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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特海南

■ 本报记者 蔡倩

观赏罢海南热带岛屿激情魅力，
是否还想体验有休闲和文化特色的
海南式小清新生活呢？淡雅自然、朴
实静谧的琼海等你来。

海边的海滨酒吧公园、河边的
酒吧一条街、田园里的咖啡驿站
……琼海有着众多小清新餐饮休闲
名店，并且像江湖门派一样自成体
系：老房子、老南洋等“老字号”系
列，河畔船说、龙寿传说等“传说”系
列，海的故事、潭门故事等“故事”系
列，都以各自的风情带给游客不同
的味道。

“老房子”系列是琼海咖啡文化
的代表。在快节奏的一线都市喝惯

了“高大上”的小资咖啡，不如到琼
海悠闲地呷一杯海南老咖啡“歌碧
欧”。

博鳌镇墟上的老房子咖啡馆，带
着十足的博鳌范儿，精致、悠闲，有
故事、有品位，点上一杯歌碧欧，安
静地聊天、发呆、晒太阳，时间亦凝
固于此；博鳌海边老房子咖啡馆，隐
在丛丛红树林中，海南本土的民间
元素不经意地散布在各个角落，留
住了远去的村烟，浸透了本土味道；
中原老南洋咖啡馆东南亚风情浓
郁，空旷高远的彩绘玻璃屋顶，描金
立柱，木质古朴家具，紫色纱幔配上
绿窗，满眼都是浓烈艳丽的色彩，却
以大胆的配色和精巧的搭配创造出
华美和谐的色彩感；嘉积老房子咖

啡馆里，竹编藤椅、土陶罐、粗瓷餐
具、船木咖啡桌、青石地板、老照片，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最纯粹的海南
风土人情。

“故事”系列其实只有两家：“海的
故事”主题餐酒吧与正在施工的“潭门
故事”古渔村度假部落，渗透了海岛耕
海文化。海岛生产习俗中的船文化、
渔具文化、海岛美食文化、海岛夜生活
文化，都能在这里体会得到。

这里有珊瑚石、码头灯、旧船
凳，这里有咖啡、美酒、南洋菜，还有
一段海的故事，依海天作伴，把酒畅
怀，共度一段海边的美好时光。在

“海的故事”主题餐酒吧里，可聆听
大海涛声、与朋友小聚、吃烧烤、喝
啤酒、品咖啡……回味老故事，开始

新故事。这里适合办各种文化主题
活动，浪漫婚礼，会议聚餐，各种聚
会的生日派对、节庆派对和同学聚
会。

“传说”系列却是一个巧合，万泉
河畔酒吧一条街的“河畔船说”酒吧
与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里的“龙寿传
说”咖啡驿站因店名类似，被联系在
了一起。

如果说博鳌的海因海的故事而
多情，那么万泉河就因酒吧街而显
得温情而迷离，“河畔船说”则是万
泉河酒吧一条街中的佼佼者。酒吧
街的入口非常显眼，一口大酒缸倚
门而立，牌匾上反写“酒吧街”三个
大字，取意为酒吧街到（倒）了。“河
畔船说”是一家以河、船文化为主题

的音乐酒吧，装饰氛围很有民俗个
性和地域特点。码头灯，贝壳灯，珊
瑚石，破旧的船木整造了形状各异
的桌椅，挂着的渔具和渔网，一只破
旧小木船盖上一层玻璃，静静地靠
泊在院落中充当餐桌。华灯初上
时，灯光映照下的酒吧更显韵味，伴
随着驻唱歌手的一首首耳熟能详的
音乐，聆听河畔的传说。

“龙寿传说”是坐落在田野中的
咖啡驿站，游人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
到各色新鲜瓜果、现磨咖啡，还可以
欣赏到极具艺术特色的农家建筑。
马灯、牛轭、虾篓、笸箩、鱼网、石磨
……在设计师的精心布置下，这些农
家生产、生活用具全都变成了令人惊
叹的工艺品。

“老房子”系列、“故事”系列、“传说”系列

到琼海玩一把海南式小清新

国庆到海南 起
玩转海上运动 尽享激情无限

帆板
当一只海上飞舞的彩蝶

碧波荡漾的海面，成群的帆板
时而排成一线、时而展开前行，红、
黄、白、绿五颜六色，就像一群在蓝
色海洋上飞舞的彩蝶。沿着海口西
海岸走，人们往往能收获这样的风
景。

海口西海岸旅游度假区，北
邻琼州海峡，东起秀英港，西至盈
滨半岛。如今，除了阳光、沙滩、
椰子树外，帆板运动也成为西海
岸吸引游人的一个重要元素。帆
板是介于帆船和冲浪之间的新兴
水上运动项目。运动员站在板
上，利用自然风力，驾驭帆板，感
受人与大海的奇妙对话。在这
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帆板运动的
魅力。

tip：对于想要学习帆板运动的
人们来说，海口帆船帆板训练基地
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基地位于西
海岸的西秀海滩海域。目前，国内
共有十个省市开展帆船帆板运动，
其中七个省市的运动队都来到这里
进行冬训。

