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篇 景区（景点）篇

九、山海佛音——普度寺

在冠头岭南侧半山腰上的绿荫中，掩映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这就是当地

声名显赫的佛门净土——普度寺。“名山藏古刹”，作为“海门”上的山岭，自然

少不了余音袅袅的空山梵呗。

正如前面所说，北海是佛教文化由海路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是中国“海派”

佛文化重要的发祥地。这里就此多说几句吧！早在 2000 多年前，随着“海上丝

绸之路”的开通，佛文化就传到了北海，北海合浦县的近万座汉代墓葬中，就挖

掘出大量的佛珠、佛像、西域僧人陶俑等。另据史籍记载，达摩祖师的法座曾到

过北海；合浦曲樟乡灵隐寺的碑文抄本中也记载：明朝崇祯二年，天竺高僧海溟

法师曾到灵隐寺讲经传法。北海籍北伐名将、19路军总指挥，曾担任过民国政府

行政院代院长的陈铭枢，就曾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这样深厚的佛教文

化底蕴，自然会孕育出像模像样的寺庙。

掩映在绿荫中的这座寺庙，名叫“普度寺”，虽然建筑的成色看起来并不那

么老旧，但寺庙却有数以百年计的历史了，属于异地重建，拟定常住约 200 位僧

人。原来的寺庙与北海市内的普度震宫连成一体。重建资金来源于海内外佛教信

徒的捐助，首批投资 6000 万元，两年前正式落成并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典礼。

普度寺的山门，气度恢宏，中国佛教协会一诚会长亲笔题写“普度寺”寺名。

殿分为三重：前殿是天王殿，弥勒佛坐镇，两边是四大金刚；中殿为大雄宝殿，



供奉如来佛祖，佛祖端详安坐，十八罗汉姿态各异；后殿是观音宝殿，矗立的千

手观音菩萨像金碧辉煌。三大殿堂高约 25米，高大巍峨，飞檐拱壁。寺院两侧

建有钟楼和鼓楼，分别安放着重达 3吨的大钟与直径 3米的大鼓，敲钟击鼓，洪

音远播。普度寺一开院便香火旺盛、梵音缭绕，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成为北部湾

地区最具特色的佛教寺院。

佛说：“四大皆空，慈悲为怀”，其实也不无道理。佛教文化所倡导的弃恶、

扬善、清净、平等、慈悲、包容、和谐，不正是我们每个人对这个纷繁复杂的社

会的期盼和内心的不懈追求吗？信奉佛教的朋友，可以在寺庙里烧上一炷香，在

佛前许下一个美好的心愿；其他朋友，也不妨随意参观一下，感受这里独特的文

化氛围与周边的美景。

十、梦回汉朝——合浦汉文化博物馆

大家可能不知道，除了“天下第一滩”北海银滩和“中国最美的海岛”涠洲

岛等老天爷赐予的自然类景区外，在北海，还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类景区。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北海是一座新兴的城市，但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北海虽然年轻，但它

同时也是“历史老人”。2000 多年前，它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大汉

王朝的船队就是从这里出发，浩浩荡荡地驶向印度洋及波斯湾地区。也正是因为



这样，现在，北海正与广州、泉州、宁波等城市一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

“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

北海廉州湾附近的合浦县，曾是秦始皇设立的 6大郡地之一象郡的属地。汉

武帝元鼎时期，也就是公元前 111 年，汉王朝又设立合浦郡，管辖范围包括今天

的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一带和海南。随着秦汉郡地的设立与“海上丝绸之路”

的开通，这里曾一度成为海疆富庶之地。合浦汉文化博物馆，就是对这段辉煌历

史的见证。

首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合浦汉文化博物馆”。一听名称大家就知道，

这是一座以汉代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从合浦的汉墓里发掘出来

的汉代文物。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里面共收藏了 5000 多

件藏品，其中，有 20 多件国家一级文物，约 180 件二级文物，三级文物近 300

件。这其中，有的文物还应邀参加了国家出±文物精品展，有的甚至还作为中国

古代文物精品，在世界多个国家展出。这些文物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衣食住行物品、日常用品、饰品玩物，包括一些纯意识形态类的东西等，一应俱

