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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海南潜水胜地多

背上氧气瓶，带上面罩，在教练的
指导下，人们就可以向广阔的大海进军
了。

下潜到一定深度后，美呆了的海底
世界让人惊叹。在三亚亚龙湾、蜈支洲
岛、万宁大洲岛等海域，珊瑚礁保存完
好，多种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珊瑚，在
其间自在繁衍生息。它们有的像千年
的灵芝，有的像动物的角，还有的像簇
簇盛开的花朵……珊瑚软体随水摇曳，
令人神怡。

更让人惊讶的，莫过于穿梭于珊瑚
礁内的各类鱼儿，在三亚的海域，阿拉
伯神仙、西班牙舞娘、埃及皇后、澳洲新
娘、狮子鱼、蓝闪电等具有各种好听名
字的热带鱼儿，大概有300多种。拿着
鱼食，人们完全可以享受鱼群环绕的兴
奋。当人们将鱼食轻轻地掰碎，一点一
点地喂着它们，鱼儿争相抢着，情景有
趣、动人。

此外，海胆海星、海带水草、贝壳海
螺等众多海洋生物也在点缀着缤纷的
海底，构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海底世
界。在这个海底世界里，人们可以不时
地打着OK的手势，向神奇的海洋问
好！当然，也可以麻烦教练，用专业的
防水相机，记录下海洋生活的美好。

潜水达人姜军告诉记者，三亚的亚
龙湾、蜈支洲岛、万宁大洲岛都是不错
的潜水胜地，海水清澈，能见度高，珊瑚
资源丰富。其中，蜈支洲岛硬体珊瑚居

多，亚龙湾和大
洲岛则软体珊

瑚居多。
姜军特别提醒，保护和开发是并重

的，游客在感受大海美好的时候，也要
尽量克制自己的行为，下潜时尽量别用
手触摸珊瑚，保护稀缺的珊瑚资源。同
时，为有一个良好的潜水体验，人们最
好在阳光充足、风和日丽的日子选择潜
水，其中，潜水的最佳时间在下午2—3
点之间，这个时候海水能见度最高、光
线好、水下拍照的效果也最好。

“旱鸭子”也可以潜水

潜水作为一项休闲运动，对体力要
求并不高。最为重要的是，“旱鸭子”也
可以潜水。一般来说，不会游泳的人们
在穿上潜水服，戴上面镜、呼吸管和脚
蹼后，可以轻易漂浮在水面上，并完成
300米浮潜。当然，专业的教练还是建
议爱好潜水的人们，最好学会游泳，因
为这有助于人们克服对水的恐惧感，让
其在水肺潜水中更加轻松自如。

浮潜，水肺潜水？的确，潜水分为
诸多类型。

穿上潜水服，背上氧气瓶，戴上潜
水镜，经过简单的培训，在潜水教练的
陪伴下，岸潜可潜入4-12米的深度，每
次潜水时间为一小时（含培训）；与岸
潜装备一样，船潜需要乘坐快艇到海
上舶船，直接从船上入水，培训后由教
练带领慢慢潜入较深的海底，与岸潜相
比，船潜的海底景色更加迷人，各种海
洋生物更加丰富，潜入深度一般在10-
20米左右。

夜晚的海底只能靠夜潜，专业潜水
手电筒指引，人们将看到的是真真切切
的海底世界，还可观赏到不爱在白天出

来的海洋动物，感受黑魁魁的海底世界；
水肺潜水是带着压缩空气瓶并非氧气
瓶，利用水下呼吸器在水下进行呼吸，是
真正的潜入水底的一种潜水。全套水肺
潜水装备一般包括面镜、呼吸管、脚蹼、
呼吸器、潜水仪表、气瓶、浮力调整背心
和潜水服等，专业的潜水员在开放水域
潜水时，还会携带潜水刀、水下手电乃至
鱼枪等必要的辅助装备。当然，以上所
说的潜水方式都只是休闲潜水的范畴。
我们平时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沉船探
险，则属于工程潜水的范围。沉船潜水、
洞穴潜水、大深度潜水和打捞，都属于这
个范畴。由于工程潜水存在一定的风
险，潜水员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

成功潜水要做好准备

有过潜水经验的人们，可能会有耳
朵痛的体验。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下潜深
度的增加，水压不断增大，对耳膜的压力
也不断加大，需要进行耳压平衡。若想
避免此类经历，这就需要人们在选择正
规潜水机构的前提下，在身体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听从专业潜水教练的指导。

在潜水前，人们必须在岸上接受一
定时间的培训，掌握潜水手势和学会平
衡压力。其中，潜水时须掌握“ok、上
升、下潜、不舒服、有毒生物、请勿触摸”
等手势语言。

紧张往往是导致人们初次潜水无
法成功的重要原因，因为紧张使得动作
变得僵硬、反应迟钝，思维敏捷度下降，
呼吸急促，高度紧张时有可能会忘记呼
吸。因而，听从专业教练的指导，以及
对教练的信任是排除紧张的最好最有
效的方法。

