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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仙岭下 黎风苗韵
绿色旅游看保亭

“蓝色旅游在三亚，绿色旅游看保
亭。 ”保亭旅游局副局长马振斌非常自
信地告诉记者，保亭与三亚相邻，从三
亚驱车仅需 4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保
亭丰富而独特的雨林、 温泉、 民俗、田
园、农家美食等资源优势，不仅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游者的广泛关注，
也使之与以阳光、沙滩、海水著称的三
亚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到
三亚旅游的游客提供了选择另一种旅
游体验的机会。 保亭，也因此被游客美
誉为———“三亚后花园”。

保亭地处海南岛中南部，五指山南
麓，东接陵水，南邻三亚，西连乐东、北
依五指山和琼中，交通与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 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秀丽，气候
宜人，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境内森林多为热带雨林且负氧离子含
量极高，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南部旅游圈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镶嵌在海南岛上
的一颗璀灿的绿色明珠。

分管旅游的副县长刘纬华告诉记
者，保亭旅游主要占据五大优势、拥有
四大资源，五大优势即区位、气候、生
态、人文和热带乡村优势，四大资源是
指雨林、温泉、南药和民俗文化资源。
近年来，保亭充分利用此优势和资源，
提出了“构筑文明生态健康县，打造黎
苗文化品质城”发展方向，走差异特色
高端发展的路子，“打造海南低碳发展
实验区， 创建国际雨林温泉旅游县”，
与三亚“山海互动、蓝绿相融”，建设
“丽江”保亭、低碳保亭、温馨保亭。

便捷的交通、 独特的气候条件、优
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浓郁
的民俗风情、宜居宜游的生态环境，雨
林温泉、奇境保亭，是人们休闲度假、安
居置业的理想之地。

黎风苗韵最动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拥有黎苗原
住民近 10 万人。 其民俗风情独特，非
物质文化遗产积淀深厚，“黎族钻木取
火技艺”、“黎族传统棉纺染织绣技
艺”、“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黎族
传统竹木器乐” 四项已被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海南之最。
保亭县的黎族有杞、哈、赛等方言，每
个方言区的语言、生活习俗亦有所异，
但在文化艺术娱乐等方面又有相同互
通之处。

自古以来， 勤劳勇敢的黎族苗族
人民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 创造出
了瑰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许多美丽动
人的传说、 神话故事， 以及优美的歌
谣、富有海南岛特色的民族乐器、民族
音乐和舞蹈， 为您的旅程增添了无限
的乐趣和美好的回忆……

海南槟榔谷原生态黎苗文化旅游
区是海南省游客满意十佳景区和十大
最佳特色魅力旅游风景区之一， 是海
南省最丰富、最权威、最灵动、最纯正
的民族文化“活体”博物馆。 景区位于
保亭甘什岭自然保护区内，两边森林茂
密， 中间是一条连绵数公里的槟榔谷
地， 故称槟榔谷。 景区由原住民黎村、
原蚩尤苗寨和原始雨林谷三大版块组
成。 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形态，集观
光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展示为一体的
多元型复合式旅游风景区， 以其独具
韵味的原始黎苗风情风靡海南岛乃至
全国全世界。

槟榔谷是黎苗原生态文化展示基
地， 多年来始终致力于海南黎苗文化
遗产的发掘、抢救、保护与民族文化的
弘扬。 海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 20 个项目中，槟榔谷就展示了
其中的 10项。 景区内的黎族传统文化
博物馆里，珍藏着整个海南岛最全最珍
贵的黎族各种民间文物以及见证黎族
发展历程的种种器皿和图片、 影像资
料。 还有四百多年历史的龙被和百年
谷仓，都是一部部生动恢弘的“黎族人
历史教科书”。

在甘什岭槟榔谷原生态黎苗文化
旅游区，有海南最完整的两大非物质文
化保护遗产博物馆，以及海南独一无二
的文身文化馆。 在这里，还可以品尝黎
苗饮食，欣赏古乐队的传统表演，与黎
族阿哥阿妹共跳竹竿舞、 共唱山情歌，
试一把传统的扎鱼。 跨进苗寨的牛头
门，喝一碗苗家拦门酒，帮阿婆晾晒蜡
染画布，看姑娘们跳一段热烈奔放的甩
发舞。 感受黎苗文化的原始与淳朴。

