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领略大海怡人景观

海口西海岸沿线的徒步线路颇为著
名，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很多徒
步爱好者的钟情之地。

在这个保护区里，人们能够领略到大
海的另一种风貌——红树林景观。沿着保
护区里的绿道，徒步者们可以细细领略“海
底森林”的风貌。

镶上植草砖的绿道两旁，树木葱茏，让
绿道就如一条飘荡于青山绿水中的丝带。
绿道边的千顷红树林将枝叶探出水面，青
翠可爱，让人不禁赞叹这“海底森林”之美。

沿着绿道，人们就如翻阅一本生态科
普丛书，在这里，可以观赏到种类繁多的野
生动植物。特别是对于喜欢观鸟的人们来
说，一路欣赏树梢上腾然飞起掠过水面的
白鹭，是个极佳的选择。除了白鹭，这里还
生存着苍鹭、池鹭、牛背鹭和绿鹭等190多
种鸟类。

作为国内知名的海滨旅游城市，三亚
美丽的海岸线自然也是徒步爱好者们不会
错过的线路。大东海、亚龙湾、三亚湾、海
棠湾……沿着大海前行，一路的碧海蓝天
会让徒步者们忘记步行的疲惫。

漫步乡间重温田园记忆

在近几年凭借乡村旅游而成为游客
“新宠”的琼海，田园风光和风情小镇也吸
引了众多游客到此徒步。琼海完善的慢行
步道系统串联起了各个美丽乡村和风情小
镇，人们在徒步的过程中能够体验到当地
的风土人情。

干净而宽阔的机耕道两边，广阔的田

野一望无边。路边的鲜艳小花为这片绿增
添了亮丽，散落于田间的小块槟榔园为这
画面增添了层次感。有头戴草帽的农人在
田间弯身劳作，挑着水桶的老伯悠然从你
身边走过……在很多分布于琼海乡间的绿
道，人们可以收获清新的田园风光，触动心
底的原野记忆。而沿途修建的若干个富有
田园风情及琼海特色的休闲景观小品，可
观可玩可憩，移步易景，让人们步行其中不
觉疲惫。除了观景，那些亲水、观田、瞰海
等不同主题的农家乐，能让人们享受到琼
海的特色美食、感受到淳厚的农家风情。

到潭门镇感悟南海文化、到中原镇感
受南洋风情、到万泉镇细赏水乡柔美、到嘉
积镇品味老街文化……徒步琼海，人们还
能在各个风情小镇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和
文化。

山区徒步感受黎苗文化

海南的中部地区热带雨林资源丰富，
也是万泉河的发源地。近几年，随着海南
中部旅游的发展，琼中、五指山等地也吸引
了众多徒步爱好者的到访。

深藏于海拔600多米的山上，琼中的什
寒村曾经是个鲜为人知的贫困小村庄。如
今，这个海南海拔最高的村庄之一经常迎
来徒步寻来的客人。徒步至什寒村，徒步
者们能够享受挑战高山的乐趣，还能够欣
赏到茂密的树林与云雾缠绕的仙境般的美
景。

到达什寒村，你会发现之前辛苦的徒
步十分值得。什寒村是个黎族苗族共居的
村庄，具有浓郁的黎苗风情。独特的黎苗
民居，大片的高山田园，林中潺潺的溪流，
这个被云雾缭绕的村庄也有着“天上什寒”
的美誉。人们可以在品尝黎苗特色美食的
同时，欣赏到由村里的村民们献上的最正
宗的黎苗民歌。为了给背包客们提供方
便，什寒村还有十分完善的宿营配套设施。

对于看惯了大海的人们来说，五指山
的热带雨林就如一块碧绿的翡翠，显得格
外诱人。而由于身处中部山区，五指山也
拥有海南最为丰富的山区公路资源。这些
公路大部分沿河而建，热带雨林风光优
美。高山、峡谷、森林、河流、瀑布、稻田
……这些美景遍布于乡村和小镇。五指山
还有着“天然氧吧”的美誉，良好的空气自
净能力，使得当地每立方厘米的空气中含
有高达一万个以上的负氧离子。沿着这些
山路徒步，对很多徒步爱好者来说既是一
种挑战，也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徒步五指山，除了可以欣赏到热带雨林
景观外，人们还可以体验到五指山的黎苗文
化风情。你可以在五指山探访海南保存古
老原貌特色的黎族原始村落“活化石”——
初保村。这个村落还保留有黎族茅草船形
屋建筑，有驰名于世的黎族织锦“纺、染、
织、绣”四大工艺。这里是黎族苗族原生态
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传承、展现和
弘扬的核心区域，也是了解和体验黎族苗
族发展历史脉络轨迹的最佳场所。

