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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0_E6_AC_A3_E8_c34_184365.htm 我们是穷人，可我

们又穷的没骨气，平时还特爱吃海鲜，但因为太贵所以一般

只能忍着，到三亚前就一直盘算着怎么暴搓一顿海鲜。 终于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三亚旅游，终于，我们可以近距离接触

那传说中的便宜海鲜了，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每个人

都开始忙着张罗回家了，火车站前也排起了长龙。当我看到

东莞火车站和深圳体育场边的壮观人流后，我做出了一个后

来令自己感到欣慰的决定--------去海南，去看看“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三亚，亲身面对那明媚的阳光、湛蓝的天空

、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婆娑的椰树⋯⋯ 1月10日，去三

亚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计划行程15天，旅行团组成

人员为俺和俺gf（好小的团啊，汗⋯⋯）。 机票前几天已经

订好，由于现在离过年还有10天的时间，所以飞机票大大的

有，深圳三亚可以打到6折。房间呢就定在三亚蓝天国际青年

旅舍，双标间在春节前70元/天（有会员卡）。上午赶到深圳

，和gf胜利会师。紧接着就是整理行李，轻装上阵。不过该

带的还是要带的：游泳衣、太阳镜、相机、胶卷、太阳帽、

夏季衣服及证件、卡。Ok，一切搞定。躺下来好好休息吧，

就等着明天飞向三亚了！ 1月11日，早上一睁眼，已经十点了

，郁闷！等gf梳妆打扮完毕，十一点，郁闷！！一堆人出门

喝早茶，吃完后，发现已经下午一点了，郁闷！！！俺们可

是下午四点的飞机哦。去超市买了点东西后匆匆赶往宝安机

场，还好，到了候机楼才两点半。闲聊到三点，开始登机了



，gf的身份证过期很久了，居然工作人员说家里办的证明不

好用。狂郁闷！和公安交涉很久，他们终于答应补一个临时

的什么东西，这才上了飞机。一看表，已经是三点四十五分

了，我们大概是最后上飞机的了。机型为麦道82。上面大概

只有三分之二的座位有人，不禁窃笑，看来是来对时候了。 

飞机在17：30抵达了三亚凤凰机场。我不禁大吃一惊，这就

是传说中和法国XX机场极其相似的凤凰机场吗？怎么看起来

象个......亭子？还是没有完工的办公楼？外面正下着小雨，只

好等机场大巴出现了。等了二十分钟，居然没有机场大巴？

？？郁闷！于是我们只好开始和出租车司机开始侃价。四十

元？拜托，我们可是穷人哦。最后谈的结果就是如果今天三

十元送我们到大东海的话，明天我们必须包车。哎，你还不

如宰死我算了，不和你谈了！偶和gf沿着出机场的上坡路走

了出去，刚走了公路上，一台出租车从我们后面赶上来，开

口只要25元。于是我们心情舒畅的坐上去，直奔大东海。一

路上，本地的老司机向我们介绍了沿途的风景，呵呵，服务

真是周到。不过包车要一天两百，反正我们没打算包车，随

便你要多少了！ 从机场到大东海的一路，都是郁郁葱葱的树

木，路边高大的椰子树上都长着一串串的椰子，看的很是眼

馋。沿途路过美丽之冠，就是世界小姐总决赛的地方了，可

惜是在一个月之前。 奇怪的是刚才在机场还在下着小雨，可

是市内却滴雨未见。司机告诉我们说：三亚从来就是这样的

。到了城市酒店后，往海韵路一转，就看见了青年旅舍的标

志。进去后，首先见到的是一个JJ，难道这就是张JJ？于是报

上名去：奥丁。呵呵，原来张JJ是这个样子。接着就上楼看了

房间，比较满意。设施都是崭新的，毕竟是刚开张没多久吗



！环境也比较安静。楼下有图书室，也能上网，于是签名，

入住。如果在这里包餐的话就是15元每人每天，不贵，先包5

天吧。吃过饭，我们问清路线，就直奔海边而去。原来海边

这么近！只需要步行5分钟就到了。 夜晚的海边人很少，只

有海浪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光着脚走在柔软的沙滩上，让清

凉的海水漫过脚背，柔和的海风吹拂脸脸庞，真是莫大的享

受！这时候，只想让海水冲刷去一切烦恼，让身心和大自然

零距离。 1月12日，早上被服务员的敲门声吵醒，原来该吃早

饭了。窗外阳光明媚，看来我昨天的担心是多余的。吃过饭

，我们又来到了海边，原来大东海是这个样子啊！一边是长

长的沙滩，另一面依山，在山下就是俺们江爷爷住过的山海

天酒店了。我们沿着海滩向山那边走去，海边的酒店真是不

少，不过谁让俺是穷人呢！到了山海天下面的海滩，已经不