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

浓浓黎家风，悠悠苗岭情。 身在保
亭，处处能感受到民族的风情、文化的
魅力。 各酒店景区，纷纷将黎苗文化元
素引入旅游产品之中；灿烂的黎锦正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黎族钻木取火技艺、
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等各项古老而神
秘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
被发掘与传承。 在县城的入口，在七仙
广场周边，在保亭河两岸的绿化带，黎
苗民俗风情触目可及， 成为保亭独特
的民俗风情展现。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黎族苗族同
胞歌唱爱情、播撒希望、祈愿丰收、聚会
狂欢的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这一天，男
女老少身着盛装，带着糕点，结集一起，
集会祭祀祖先，并举行盛大的民俗庆典
和传统竞技活动， 一直欢腾到夜幕降
临，再燃起堆堆篝火，歌舞狂欢直至深
夜。 保亭作为海南最重要的黎族苗族
自治县， 每年的农历三月三都会举行
盛大的节日庆典。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举办的七仙
温泉嬉水节，更是已经成为保亭文化
的“知名品牌”，黎苗服装、黎苗歌
舞、民族美食等民族文化的展示活动
越来越多，每一次活动，都是一种对
民俗文化的挖掘和传承的过程。 自
2000 年以来， 七仙温泉嬉水节已经
成功举办了 11 届， 其节日活动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从前期的七仙女选
拔活动， 到活动中的取圣水仪式、大
型民族歌舞演出、民俗风情嬉水狂欢
大巡游、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等，都成
为广受黎苗少数民族同胞和游客喜
爱的项目。 而活动中的书画展、黎族
织锦和苗族染绣作品展示、黎族传统
八音比赛、民族美食大展示等，浓厚
的黎苗风情，传统的黎苗文化、灿烂
的民族艺术和趣味横生的民族特技，
不仅是对海南民俗文化的充分展示，
也是推动七仙温泉嬉水节品牌发展
的重要载体。

在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大背景
下，弘扬、发展黎苗少数民族文化，已成
为海南对外宣传的一张国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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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见人爱的
保亭“农乐乐”

说起保亭美食， 没有人不知道
保亭特色农乐乐的。 大家都叫农家
乐，在保亭却叫“农乐乐”，虽只有一
字之差， 但保亭的农乐乐项目选址
清优、装饰上独具黎苗农家风情，菜
品则多取材于地道的黎苗农家 ，确
实给人带来了不一样的农家美食体
验。

早在 2008 年， 保亭就主张大力
发展“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
享农家乐 ” 为主题的休闲旅游项
目———农乐乐， 使其不但成为新的休
闲娱乐方式， 也成为保亭农民致富的
重要手段和经济来源。 随着保亭旅游
与地产业的快速发展， 保亭农乐乐休
闲旅游项目发展迅速， 也出现了功能
类型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管
理规范化的良好局面。

黎族人好客， 即使是过路投宿
的陌生人也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
待，黎族人待客必有酒，最好的是杀
鸡或取出“鱼茶”、“肉茶”（一种用炒
米碎干腌的鱼肉食品）。 如是邻居知
道这家有客人来， 也各自拿来酒菜
陪客， 互相敬酒对歌， 有时通宵达
旦，热闹非凡，直到宾客一醉方休。
保亭的地方美食具有浓郁的黎苗特
色， 黎苗传统小吃都是利用传统方
法制作，荟萃黎苗风情 ，色泽鲜嫩、
味道清香、口感独特。

会冲浪的鱼：石鳞鱼
石鳞鱼长年生长在水质纯净

的山涧小溪中 ，对水质的要求很
高 ，喜爱洁净的水质环境 。 这种
鱼喜欢逆流而上 ，与湍急的溪水
嬉戏 ，所以又被称为 “会冲浪的
鱼 ”。 野生的石鳞鱼肉质细腻滑
嫩 ， 黎家人喜欢用酒糟煮之 ，也
可香炸 、清蒸或清水煮 。 无论以
何种方式食之 ，都是一道难得的
美味佳肴。

会上树的鸡：什玲鸡
什玲鸡原产于保亭县什玲

镇，是农家自由放养的土鸡。 白天
大多在山林里觅食， 到了晚上才
会回到主人家屋前的树上睡觉 ，
俗称“会上树的鸡”。 这种鸡由于
其独特的生活习惯， 肉感与鸟类
十分相似 ，皮脆肉滑 ，肉香而甜 。
无论是吊烧、 生炒、 干煸还是白
切， 味道都鲜美可口， 还有用灵
芝、椰子等炖汤，也是十分滋养美
味的补品。

不回家的牛：小黄牛
所谓不回家的牛， 实际上是

黎家人平日会把黄牛放养在山上
或者树林里，让其自由生长，每隔
一个星期左右喂食一次盐巴。 这
种牛因此野性十足， 肉质结实甘
甜，水分少。 可干煸、炒、烤、白切，
最受欢迎的是干煸小黄牛肉 ，胶
质丰富、口感一流。

五条腿的猪：五脚猪
五脚猪放养于天地山野间 ，

鼻子比一般家猪长 ，主要用鼻子
来拱食 ， 远远看去好像有五条
腿 ，所以也被称为 “五脚猪 ”。 这
种猪一般长到三十斤就很难长
大，且皮厚油少 ，肉质结实 ，鲜嫩
爽口，味道芳香，肉肥而不腻。 可
红烧 、红焖或干煸 ，味道都棒极
了。

有些地方，可能
并非是你直奔而去
的旅游目的地，或者
说它只是与你旅游
目的地相邻的另一
个选择。 但当你慢
慢靠近它，接近它，
你就会发现，那是一
个你必须要去的地
方。 因为他不仅只
与你相隔咫尺，而且
拥有完全不一样的
独特风情，兼具足够
吸引的诱惑。 比如
巴厘岛的乌布、马来
西亚的马六甲、澳大
利亚的墨尔本……，
比如， 海南岛的保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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