①坐到假日海滩的 28、29、40 路大巴可以直接到。
②可坐游 1、游 2，票价 2 元。③“共速达”空调巴士，票价
1－3 元。早班 6：30 从琼山红城湖路发车，晚班 20：30 从
热带海洋世界发车。④市区乘坐出租车约 20—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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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公园位于海口西南石山镇、永兴镇，距市中心约 15km。拥

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因陆陷成海，形如漏斗，海岸线曲

有 40 多座第四纪火山，其类型之多样、熔岩景观之丰富、熔

折多湾，泻湖滩面缓平，红树林就分布在整个海岸浅滩上，

岩隧道之奇特，实为罕见的火山奇观。

共 16 科 32 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牛看世界提供）

门票 60 元
交通
①自驾：从海口市区到达景区驱车约 15 公里，在秀英海榆中
线路口往老城方向（南海大道）约 5 公里处左转火山群景区
专用公路直达火山群景区，车程 15 分钟
②公共交通：从市内坐往秀英方向的 7，16，24 路公交车到
秀英大道海坡市场站下车（1 元／人），改乘秀英一火山口的
中巴车（3 元／人）20 分钟车程就可到达。景区离美兰机场
或海口港码头仅需 25 分钟车程。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东水湾小猪提供）

区内以被誉为“海上森林公园”的红树林、世界地质奇观“海
底村庄”，世界稀有鸟类及丰富海鲜水产而著称。区内野菠萝
岛环境幽美，岛上形态奇特的野菠萝林连片蔽日修有观光小
道，可乘游船登岛游览。
多数时候，东寨港海岸每天有二次潮水涨落。每月有二次大
潮和低潮，其它时间潮水起伏不大。低潮可以看到红树林的
根部和泥地，高潮可以看到红树林的树冠。潮水大涨大落和
潮水小涨小落，景致各不一样。涨潮时分，红树林的树干被
潮水淹没，只露出翠绿的树冠随波荡漾，成为壮观的“海上
森林”，有水鸟展翅其间，游人可乘小舟深入林中。

门票 5 元

金牛岭公园
金牛岭公园位于海口市中心城区海秀大道中段南侧，占地
105 公顷，属海口市大型园林景。一年四季，园里树木苍翠，
花果飘香，蜂飞蝶舞，鸟歌猿啼，鸽群翔空景色秀丽而独竺，

交通
① 在海口五公祠乘至演丰的中巴车，票价 5 元，到演丰下后，
再乘三轮车至东寨港，价格 2 元。
② 自驾：从市区出发，经国兴大道上海文高速，在演丰路口
下高速，到演丰后据路牌提示可到达红树林景区。

是览景猎趣的好去处，享誉“海口名胜”。
公园入口就在海秀大道中段南侧路旁，一条两旁栽满花木的
笔直的百米大道直通园门。进入门便是金牛瀑布景区。进门
抬头仰望，便见一头高大威壮的浑身金光闪耀的巨它四蹄实
实稳稳地踏在高高的石头顶上，昂首朝东眺望。

门票 金牛岭公园入口和其它园区都不收费，只有动物园收
费 15 元。

交通 乘海口至秀英的各种巴士到金牛岭路路口下车。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乐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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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导游图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8

海口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3.01.09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海口钟楼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距海口市区有 27 公里，是中国首家以