是沙滩了，而是成片的珊瑚礁，透过清澈的海水看下去，不

断的有小鱼游来游去，很是可爱。 海滩上人不多，鬼佬就占

了一半以上，上去一聊才知道这是个来自基辅迪那摩的旅游

团。看着俄罗斯美女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走来走去，很是养

眼啊！不过有gf在身边，只能随便看上几眼，可惜啊！还有

成群壮硕的俄罗斯大妈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看够之后就该

去游泳晒太阳了。海水一点也不凉，风平浪静，对于我来说

真是没有难度，和在游泳池里差不多，边游泳边看美女，好

爽！ 上岸后，把浴巾（可以在青年旅舍借到）往沙滩上铺好

一躺，太阳晒的人懒懒的。过了一会儿，真的只有一会儿，

我发现已经晒黑了，好恐怖！爱美的mm一定要带上高读数的

防晒霜哦，我们可不象鬼佬只会晒红不会黑！ 俺住的青年旅

舍就在“珠江”和“银泰”中间，饭后决定去三亚市内逛街



。三亚市区并不大，我估计最多也就相当于深圳的一个区吧

，所以公交车在市内全都是一元。在大东海去市内的车是2路

和202路，我们出门走三分钟能坐到公交车。 看见公交车后，

我们按照以前的习惯拼命的往车的方向跑，上去后却发现司

机并不忙着开车，而是探出头去，左顾右盼，售票员也在车

下大声吆喝着，招揽乘客。和其他地方的公交车牛气的样子

形成了鲜明对比。从那以后，我们也学会了在远远看见公交

车的时候冲司机一点头，这样司机不到我们上车决不会开车

的，呵呵。 三亚是旅游市主要道路就是解放路了，我们的主

要目标第一市场和万福隆超市都在这条路上。三亚的公交车

好象不喜欢报站，我们在觉得不对之后开始问售票员：第一

市场到了吗？答曰：早就过了！我倒！ 匆匆下车，闲逛了一

圈之后发现了万福隆超市原来在这里。逛完后感慨：不过如

此！也就是一个稍大的超市罢了，居然还是三亚市最大，而

且东西一点也不便宜，郁闷！ 继续往回走，终于见到了传说

中的第一市场，尽管是下午，人还是很多，进去后首先找的

肯定是卖水果和卖海鲜的地方了。由于很多人告诉俺第一市

场小偷很多，所以俺只好一手捂紧钱包，一手拉着gf。果然

，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gg在身上猛翻，嘴里还嘟囔着：我的

钱包哪儿去了？旁边的mm也急的满脸通红，看来是中招了。

到了水果摊上，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比比皆是，不过价格

吗......也不低。由于gf巨爱水果，所以俺一狠心，一咬牙，一

跺脚，买下一堆番荔枝和山竹，花费40余元，巨心痛！gf还要

吃榴莲，俺买不起，郁闷ing...... 俺这次去没有带弹簧秤，只

好认栽。不过据我们看来，差的不会太多，但是要当心那些

拿杆秤卖水果的人，有时候二斤秤他会告诉你是三斤秤，幸



好偶会认一点秤，嘿嘿。 然后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海鲜的大致

价格，果然不贵，过两天再买吧，反正时间还长着呢。当然

这里指的都是一些大众化的海鲜了，至于国家保护动物吗，

不吃也罢。 晚上仍然回去吃饭，吃过后出去大东海广场溜达

了一圈。发现这里也还算方便，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都有，

超市也有几个，不过超市里的东西价格参差不齐，同样是一

袋康师傅饼干，有些卖3.5元，有些就能卖到5元，相隔也就2

、3百米的样子，价格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城市酒店下面的

建设银行隔壁有一个商店，卖东西和打长途比较的便宜，往

家里打了个电话，报了平安，顺便买了一袋苦丁茶，这玩意

还真tmd苦啊！ 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个地方的椰子居然是1元一

个，赶紧买了一个，比买饮料便宜！第一天的游程结束。 1

月13日，起床后发现今天仍然是阳光灿烂。原来还能有这样

的地方，阳光每天都是明媚的，天空每天都是湛蓝的，空气

每天都是新鲜的。深深的吸一口窗外的新鲜空气，今天的旅

行开始了。 吃过早饭，直奔第一目标：天涯海角。看来俺不

单是穷，还很俗，呵呵。 路线早已问过了（青年旅舍的服务

台有各种资料供使用）：从城市酒店门口坐公交车到第一市

场，在第一市场路口就有很多去天涯海角的车，3元/人。千

万不要坐到天涯镇上去了哟！ 到了天涯海角，发现门票60元/

人，好贵！幸好俺不用买票，不过gf还是要买的。买吧！ 由

于我们今天的计划只是这一个景点，这才刚刚早上10点。时

间长着呢！于是我们决定先随意乱走，最后再去看“石头”

