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鸡饭

看过电影《海南鸡饭》的人都
还记得，电影中张艾嘉做出的海
南鸡饭，勾起了多少人的食欲，也
勾起了无数华侨的回忆。几块白
切鸡、一碗鸡汤、一碗用鸡汤蒸出
的鸡饭，既是地道的海南美食，也
是华侨们寄托家乡思念的一道
菜。如今，不论是在海南，还是在
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海南鸡饭

早已成为了一道著名美食，有滋

味，更有回味。

信封饼

一勺饼浆，放在特制的烤盘
上，上下翻飞，简单地压制成型，就
成了一块精巧的小酥饼。形多四
方、状如信封。在文昌市会文镇，
每到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吃这样
一道点心，而它实际上是从南洋传
回的。当年会文镇下南洋的华侨
甚多，每到过年，家乡的思念无从
寄托，只好将饼浆制成信封砖，寄
托对家的思念。后来华侨回乡，也
将这种点心带回，成为会文镇一种
独特的食品，而背后的故事，更引
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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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陈盐虽老，美味弥新。近日，再次在洋浦千年古盐田
景区游玩的安徽安庆游客曾贤风与记者交谈时说：“今天
中午品尝的盐焗宴，是我这次‘错峰游’的一大收获！”

为了避开国庆黄金周期间人多拥堵的囧途，曾贤风
与家人选择在此之后到海南旅游。前几年去过三亚和琼
海，这次他们选定西部的洋浦和儋州。

当天上午，曾贤风偕家人在洋浦千年古盐田游玩了
一阵。“不仅千年古盐田让您难忘，盐焗宴也会让您回
味。”景区附近一家店的店主告诉他。

正在此时，曾贤风听到有人叫卖盐焗蛋。他与家人
买了3个盐焗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尝了一小口，这一尝
不打紧，一下子就撩拨了他的舌尖：“味道不错！”

中午时分，沿着洋浦大桥，曾贤风与家人来到海岸对
面的儋州市白马井镇。在位于桥头的一家酒店坐定，他
们发现有不少盐焗菜，于是一口气点了盐焗鸡、盐焗虾、
盐焗鱼。

“真香啊”、“好鲜嫩啊”……当服务员摆上盐焗宴时，
曾贤风与家人一边大口地吃着，一边大声地称赞。

如此让人大饱口福的盐焗宴美味，是如何制作出来
的呢？

据白马井镇多位酒店厨师和洋浦盐田村民介绍，盐
焗宴有固定的制作方法，即通过加热晒制的海盐，也就是
用盐的高温焖热食物，这样盐焗美食就出炉了。以盐焗
鸡的制作为例，其工艺流程是：临时宰鸡→掏空内脏后倒
晾→清洗干净鸡全身并涂抹盐巴→用厚纸裹紧鸡肉并放
入砂锅→舀盐盖住鸡肉→文火暗火烹制。

这样制作出来的盐焗鸡等盐焗宴美味，成为洋浦周
边的一道道招牌菜。

“鸡鸭鱼虾蟹或玉米、地瓜等，都可以用洋浦千年古
盐田晒制的海盐做成盐焗宴。”儋州白马井镇鸿泰酒店经
理林秀成说。他透露，自从今年4月洋浦大桥开通后，许
多游客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职工或居民，纷纷过桥来这里
吃饭，其中有不少人点了盐焗宴，生意最好时，一天不低
于50桌客人。

据了解，洋浦及其周边地区，很多居民都有烹制盐
焗宴的厨艺。尤其是洋浦盐田村，谭姓村民的族谱有
上千年的历史记录，与之相伴生的，是晒制海盐和烹制
盐焗宴的传承。

洋浦盐焗宴受到省内外游客青睐，并有部分游客“学
艺”烹制。在洋浦千年古盐田景区散步的东北人杨女士
说，因为有亲属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工作，去年她从北方来
此旅游，度过了一个冬季才回去。盐焗宴美味令人难忘，
今年冬天还没到她就“孔雀东南飞”了。

