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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游海南
到琼海杂粮街
寻找最本土味道
■ 本报记者 蔡倩

如果琼海要拍“舌尖上”系列，也许美食的
开篇会这样描述：“杂粮中充满了田野的真诚，
粗糙中蕴含着本土的温情，在琼海杂粮一条街，
你能尝到最本土的味道……”

夏日炎炎，琼海银海杂粮一条街又迎来了
生意高峰期。这条街道长约100米，铺面有20
多家。街面经过了街道立面、路面以及人行道
的改造，古朴的招牌、整齐划一的装饰顶棚、木
质的门窗，都透出浓浓的乡土气息，与杂粮的气
质相得益彰。这里的各类杂粮小食有口皆碑，
鸡屎藤、粑仔、番薯糕、椰子奶等小吃风靡城乡，
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好去处。

琼海的粗粮小吃闻名全岛，其中清补凉最
为人们所熟悉。步入杂粮街任何一家店，熬煮
清补凉的老师傅们都能讲出一段古来：“清”

“凉”顾名思义，中间却夹了个“补”字，清凉消暑
却又温补宜体，三个字组合，给人虚实结合，阴
阳平衡的感觉。

最早时的清补凉其实就是绿豆汤，主要材
料便是绿豆，其后为迎合顾客多样化的口感，陆
续加入红豆、薏米、红枣、芋头等。绿豆解暑、薏
米性凉，需要加入红豆与红枣调和，汤汁则选用
当归、姜丝等药材加椰子水熬煮而成，这样调出
的一碗清补凉便老少咸宜、温凉适中。

到如今，清补凉的原材料千变万化，酸甜兼
具、南北相融、中西合璧，多种材料如魔术般完
美组合，但不变的依然是那抹沁入心底的香甜
味道。

杂粮街里另一道广受人们喜爱的甜品是鸡
屎藤。

每当夏日，海南岛毒辣的日头晒得人烟急
火燎，容易上火，茶余饭后就爱喝上一碗鸡屎藤
清热解毒。农历七月，充足的日晒与降雨却最
适合鸡屎藤生长，是鸡屎藤的节日。这一道纯
天然的绿色杂粮，吸引了岛内外的人们慕名而
来一过嘴瘾。

鸡屎藤的原材料来自于野生藤本植物，其
汁液味道非常香醇。琼海人摘其叶，按比例合
在大米里磨成粉，再和粉捏成大豆般的“粑仔”，
下锅汤煮后再配上红糖、椰奶，既吃又喝，可要
当心别将舌头咽下去。

糖水佐以杂粮小点，才是地道的吃法。薏
粑、猪肠粑、南瓜饼、甜薯甩、玉米烙……这些杂
粮无一不是美味精品。

薏粑是用糯米粉包馅料制作的小吃，有芝
麻、花生、椰丝等各种馅料。剥掉一层绿色粽
叶，轻轻地咬一口，粘滑甜软，椰子赋予了糯米
新的清香。吃薏粑，馅料并非主角，真正行家吃
的是外层糯米皮，柔软爽滑而不粘牙，这才是功
夫到家了。

没有人能抵制猪肠粑的霸道香味。只见点
心师傅抓起一团糯米团，放入猪油热锅里来回
煎炒，直至成为两面金黄的糯米饼。铲出饼搁
在平板上，将散发着浓郁椰香的花生、芝麻、椰
子和生姜等馅料摆满糯米饼的三分之二，再顺
手卷起糯米饼，拿刀具均匀切成5厘米宽块状，
摆盘即可。端上桌的那一刻，猪肠粑的香味飘
溢了整条杂粮街。

细滑可口、香味扑鼻的甜薯奶是老少皆宜
的一种小吃。虽名为“奶”，但这道甜品却不含
丝毫牛奶，只因它煮熟后，米团细滑可口诱人，
汤汁浓白像牛奶。以磨成粉浆状的大米，混合
去皮磨成糊状的甜薯充分搅拌成原料，以手抓
起一团原料，握拳状，轻轻一挤，再将球状糊浆
刮到沸水里，煮熟加调料即成一碗香甜可口的
甜薯奶。