。 进门后先看见一条笔直的大路，一直通向海边，海里两块

有两块大石头。我们先没有去，而是左拐了。里面环境还满

不错，象个花园。先看到的是三根石头柱子，原来是黎族的



图腾柱。后来发现奇奇怪怪的热带植物种类不少，大部分植

物都有文字解说，象我一样对植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

究一下，呵呵。特别是盛开的三角梅，那可是三亚的市花哟

，在市花前留影一张，是不是有采花大盗的感觉？酸豆，木

瓜，椰子，槟榔等树种处处都能见到。前面是什么？居然还

有大象？哦，原来是大象表演，不看也罢，俺还是喜欢自由

自在的大象。 回到大门，穿过一条铁路，继续向内走去。 里

面就是电瓶车的乘车点了，不过对我这样的穷人来说是没有

什么诱惑力的。 里面就是主景区了，左边依旧是大片的绿地

和花园，还有海南名人雕像，海瑞、黄道婆、冼夫人什么的

，可惜没有文字解说。 向前走就是海滩，在三亚到处都能见

到海滩，真是幸福！ 沿着海滩一直向右走，个人认为这两块

石头比天涯海角那两块强多了，再向右是南天一柱，就是人

民币两元后面的图案了。手持钞票在此处留影还不错！再往

右就到了传说中的天涯海角了。花了60元，不就是为了这两

块石头吗！赶紧留影先。 一路上除了石头之外，就剩下向我

们兜售纪念品的小贩，在身边挥之不去，十分讨厌。听从朋

友的劝告，千万不要购买，特别是玳瑁，不然铁定后悔。 看

完石头，吃一串海南的小香蕉作为午饭，感觉很好，比皇帝

蕉味道好！然后来到草坪上小憩一会儿。一看表，已经是下

午两点了，赶紧打道回府，让人感到最不舒服的是这儿了，

要出门，必须经过一个商场，而且要早商场里左绕右饶才能

出的去，真的是......强奸民意！ 从天涯海角市区的车很多，还

是3元，回到第一市场。花了十几元钱买下一堆花蛤，准备回

去改善一下生活。回到旅舍，让他们一半水煮，一半爆炒，

居然要20元（一个菜加工费是10元），谁让我们要两种口味



呢！不过吃着真的不错。吃饭时对面坐着一位鬼佬，年纪有

五、六十岁了吧，对着自己买的一堆海鲜研究。聊了两句，

才知道原来他是加拿大人，在浙江教书，他今天晚上的任务

是把这些海鲜吃掉，然后把完整的壳子邮寄回加拿大，给他

的家人做纪念，呵呵，老外的想法不错，可是这个居然连螃

蟹壳也要，真实太faint了...... 看着老头拿着一堆乱七八糟的壳

子美滋滋的上楼去，我们也酒足饭饱，回去看电视去喽！又

一天结束了。 1月14日，早上醒来时，已经是阳光普照。经过

昨天一天的游玩之后，我们果断的决定今天不跑那么远了，

至于最近的景点吗，除了大东海，就是鹿回头了。虽说早知

道鹿回头不值得一去，但是住的这么近，还是去瞅瞅吧。 今

天终于可以奢侈一下了，打的去！司机张口就说10元，我们

也不含糊，根据我们掌握的价格，讲到5元，司机就说了一句

：上车。驶向鹿回头。不一会儿，就到了公园门口，照旧，

买一张票，30元，进门。 刚进大门，就有一个骑摩托车载客

的小伙子坚定不移的跟在我们后面，向我们诉说着上山是如

何如何的远，妄图打击我们步行上山的信心，只可惜我们意

志是如此的坚定，以至于他在我们身后跟随了15分钟之久依

然没有成果，终于放弃。如果他再跟着我们的话，都要空车

走到山顶了，呵呵。 沿着盘山路向上走，感觉到象我们这种

人还真是少，一路上就遇到一对下山的老夫妇。其他出现的

就只有零星的几个清洁工人和偶尔驶过的游览车了。其实感

觉还没有走多长时间，我们就来到了接近山顶的地方。在这

里就能看见三亚市的全景了，两条河流把三亚市分成了三片

，最西边就是三亚湾旅游风景区了。 继续向上走，看见了越

来越多的人，看来是快到鹿回头了。反正我们有着充沛的体



力，也就不再去看什么路线图，有路的地方我们就走，在上

的小路上乱转了一会儿之后，一转弯，真是豁然开朗啊！这

里就是鹿回头的雕刻了，难道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终极目的

吗？果然不怎么样！ 于是只好举起相机，我照，我照，我照

照照！从鹿头到鹿臀统统不放过，呵呵。然后无聊的在旁边