全，反映了当时随着“秦军水道”的开通与中原人的大批南下，特别是随着“海

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社会生活。

有人也许会问：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汉代墓葬呢？那好，这里就给大家讲讲

这片土地上的汉墓吧。在合浦县城周边，有一片面积约 70平方公里的山山岭岭，

就在这片低矮的山岭上，埋藏着难以计数的汉墓，专家测算，大大小小、有形无

形的汉墓有近万座。从已经发掘的情况看，这些汉墓有的无论规模，还是墓里面

的结构，都十分讲究，陪葬的东西也特别多、特别珍贵，因此，有人就将这些墓

葬称为“豪华版地下别墅”，俨然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再现。比如，有一座坟墓里

就挖出 250 多件各种物品，其中两件物品，还清清楚楚地标着“九真府”的字样。

九真府是汉武帝设在今越南境内“九真郡”的官府，结合墓中随葬品的特点，专

家推断，墓主应该是个郡守级的人物，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不然，在

等级森严的大汉王朝，谁还敢做出冒充郡守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来。

这里还不得不说到一盏铜凤灯。这是一盏仿凤凰造型的铜灯，它设计巧妙，



造型精到，理念先进，通过凤凰回头张嘴把背上灯芯中喷出的烟尘吸到肚里，经

过水的过滤后，再将烟尘从尾部排出来，反映了当时人们超前的环保理念。也正

因为它的珍贵，这一灯具也多次应邀展出，甚至还作为出国展出活动的会标。据

传，20 世纪 70 年代，铜凤灯曾到日本等国家巡回展出，日本专家正是根据铜凤

灯的原理设计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排污设备。

一个房屋式铜仓，虽然是为逝者建造的，但它折射出来的文化理念，不免让

今天的人们也有些始料未及：它的底部用立柱隔开地面，不仅有利于通风防潮，

还能防止鼠患；其周围还雕刻着一些栩栩如生的精美的飞鸟飞龙等图案，让整个

粮仓更显精致。

……

好了，不再多说了，留一些空间，让大家自己穿越时空，去探索和追寻这片

土地上 2000 年前丰富多彩的汉代文化吧！

十一、城市“客厅”——北部湾广场

北部湾广场位于北部湾中路、四川路、长青路三条最热闹、最繁华的商业街

交汇处，面积 4万多平方米，由《南珠魂》雕塑喷泉区、聚会广场区、中轴线区、

文化广场区、大草坪区五大功能区组成，是北海市中心区的一个综合性休闲场所。



2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甘蔗地。1985 年，也就是北海成为中国首批 14个

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的第二年，北海人民动手兴建了这个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广场。但这还只是今天广场的一个雏形。1996 年，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

北海又对广场进行了扩建，广场这才有了现在的模样。

走进广场，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无疑是具有地标意义的雕塑——《南珠魂》，

它占地 600 平方米，由水池、雕塑群和碑体 3 部分组成，水池直径 13.8 米，可

蓄水 150 立方米，象征着浩瀚的大海；水池中央高达 12 米的立体珍珠贝壳造型

中，衔着一颗直径为 1米的不锈钢球，象征熠熠生辉的宝珠孕育在珠贝中；珍珠

贝碑体周围的水池内，骑乘海鱼的珠女、骑乘海龟的青年渔民、骑乘海马的渔翁

3 组造型独特的雕塑，群星拱月般拱卫着珍珠碑体。3 组雕像都高达 5 米，用合

金铜铸造。每当夜幕降临，绚烂的彩光喷泉中，《南珠魂》更加灵动，也更为漂

亮，主体、副雕、灯光、喷泉交相辉映，景象宏伟壮观。这是北海脚下的大海里

的风情，是北海 3000 年南珠历史文化的体现，是南珠文化精神的呈现。当年，

雕塑设计者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叶毓山教授，正是抓住了北海南珠文化的灵魂，才

使他的设计从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北海市民的认可。

衬托《南珠魂》的是 3 座大型花坛，里面种植着红紫苏、长春花、花连翘、

马樱丹、太阳花、洒金龙、紫罗兰、花蝴蝶等草本花卉。这让《南珠魂》显得更

加大气，也更加具有精气神。

《南珠魂》周边还有 14棵常青树，它们代表着首批 14个沿海开放城市，象

征这些城市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挺立潮头，领秀一方，一路领跑中国经济。

这是北海精神的又一种体现。

这里还不得不说到广场上另一惹人眼球的风景——一棵独木成林的老榕树。

它主干粗大，根茎粗壮，形状奇特，独木成林，有人将它比作广场这一“城市客

厅”里的“迎客松”。因为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下成了市民休闲纳凉的好去

处；游人们也纷纷在这里拍照留影，顺便也感受感受这棵百年老榕树带来的庇荫。

这棵老榕树原来位于解放路原北中大门前，当时树龄已达 120 年，1986 年由北海

园林部门等 17 个单位约 300 多人组成的移植队，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移栽过来。