同时，人们因为从没有用过调节器
进行呼吸体验，所以可能一开始还不适
应，姜军建议人们应在岸上先适应练习
用调节器进行呼吸；开始下潜后做耳压
平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程序，但是往
往大多数初次潜水者忘记做耳压平衡
或做得不到位，导致耳膜疼痛，无法继
续下潜。因而人们必须在下潜之前就
在大脑中形成做耳压平衡的意识，然后
每下潜一公尺应提前做耳压一次，否则
等到耳朵疼痛后再做则为时已晚。

当然，一些人嘴含调节器的方法不
正确，会造成调节器进水流进嘴里，不
会排出调节器里的水，并因而产生恐
惧。其实人们只需用牙轻松咬住牙托，
用嘴唇包住调节器的咬嘴，就不会进水
了。面镜排水也十分重要，人们需先将
面部尽量向上，然后用手压住面镜的上
沿，用鼻子排气，根据压力的原理就可
以把水从面镜下方排出。

为确保潜水安全，姜军特别提醒，
以下人群最好不要尝试潜水运动。曾
经接受过中耳手术，或眼角膜手术；有
肺部受伤病史，尤其是自发性气胸者；
严重的肺部阻塞性疾病，如慢性肺气肿
或严重哮喘病者；肺泡有先天性憩室或
肺部水泡病者；有癫痫或抽筋病史者；
经常性的晕倒而原因不明者；有心脏冠
状动脉疾病，如心绞痛或曾有心肌梗塞
病史者；有红血球病变，如镰刀型红血
球贫血者；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
长期酗酒或药物成瘾者；有精神疾病
者，以及不能承受太大的运动或心理上
无法适度调试的人们。

一般来说，游客体验潜水运动，都
不是持证潜水员。因而，非持证的游客
是禁止单独下水的，这主要是由于其不
能熟练掌握水下潜水技巧，无法判断水
下安全问题的发生，问题发生后，不能
及时、正确的处理。因而，该类人群下
水时必须有专业教练陪伴。

当然，如果人们实在对潜水运动感
兴趣，现在三亚的一些潜水机构已经开
设了专业的潜水课程，经过基础技能培
训和通过考核后，人们就可以持证畅潜
大千海底世界，感受独自探险的刺激。

■ 本报记者 侯赛

喝茶咯!下火茶、舒肝茶、廿四味……昏黄时
分，漫步在博爱路的骑楼老街上，时不时从街边传
来一串串叫卖凉茶的声音，也许是海南天气实在
太热了，也许是招呼的阿姨太过热情，总让人抵挡
不住诱惑，驻足喝上一杯清爽的凉茶。

一家名叫“老牌子金寿凉茶店”的老店门口总
是分外热闹，这里的凉茶种类丰富，有清热凉血的
生地绿豆茶，有生津利尿的甘蔗茅根茶等20多种
凉茶。喝茶的有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小孩儿，在
店门口坐着凳子排成一排，像幼儿园里等着老师
发糖果的小朋友，乖乖地等候着那一杯属于自己
的凉茶。

“小妹，你的柠檬茶！”23岁的高个子大男阿刚
是这家凉茶店的第三代继承人。早在上世纪80
年代，阿刚的奶奶王月珍就在博爱路的一家中药
店卖凉茶，后来药店垮了，但凉茶店却一直延续下
来。

“老人们喜欢喝舒肝茶、廿四味等具有一定保
健作用的凉茶，这些凉茶虽然味苦，但是对身体
好。年轻人和小朋友因为怕苦，更喜欢喝菊花茶、
柠檬茶等清甜可口的茶，药效就差了那么一点。”
阿刚聊起自己的卖茶经验，话语中也似乎暗含着
他卖茶品出的别样人生。

阿刚15岁开始就在店里帮忙卖茶了，早上5
点多起床熬茶曾是他童年时期最深刻的回忆。每
天送往迎来，阿刚说，虽然只是简单的配茶、递茶，
但是却有不少乐趣，在这个不足20平米的小茶店
里，他认识了不少老客，结下不少朋友。

阿刚告诉记者，初中毕业后，他也自己尝试着
做过小生意，开了一间水吧。但后来水吧店铺越
来越多，竞争激烈加上店租太高，最后却关门了。

“水吧的红茶配方简单，利润高，但是人人都可以
复制。凉茶却是独家配方，是别人学不走的。”阿
刚说，虽然第一次创业失败了，但这次经历却给他
上了人生生动的第一课，让他知道了凉茶店的生
命力所在。