海口钟楼建在风景秀丽的海口儿童公园内，景致幽雅，风姿

热带野生动植物博览、科普为主题的公园。

绰约，被列为海口八景之一。海口钟楼无论是在海口人民的

园区设有车行观赏区、步行观赏区、湖边度假区、中心服务

心目，还是在海外琼籍侨胞中的感受中都是海口的一大景。

区等。其中动物观赏区自然放养珍禽猛兽及热带珍稀濒危动

它占地面积为 25 平方米，顶

物 200 余种。游客可乘车在行车观赏区观非洲狮、东北虎、

层楼高 28 米，6 层钢盘混凝

黑熊等猛兽在自然状态下的风采，也可在步行区观赏亚洲象、

结构建筑，外貌雄伟壮观，大

长颈鹿、鳄鱼、河马、巨蜥、长蟒、鸸鹋、矮马等，还可置

钟设置在顶层，用上海 555 牌

身于人造猴山与群猴嬉戏，在具有热带风情的飞禽世界中漫

电子钟，四边钟面由直径 2 米

步，观赏各种热带飞禽表演。

塑料块构成，时针长 0。53 米，
分针长 1 米，30 分报时一次，

门票 95 元

由扩音器从 4 个大喇叭播出电

交通

子音乐，音乐清晰、宏亮、悠

自驾：从市区出发，沿东线高速公路行驶十多公里从东山出

扬。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涯雨晴提供）

口处下高速，沿指示路标行使 12 公里便可到达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
公共交通：从汽车南站乘坐府城到东山镇的中巴车，可直达
景区。

海底村庄
海底村庄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东寨港至文昌市铺前镇一带的海

万绿园

湾海底。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即公元 1605 年，海南岛
的北部地区发生了一次 7.3 级大地震，大量的土地、房舍、
人口被陷入了茫茫的大海，此次琼北大地震有 72 个村庄陷入
了海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底村庄，

最佳观看时间
每年 5、6 月海水退潮时，是乘船游览海底村庄的最佳时间。
透过海水，当年“仁村”子的庭院、参差的房屋的遗迹依稀
可辨，玄武岩的石板棺材、墓碑、石水井和舂米石等有序排
列。铺前湾与北创港之间的海底下，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座
雕工精细的“贞节牌坊”屹立水下，成群的鱼虾在牌坊旁穿
梭往来，似神话里的“海底龙宫”。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涯雨晴提供）

万绿园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东部，滨海大道的中段，总面积
1070 亩。万绿园独具热带海滨特色和生态风景园林特色，将
蓝天、绿水、原野、现代化高楼融为一体，以海南热带观赏
植物为主，还种植国内外热带、亚热带观赏植物，充分体现
热带风光、海滨特色、国际性旅游城市的特点。

门票 免费
交通
从海口东站乘车 2 小时（约 13 元）到铺前，在铺前坐三轮车
（约 3 元）到码头，没有专门的船去景点，只能包租渔民的
小船去。返回的末班车时间是 16：40。

门票 免费
交通 3、6、9、17、18、22、31、32、37、39、44 路、
旅游 A、B 线等公交车均到达，票价 1－2 元。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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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五公祠 → 海口骑楼老街 → 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 《印象•海南岛》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 假日海滩
东寨港红树林 → 海底村庄

五公祠 → 海口骑楼老街 → 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 《印象•海南岛》
体会浓厚的海口风情，品尝美妙的市井小吃。

▲ 交通

▲ 贴士

① 前往五公祠：早上乘 1 路或 11 路参观五公祠。如果想更深层感受海口

《印象•海南岛》演出时间是每晚 20:30。

的历史，一定不要错过海南省博物馆。
② 五公祠→骑楼老街：从五公祠出来，步行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海
口市别具特色的骑楼建筑区了。
③骑楼老街→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从市内坐往秀英方向的 7，16，24 路
公交车到秀英大道海坡市场站下车（1 元／人），改乘秀英一火山口的中巴
车（3 元／人）20 分钟车程就可到达。
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印象•海南岛》：返回市区，坐 28 路、37 路、
40 路、旅游 B 线(50 路)到印象剧场站下车。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海口市区，吃住行
都方便。

推荐住宿

>> 更多海口市区酒店

海口国际金融（嘉柏）大酒店
标准客房

同程价：188 元 >> 查看点评

高级客房

同程价：228 元 >> 立即预订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 假日海滩
观赏热带雨林，与可爱动物亲密接触，漫步海滩，欣赏晚霞美景。