这也成为了广西园林史上的一大创举。也就是说，这棵“迎客松”至今已接近 150

岁了。

老榕树往东，有个半椭圆形建筑，这是一个球形展览馆。这个展览馆也有一

段“前世今生”的故事。它的前身是一座水厂的蓄水池。1996 年北部湾广场改造

扩建时，设计人员独具匠心，将这座历史建筑改成了公共展览馆。展览馆的顶部

属于无梁砖拱结构，状如半球，原来淡蓝色的外壳上，绘有北部湾与东南亚地图，

寓意北海“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这是北部湾的地理区位。沿半球形状的

外围走廊，即可进入面积约 500 平方米的地下展厅。这里每年都要举办影展、画

展、书展、兰花展等展览，为北海增添文化氛围。近几年来，广场管理者在这里

放养了几百只和平鸽与游客见面，增加了广场和平安详的气息。

与球形展览馆紧挨着的，是一个露天表演场。这是利用原来的低洼地形因地

制宜建成的开放式下沉广场，呈半扇形，面积 2000 平方米，由露天表演舞台、

音乐茶座、阶梯式观众看台、骑楼式冷饮店、斜坡式花坛、垂直绿化带和残疾人

坡道几大部分组成，可容纳上千人在此举办娱乐活动。露天表演舞台的背后，是

一道 4 米高、38 米宽的水幕墙，上有矩形浮雕《海之韵》，图案由各种变了形的

海洋生物组成。露天表演场是北部湾地区建筑风情的一种折射。虽然这个下沉广

场不大，但是发挥的作用可不小。每年，北海市在这里举办的各种演出活动近百

场，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歌舞。这个广场的建成，丰富了北海人的娱乐生活。

北部湾广场的东南侧，是大草坪区，草坪面积达 1.7 万平方米，如同一块绿

色地毯铺在城市中心，令人心旷神怡。草坪上种植着数十种亚热带植物和南方特

有的植物，有乔木、有灌木，也有草本花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棵原产南美的

“纺锤树”，别名“瓶子树”，也有人叫它“肚皮树”。为了让这两个“外来媳妇”

安心定居，北海花了很多心思“伺候”它们。你瞧，管理人员还给“瓶子树”吊

上了营养液呢！草坪边，还种有大王棕、散尾葵、木波罗、南洋杉、木棉树、凤

凰树、桂花树、椰子树、假槟榔、白玉兰等各种树木、花卉。每年春节期间，这

里都会举办花展等。它就像是一座小型亚热带植物园，一年四季绿影婆娑，花开

不断，花香袭人，有事无事，市民、游客都会来到这里走一走，逛一逛。这里体



现了北部湾沿岸地区草木风情。

北部湾广场的中轴线区，由 3 组序列大花坛组成，西端连接《南珠魂》，东

端穿过长青路口的广场大门，与长青公园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遥相呼应，是游人游

览城市风光、观赏花卉的区域。

广场五大功能区既可自成一体，又紧密相连，构成一个融洽和谐的整体，使

北部湾广场成为融游览、观赏、休憩、集会、文化娱乐为一体的“大客厅”，更

是一张展示北海形象的“名片”。

十二、大海“龙宫”——“海洋之窗”

这里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地球是一片蓝色的水世界，北海位

于大海的中心。在北海海域里，居住着海神和龙女，他们创造了海洋植物和动物，

赋予地球以生命和活力。由于地球发生大裂变，北海的大陆从海底升起，海神和

龙女只好带着海龟、珊瑚、各种热带鱼类寻找一个栖身之地，一个温暖的家……

为了让海神梦想成真，北海的“海洋之窗”为海神和龙女的孩子们建造了舒适、

安全的家，实现了海神的愿望。于是，这里成为了蓝色的梦幻……

这虽然是一个传说，但有一点却是真的——“海洋之窗”是各类海洋动植物

温暖的家！

这里先介绍一下北海“海洋之窗”的基本情况。景区占地 2.1 公顷，建筑面

积 1.8 万余平方米，由“神秘的大海”、“远古海洋”、“时光隧道”、“珊瑚海”、“海

之角”、“梦幻海洋”、“海洋资源厅”、“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地理大

发现”、“海洋剧场”、“滨海景观”、“红树林生态区”、“贝类文化”、“南珠文化”、

“4D动感影院”共十六大主题组成。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各种热带鱼类、

贝类、红树林生态，还能看到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展示的海洋景观，拥有具

有国际先进的养生技术和高品位的海洋文化内涵、由亚克力玻璃构筑的巨型深海

圆缸和令人震撼的四面通透缸体隧道等多项国内首创海洋展览设施。“时光隧道”