的栏杆边又远眺了半天三亚的全景。忽然发现山边居然有一

个木制的平台，居然还有秋千！这下好玩了。于是我们就坐

在平台上聊天，荡秋千，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 一直玩到中

午才尽兴，于是下山回去吃饭。不过比较讨厌的是在下山的

过程中也要经过一个旅游品商店才能出来，郁闷！刚出商店

，居然又遇上了刚才要载我们上山的家伙，居然他还不死心

！！！又开始劝我们搭车，当然说辞不一样了，这次开始宣

传走回去有多么远，门口没有出租车等等，可惜我们还是坚

决抵制诱惑，知道这位大哥开始口干舌燥，我告诉他：谢谢

您的美意了，不过不好意思，车我们是不会坐的。可怜的家

伙，终于忍受不住，自己骑着摩托车飞快的下山去了。 很快

走出了公园大门，果然没有车哦！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何况

刚才那位大哥正在大门口笑眯眯的等着我们了。我一拉gf，

义无返顾的向山下走去。 刚走出100米，就有一辆出租车开过

来，还是空车哦，呵呵，车到山前必有路吗！依然是5元打车

回到巷子口。不过刚上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就提议：我带你

们去吃海鲜吧！居然还是东北口音，我也操着不太标准的东

北口音和他扯了半天老乡。当然，海鲜我们是不会和他一起

去吃的，想宰我？没门！ 1月15日，经过前两天的步行劳动，

我们决定今天继续休息！（又休息？？？有没有搞错！） 没

错，又休息了！谁让我们多的就是时间呢！呵呵 游泳去！大



清早就泡在海水里，想起我那在北方的同学，感觉无比的幸

福！三亚真的没有冬天哦！游一会儿，就躺在沙滩的浴巾上

晒太阳，晒晒正面，晒晒背面，再晒晒正面，再晒晒背面，

终于变成非洲土著了！然后又跳下海去游泳，一早上的时间

就这么过去了。 吃过午饭，依然是看电视，和gf打牌，然后

去闲逛，游泳，互相比谁晒的更黑....... 今天晚上吃抓饭，居

然是甜的！没吃饱，决定去吃烧烤，出了巷子口，向左拐100

米就是大片的烧烤排挡了。海南虽说生产海鲜，不过烧烤可

不比其他的地方便宜。最便宜的就是海螺了，一元一长串，

先吃十串先，不过鱿鱼居然要十元一条，吃不起，郁闷！还

是吃点其他的，什么墨鱼仔，烤蚝，烤鱼，还有一些我也不

知道叫什么。再要上两瓶力加。真是好爽！酒足饭饱，回去

睡觉！明天又要远行喽！ 经过一天半的休息，今天终于又要

出门了。今天的计划是小洞天。从第一市场出发，正好有一

辆去南山的车，人不少，上车就走，车上大部分都是带着斗

笠，满嘴血红的槟榔渣的本地人。车上堆放着鸡笼。幸好那

时候还没有禽流感出现，不然的话，那就惨了！ 车子把我们

拉到天涯镇上只剩下我们四个人，因此不肯再走，转车就专

车，反正我们只给了他到天涯的钱，一个人3元。转到另一辆

中巴上，这个车就好很多，都是去南山寺的旅客。从天涯镇

到南山也是一个人3元，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说去大小洞天呢？

不是说两个景点非常近吗？车子绕过一条小路，便上了西线

高速。没有内地常见的收费站大概也是海南和内地高速的最

大不同了。司机在高速上很长时间才下了高速，然后开始问

：有人去大小洞天吗？结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去，但是司机还

是专门把我们两个送到了大小洞天的门口，然后告诉我们这



里的最后一班车是下午3：00就转向南山去了。 大小洞天的门

票38元，进门后是长长的一段公路，右边便是大海，还有一

个油田还是什么的就在海边，在这个地方上班真是爽死了！ 

验过票就真正进入了景区，原来景区就是一段路，这条路依

山傍海，景点都在路的两边，路上也有电瓶车可以坐，老习

惯，步行。 今天这里的人还不少，正好跟在旅行团后面蹭解

说。路边的吊床都有人在躺着，跟着大队人马向前走去，放

弃几个认为无价值的经典，过了一会儿就走了小洞天，原来