▲ 交通

▲ 住宿

① 前往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从汽车南站乘坐府城到东山镇的中巴车，

在此条路线中，仍然推荐您住在海口市区，吃

可直达景区。

住行都方便。

②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 假日海滩：返回海口市区，坐专线中巴车通
往假日海滩。可以乘坐 40、35、28、37 路公交车到达。

推荐住宿

▲ 午饭

海口世纪皇廷酒店

尝尝海南特色菜东山羊和园内出产的难得的真正野味。可选择园内的火烈鸟

标准双人间

同程价：238 元 >> 查看点评

餐厅。

商务双人间

同程价：258 元 >> 立即预订

>> 更多海口市区酒店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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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寨港红树林 → 海底村庄
▲ 交通

▲ 住宿

① 前往东寨港红树林：在海口五公祠乘至演丰的中巴车，票价 5 元，到演

在此条路线中，仍然推荐您住在海口市区，去

丰下后，再乘三轮车至东寨港，价格 2 元。

哪里都方便。

②东寨港红树林 → 海底村庄：坐三轮车到码头，没有专门的船去景点，
只能包租渔民的小船去。

推荐住宿

▲ 贴士

海口赛仑吉地大酒店

每年 5、6 月海水退潮时，是乘船游览海底村庄的最佳时间。

标准大床房

同程价：288 元 >> 查看点评

标准双床房

同程价：288 元 >> 立即预订

>> 更多海口市区酒店

住宿
住在海口市区

（>>查看海口市区酒店

>>查看海口所有特价酒店）

海口国际金融（嘉柏）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peuson] 总的 说来 ，性价 比还是 不错 的， 由

标准客房

188 元

于年代较久了，所以设施陈旧了点，其他各方

高级客房

22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海口市区酒店

面还不错。
[hucody] 交通方便，服务好，出门坐车购物，
地理位置好。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海口美京海景大酒店
同程价

[18627jgwpsq] 地理位置比较好，晚上也比较

豪华商务双床房(10F)

178 元

安静，吃饭挺方便的，到假日海滩等旅游地方

豪华商务单间（7F)

198 元

房型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海口市区酒店

也蛮方便。
[15661lmfizb] 很舒服，值得继续入住。也便
宜，交通方便。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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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海口所有特价酒店）

海口乌兰温泉大酒店
同程价

[13817fsixwl] 在海 边的酒 店，价 位适 中， 房

花园商务房

388 元

间的布置和装潢也挺好。值得一提的是，免费

花园标准房

388 元

房型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海口西海岸附近酒店

游泳池很不错哦。
[15326shwrkn] 酒店服务态度好，房间内很干
净、舒适，下次还住这儿。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海口华侨宾馆
同程价

[13926kzrclg] 性价比高，服务态度好，卫生

豪华单人间

180 元

安静，值得推荐入住！

豪华双人间

198 元

房型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海口西海岸附近酒店

[15838jwqmtb] 那里环境 不错，关键 是很 安
静，我很喜欢。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海口新国宾馆
同程价

[安徽琴姐] 环境，设施非常好！我们一行都非

豪华池景房

958 元

常满意，下次还来，呵呵。

豪华海景房

1158 元

房型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海口西海岸附近酒店

[13818tipmyu] 在海边，临近喜来登，服务很
周到。房间不错。我最喜欢的透明玻璃加浴缸。
餐厅服务也很细心，一个人用餐也上水果。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12

海口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3.01.09

美食
在海口，你很难走出星罗棋布的酒店餐馆的重围。“喝早茶”
“下馆子”“吃夜宵”，从匆匆的人群中可以感觉到海口人对
吃的讲究。

特色美食推荐
东江盐锔鸡
海南新款风味菜,制作者根据“东江盐锔鸡”烹制原理，用鲜

海口菜独具特色。菜的技法与粤菜差不多，但却以椰味见长：

椰子茸配味料将鸡锔制而成。曾在首届海南名莱美食评选中

有琼州椰子蟹、椰奶鸡、椰汁东山羊、嫩椰百花盒、椰奶燕

获一等奖。

窝盅等。海味三珍，海口以清淡鲜活、原汁原味取胜。海南
四大名菜（文昌鸡、加积鸭、东山羊、和乐蟹）、临高乳猪、
石山壅羊、曲口海鲜这些在海口都能吃到。还有各种虾、贝、
鱼，应有尽有，让人大饱口福。