是对知识宝库、资源宝藏最生动的诠释，它将神秘深邃的海洋文化揭开明朗的一

角，展现给好奇的人们。它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

画大师远山先生花了 3 个多月画成，价值超过 300 万元。整个壁画描绘了海洋形



成、发展过程和对未来的遐想，也就是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壁画另一奇妙

之处，就是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打开荧

光灯后，画面就会栩栩如生，层次分明。这条“时光隧道”不仅展现了远古海洋

生物到现在的进化过程，还大胆想象了未来世界海洋生物的模样，穿行其间，能

让我们仿佛走过千万年的岁月，走向另一个神奇的地方。

“珊瑚海”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它呈环状，长达 28

米，高 3 米，采用国内顶级活体珊瑚养殖技术，展示了 156 个品种共 2600 多朵

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并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

和休息时间，让人不必潜到水下就能轻易欣赏到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展缸模拟

珊瑚的生态环境，同时展示了 300 多种热带观赏鱼类。展缸总水体超过 1000 吨，

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很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

中华鲎，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海洋二级保护动物，是大海里对爱情最忠贞不渝

的生命，“海洋之窗”自然少不了它。据说，它成年后一旦找到伴侣，就会不离

不弃，无论走到哪里，它都会带着它的“糟糠”，甚至背着往前走。不独如此，

它的血液也非常珍贵，不仅呈蓝色，而且用它制成的鲎试剂，据说还是发现和治

疗癌症不可多得的东西。中华鲎和恐龙是同一个时代的生物，因此生物学家把它

列为海洋生物的“活化石”。

这里还有 100 多岁、重达 300 多斤的大海龟。海龟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

洋、大西洋，中国产海龟属于日本海龟，北起山东半岛、南至北部湾近海均有分

布，长可达 1 米多，寿命最长为 150 岁左右，头顶有一对前额鳞。

海龟早在 2 亿多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是有名的“活化石”。据《世界吉



尼斯纪录大全》记载，海龟的寿命最长可达 152 年，是动物世界里当之无愧的老

寿星。正因为海龟是海洋中的长寿动物，所以沿海人们将它视为长寿的吉祥物，

就像人们把松鹤作为长寿的象征一样，并有“万年龟”之说。在不少地方，人们

喜欢往海龟背上掷硬币，以祈求好运。但在这里，你可以白菜为饵料，尝试一下

钓海龟的感觉。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在这里，大家将看到“水不往低处

流”的反常规负压缸。在“海洋之窗”的负压缸，你可通过水族箱玻璃上的圆孔

伸手进去，看看缸里的水体到底会不会往低处流，同时也与鱼儿亲密接触、玩

耍……

你也可以在这里体验“航海之旅”。这是一个古船展示平台，是广西科普教

育基地，里面有从前不同时期的船只，形态各异，各有千秋，展示了各时期航海

技术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条长 10 米、高 9 米的巨型古船模型，它是郑和下

西洋乘坐的宝船按比例缩小的版本，它不仅再现了当时郑和宝船的雄姿，也充分

展示了明朝时期中国航海技术的高超。

龙富翁戎螺

这里的贝类区，是一座以展示海洋软体动物贝类、珊瑚为主题的新概念海洋

生物馆，馆内展示的贝壳标本有 600 多个品种近 7000 个，饲养活海贝 70多个品

种、150 多种珊瑚、80多种近 600 尾海洋观赏鱼、其他海洋无脊椎动物近 200 只、

各种形态的珍稀贝类、中国四大名螺，还有一种国内绝无仅有的镇馆之宝——龙

宫翁戎螺，价值高达 60 万元人民币。置身这里，你会领略到海洋世界的多彩与

奇妙。

红树林生态展示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室内人造湿地，景区通过大规模设置仿

真红树林、流动的海水和放养各种小型海洋生物，惟妙惟肖地展示了红树林的湿



地环境，以突出湿地对海洋环保的重要性。

这里的海龟、鲨鱼、珊瑚、热带鱼等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除此之外，这里

的动感 4D 电影，也是目前国际最高水准的特种电影，它三维立体的现场感觉，

让人觉得不仅是在看电影，而且是身临其境完全融入电影的场景之中。

十三、岸上“水晶宫”——“海底世界”

去过北京的客人，肯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没登上八达岭长城，别说您来

了北京。”来北海，也有一句话叫做：“没看过‘海底世界’，别说您到过北海。”

乘船看海，可以感受海浪涌动、海风阵阵，却看不到海的精髓；登高望海，

可以欣赏海的博大胸怀，却望不到海的奥妙。所以来北海的朋友都会选择一条可

以真正感受到大海奥妙的旅程，那就是参观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北海“海底

世界”。“海底世界”是以展示海洋生物为主，融观赏、旅游、青少年科普教育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馆，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海底世界观光旅游项目。