盐焗鸡、盐焗虾、盐焗鱼……

洋浦盐焗宴
美味醉游人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文昌 老宅里藏着故事

地处海南东北角的文昌市，风景秀
美、人丁兴旺、椰林美景、醉人心脾。这
座有着60余万人口的古城，其实还有着
华侨之乡的美誉，120万文昌籍海外华
侨，几乎是当地人口的两倍。也正是这
120万华侨，给文昌带来了特殊的华侨
文化，也留下了数不清的景点、说不完
的故事。

离文城镇不远，头苑办事处松树下
村，有着一座真真正正的百年华侨老
宅，这座被称作“松树大屋”的符家老
宅，始建于1915年。在新加坡经商的符
永质、符永潮、符永秩三兄弟，携金银木
料衣锦还乡，开始建造这座大宅。百年
过去，当年琼北民居风格与南洋骑楼、
伊斯兰拱劵完美结合的宅子依旧屹立
在绿树环绕之中。木雕、石雕、灰塑、浮
雕、阴雕仍在，兽首依旧傲然雄踞，莲花

仍然含苞待放，见证过荣耀与没落，只
有他们还在无言地诉说着当年的辉煌，
即便故事中的人与事，早已随着时间慢
慢消逝。

而走到毗邻文城镇的东阁镇，找到
当地人随便一打听，大家必定都清楚那
韩家大宅，年龄稍大的老者，还能绘声绘
色地跟你说上几段宅子里的传奇。在东
阁镇宝芳富宅二村，泰国华侨韩钦准的
大宅就在这里，年纪再大的老人，也记不
清楚韩钦准是何时离开家乡去泰国打
拼，只记得1936年，当乡邻们再次见到
他时，他已经是富甲一方的豪贾。

衣锦还乡、修房建宅，华侨多如此，
韩钦准也不例外，历时两年，用着从泰国
带回的木料，韩家宅在头苑拔地而起，但
韩钦准却没在这住上一天。抗日烽火席
卷海南，韩家也举家迁往国外，从此，人
们也只能在大宅中详细记载韩家故事的
壁画上，见证当年的风流。

但几多辉煌、几多风流，不论松树
大屋还是韩家大宅，亦逃不脱时间的冲

刷，华侨们留下了这些宅子，最终只能
供游人凭栏追忆，遥想当年的辉煌。

琼海 南洋风情入眼来

毗邻侨乡文昌的琼海市，其实也是
诸多华侨的故乡，虽不如文昌拥有120
万海外同胞，但也同样受华侨文化影响
颇深。

从东线高速博鳌路口出来，以往人
们总会直奔博鳌，一睹亚洲论坛永久会
址的风光，但如今，大家又有了新的去
处，那就是中原镇。藤萝雨树遮天蔽日、
多色骑楼相得益彰、雕花立柱、怀旧街
灯，鼻尖若有如无的咖啡香气，似乎在眼
前绘出一幅生动的南洋画卷。

与文昌相似，这个3万人的小镇，有
着6万的海外侨胞，他们也将南洋的文
化，深深融入了这个小镇。不仅仅是当
年华侨栽种的雨树已经亭亭如盖，在大
街小巷的咖啡馆里，曾经伴随华侨们漂
洋过海的皮箱、缝纫机，如今安静地躺在

咖啡馆里诉说故事，仿佛时光倒流，又回
到了那艰苦创业的南洋大地。

距离琼海市区12公里，有一片特别
的土地，1960年，为安置从印尼、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的2000多名归难侨，国
家在这里建起了彬村山华侨农场，54年
过去，这里的许多华侨们仍旧保留着当
初的生活习惯，农场里的印尼村，更是
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咖喱鸡、黄姜饭，还有各式糕点，炊
烟带来的香味，都与周边有着明显区
别，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印尼村，沿袭了
半个多世纪的味道如今仍旧天天上
演。印尼人喜欢吃各种糕点，在印尼村
中自然也随处可见，螺壳糕、中国糕、菊
花糕、南瓜糕、榴莲糕、菠萝糕，正所谓