金华海鲜卷
特色海鲜菜，以海虾、鲜带子为主料，辅以金华火腿及多种
上蔬配制而成。荤素结合，清鲜爽口。

海南粉
为海南最具特色的风味小吃，在海南岛北部的海口、琼山市、
定安县和澄迈县的市镇居民中食用比较普遍，而且是节日喜
庆必备的上品，象征吉祥长寿，以海口粉为最佳。
海南粉分为粗粉和细粉，粗粉的配料比较简单，只在粉中加
进滚热的酸菜牛肉汤，撒少许虾酱、嫩椒、葱花、爆花生米
等即成；细粉则比较讲究，要用多种配料、味料和芡汁搅拌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秋水如烟提供）

后腌着吃，叫做“腌粉”。

早茶

海南椰奶鸡

大清早，海口市内各大小茶楼、餐厅、酒店就已座无虚席，

三十年代就在海口一带流传，鸡肉嫩滑，椰香浓郁，不须用

热闹的早茶景象会直到 10 点多。特别推荐骑楼老街——博爱

刀斩开，用筷子戳就可以分块食用。

路的水巷口街，是海口地方饮食店聚焦处，也是吃早点的理
想场所，海南腌粉、牛腩饭、猪脚饭、鸡饭和鸭饭、煎粽、
煎饼、安定粉汤很受欢迎，海南人还会在鸭饭上面浇一种汁，
使得鸭皮在脆的同时鸭肉又很滑口。

夜市
海口是一座不折不扣的不夜城，而宵夜则成为不夜海口中最
为重要的部分：啤酒、小菜、海南粉、各类烧烤、特色米线、
火锅、清补凉、海鲜、小黄牛、乳羊等等海口宵夜食品的品

海南煎粽
海南地方风味小吃，流行于海口地区，这种粽子与普通粽子
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不用粽叶包裹；二是先蒸热糯米后再加
配料，然后煎制食用，不受节令限制，可随时制作。

碧绿龙虾秋
海南高档宴席菜，用大龙虾，配西兰花烹制而成。为第三届
全国烹任大赛获银牌奖作品之一。

种之全，真应了一句话：“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

美食贴士
① 吃海鲜可以去南庄酒家、和友海鲜；
② 吃四 大名菜 可以 到中国 城和粤 港潮， 这两家 做得 较为 正
宗，当然价格不菲；想要价廉物美，龙昆南路定会让你满意，
那里是海南菜馆汇集的中心。
③ 羊肉火锅所取羊肉以石山壅羊为最，火山口的荔乡酒家是
最佳选择。
④ 白龙南路的塔光市场和金龙路也是当地有名的美食街。当
地的小吃最好去博爱南路小吃街，在那里可以尝到海南粉(以
海口粉为最佳)、煎棕等美味食。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秋水如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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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斋菜煲
产于琼北的海口和琼山地区民间，原为道家、佛家烹任的以
三菇六耳、瓜果蔬茹及豆制品为主的素食菜肴，故又称“寺
院菜”、“素菜”。 特点是菜质润滑、爽脆，气味香鲜。

牛腩饭、猪脚饭
通常肉锅是放在店铺最前面位置的，两口大锅一个煮着牛腩，
一个烧着猪脚。将烧好的牛腩放在饭上，再上一瓢汤，一碗
极香极好吃的牛腩饭就做好了。猪脚饭则是将一勺猪脚连汤
带肉地浇到饭上。每次还会随饭送上一碗清汤，解油腻。这
都是海南的特色。
推荐：解放西和新华路的岔路口的猪脚饭、牛腩饭的小店的
人最多，生意特别好。

