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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C24 今日烟台

穷穷游游海海南南，，自自己己去去也也不不会会被被坑坑

三亚大街小巷很多三轮
车一元钱招揽客人，部分游
客贪图小便宜，花一元钱坐
三轮车去吃海鲜，结果自己
送上门被宰，三轮车拿了回
扣消失在茫茫人海。

应对措施：不要贪图便
宜，1元钱拉你大老远路程，
太不靠谱，天下没有免费的
午餐，找准吃海鲜的地儿，
做公交或者出租车直接到
达。

三亚游客被宰的信息层出不穷，吃海鲜被宰，
买水果被坑，出游报团被黑，亲们出游前，亲朋好
友反复强调，三亚要防火防盗防被宰，你准备好了
吗？这次的防宰攻略能如铁布衫一般让你远离被
宰悲剧。

三亚公交站点，特别是
海边，很多人散发海鲜店的
名片，名片上各种生猛海鲜
特别便宜，态度热情为游客
介绍各种便宜又好吃的海
鲜，承诺免费接送，在你欣然

前往后就是某个海鲜大排
档，宰你没商量。

应对措施：不要相信路
边发的名片上超值便宜的海
鲜，做好攻略，选择口碑好的
海鲜店。

很多朋友在海鲜市场购
买海鲜，费半天精力选了各
种鲜活的海鲜，到了加工店，
发现鱼虾大部分都死翘翘
了，或者轻了很多。你是否在
选购完海鲜后，直接让老板
装袋或者称重，殊不知选好
的生猛海鲜早被眼疾手快的

老板调包，换成死的、小的品
种，或者在袋子里面加了很
多水，很受伤有木有？

应对措施：自始至终眼
睛不离自己选的东西和老板
的手，防止被调包，同时趁老
板不注意，用手将袋子抠两
个洞，把海水排出来。

三亚第一市场、友谊路
下岗职工海鲜街等地有很
多热情的“拉客妹”，带游客
到市场购买海鲜，并介绍加
工店，服务热情周到，并积
极帮忙砍价，看似省了不少
钱，可实际上，本来120元一
条的石斑鱼，老板一看是

“拉客妹”带的客人，抬价到
170元，砍完价140元，而你还
以为捡了大便宜；加工店报
价虚高，貌似经过砍价后确
实比自己去便宜，可是老板

为了保证给”拉客妹”的回
扣后还继续赚钱，你餐桌上
的美味就不再是自己选择
的生猛海鲜了，大部分被调
包成死虾蟹，特别像龙虾等
高档的海鲜，几乎无一幸
免。然后“拉客妹”带走你选
的海鲜，再次与老板分利
润，很受伤有木有？

应对措施：对他们热情
的服务，不理不睬，不听不
言，去口碑好的加工店或者
大排档。

在水果市场里，老板推
荐已经装箱好的水果，声称
比裸称便宜、有档次，打开箱
子让你验货，感觉很不错，结
果回家发现水果要么品质很
差，要么轻了30%—40%，很
多不法水果店商贩通过在纸
箱里注水、箱子里垫纸、放水
泥板等方式增加重量，赚黑
心钱。

三亚的很多快递公司也
深知其中缘由，按照内含水
泥板的箱子称重收费，用正

规包装箱重新打包后发货，
赚运费差价，如果是直接到
水果店取件的快递，利润差
价和水果店老板平分。

曾经有客人买了2000斤
箱装的芒果，据快递公司反
映，实际水果只有1200斤左
右，其余都是箱子的重量，震
惊了有木有，有木有？

应对措施：不要买整箱
装好的水果，自选裸称，并留
意装箱过程，防止“买鲜装
坏”调包事件发生。

听过“牛奶木瓜”吗？掐
一下木瓜皮，会有白色的汁
流出来，不法水果摊贩称之
为“牛奶木瓜”，曾有朋友以
每斤3 0元的高价购买一箱

“牛奶木瓜”，当知道所有的
青木瓜刮一下，都会流下白
色的汁后，才大呼被商贩坑
了，欲哭无泪呀！

主要发生地点：海棠湾、
亚龙湾高速路出口、机场路
口、羊栏镇周围很多所谓水果

批发店或者水果超市都是高
回扣店，价格虚高、品质差。

应对措施：坚决不去这
些店买水果，做好攻略，去三
亚市区的水果店市场或者超
市购买，如发现被骗，及时投
诉、报警。

小贴士：榴莲、菠萝蜜等
有特殊气味的水果都不可带
上飞机，只能托运，南方航空
公司既不能带上飞机，也不
能托运。

三亚免税店

用时参考：3小时。
地址：三亚海棠湾海棠北路118

号。
简介：2014年9月1日全新开业的

海棠湾免税店位于三亚海棠湾海棠
北路，距离三亚市区约30分钟车程。

在将近7万平米的免税店中，你不仅
能放肆享受血拼的快感，在三层的美
食区尽享国内外各地美食，还能漫步
在免税店的玻璃廊桥上，眺望海棠湾
的蓝天碧影；在这里，购物已成为一
种无限愉悦的享受。