近几年，虽然汉堡、手抓饼、鸡排、蛋挞、薯
条等“西式小吃”开始占领琼海的街头，那架势
真能把外人镇住。但琼海传统杂粮小吃的第一
把交椅从未被撼动过，人们与清补凉、鸡屎藤、
番薯糕、猪肠粑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不是几个
新欢便能轻易挑拨的。那一味原汁原味、返璞
归真的古朴香甜，总能引人肚子里的馋虫作怪。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范南虹

在许多人的眼里，到海南看海、玩
海，一定要到三亚，因为三亚有着全国乃
至全球知名的亚龙湾、三亚湾、海棠湾
等，可是就在与三亚相邻的乐东黎族自
治县，优质的海滩与优良的海水也是玩
海、看海的好去处。在海南看海，不妨有
时间去趟乐东，海南岛美丽的西海岸，看
日落、赏盐田、浅滩海钓、沙滩捉蟹，在乐
东玩海，其乐无穷。

玩沙滩海钓

在乐东，九所、利国、黄流、佛罗、尖
峰和莺歌海几个乡镇之上，分布着龙腾
湾、龙栖湾和龙沐湾三大海湾。在这三
个海滩，沙滩浅钓是当地一个十分流行
的海钓方式。

说起海钓，许多人都想起要乘坐舟
船，到离岸边很远的地方才能施展钓技，
在乐东一带的海湾则不同，沙滩十分平
缓，少有礁石。

像在龙沐湾海钓，无需鱼竿，鱼线的
一头钓钩上放上新鲜的虾肉，卷起裤腿
朝着大海走上十几米都十分平缓，然后
把鱼饵抛入海里，用手指轻扯鱼线，感知
鱼儿是否上钩，一个下午的时间，用这种
简单的方法，这里的村民竟然钓上半桶
的尖嘴鱼。

浅滩钓海鱼是别有兴致，但是在岸
上捉螃蟹也乐趣十足。龙沐湾的沙子
可能比不上亚龙湾等知名的海滩那么
洁白细腻，但是，这里的沙子铺排绵陈，
是小海蟹和海螺的最好居所。于是，海
滩上，密密麻麻满是洞眼。蹲在海滩
上，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一定能从洞
眼里掏出一只可爱的小海蟹来。而这
些耐心足够的小海蟹，小心地在海滩上
挖洞，掏出的泥土将洞口四周垒得高高
的，宛如一微型的福建民居———围
屋，非常趣致。

观最美日落

如果要选择一个地方面朝大海，龙
沐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汇集了
山、海、阳光、沙滩、渔火等多种元素，但
最让人惊艳的是，在龙沐湾，可以欣赏

到最美的落日。
到乐东看海，选择日落时分是最佳

时候，乐东的海相比于东海岸的海，更为
平静，也少些人群的喧闹。下午五点半
开始，落日徐徐下坠。从尖峰岭顶上，慢
慢向大海走来。这时候，尖峰岭上霞光
万丈，气势磅礴；如果天气晴好，云层会
特别高，落霞染红天际，红得瑰丽无比，
满天的云彩也被落日染红，倒映在湛蓝
的海面上，海水荡漾，跳跃着金光点点，
红蓝交错间，恍如宝石阵群。龙沐湾的
一草一木，也沐浴在落日的光辉之中。
倘若落日走到云层较厚之处，阳光被云
层分隔，光线穿透云层，似从天堂抛掷出
万缕金丝。

当云层散尽，落日快接近海面时，四
周的光线都暗淡下来，唯有那落日依旧
红得炫目，炫目的亮光从极白到明黄，再
到满天的火红，虽是落日，却朝气蓬勃、
富有生命力。

如果你朝着落日奔跑，一路可见夕
辉透过木麻黄、椰子树，甚至是苇草的
缝隙倾洒下来，还有晚归的渔家，正在
海上收网，准备回家。一只蜻蜓振翅飞
过，轻轻划破落日对天空的眷恋，巨大
的满月般的太阳，在一片浩然丰沛的霞
光里，沉沉地没入海平面之下。于是，
大海之下，犹有一束红光，照亮西边的