鱼煲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秋水如烟提供）

石山扣羊肉
以马鞍岭火山口附近的特产石山羊肉为原料，配以多种香料
和味料，经过滚、炸、蒸、扣等多道烹调工序精制而成。这
道菜要去马鞍岭火山口吃，荔湾酒乡做的最好。

鱼煲里的鱼肉比别的做法要粉软些，吃起来较顺口，其中最
能吃出味的是鲢鱼，粉条、豆腐、腐竹等八种配料，花椒、

曲口海鲜

胡椒、姜、蒜等调料使鱼煲更加鲜美、丰富。

曲口海鲜位于琼山区东寨港，出产海鲜盛名久负，青蟹、血

推荐：玉龙路的鱼煲最为出名。

蚶、蚝、对虾为最好。青蟹一般每只重达 0.5 公斤，食法多

四宝琼山豆腐
海南传统名菜。琼山，毗邻省会海口市。“豆腐”，并非豆制
品，而是以鸡蛋清泡制，状如豆腐脑，洁白嫩滑，配以上鲜
“四宝”，味极鲜美。

样，清蒸为主。血蚶体内汁似血，开水稍烫就可以食用，有
化痰、治胃酸过多的疗效，还有用炭火烤的吃法，叫做“原
味血蚶”。蚝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还有药用价值。血鳝一是
种特别的鳗类，无骨无刺，浑身是血，肉细汤浓，营养极丰
富，可清蒸可油炸。对虾有黑吉对虾和斑节对虾，体大、味
美。

购物
海口做为海南的大型城市和商业中心，汇聚了全岛各地的特

③ 在府 城的 中山南 路南北 水果批 发市 场可以 买到海 南各 种

色。主要特产分为海鲜类、热带水果类、饮品类以及旅游纪

应时热带水果。

念品类。纪念品海南特产主要有南珠、水晶、玳瑁、牛角雕、
椰雕、珊瑚盆景、贝壳系列、蝶翅画等。土特产有咖啡、腰
果、胡椒、海干产品、鹿产品及特色酒等。

购物指南
① 海秀 大道是 海口 最繁华 的一条 商业街 ，海口 宾馆 附近 地
段，云集了许多旅游纪念品商店。主要售卖海南特产的南珠、
水晶、玳瑁，买这些东西时要狠狠还价，最好有懂行的人陪
同买。
② 大东门市场是海鲜干货的集散地，可以在这里买一些美味
的红鱼、鱿鱼干和其它海鲜干货。

④ 海口的大型商场有：海秀商业圈，大润发超市（国兴大道）、
南亚广场（海府路）、乐普生（海秀东路）、第一百货（海秀
东路）、DC 城（海秀东路）、明珠广场（海秀东路）；国贸商
业圈，生生百货（滨海大道万绿园斜对面）、广百百货（玉沙
路、金龙路交叉口）、宜欣购物广场（国贸路、金龙路交叉口）；
龙华商业圈，东方广场（龙华路、市一中斜对面）、友谊商场、
泰龙城（东方广场斜对面）等。
⑤ 海口市的博爱路（副食品）、得胜沙路（服装）、水产码头
（副食、水产）等处，可以购到比一般商场、商店便宜较多
的土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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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印象·海南岛》

咖啡茶艺

《印象·海南岛》是“印象·铁三角”历时两年、精心策划的最

海口是座休闲城市。近年来各式各样的咖啡馆、酒吧及休闲

新篇章，也是三位艺术家继成功执导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后

茶馆所兴盛起来，都是很小资的地方。

的首部作品。这场演出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于此前任何一部
印象实景演出，节目形式更新颖、丰富，演出内容不拘泥于
展现海南岛的民土民风，更注重娱乐性，是导演梦中意象的
关于大海的一场演出。奇特的时空交错感、轻松愉悦、梦幻
浪漫的观演感受是这台演出的一大亮点。