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小洞天三个大字，石头的正下

方居然是一个空的石室，可以从大石头的一边钻进去，从另

一边钻出来，钻如低矮的石室中，感觉心中一阵恐慌，这石

头会不会忽然塌下来呢？我还年轻啊！于是加快速度，钻了

出来，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千百年了都没有塌下来，怎么偏

偏我来了会塌呢？难道我是它的克星不成？呵呵。爬过下面

就该爬上面了，沿着旁边的小桥过去，就是一面倾斜的石壁

，顺着石壁可以爬到这块巨石的上面，于是我们手脚并用，

向上爬去，可惜gf的鞋子不适合攀怕，只有我自己爬到了顶

端。站在巨石顶端，凭海临风，不胜快哉。回头一看，居然

还有一个小土坡可以回到路上去，呵呵，原来是不用爬的。 

看完了小洞天，我们继续前行，前面人越来越少，前面不远

就是灵应泉了，尽管泉水已经干涸，还是许个愿先。坐在灵

应泉边稍稍休整，正准备出发，突然发现头顶上居然有野菠

萝的果子，趁着没人摘了一个，付出的代价是两手血痕。（

由于我们上飞机之前行李没有托运，因此我的多用军刀也被

寄存在机场，真是不方便。） 得手之后，继续向前，来到几

个景点，依然都是象形的石头而已，不过如此，过了这些，



看见一面巨大的石壁，上面是俺们江爷爷题写的：碧海连天

远，琼涯尽是春。他们把这么好的石头都用完了，俺以后写

字刻在哪儿吗？ 终于看见了小月湾，这是小洞天的最后一个

景点了，除了我们两个，就再没有了别的游客，这里才叫没

有开发过的海滩吗！尽管景色很美，但是烈日炎炎，我们享

受了一会儿之后决定原路返回，顺便爬一爬山。 沿着山路走

上去，山上绿树成荫，很多都是他们说的“南山不老松”龙

血树了，路边经常会有蜥蜴一类的动物被我们惊醒，向远处

爬去。山越爬越高，海天一色的风景也越来越好，我们终于

爬到了一个小小的石头平台的上面，再没有向上的路了，坐

下休息一会儿。眺望远方，海天之间化为一线，让你分不清

哪里是海，哪里是天。近处海边的景色尽收眼底，美不胜收

！ 休息完毕，向下山方向走去，山路却也不是一路向下，而

是上下交替，如同人生的道路有起有落。其中一处是一个巨

大的寿字，还有南海鳌鱼的铜像，供人烧香之用。可惜俺是

一个唯物主义者，不但自己不烧香，还阻止了gf的这种不可

理解的行为。 旁边就是一条小路，一直通向上面的一座亭子

，亭子的基座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有一个大字，不过

我不认识。又爬上去，坐在亭子里又欣赏了一遍海天一色的

美景。 休整完毕后，终于下山来到了门口，人已经没有上午

那么多了，一人找一个吊床睡下来，晃呀晃，晃的我都快睡

着了。朦胧中，gf告诉我，该走啦！我才醒来，呵呵，吹着

海风睡吊床真是享受。 走出景区大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问

题，因为尽管只有三点，但是没有一辆公交车的影子。怎么

回去呢？老办法，先走吧，沿着大路向前走去，走了半天也

没有公交，而且回去的出租车上也都坐满了人。gf已经走的



没了信心，幸好一辆三轮摩托车来到了我们面前，经过一番

还价，他同意10元钱把我们送到南山去，也好，正好gf正想坐

这种车兜风呢！不过我怎么看都觉得好象是越南的三轮车。 

来到南山，却也不见公交车影子，不过既然旁边有两个女孩

子镇定的坐在路边小摊的凳子上等车，我们也故作镇静的坐

下来。果然，没坐一会儿，一辆从崖城镇开往三亚的中巴车

停在路边。我们见了，如同见到亲人解放军一样激动，悬着

的一颗心才放了下去，赶忙跳上车，5元一位到西站。 到了

家，还在感叹，如果太晚了，说不定大小洞天门口连摩托车

都没有了，那岂不是在荒郊野外露宿？回来吃晚饭的时候一

聊，一起吃饭的一个女孩子告诉我们，昨天她们去也遇到了

相似的情况，幸好她们正好看见一辆从油田基地出来的送煤

气罐的卡车，于是被好心的司机捎到了天涯海角，这等好事

我怎么就没有遇上呢！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