“无糕不成宴”，行走在印尼村，找一家
咖啡馆，点上品种繁多的糕点，喝上一
杯当地咖啡，那南洋的生活，仿佛也是
这般闲适。

万宁 华侨文化多绚丽

说到了华侨农场，那就不得不提兴
隆华侨农场，50多年来，太阳河畔的这片
土地，已经陆续安置了超过1万名各国归
难侨，华侨们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
里建设成了全国最大的华侨农场，也让
这里烙上了深深的华侨印记。

行走在兴隆，充满异国风情的建
筑随处可见，而在兴隆亚洲风情园，
更是可以饱览亚洲各国人文风景。

“太阳河畔歌声发，物内桃园在此
中。”已长居在此的华侨们用这样一
句话来形容兴隆，遥远的南洋不仅仅存
在与记忆之中，那片曾经为之奋斗的土
地现在仍完整的展示在他们面前。在
亚洲风情园中，既能领略东南亚礼仪和
饮食文化，欣赏那由归国华侨及其后裔
表演的浓郁民族风情歌舞，向往泰国的
人，可以去虔诚祭拜“四面佛”，还有机
会品尝东南亚风味的各种饮食。轻歌
或慢舞、狂舞伴劲歌，舞姿与歌声间，人
生之乐不过如此。

在兴隆的印尼归侨之中，有一个人
不得不提，那就是郑文泰，而提起他，就
得说说兴隆热带花园。这个投资过亿，
苦心经营超过十年的植物大观园，汇集
了热带观赏植物达3400多种、50多万
株，其中珍稀濒危植物就有65种。而郑
文泰本人，不仅给兴隆营造了一个备受
欢迎的景点，更是将归侨的精神展现得
淋漓尽致。

或许他们祖籍遍布东南各省，也许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兴隆，已经是
他们的故乡，这里的华侨文化绚丽多
彩，这里就是华侨们的家。

到海南来一趟侨乡文化主题游

侨乡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度假休闲游的兴起，刺激着酒店业进入休闲
度假时代。大环境的改变让许多有远见的酒店
经营者开始转向掘金大众市场，我省高星级酒
店已从过去只是“吃住行游娱购”旅游要素中的
一环，变成了能够包揽旅游产业链的上中下游，
独立成为游客主要的消费对象。酒店，已从单纯
歇脚的驿站，变成客人出行目的地，“酒窝一族”
开始走上度假生活的舞台。

各国美食吃不停

酒店，对于很多度假客而言，最重要的功能
莫过于提供一个可以栖息之所，让人安享睡眠。
一个好的睡眠质量，与环境、床等因素息息相
关。三亚高星级酒店的“天梦之床”就此应运而
生。做工精细的天梦之床宽大、温馨，涵盖特有
的被套、羽绒被、定制弹簧床垫、埃及棉质床单、
13英寸双垫层舒适床垫和豪华的5个各式枕头
及靠枕。在这张全白色的大床里安睡，宛若被朵
朵白云环抱，让人优享安心睡眠。

美美一觉醒来，味蕾大开。高星级酒店的特

色美食则为宾客大快朵颐提供平台。
想吃海南特色菜，酒店里的糟粕醋海鲜火锅酸

爽开胃，甘蔗汁、板栗烧文昌土鸡等本土菜肴味美馋
人，疍家海鲜火锅则还原了海鲜本有的鲜嫩可口。

想吃欧式美食，亚龙湾一些酒店内的意餐把
意大利美食的精髓与本土美食文化完美结合，让
人足不出国即可体验到独特的意式情怀；想吃东
南亚美食，酒店内的泰餐让人胃口大开，咖喱海鲜
拼盘浓香柔滑，酸辣鲜甜的餐前海鲜沙拉，是翻腾
人们你食欲的绝佳选择，冬阴功汤，椰子汤组合起
来搭配新鲜时蔬及海鲜，正宗的泰式美味让人欲
罢不能；想吃东亚美食，日餐不容错过，厨师们上
下翻飞的熟练手法下，各式食材化身一道道美食
盛馔，日式做法融合当地食材，让人垂涎三尺。