徒步游海南：

用脚步品味海岛魅力

徒步推荐线路

线路一：琼海市的嘉博绿道全长 20 公
里，连接琼海市政府所在地嘉积镇与博鳌亚
洲论坛举办地博鳌镇。这条绿道用彩色透
水沥青铺就，道路平缓，适合于各个年龄阶
层的徒步者。从嘉积镇出发，串联起礼都
村、上埇村、多亩村等当地多个特色村庄，一
路蜿蜒至博鳌风情小镇。一路上绿树红花
相伴，质朴的田园风光能让人心旷神怡。

线路二：从海口市海甸岛白沙门公园门前
出发，沿海边至海新大桥折返白沙门公园。行
程8.5公里。海口市内线路，道路宽畅平缓，沿
途有城市和海滩结合的景象，是十分适合市民
的短途徒步路线。

线路三：由三亚崖城出发，沿G225省道
前行，从御海路进入三亚湾，然后顺着三亚
湾路进入三亚市区，到终点大东海海滩，全
程约40公里。三亚崖城是三亚最具文化特
色的古镇，这里的孔庙、古塔等时代久远的
建筑，很值得历史爱好者到访。

线路四：从五指山市水满乡方响村村口
出发，向东沿山溪西侧而上，至水满昂亢地区，
跨水满河，到新民村，至水满乡政府。全程约7
公里。该线路道路相对平缓，可欣赏静态山
林，又可观望动态漂流，沿途有原始热带雨林、
黎家田园、三角枫漫山飘红风光，适合开展大
众徒步游。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茶行业一直就有“高山云雾出好茶”的说法。
海南地处亚热带气候区，是我国最南端的一个产
茶省，由于这里冬季依然温暖如春，因此，一年四
季茶树都处于生长状态，除了春茶、夏茶和秋茶之
外，还有冬茶。

在海南，颇负盛名的好茶有海南绿茶、苦丁
茶、红碎茶等。

海南绿茶

白沙绿茶是海南绿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据
业内人士介绍，白沙绿茶主要采摘海南和云南大
叶、奇兰、福鼎、水仙、福云6号等茶树嫩度、净度、
新鲜度一致符合规定标准的鲜叶为原料，采用精湛
的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其外形条索紧结、匀整、无梗
杂、色泽绿润有光，香气清高持久，汤色黄绿明亮，
叶底细嫩匀净，滋味浓醇鲜爽，饮后回甘留芳。

关于白沙绿茶，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很久
以前，居住在当地的黎族农民有一次上山围猎时
追捕得很辛苦，身上携带的水也喝光了，口干舌燥
又非常疲惫便坐下歇息。这时，一位老猎手信手
摘了一丛小树上的几片嫩叶放在嘴里咀嚼，没多
久便不觉得渴了，精神也好了起来。众人纷纷采
摘这棵树上的嫩叶咀嚼，休息片刻便消除了疲惫，
又继续打猎，最后满载而归。后来有一位聪明的
小伙子将这种生津又止渴的树叶采摘回去，经过
烘焙、揉搓、烤干等一系列加工程序后，储存起来
以备平时之用。当地人发现，经过简单加工的树
叶用热水冲泡后饮用，不仅清醇爽口，而且具有消
除腹胀、清肝润肺、清热降火等神奇功效。

苦丁茶

海南野生苦丁茶主要分布于五指山区热带丛
林中，属苦丁茶冬青植物的一个品种，其体形十分
高大，最大胸径可达2.5米，高达50至60米，树龄
近千年，其枝繁叶茂，华盖四蔽，叶面蜡味苦味淡
而回甘浓，是一个开发价值极高的苦丁茶品种。

据《本草纲目》、《中药大辞典》等权威著作记
载，苦丁茶无毒、无副作用和过敏现象，并有效调
节机体代谢功能，对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偏高、
动脉硬化、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有明显的防治作
用，煮水外洗还可以杀菌消炎，对青春痘、痱子等
多种皮肤病有奇效，因此被誉为“美容茶”、“益寿
茶”、“保健茶”、“长寿茶”等，深受消费者欢迎。

当然，喜饮苦丁茶的海南人对茶叶的冲泡也十
分讲究：饮海南苦丁茶的要点一是水要开；二是水
质要好，最好是矿泉水、泉水或纯净水等优质水；三
是选用瓷器或陶器做茶具，味道更佳；四是放的量
要少，苦丁茶有量少味浓、耐冲泡的特点。虽然喝
茶的浓淡因人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对于初次接
触苦丁茶的人来说，一般不宜放大量的苦丁茶来冲
泡，而应该一次放一两支，直至喝到其味道变淡后，
并嚼食茶芽，效果更佳；五是热饮，尤其对有胃寒疾
病者更是如此。

也有茶友介绍，苦丁茶名为茶，实为药，具有
“药”的特点，对于有胃寒疾病的人而言，在冲泡时
可以和红茶、乌龙茶等热性茶或与人参、桂元、红
栆、枸杞、冰糖等热补药材一并冲泡，这种冲饮方
法对苦丁茶的药性有一定的中和作用，同时可兼
具其他茶、药的优点。