天空，直至夜色来临。

赏最美盐田

来乐东看海，可能会发现“雪山”就
在海边，海水与雪山交相辉映，是怎样的
一种景致？

当你走进莺歌海盐场，一座座盐堆
在蓝天的映照下，你仿佛走进了冰雪天
地。放眼望去，雪白的盐道，雪白的盐
池，雪白的盐山，虽然身体沐浴着南国的
海风，但又仿佛在北国的冰天雪地之间。

莺歌海盐场，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
莺歌海镇，与盐场紧紧相连的是莺歌海
湾，而盐场的背后，则是海南著名的尖峰
岭热带雨林。

莺歌海的万亩盐田，是铺展在山海
之间绝妙的自然画卷，既可远观，又可近
看，远近皆有不同味道。

欣赏莺歌海万顷盐田最佳点，就在
盐场附近的金鸡岭。金鸡岭，虽然海拔不
足百米，但在平整如镜的万亩盐田中，却
似金鸡独立。站在岭上，放眼之间，东西
宽7公里、南北长8公里的盐田，就像上
苍用巨手挥就而成的一幅巨大的画作，平
铺在山海之间，盐山、盐道的雪白，纳水盐
池的蔚蓝、周边植物的碧绿，加上盐场铁
轨的铁红，一幅天然景致，气势磅礴。

■本报记
者 符王润

阳光、海水、
沙滩、礁石、椰林、热
带雨林……对很多游客
来说，海南的这些美景可以满
足人们对热带海岛的所有想象。
游人们不但希望到此一游，更渴望通过
专业摄影师的相机，将自己在这个美丽
海岛的足迹以最美的方式存留。在旅途
中拍摄写真，成为近年来游客在海南旅
游中一种独特的体验方式。

随着海南旅游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
变化，这几年，旅拍的选择地和方式也在
发生着变化，在三亚之后，海口、琼海等
地也纷纷列入很多游客新的旅拍目的
地，而拍摄的方式也从原来单纯的婚纱
平面照发展成为婚礼纪实、微电影等。

马上加入旅拍一族，把你的精彩旅
程“拍”回家吧！

旅拍新趋势——
摆拍模式不再流行

“我们希望能够在产品里加入一些
亲子、家庭的写真套餐。”7月18日，在
三亚拓璞柯国际婚纱摄影店内，一位来
自上海某旅游网站的负责人正与拓璞柯
的总经理习焕弘商谈，希望在该网站的
旅游产品中加入一些旅拍产品。

随着旅拍的火热，很多旅游企业也
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方向。

三亚是很多游人最为喜爱的旅拍目
的地。“很多游客都是到这里旅游，顺便
拍摄写真。”习焕弘告诉记者，最初的旅
拍，主要以婚纱照的形式为主。

在三亚，每年都有无数来此将幸福
定格的新人。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12
万对新人在海南拍摄婚纱照，其中大部
分客人都选择了三亚。在三亚的各大海
湾，随处可见拍摄婚纱的人们。这些新
人主要来自北京、上海、东北、四川、重庆
等地，在拍摄婚纱照的旺季，不少摄影机
构的预约排期甚至长达一个月。

这两年，在三亚从事了多年婚纱摄
影工作的习焕弘开始感受到游客对旅拍
需求的新变化。“以前客人拍婚纱照主要
是以穿着婚纱礼服在外景摆拍为主，或
者加入一些游艇、跑车等道具。但现在，
人们会更加注重照片中所体现的现场
感，注重情与景的融合。因此婚礼纪实
片的方式也开始流行。”习焕弘告诉《旅
游周刊》记者，在这种婚礼纪实片的拍摄
过程中，摄影机构会为新人们模拟一场
小型婚礼的现场进行拍摄，让人们感觉
这对新人就像真的在三亚举行了一场婚
礼一般。这样的拍摄模式很受外地客人
的欢迎。

而除了平面的照片，微电影的模式
也很受游客欢迎。和以往普通的MV
不同，微电影不但有为游客量身定做的
剧本，而且画面也更加唯美，更加细腻。

“现在我的店里有30%的游客都是订制

微电影
的。”习焕

弘说。
除了陆地

上的拍摄，水下摄
影也开始流行。水下摄

影是海南特别是三亚旅拍的
一个新特色，游客可以在水中随心

所欲地展现自己的优美体态，水中变幻
莫测的光影以及水的灵动，都为照片增
添了许多神迷色彩，变得更加美轮美
奂。三亚市港务局就设有两个水下摄影
基地，这些改装后的巨大玻璃水池，可以
让摄影师尽情捕捉游客在水中的姿态和
神情。如果还需要更加刺激和美丽的画
面，那么蜈支洲岛、分界洲岛等地的海
水，则成为一个理想的潜水拍摄地。