北海“海底世界”坐落在北海海滨公园内，建于 1999 年，历时两年建成，

建筑面积约 2 万平方米，建有海底花园、21米海底失落城、海底总动员、热带雨

林、海龟岛、鳄鱼池、南中国海珍稀标本馆、触摸池、海洋剧院、80米海底隧道、

360 度海底环游等旅游项目，还有大型观赏水体 5处，总储水量超过 5700 吨。各

种色彩斑斓的鱼儿在这里自在地游弋，透过蓝色海水里迷离变幻的灯光，可以看

到一个神话般的世界。除了无数千姿百态的奇异海洋生物，这里还有难得一见的

精彩的人鱼表演——惊险刺激的人与鲨鱼共舞，身姿优雅的鲨鱼将为你带来它独

一无二的优美舞蹈，展现人与鲨鱼接触的和谐之美；优雅灵动的美人鱼表演，向

你讲述那亘古流传的不老传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去‘海底’真遗憾！”的确，北海的“海底世界”值

得一看。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海底世界”，开始神奇的蓝色海洋之旅吧！

“海底世界”的 A 区，它的前身是北海水族馆，该馆具有 20 多年的历史，

与青岛水族馆并列为中国最早的水族馆。该馆曾是较为全面的海洋水族馆。“海

底世界”建成后，这里就成了以展示观赏鱼为主的地方。这里主要有鲎池、珊瑚

廊、东廊观赏区、热带鱼观赏区、海龟池、锦鲤区、中廊观赏区、西廊观赏区、

鳄鱼池、海兽标本厅等展馆。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讲一个黄鳐鱼（别称“魔鬼鱼”）一次产下 9 个儿女的

故事。小鳐鱼是 6月 19 日出生的，当天，“海底世界”的工作人员在“鲨鱼码头”

展区发现鳐鱼产仔了，就赶紧将刚出生的小家伙抓出来单独伺候。刚开始抓出来

6条，直径 8 厘米左右，后来又先后发现 3 条。一次生产 9 个孩子，这在国内所

有海洋馆中也是前所未有的事。

B 区是新建的海洋生物馆，其展示方式为第三代水族馆模式，是大西南地区

最大的海底观光景点。它的展示方式和规模在全国 10 大海洋馆中名列前茅。这

里值得向大家隆重推荐的有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把日本八景岛海洋巨形鱼池概

念引入中国，鱼池总高度超过 3层楼，内有装备重型潜水器械的潜水员作深潜表

演；将号称世界第一的日本鸟羽水族馆平板框架形海底隧道移入北海，并饲养了

数十条凶猛的鲨鱼。海底还有沉没的印加帝国古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瓷

器、二次世界大战的沉船、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300 多种鱼类等。此外，B 区