潜水
深入大海欣赏海底花园

在万宁市石梅湾内，有一处人
迹罕至的小岛——加井岛。

加井岛的海水清澈见底，最令
人惊奇的是，即便从岛岸向外前行
100米，海水仍不可没膝。这里丰
富的海洋生物也让人们感受到勃勃
生机。海岸边各式各样的美丽贝壳
随处可见，走入浅海，人们还可以看
见海星、海参和活体珊瑚。这些崎
岖多姿的珊瑚礁、品种繁多的水生
物和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为人们呈
现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海底花园。

清澈的海水和多姿的水底世
界，让加井岛成为众多潜水爱好者
心中的潜水天堂，让人即便只是带
着潜水镜把头埋入水中也会万分
激动。

对热爱潜水的人们来说，蜈支
洲岛也是不可错过的地方。蜈支
洲岛古称“古崎洲”岛。岛上山峰
层叠、绿树成荫、花果遍地。环岛
海域海水能见度有6米—18米，海
底珊瑚五彩斑斓，美丽的热带鱼四
处游荡，这里也是公认的中国第一
潜海胜地。

冲浪
感受逐浪激情

北面的山岭环抱着一片有着
白软沙滩的海湾，赋予了它半月形
的形态。这个海湾有一个美丽的
名字——日月湾。这里依山傍水，
海湾沙滩洁白松软，海水湛蓝清
澈，河流汇入这个海湾出海，河水
和海水的交融，让这里的水质咸度
适中，十分适宜游泳，是个天然的
优质海水浴场。

如今，这个原本静静藏匿于万
宁一个村庄旁的海湾，已经逐渐被
国内外的人们所知晓。而这一切，
都源于一种极富刺激、让人释放快
乐能量的运动——冲浪。日月湾
的水质清澈，水温适宜，拥有年平
均1—2米的浪高。在冲浪爱好者
眼里，这里是一块难得的冲浪胜地
——年平均温度在26.5℃的海水
能够让冲浪者即使在冬天也可以
穿着大裤衩尽情追浪，绵长且极其
有力的海浪起浪频率多，冲到浪的
机会便大大增加。

tip：在日月湾，冲浪俱乐部
能够为冲浪者提供食宿和冲浪
服务、冲浪板出租以及冲浪教学
等服务。这里常年聚集了一群来
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冲浪
爱好者，是一个交流冲浪文化极
佳的场所。

海钓
过足钓鱼瘾

海钓是如今人们海边游乐的新
运动。

位于三亚市三亚湾外海的东岛，
拥有两个优质的钓区。在小岛西北
面距离陆地800米左右的海域，这里
水流平稳，海底有大量的珊瑚和石
排，是鱼类繁多的地方；而位于小岛
西南面的双扉石，距小岛1.5海里水
深15-30米的海域，水下也同样长满
了珊瑚，是大鱼出没的地方。在东岛
常可钓到的鱼类有石斑、青衣、海鲤、
河脉、海鳗、红鱼、鹦哥鱼等。

而距离三亚东南20海里的六道
湾，则属于远海乘钓点。这里水深
40—50米，由于水深且石头多，渔民
不能下网打鱼、拖鱼，使得这里的鱼
能自由生长，是钓大鱼得天独厚的好
地方。

万宁也拥有丰富的海钓资源。除
了潜水，万宁市石梅湾加井岛的沙滩、
礁岩和潜水公司在海上建的渔排上是
钓鱼的好地方，这里密布着连尖、石
斑、水针、泥猛及各种珊瑚礁鱼。

tip：万宁市万城镇辖下的乌场渔
港，是海南岛为数不多的天然渔港之
一，这里风光秀美。万宁市乌场海钓
俱乐部就设在港口码头附近，俱乐部
里有专业的钓具，还有快艇可提供给
钓友出海垂钓及游玩露营。

游艇
与大海亲密接触

作为中国唯一地处热带的海滨
度假城市，如今的三亚正在以一种
全新的姿态为那些懒得出国的玩家
们提供高品质的海岛度假感受。在
这其中，游艇出海成为三亚度假的
新热点。目前，海南省已建成三亚
鸿洲国际游艇会、三亚半山半岛国
际帆船港、三亚亚龙湾游艇会、万宁
石梅湾游艇会、海口美源游艇会、海
口新埠岛游艇会、文昌高隆湾等众
多国际标准游艇码头。

在海南，人们可以携家带口乘
坐游艇出海，享受天伦之乐，也可
以约上三五好友或是商务伙伴，聊
天放松或是在轻松的环境下谈谈
公事。从码头出海到目的地的行
驶途中，人们可以静坐船头看风
景，可以试驾，或者闲聊。而水上
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当游艇到
达深海后，人们可以潜水、游泳或
者划皮划艇，不但能让自己享受玩
海的乐趣，也能让身心得到运动，
同时也能防止晕船。玩累了，上艇
冲冲淡水，擦干身体，抹点防晒
霜，躺在游艇前甲板上享受日光
浴，抑或可以选个好的位置，享受
海钓的乐趣。

