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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小吃为何成不了产业
本报记者 !"#

!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
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酡则不知"人间绝无此
味也$#这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留下的一段
诗文" 盛赞儿子谪居儋州中和时自创的美
食%%%玉糁羹#

这道!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
清$ 的玉糁羹在中和镇还能吃到" 仅在此
地#比起闻名遐迩的杭州名菜东坡肉"难免
有些落寞#

儋州是海南最早建制的地区之一"悠
悠两千多年"与成都&开封&广州等古都古
城相比"民间流传的小吃也不少" 但多像
玉糁羹一样足不出户&不为人知#

Td(&'+,Me

今天上午"记者走访海口骑楼小吃街"

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此地云集千种海
南美食"却难觅儋州小吃的身影#

其实"儋州的小吃并不少# !""#年"海
南岛第十届欢乐节在儋州举办" 当地政府
举办小吃美食节"$"多种小吃& 菜肴令嘉
宾&游客大饱口福# !"%"年 %!月"儋州举
办首届东坡节"再次举办小吃美食大比拼"

成为东坡节亮点之一#

海南省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林俊春当
时受邀参加小吃美食大比拼担任评委"至
今印象深刻#林俊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
么多种小吃&菜肴中"部分与其它地方有一
定相似"但多数是独具儋州特色的"比如不
老馊&田艾馍&玉糁羹&酸杨桃炒肉丝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不仅在海口"即使在
儋州城区"你也无法将这些美食!一网打尽$#

不仅是在城区难以吃尽小吃美食"即
使你走进乡镇"如果赶不上时间点"路边档

口卖完后你也只能等第二天了"

!同为苏东坡居住过的地方"东坡肉已
是杭州名菜"还打'东坡(招牌制作成真空
包装远销日韩"深受海外东坡迷的青睐# $

林俊春言语中带有几分急切"!如此下去"

这些散落民间的小吃&菜肴"恐怕将失传# $

fghijkMelmnop

早在 !""#年" 儋州市政府计划在海南
岛第十届欢乐节举办结束后"规划建设一条
美食风情街"类似于海口的骑楼小吃街一样"

汇聚儋州美食&地方特色文化"但是至今没有
动静# 儋州市商务局负责人吴三敏表示"建
设美食风情街需要投资主体"但招商一直难
度很大#

旅行" 是人生追求的一种异域体验" 包括
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吃$排在第一位#

海南省商务厅服务业处处长李学峰曾

数次到儋州调研#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建
设美食街" 不仅是满足儋州百万人口的民
生需求"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一个平台"

展示儋州的各种小吃&菜肴"成为当地旅游
业的一大亮点#同时"还能推动业界深入挖
掘&梳理&研究当地小吃&特色菜肴"不断传
承发扬光大#

林俊春也认为" 儋州地方语言丰富"说
明历史上来自各地的移民众多"儋州美食品
种丰富与这些移民传入有很多关系#如果通
过美食节" 促进美食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

能够满足旅游者的文化需求#推动旅游发展
的同时"美食也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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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美食街" 不仅令人想起北京的后
海九门小吃一条街&开封的鼓楼夜市&成都
的锦里小吃街))都是游客在当地必不可

少的去处#

腾讯十大名博主&南海网网友刚峰先生
日前刚从成都旅游回来#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在成都"很多知名景点旁边都有小吃街&

美食街"通过当地政府包装&宣传这些街道"

然后吸引各种老字号& 家庭老作坊在此经
营"政府规范管理"协助其打造品牌"成为周
边百姓的!摇钱树$"是当地一个富民产业#

!建设美食街"政府的扶持是关键# $林
俊春认为"成规模的美食街"动辄百亩的土
地"还有高昂的建设费用"这是一个投入大
产出慢的行业" 这也是我省目前美食街建
设的瓶颈问题# 政府应该统一规划" 在土
地&税收减免&政府补贴&对外宣传等方面
扶持"吸引企业投资进驻#

据了解"我省各地美食街不少"但是拥
有当地特色&或是海南特色的美食街"却难
觅踪迹# 去年落户海口大同路的海口骑楼
小吃街"占地面积 &'''平方米"汇集千种
海南美食"规模已是空前#

海南省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艺术学院院
长杨哲昆教授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儋州美食品种丰富且独具特色"但是较为
分散"迫切需要有关部门&企业进行系统的整
理"包括其背后包含的历史文化的整理"然后
以独特的产品形式"将其包装展示出来#

!不仅要让游客在当地吃好"还要想
到让游客 '兜着走(" 甚至可以对整套工
艺&工具&原料进行'打包("以加盟的形
式"向其它地区输出&移植"比如成都小吃
开到了北京"沙县小吃开到了全国# $杨哲
昆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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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经过 %#日大跌之后"!"日两
市止跌企稳" 沪指围绕 ("""点上下震荡"盘
中虽然一度小幅上涨" 但成交量未能有效放
大"股指涨幅有限#由于银监会将启动新一轮
房贷压力测试 "银行地产股表现较弱"对大
盘造成一定拖累#创业板和中小板出现分化"

创业板指数上涨 %)(#*"而中小板表现较弱"

多只个股位居两市跌幅榜之前#截至收盘"沪
指报 (""+)",点"上涨 &点"涨幅 ")!+*"成交
%,,#亿元*深成指报 %!+$()&$点"下跌 ,$),"

点"跌幅 ")($*"成交 %",,亿元#

从盘面上看"黄金&智能电网&医药&供水
供气&电子信息&有色金属&酿酒&建筑建材等
板块涨幅居前"而农药化肥&化工&食品&房地
产&钢铁等板块跌幅居前#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大盘突破 ("""点整
数关口之后" 昨天借外围的利空在技术上做
了一个回抽确认" 但这样的调整并没有改变
市场整体上升的趋势" 后市还会延续此前慢
牛推升的行情# 昨天市场出现长阴大跌并不
完全是外围股市的影响造成的" 这与长期处
于紧缩调控背景下脆弱的市场心理也有很大
的关系#目前处于震荡上行的态势之中"虽然
涨幅不大" 但可以看出市场恐慌的心理得到
一定的消除" 大盘整体上行形态也还没有改
变"接下来 (%&'点也会被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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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二季度上证综指连续多日站上
("""点之际" 瑞银证券日前举办了 !"%%年二
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及 -股市场展望的会议"会
上瑞银证券首席证券策略师陈李认为" 在通
胀&库存飙升等背景下"二季度 -股走势将出
现先扬后抑"而企业库存飙升尤为值得关注#

瑞银证券首席证券策略师陈李指出"通
胀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有了通胀预期" 企业
提高了库存"企业盈利增高"所以正循环可以
持续下去#但如果通胀持续下去的话"也会消
灭下游需求"就会引发紧缩政策"从而带来下
跌的风险#

对于通胀下的 -股二季度走势"陈李认
为"各方面因素将促成 -股先扬后抑# 具体
来看" 短期内由于通胀预期支持企业盈利维
持高位&权重股估值有一定支撑&流动性还会
活跃一段时间" 所以指数预计还将延续之前
较强走势# 中期来看" 从通胀预期到存货意
愿再到盈利增长的正循环将被打破" 结构性
估值或再次出现泡沫" 紧缩政策难以短期掉
头"所以预计指数将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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