还有极地馆、海洋动物表演场、影视厅、商场等配套服务设施。

在这里，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底世界”的最大看点——“海底剧场”。“海

底剧场”表演地点是这座深 6米、长 8米、宽 5米的国内最大的四面通透巨型表

演池。池中有重达 380 多斤的国内最大的海龟；有生性凶残的噬人鲨和其他鱼类。

在这座巨型鱼池里，我们的潜水员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美人鱼表演和轻装花样潜

水表演，以及精彩的海底婚礼。您将看到美丽的潜水小姐时而人鲨共舞，时而与

海龟漫游，精彩纷呈，有惊无险。大家知道，鲨鱼生性凶残，常袭击人类。虽然

我们的潜水员在水中表演有一定的危险，但也许是天天喂食、同池表演、日久生



情的缘故，每当见到我们的潜水小姐，鲨鱼就摇头摆尾地温顺起来，并乖乖地与

她一起舞动起来……

在巨型鱼池里也有一只大海龟，它的名字叫“肥肥”。“肥肥”的身体厚度比

一般海龟厚很多，体重近 200 公斤，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海龟。大家可以在

这里和它照张相，说不准真的就会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吉祥好运呢！

十四、加勒比乐园——冠山海·海岸世界

这是一个与海有关的与众不同的景区，是北海新近开发的一个集参与性与游

乐性于一身的全新项目——它就是北海冠山海·海岸世界。

冠山海·海岸世界位于北海银滩西区，西与冠头岭山麓相接，南向大海，北

靠北海港，东接北海大道，离市区约 5公里。景区由南宁嘉和集团投资兴建，是

一个以休闲游乐为主题，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通过高水平的规划与开发，将

山海天地、私属内海、黄金航道、多国主题海洋乐园、独特园林景观和高尔夫运

动相结合，集游乐性、观赏性、参与性于一身的大型旅游主题乐园。

景区总占地约 1200 亩，目前已经建成的部分包括冠山海·欢乐海岸、冠山

海·高尔夫球会、冠山海·内海航道。这里就建成部分中几个独具特色的板块推

荐给大家。



首先要说的是趣味性强、同时也是最受年轻人特别是少年儿童喜欢的游乐项

目——冠山海·欢乐海岸。“欢乐海岸”包括大型海啸动感冲浪乐园、阿拉瓦克

探险水寨、巴哈马巨碗和高空滑水等项目。大型海啸冲浪乐园，里面有一个面积

过万平方米的冲浪池，它以人造方式营造出来的海啸巨浪，能让人们一解平时工

作生活中的紧张，并不由尖叫连连。阿拉瓦克探险水寨、巴哈马巨碗等，都是刺

激人们兴奋中枢的地方，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乐趣。

在游乐场边，有精心设计的海滨沙滩，有朵朵彩伞，有干蒸、冰蒸体验，也

有海鲜美食，如果玩累了，可以躺在沙滩上享受温情的日光浴，享受彩伞下的浪

漫与优雅，也可以品尝北部湾里的美味，或者欣赏来自异域的风情歌舞表演等，

享受快意人生的洒脱。

另一个值得向大家介绍的还有冠山海·高尔夫球会。这是北部湾地区最具特

色的球会。球场占地 1000 亩，其中湖面 260 亩。球道全长 7103 码，标准杆 72

杆。设计师在球场规划设计及施工建造过程中，充分考虑球场的原始地形地貌及

北海资源特色，进行大胆的创意和细腻的构思，独具匠心地打造出风格迥异的前

后九洞风光。

第三个值得介绍的是冠山海独特的人居理念。冠山海注重以人为本，在设计

中特别强调了海洋与高尔夫完美结合的滨海休闲度假理念，同时将景区建设与旅

游地产开发相结合，打造国内罕有的山海休闲度假居住城邦。

最后一个值得推崇的是景区实施了“引海入城”工程，这让冠山海拥有了自

己的内海。在内海岸边上，还引进了北海最漂亮的银滩沙，让绵延 3.3 公里的海

岸线伴随着 3.3 公里的银色沙滩，完全还原了北海银滩的风貌，未来这里将成为

北海的“小银滩”。在内海上还原了哥伦布航海航线，乘着游艇环游整个景区，

从水上观赏 18 洞高尔夫球场，同时配合加勒比海主题的欢乐海岸，这一切海洋

度假必备的元素与多国滨海主题园林相辅相生、完美结合，完全成为游客日常休

闲度假的一部分。

十五、原始丛林村落——大江埠民俗风情村

北海大江埠民俗风情村，位于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大江林场内，距北海市区



仅 4公里。景区内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古木参天，建筑独特，风情奇异，融合

了北海疍家特色、边陲原始部落文化和东南亚异域风情等，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旅

游景区。

疍家人是一群生活在水上的居民，他们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世世代代过

着浮家泛宅、随波逐流的日子……走过疍家生活区，就是一个与疍家水上居民的

“蛋船”相关的古代船模展示长廊。在这个长廊里，陈列着好几十条各种各样、

各个时期的仿真古船模，包括隋炀帝杨广的游船及其护卫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