红碎茶

红碎茶为新创名茶，属红茶类，主要产于定
安，因采用CTC工艺而得名（CTC是英文挤压、切
碎、卷曲的第一个字母，用CTC切茶机制成的红
碎茶，国际上都称它为“CTC红茶”）。

海南CTC红碎茶外形色泽乌润，颗粒均匀，内
质香气高锐持久，汤色红艳明亮，金圈明显，滋味浓
厚，强烈、鲜爽，叶底红匀鲜艳。据介绍，该茶适宜
于加糖加奶调饮，香气醇和，汤色粉红色，滋味浓
厚，强烈，爽滑，出口欧美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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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伴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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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好味道

海南有好茶

■ 本报记者 侯赛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
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海南华侨们纷纷返乡。归侨们不
仅带来了东南亚各国的民风民俗，更带来了充满神
秘色彩的东南亚美食。东南亚美食选料注重天然，
以特有的植物调味，并以丰富的海陆物产为主要食
材，讲求营养成分的最佳搭配，自成一格，与中、法、
意美食并称“世界四大美食”。

在海口骑楼老街就有一家东南亚特色的“娘惹”
风味餐厅，提起“娘惹”二字，很多人都觉得好奇。几
乎每一个来到餐厅的客人都会问一问“娘惹”二字的
来历。

这家餐厅的老板林先生是一位55岁的马来西
亚归国华侨，他告诉记者，“娘惹”其实是马来西亚的
一个族群部落。600年前，明朝郑和下西洋，每次都
路经马六甲海峡与爪哇岛。船队中的一些中国水手
来到马六甲后，和当地的姑娘结婚，他们的后代男的
叫“巴巴”，女的就叫“娘惹”。于是在当地就形成了
多姿多彩的娘惹文化，而娘惹菜肴作为娘惹文化中
重要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杂交的菜肴，主要是融合
华、巫、泰、印尼和印度血统的风味美食。

初尝娘惹菜，第一印象是香料，各种香气从口腔
激荡到肠胃，仿佛隔了一段时间还是能感受到各种
香气的味道，而大量使用多种香料，也使得准备工作
时间较长。林先生说，“娘惹菜是中华料理的远亲，
是海外华人所开创的文化奇葩，那菜肴有乡愁的热
度，还带着离散侨生的滋味”。

“其实，东南亚与海南岛在物产上有极多相似，
所以在海南制作东南亚菜，在原材料上就占了极大
的便利，不像国内其他城市需要从东南亚进口配
料。”林先生说，在东南亚菜系中，椰浆和咖喱的使用
最为广泛。

在林先生餐厅的美食中，咖喱和椰浆也是主色
调。他家的咖喱火锅是一大特色。火锅除了包括鲍
鱼、螃蟹、海虾、马鲛鱼鱼饼、牛肉丸等海鲜、肉类和
蔬菜等在内的17种丰富配菜，最关键的还是火锅的
酱汁底料。

林先生说，他家的咖喱火锅与众不同的是，除了
使用咖喱酱料，为了增加火锅的鲜美味道，还放入了
新鲜的咖喱叶，他还栽了两棵咖喱树在自家花盆里，
而添加到火锅中的七八片咖喱叶成了他的咖喱火锅
最秘制的调料。

谈到东南亚美食，东南亚的糕点小吃也绝对不
能忽视。众所皆知的娘惹糕，看起來和马来糕没两
样，也使很多人认为，娘惹糕等于马来糕。但娘惹糕
比马来糕精致多了，从糕点的色、香、味就可以分辨
得出。从味道、颜色到体积大小，都要求很高。

娘惹糕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很多椰浆、粘米
粉、糯米粉、椰糖、木薯制成，并且也喜欢以兰花、香
兰叶及拉米叶给糕点上色，所以色泽上是天然的，而
且糕点还会带着这种天然材料的香味，与众不同。
口感上，娘惹糕品感细滑，每次面对它，都同时惊艳
视觉和味觉的快感。

海南的东南亚风味：

“娘惹”美食的诱惑！

深度游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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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行走在博鳌小镇。
张茂 摄

“现在坐车旅行不好玩，要一步步去走、去看，这样的旅行体验才最真切。”11月的海南，阳光的热力依
然十足，背着硕大的背包，25岁的广州游客陈建峰和同伴们正享受着漫步在琼海乡间小道的怡情。

如今，徒步旅行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健康出行方式。在很多徒步爱好者看来，徒步旅行不但能够让
自己对一个目的地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时也是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表达。在海南的很多道路
上，那些背着背包前行的游客越来越常见。

海洋、森林、河流、山地……对很多徒步爱好者来说，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海南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加
多样的徒步旅游线路，感受到一个多面且风情万种的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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