老树咖啡、上岛咖啡口碑不错。泰龙城的休闲小站、避风咖
啡吧、蔚蓝色海岸，解放路的咖啡时间、避风阁；海秀路的
亨美乐、咖啡时间等都是复合式餐饮的休闲饮食旺地。中国
茶道、中华茶社、绿岛茶艺馆等也是很讲究生活质量和情调
的人首选的好去处。
另外海口也有很多特色酒吧，集中在世纪大桥南端与万绿园
相邻的海滨。

休闲娱乐
海南 16 家高尔夫球场，海口就占 6 家。月亮湾高尔夫球会、
美视五月花国际高尔夫球会、台达高尔夫球会等尽显贵族运
动的气派。而银龙影城、和平影城、文龙影剧院又会给你带
来精神和视觉大餐。

喝老爸茶

（图片由景区提供）

“老爸”茶店顾名思义，便是老爸老妈子们相聚喝茶的地方。

门票
观众席

门市价 168 元

同程价 148 元

嘉宾席

门市价 238 元

同程价 208 元

贵宾席

门市价 588 元

同程价 550 元

贵宾间

门市价 4500 元

同程价 4400 元

喝老爸茶是海口最具本土特色的休闲方式。

立即预订

“老爸”茶店常设于老城区小街巷中。店内没有什么装修，
临街一间铺面，排几张桌凳，不必预先预约，即便是茶客就
点一壶几毛钱的茶，从清早一直泡到下午黄昏后，依然是服

演出时间 每晚 20:30

务周到。

交通

这里的茶是再普通不过的绿茶、红茶末，或是自制的菊花、

公交车

茉莉花茶等。在这里，茶客们常常是边喝茶，边吃小吃，茶

28 路、37 路、40 路、旅游 B 线(50 路)到印象剧场站下车。

店小吃品种多种多样，是有小吃的最佳去处。小吃有蕃薯汤、
绿豆浆、清补凉、鹌鹑蛋煮白木耳、木薯煎米果、“煎堆”、

印象海南岛免费提供乘车巴士点

猪血杂拌等等，甜的，咸的，应有尽有，各有风味。

开往时间： 海口明珠广场（18:00）→海口宾馆（19:00）开
→三角池掉头→海秀路海秀桥右转→世贸文华酒店→滨海大
道金莲花酒店→宝华酒店→黄金大酒店→右转进入玉沙路椰
海大酒店→右转出酒店后左转进入滨海大道→印象剧场落客
→前行至贵族游艇会→前行至新国宾馆→前行至喜来登酒店
→掉头东行至凯莱酒店→掉头至印象剧场
返回时间：印象剧场（22：00）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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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海南拾遗-海口石山火山群地质公园
2011-5-18

作者：东水湾小猪

入口处人字型的图腾文字，表明我们开始进入火山地区，顺着林荫道往里，路盘有霉
状斑点的树可是传说中的海南花梨木，二三十年的光阴才只有碗口大小，属于爷爷种
树，孙子收获的树种，难怪价格是等同黄金了，路旁大量种植着从墨西哥引进的仙人
掌，无刺的是可以食用的……[查看全文]

海口祭海大典随拍
2012-7-13

作者：黎家美沙酮

“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说的就是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龙王爷抬
头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所谓“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
开始苏醒。民谚“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寄托了人们祈龙赐福、保佑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望……[查看全文]

重游海南在海口
2012-1-11

作者：山水人生

在海南历史陈列中我们知道了 40 万年前海南岛与大陆相连，后来因为地壳运动火山
爆发形成了如今海南独特的海岛地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是移民文化造就了海南。自
汉代开始，随着中央封建统治不断加强，或有将士挥师南下。开疆拓土；或有逐客万
里披荒，开启文明；更有海南名士巍然崛起，彪炳古今……[查看全文]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16

海口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3.01.09

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胡杨沙漠、天涯雨晴、一路潇洒、小乐会、老牛看世界、东水湾小猪、秋
水如烟、黎家美沙酮、山水人生的支持。

版本信息
本攻略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一起游海口旅游攻略！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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