阿刚的大姑妈吕玉荣认为，老牌子金寿凉茶
店之所以能够历经风雨坚守到今天，在老海口人
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最重要的就是秉承诚
信原则，坚持“货真价实”。

在凉茶店的熬茶间里，吕玉荣向记者讲述了
整个凉茶的制作过程。洗茶—熬茶—过滤—晾
茶，整个制茶的过程采取了最原始的加工工艺。
其中熬茶的火候是最关键的环节，决不能偷懒缩
减时间，一定要熬够钟。其次，晾茶的过程不能为
了迅速给茶降温掺凉水，在代代的手艺相传中，家
族秉承着诚信的信条。

小杯2元，中杯3元，大杯5元，真材实料加上
精心的制作过程，卖出的价格却出人意料的实
惠。“我们做买卖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是作为一个
老店，还承担着一份责任，就是给邻里街坊送上一
杯良心茶，一杯健康茶。”吕玉荣感慨道。

30年风雨
熬出那缕最醇茶香

编者按：祖籍北方的王企鹅其实是海南生海南长的正宗“小海南”。这个暑期，海南岛是国
内最热门的亲子游目的地，很多岛外小朋友将会跟随爸爸妈妈一起到海南享受一段快乐的亲
子时光。在王企鹅的笔下，这个美丽的海岛不仅仅有婆娑的椰林、蔚蓝的大海，这里还有独特
的火山、茂密的雨林、神奇的千年古盐田；以及独具特色的黎苗风情、侨乡风韵、渔家特色……
这个暑假，让我们跟随王企鹅的画笔，去体验美丽、神奇、独特的海南岛！

初上海南岛

世界潜水胜地
大搜罗

潜水，
感受每一勺海水
的生命气息

“没有穿戴过面罩
和脚蹼潜下大海，人们
就不会意识到，每一勺
的海水里都充满生命。”
这是“深海女王”——世
界上潜得最深的女人西
尔维娅·厄尔博士的一
句名言。

面对浩淼的大海，
人们像是个求知欲旺盛
的孩子。在这个充满神
秘和诱惑的蓝色世界
里，人们以潜水这种与
自然无间隙接触的方
式，感受着大海的神奇，
自然的壮美，冒险的刺
激。

海南作为中国最早
开发潜水旅游的地区，
由于海水能见度高，海
洋生态保护良好，长期
以来，备受中外有着潜
水梦想的游客所青睐。

海洋中的珠峰攀登
——北极点

终极目标：冰潜
有这样一种说法，去过外太空的

宇航员比在地理北极点冰潜过的探
险者可能要多10倍。北极点难以到
达，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在北极点冰
潜也被人们比作海洋中的珠峰攀
登。作为一项在极端环境中进行的
潜水活动，稍有疏忽，呼吸器就会被
冻住，非常危险。目前，仅有约30名
民间潜水员在地理北极点成功潜水。

海洋中的珠峰攀登
——北极点

探秘海底幽灵舰队
——楚克，密克罗尼西亚

终极目标：沉船潜水
1944年，二战中日本海军数十艘

军舰在楚克被美国海军击沉，使得楚
克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沉船潜水目的
地。楚克沉船一般被称为幽灵舰队，
如今这些沉船上生长着300个品种的
软、硬珊瑚，多种远洋和珊瑚礁底栖
鱼类在此出没。

探秘魅惑之眼
——大蓝洞，伯利兹

终极目标：深潜
蓝洞是由水下洞穴顶部坍塌形成

的空洞，从飞机上俯视，伯利兹大蓝洞
看起来如瞳孔般明亮，蓝洞中海水的颜
色和周围海床的浅色调形成鲜明对
比。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遗产的海洋洞穴，给潜水者带来了无
限的视觉享受。

加勒比海在召唤
——博内尔岛，荷兰

终极目标：岸潜
博内尔岛距离委内瑞拉以北50公

里，位于加勒比地区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中，被视为加勒比海顶级潜水胜地。
1979年，环绕小岛的整体珊瑚礁被规划
为国家海洋公园被列入保护范围，成为
众多海洋生物的庇护所，博内尔岛也因
此赢得各地环保主义者的高度评价。

潜入神的水族箱
——诗巴丹，马来西亚

终极目标：峭壁潜水
世界潜水之父雅克·库斯托曾盛赞

诗巴丹是一件“未曾受过侵犯的艺术
品”，这个地处马来西亚西南，西里伯斯
海中的弹丸小岛由几百万年前的一次火
山喷发形成，如今已是全世界潜水人朝
圣之地，位列峭壁潜水之首，被誉为“神
的水族箱”。 （黄媛艳 辑）

身着潜水装备的游客正在海底欣赏
珊瑚等奇妙景致。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老
街
凉
茶
店
。

本
报
记
者

侯
赛

摄

游游跟着王企鹅 海南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