三亚：
接受大海和沙滩的恩赐

来到海南，海洋和沙滩是内地游客
们最为向往的画面。因此，作为聚集了
海洋资源和高端酒店资源的三亚，自然
是游客们首选的旅拍目的地。

对很多到此拍摄婚纱照或者情侣照
的年轻人来说，天涯海角应该是最有寓
意的一个地方——携手相伴走到天涯海
角。这里大海与蓝天一色，烟波浩渺，奇
石林立，刻有“天涯”、“海角”的巨石更是
见证了无数恋人的誓言，爱到天涯海角，
海枯石烂。

亚龙湾众多高级度假酒店的私家
沙滩和园林也是海南最好的取景地之
一，不同风格的酒店能够满足不同游
客的喜好。

蜈支州岛也是游客们喜爱的拍摄
地。岛上2000多种植物，乔木挺拔，灌
木茂密，悬崖耸立，礁石起伏，能够为游
客们的照片增添别样的色彩。值得一
提的是，蜈支洲岛南部水域的海底珊瑚
礁保护很好，五彩斑斓，形态奇异，游客
们可以在这里体验水下摄影的奇妙。

而三亚湾的椰梦长廊，则更是全岛
90%婚纱摄影机构的选择。三角梅、椰
林等植物为三亚湾的临海一侧打造出了
迷人的热带植物园林，与银色的沙滩、蓝
色的大海相映成趣，组合成一幅色彩斑
斓的长卷图画。而三亚湾的另一侧，则
是一栋栋布局巧妙、风格迥异的别墅、园
林等，营造出时尚的休闲氛围。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因《非诚
勿扰2》而蜚声海内外，那里的爱情索
道、试婚房等都是热爱电影的游客们热
捧的拍摄点。

海口：
在照片中留下人文情怀

若要比海，也许海口并不是最理想
的旅拍地，但作为海南的省会城市，海口

存留着独特的人文景观，其中也有很多
值得留下精美画面的景点。

海口骑楼老街，是海口市一处最
具特色的街道景观。其中最古老的建
筑四牌楼建于南宋，至今有 700多年
历史。这些老街骑楼是本土建筑、南
洋建筑以及西方建筑文化的完美融
合。因此，中山路上的骑楼老街自然
也就成为很多游客和摄影机构钟情的
旅拍地。

作为海口婚纱摄影基地的海口观
澜湖，也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旅拍地。
海口观澜湖坐落于万年火山岩之上，
有着独特的高尔夫球场风光，球场古
村落遗址存留着浓郁的怀旧色彩，世
界五大洲温泉建筑景观充满异域风
情。除此之外，火山岩主题水上乐园、
酒店及会所的欧式外观、奢华气派的西
班牙别墅经典风情等，都能成为游客们
理想的拍摄元素。

琼海：
为相册添加田园清新

对于已经感受过大海和沙滩的游客
们来说，琼海的田园风光则是新的诱惑。

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博鳌高尔夫
球场、乡村绿道骑行、潭门风情小镇……
琼海全新的旅拍体验，让游客们为自己
的相册添加一股田园清新之风。

有着宽阔机耕道的美丽田洋、蜿蜒
于绿树之中的绿道、摆放着怀旧小物件
的主题咖啡屋……在琼海，无论是田园
风光还是特色小镇，无论是路边的美丽
村庄，还是隐于小镇的特色咖啡屋，这些
看似貌不惊人的景致能在镜头之下制造
出充满小资情愫的画面。

海南旅游新时尚
把旅途“拍”回家

一
对
外
地
新
人
在
拍
婚
纱
照
。

本
报
记
者

李
英
挺

摄

龙沐湾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海滩之一。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许多游客用拍照的方式存留自己
在海南的足迹。 陈文武 摄

在三亚
边游边拍。

孙清 摄

体
验

跟着王企鹅

拍写真、婚礼纪实、微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