战船、郑和七下西洋时庞大船队的各种船只等。

走出长廊，就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土著部落区”。部落区位于怪树荫翳、

河水缠绕的水岸边，加上路边不时悬挂着一些犄角倒立的牛头白骨，以及这种环

境共同营造出来的那种兽图腾崇拜般的部落氛围，让人觉得神秘莫测。

入口处，是部落的大门，它以大树为依托，凭河而建，手执梭镖样东西的人

员甚至就躲在树上执守。大门外，是一条 4 米来宽的堑壕，上面设置吊桥，要想

进去，必须得到准许。对土著人来说，这样既有利于防范外人的侵入，易守难攻，

同时也方便与外界联系。当然，即便是客人，进到里面也需遵守部落的习俗规矩，

否则，还真有些寸步难行的味道。比如，见到里面的男男女女，要打招呼，分别

叫他们“阿力”、“阿布”；通过吊桥时，“阿布”们会把黄粉涂在客人脸上，据说

这就是发给大家的“通行证”；向他们表示问候时，要用手掌轻轻拍打嘴唇，同

时发出“噢”、“噢”的声音；为了表示友好，他们也会敲起木鼓、唱起歌、跳起

舞来欢迎你，而你也要和着歌声，与他们一起舞动起来……

栈道里面的“星月门”，是“阿雅们”的生活区，里面是各种土著的房子。



他们认为，是星、月在黑暗中指引他们生活的方向，它们同时也是青年男女崇拜

的爱神标志。这些风格各异的屋子，是部落里老人生活的地方。这里的“猪笼屋”，

是根据一种能滋阴壮阳、形状酷似猪笼的植物构思建造而成的，据说因为老人体

弱、身体缺少阳气，住在里面可增添抵御邪气的能力，起到降魔避邪的作用，这

充分体现了土著人尊敬和爱护老人的传统美德；里面的圆顶屋，称为“土王居”，

是那些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老人居住的，体现了土著人对幸福美满爱情婚姻的

尊重和向往。此外，一些小巧的房子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能发出丁零声

的，是最原始、最古老的风铃，是土人青年男女传递爱意的东西——如果哪个小

伙子看上了哪位漂亮的姑娘，晚上就会把刻有自己名字的风铃，挂在那位姑娘闺

房窗前的树上，如果姑娘有意，第二天清早就把风铃取下，夜幕降临时，再挂在

小屋上，开始他们的爱情之旅；如果无意的话，就把它挂在树上，直到小伙子无

趣地取走。挂风铃也是土人向天上神灵表达心愿和祈福的方式……

东南亚风情区展示的是越南的风土人情，包括原野中的越南村落，村里的居

民，别有韵味的独弦琴演奏，越南独具特色的“四大怪”、“四苗条”，以及魅力

无限的越南美女演绎的风情歌舞等。

十六、花园农庄——田野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园

北海田野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园位于北海市银滩大道中段，距北海市区 12 公

里，面积 1020 亩，是广西目前最大的良种苗木繁育基地，育苗能力每年可达数

千万株，引进国内外名贵花卉林木上百种，一年四季花红树绿，春意盎然。现在，

该园区已形成了经济作物区、高新蔬菜区、名优水果区、休闲观光区和种子苗圃

区五大功能区域，主要开发的旅游休闲项目有观光园、采摘园、竹园、荷园、游

乐场、烧烤园、垂钓园等，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广西自驾车旅游营地、广西

仅有的两家乡村旅游 4 星级景点之一。

北海田野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园中的观光区，面积 600 亩，栽种有香花槐、金

丝柚木、斑叶富贵榕、道黄杨等名优经济林木 60 余种，以及香水百合、贺喜皇

后、蕉花等名贵花卉；采摘区 400 亩，有泰国莲雾、番荔枝、龙贡、金佛手、番

石榴、红杨桃等近百种国内外名优水果。数十条石板路穿行其中，各种休闲娱乐



设施及餐厅等有机融合，使这里成了不少人心中的一方净土与乐园。大家可以在

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拥挤，呼吸清新的泥土气息，享受品尝绿色生态果实、自

制养生美酒与纯天然野菜的乐趣，体验果树收获以及乡村烧烤、露营、垂钓、水

上娱乐、户外拓展等各类休闲活动的别样滋味。

走进田野，一望无际的园区犹如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名优花卉展示区内，各类珍奇花卉竞相开放、娇艳欲滴；百果园里，各种亚热带

水果挂满枝头，清香四溢；上万株热带树木，枝繁叶茂、红花绿叶、鸟语花香……

共同形成了极具观赏性的生态美景，让人流连忘返。与此同时，百果园里有“天

下第一奇果”“神秘果”、可随砍随长的“砍瓜”、香甜如蜜的“番荔”、鲜嫩可口

的泰国金煌忙果、台湾大青枣、香水柠檬，以及水果形剥皮菠萝等，不仅能满足

你的好奇心，还能激发食欲，让你馋涎欲滴。

曾经，俄罗斯健康旅游考察团一行来到田野生态观光园参观考察，在游览田

野时，随行的考察团专家们纷纷伸出大拇指大发感叹：“田野的冬天这么生机盎

然——花艳叶绿，瓜果飘香，并且可以随手采摘，随意品尝，真是太好了。来到



这里，才是真正享受生态休闲生活的旅游。”