娱乐多样乐逍遥

新开业的三亚湾一酒店的电影工坊里，13个不
同特色的电影场景亮点纷呈。在老上海滩场景的
电影工坊，百乐门、有轨电车、舞厅宣传画等那个年
代最繁华的都市生活让人眼前一亮；一包包的粮食
堆积、大字报和宣传画，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电影工坊
里，让人随着历史的脚步，静静地回味一代人的记

忆；法兰西咖啡馆、意大利乡间小道、欧式童话王国，
在极富艺术气息的异国风味的电影工坊里，宾客足
不出酒店就可感受环球旅行的魅力。

逛累了特色的电影工坊，可以到三亚一些酒
店内的奢侈品店逛逛吧。无论是酒店内的平价
奢侈品中心还是奢侈品商店，都能满足度假客人
足不出店，即可购买一线国际大牌商品的需求。

当然，如果您是情侣出游，带泳池银幕的酒
店，则为您打造一个私密、浪漫的观影环境。伴
着星空，就坐在纯净的泳池旁，观赏最新的大片，
惬意的度假生活就此进入一个小高潮。

随着家庭游日渐火热，对于带着孩子前来度
假的客人来说，三亚许多酒店的各式儿童乐园可
以让孩子们欢乐度童年。海棠湾酒店的大型室
外泳池、儿童探险乐园，一系列精彩刺激的儿童
玩乐项目，让孩子们爱上三亚度假；亚龙湾酒店
的各式儿童康乐活动，无论是制陶、体恤衫涂鸦、
沙滩家庭亲子互动还是儿童大厨体验，都给孩子
们一个展示快乐天性的平台。

谁说看海洋生物一定要去水族馆，海棠湾酒
店的海底餐厅就能满足客人饱览海洋生命的需
求。酒店从海边引进6000立方米的海水，游客
可以观赏到7000多条，包括海石斑、鲨鱼、玳瑁、

鲨鱼在内的400多种的海洋生物，边畅想美食，边
欣赏鱼在水中游的欢畅，是何等的享受？

浪漫放松好惬意

在海南酒店度蜜月，到底有多烂漫？
在三亚高星级酒店的宽阔泳池里，情侣们完全

可以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湿身大赛”，看清澈的池水
泛着淡蓝色的天光，彼此在池中尖叫欢笑，若是倦
了，可以在白色躺椅上，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

如果还觉得身心不够放松，酒店的特色SPA
不容错过。大东海附近的酒店为宾客量身定制

“焕然之旅”，放松舒缓的水疗旅程始于温润的排
毒中草药浴，促进肌肤打开毛孔和加速血液循
环，接以传统中医穴位指压按摩以及排毒艾灸，
为身心注入平和之气，最后于水疗谷静谧的花园
中，享用排毒养颜果汁及水疗健康美食，让度假
与健康同行。

当然，静谧的夜晚，浪漫不减分。位于小岛
上酒店，特色的主题沙滩篝火晚会，与大海来次
亲密接触，情侣间彼此手拉手，共同唱歌，鼓掌，
跳跃，嬉笑，笑声飞扬于海天间，快乐为山海所铭
记，生活就该如此格调。

酒窝一族，到海南悦享悠然时光

华侨美食
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近百年来，上百万海南人远涉重洋，移民海外，分布在全球各大洲。海南由

此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亲情，地缘亲情，也是海南独特文化。到海南来，不妨来一次华侨文化游。

体验浓浓 情

制图\石梁均

游客在三亚海棠湾一酒店休闲。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文昌市东阁镇的韩家宅。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南洋风情浓郁的琼海中原小镇。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盐焗鸡。 王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