在岸边安静地凝望大海，在沙
滩缓缓漫步，在海水中畅游……面
对大海，你还能想出更多的玩法
吗？海上运动能给你更多与大海
亲密接触的不同选项。

帆板、冲浪、潜水、海钓……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海上运动
也逐步进入人们的旅游行程。这个
国庆，就放开自己的身心，玩转海上
运动，尽情享受运动带给你的无限激
情吧！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嗨
冲
浪
爱
好
者
在
石
梅
湾
享
受
冲
浪
的
乐
趣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博
鳌
海
边
酒
吧
。

本
报
记
者

张
杰

摄

渔排上打边炉：

品原汁原味海鲜
■ 本报记者 刘贡

当小木船载着陈感红往海中驶去，夕阳正在
慢慢落下，照得水面一片绯红。

陈感红惊叹的声音被柴油发动机盖住，于是
比划着让朋友用她的手机给她照相。背景有山、
有水、有渔民们大木船上的生活，几乎每条船上养
一两条看家的狗狗。小木船经过，狗狗矗立船头
定定地看着。水鸟飞过，一道白影，还没看清，又
被夕阳恍了眼……无论哪个角度，通往渔排的景
色都美极了。

船夫黝黑的脸上挂着笑容，游客开心，当地
人也开心。还没拍够，小船已经到达一大片渔排
口，这是专门经营海上渔排的店家。当家的两口
子人到中年，媳妇、女儿们迎上来搭一把手，扶游
客下船。

“随便坐！”店家招呼。很多时候，渔排上的食
客不按照饭点“驾到”，如上午9点、10点起床在
酒店里吃一顿丰盛早餐，逛景点，下午饿了才往渔
排处赶。一吃吃到傍晚，看到当地市民也从城里
来这儿吃渔排，立刻觉得找对了地方。

围着桌子坐定，小妹给每人盛上一碗螃蟹粥，
浓浓稠稠，香味扑鼻。店家过来补充：“不够再添，
但后面好吃的很多，留肚子吃海鲜哦！”

小妹又端上炉子，清水锅，锅里几片生姜，盖
上盖。

一盘盘海螺、海虾、螃蟹，被切成块的海鱼上
来了。店家再问：“需要蒸或炒吗？”油炸虾、海胆
蒸蛋等推荐中，选点了条豆豉蒸海鳗。

海螺倒进锅里没多久就熟了，小妹捞出来均
匀分到每个人盘子里，马上把鲜活的虾子倒进锅
里。虾子摁在锅盖下蹦两下便没了声音，很快通
体红白被捞上来，紧接着又倒进了螃蟹。

青蟹、面包蟹、花蟹、三点蟹……季节不同，螃
蟹肥瘦不同。中秋过后的螃蟹个头最大，蟹膏也
多。

渔排上的海鲜原材料由渔家开船送货上门。
店家说，今早送的螃蟹真不错，还有十几条濑尿
虾。海鲜石斑鱼、墨鱼、海鳗、鲨鱼平时采购了存
养着，一会儿可去到里面看。

于是游客们擦擦嘴，马上要去看。走到店家
厨房位置，果然渔排中空着方方正正一大块，渔网
拉着许多种类的海鱼在海水里养着。指着问来问
去，大开眼界。

不知什么时候起，一锅清水竟然煮成了一锅
海鲜汤，放进新鲜的蔬菜，下面条一起煮着，营养
丰富又美味。

有机会尝试陵水南湾猴岛下的渔排也别有一
番滋味。

认识新村的渔排是从空中开始的。游客们乘
缆车去南湾猴岛，蓝天、碧海、青山间，静静浮出一
大片红色的渔排小房子。忍不住拍照，忍不住打
听，忍不住一探究竟。

据说南湾猴岛三特索道公司原来的老总代国
夫，出主意出钱，把渔民的小船房装上太阳能屋
顶，白天整齐漂亮，晚上灯火辉煌。

海南岛上吃渔排，去的路上精彩，看的景观经
典，吃到肚里鲜美，何不深入体验一次？

游
客
感
受
着
拖
伞
运
动
的
刺
激
。

本
报
记
者

张
杰

摄

红沙渔排 地点：三亚红沙
特点：规模大，已经慢慢被引导上岸

陵水渔排 地点：陵水新村
特点：渔民生活的渔排整齐漂亮

临高渔排 地点：临高后水湾
特点：看红树林，玩海钓

文昌渔排 地点：文昌铺前
特点：转骑楼，访造船厂

海口渔排 地点：演丰塔市
特点：红树林里划船，赶海

万宁渔排 地点：神州半岛风豪桥头
特点：品种丰富，烹饪技法多

海南岛上几大渔排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