园区经常举办各种比赛和节会活动，比如垂钓比赛、摄影比赛、果桑采摘节、

菠萝采摘节、杧果采摘节等，游客在这里观光之余，还可以参与各种活动，既怡

情，又能体验农家丰收的乐趣，并可在能同时接待 500 位游客的餐厅品尝到园区

种植的特色菜肴。

此外，园内的游乐项目均设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特别是水上乐园，占地

4000 平方米，属新兴水上娱乐项目，具体包括“锁桥”、“彩虹桥”、“啤酒滚桶”、

“水上平衡木”、“荡板飞渡”等数十项内容，惊险刺激，乐趣无穷。由于这些水

上活动的重心稳定性及可控性差，需要一定的体能与技巧，有些环节需要多人协

作才能完成，因此适合家庭、团体、单位游玩，是锻炼组织成员团结协作能力、

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最佳场所。

十七、又见桃源——曲樟客家六湖生态文化旅游区

曲樟客家六湖生态文化旅游区位于合浦县曲樟乡，距离合浦县城 48 公里，

距离北海市区 75 公里。境内不仅拥有六湖水库、仙人洞等美丽的自然风光，同

时还有客家土围屋、陈氏宗裥以及北伐名将、十九路军总指挥、曾任民国政府行

政院代院长的陈铭枢的故居以及灵隐寺等丰富的人文景观。

相传 1000 多年前，龙王三太子要扩大所管辖的海疆，经龙王奏准玉帝，把

一个叫“六湖垌”的地方变成海。这是他亲自驾着龙船为开拓海域特意掘出的六

个与海相通的湖泊。因社皇神从中作梗，湖自然没能变成海，而成了史书中记载

的“官塘湖”、“养珠湖”、“深湖”、“黄泥湖”、“青湖”、“赤子湖”六个天然湖泊。

这个“六湖垌”，就是今天位于曲樟的六湖水库。水库湖水清澈透明，深不可测，

两岸层峦叠翠，朝雾夕烟中，渔排唱晚，竹风流水，加上湖边山脚点缀的村庄、

水边洗衣的客家姑娘与捕鱼的客家汉子等，宛如一幅恬静的山乡素描，置身其中

让人油然产生一种超然世外之感。

仙人洞坐落在龙头坪半山腰的岩石闾，它背靠大廉山脉，面向六湖水库，洞

深约有 40 米，洞内有石桌、石凳、石椅、石板象棋盘等地质地貌。传说七仙女

曾下凡到里面下棋取乐，地方道公吴道传进洞捡起捧在地上的棋子后，仙女有意



传给他仙法，但认为他尘缘重，便让他修成“骑犁辕”（农民耕地用的犁把手）

的“半边仙”……因此，这才有了“仙人洞”的说法。

除此之外，还有六湖水库东部的大廉山脉。大廉山层峦叠嶂，竹木葱翠，鸟

语花香，泉水叮咚，雨天更显神奇，“廉山时雨”曾是合浦的“廉阳八景”之一，

留下古今许多名人的足迹。

不得不说到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客家人是历史上的中原人为了躲避战火饥

荒，纷纷南下谋生，经过不断迁徒，最后在今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停

留下来。为了防范当地原住民的侵扰，他们在人烟稀少的山区驻扎下来，为了防

止野兽袭击，他们又修建一种特殊的建筑——“围屋”，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生

活环境，从而形成了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客家人。

客家“围屋”就是客家人居住的房子。据说合浦曲樟陈氏十五代祖陈瑞甫，

从福建迁来后，耗资谷粮 10万担，历时 10年时间，最终才建成了今天仍然坚固

耐用的曲樟“客家土围城”这一庞大的家族建筑群落。“土围城”分“老城”和

“新城”，“老城”始建于清光绪八年，也就是 1882 年；“新城”始建于光绪二十

一年，即 1895 年，总面积 6000 多平方米。城墙高 9～12 米不等，城楼外围周长

600 米，墙体厚度为 0.9 米。至于这一建筑到底具有怎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奇异风

光，还是给大家留个悬念，让大家自己去发现吧！

陈氏宗祠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了，是连续 4 座的大祠堂，建筑风格独特，

是客家建筑一大特色。祠堂正厅悬挂着两块光绪皇帝御赐的匾牌，旌扬当地客家

人陈才业夫妇驻守海南有功；大门两边是清代翰林院士陈兰彬题写的楹联，保护



良好，完整无损。

陈铭枢故居是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总指挥，曾担任过民国政府行

政院代院长，建国后出任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长等职的陈铭枢年少时的家。他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上学，后来逐步走上革命道路。至于更多关于陈铭枢本人及

其故居的逸事，也作为悬念留给大家自己了解吧！

灵隐寺是从杭州灵隐寺引接的香火，曾有杭州灵隐寺高僧法洪法师在寺庙坐

禅，是当地佛道界声名显赫的古刹。它的起源虽无法考证，但它寺庙里碑文抄本

中的记载至少说明，在明朝崇祯二年，天竺高僧海溟法师到灵隐寺讲经传法时，

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就已经非比一般了。至于北海灵隐寺与普度寺有什么不同，

这里也不多说了，留给大家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