作者贴士：人很多，海鲜很新
鲜，最好找加工店的人一起去买，避
免被宰。

推荐美食：海胆蒸蛋、爆炒芒果
螺,椒盐基围虾、椰子饭、炒冰、清蒸石
斑鱼,蒸带子、鲍鱼、和乐蟹、龙虾、四
角豆、生蚝,鲜榨果汁、椒盐濑尿虾、五
指山野菜、清补凉、抱罗粉。

地址：三亚市新建街155号(近河
西路)。

简介：第一市场是来三亚品尝
海鲜的首选地，这里的海鲜鲜活生
猛，价格低廉，还有很多海鲜加工店
聚集在此。从第一市场买回的海鲜，
很快就能在加工店变为一桌美味大
餐。在这里你还能吃到很多海南当
地小吃，比如炒冰、抱罗粉等。入夜
后这里还有贩卖各种小商品的夜
市，三亚的吃喝玩乐精粹都聚集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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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贴士：需要等位，人很多，
辣炒和乐蟹和芒果螺极力推荐，很
好吃，人均250元。

地址：三亚市区新民街139号三
亚第一市场旁。

简介：网上三亚的攻略十篇中
有八篇都会提到这里，所以火爆程
度可见一斑，这家店出品的料理都
很用心，味道也绝对够赞。店铺因为
依附海鲜批发市场“第一市场”的优

势，所以食材新鲜，价格亲民，人均
80元即可吃到撑，而店内“和乐蟹”
肉多味美，来这里吃一定要点香辣
味的；而白灼虾要蘸着传说中的“秘
制蘸料”吃，味道绝对出乎你的意
料。

如果你想知道第一市场每天最
新的海鲜价格和水果价格，那么定
要加上林姐家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林姐家公众微信号：ljxwhxjgd)

林姐香味海鲜加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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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贴士：人不是很多，门票160

元，8块的政府调节基金，岛上吃的东
西很贵，建议自带食物。

用时参考：1天。
地址：三亚市海棠湾镇蜈支洲

岛。
门票：168元/人，如果预订了蜈

支洲岛的酒店，不用再付40元门票
费，只要付船票即可(80元往返)。上岛
后有电瓶观光车送你到预订的酒
店，往返各一次(其他时候坐的话，要
另外收费)。另外，岛上吃住稍贵，建

议当天返回，不过要安排好时间，当
日最后一班船离岛时间为17：00(随
当天的天气情况而定)。

简介：蜈支洲岛古称“古崎洲”，
又名情人岛，距离三亚市东北部海
岸2 . 7公里的海面上，是海南岛周围
为数不多的有淡水资源和丰富植被
的小岛，海水能见度极高。蜈支洲岛
地貌美丽而有层次。岛的中部坡地
逶迤，藤蔓缠结，是一片热带植物
林，西部及北部形成一条玉带状的
白色沙滩，沙质均匀细腻。

蜈支洲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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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贴士：免费景点，海水清
澈，沙滩柔软。

用时参考：半天。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田独镇六

盘路。
门票：69元/人(含亚龙湾中心广

场、亚龙湾贝壳馆和亚龙湾蝴蝶谷)；如
住在仙人掌度假酒店，凭钥匙可以10

元换套票；中心广场门票(含贝壳馆)：

56元/人；蝴蝶谷门票：26元/人起收。
简介：亚龙湾位于中国最南端

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 三亚市东
南28公里处，是海南最南端的一个半
月形海湾，全长约7 . 5公里，是海南名
景之一。这里沙滩洁白细软，海水澄
澈晶莹，年平均气温25 . 5°C，海水温
度22-25 . 1°C，终年可游泳，被誉为

“天下第一湾”。

亚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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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贴士：有很多主题房间，可
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来选择。旅舍
所在小区门口和附近有超市、大排
档、港式茶餐厅，走前一点还有酒家
和酒吧。

参考价格：201元/间。
所在区域：大东海

简介：【必读】丁叮猫坐落于三亚
大东海风景区，正对大东海广场，正
好在亚龙湾与三亚湾之间。从旅社步
行5分钟即可到达海边。【贴士】房间
类型很多，每一间都各具特色，海景
非常漂亮。旅社老板热情，服务贴心，
会帮忙介绍景点安排旅行。

三亚丁叮猫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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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游近年来颇受北方游客青睐，尤其到了冬季，大家都喜欢往南方走。
被誉为南海明珠的海南岛，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有着广阔的海域。每年来海南
旅游的游客众多，三亚作为海南旅游线路中的主要目的地，有着众多的热带海
滨景观，亚龙湾国家旅游景区，环境优美，海域资源丰富，是休闲度假的绝好去
处，特有的珊瑚礁以及红树林都颇有观赏价值。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穷游路
线，让大家享受海岛风情的同时，还不用担心囊中羞涩。

1元三轮车——— 拉去有回扣的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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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陷阱——— 低价宣传高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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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调包——— 活海鲜换成死虾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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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客妹——— 宰你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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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箱黑幕——— 注水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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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品种——— 捏造的高价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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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记者 史大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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