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部
雨林温泉养身心

热带雨林、黎苗风情、山岭奇峰、特
色温泉……在保亭的七仙岭温泉国家
森林公园，人们可以享受到丰富的资
源。七仙岭温泉共有25个泉眼，温度
一般在70摄氏度左右。背靠青山，被
葱郁林木环绕的温泉区里，袅袅热气升
腾开来，让人仿佛置身于林中仙境。七
仙岭温泉是硅酸重碳钠型水，具有较高
的保健作用。

“会上树的鸡”、“不回家的牛”、“五
脚猪”、“会冲浪的鱼”……在保亭，各具
特色的美食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吃货失
望。除了食材的新鲜，黎苗特色的烹饪
手法也给这些菜肴增添了特殊的风
味。无论是在当地的酒店还是在农家
乐，人们都可以品尝到当地典型的黎苗
美食。

攻略：保亭有着十分丰富的热带雨
林资源和黎苗文化旅游资源，在这里，
人们还可以到有着中国钻石级雨林景
区之称的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欣赏
中国唯一地处北纬18度的热带雨林风
貌。如果对黎苗文化感兴趣，还可以到
被称为“海南民族文化活化石”之称的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体验不一样的
黎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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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冬天阴冷的日子里，海南人最喜欢的就是围
着暖暖的火锅与家人大快朵颐地饱餐一顿。

对于海南人来说，火锅中的“上品”就是石山
乳羊火锅了。石山乳羊不但吃起来只香不膻、嫩
滑爽口、汤味鲜美，并且还极富养生价值。据了
解，石山乳羊火锅在温中暖下，可益气补虚，有健
肾壮阳之功效。

“正宗食草羊”——
海南石山乳羊

据介绍，石山羊主要生活于海口石山一个长
满灌木及草本植物的石灰岩山区，当地居民主要
以圈养的方法培养石山羊，石山乳羊也因羊肉鲜
美、皮薄肉嫩而得名。

在石山地区共有四百多种植物，而山羊草料
就占了一百多种。也正因如此，海南石山羊的肉
质鲜美，尝不出一丝羊膻味。因石山乳羊确为正
宗食草羊，也有了“羊吃百草，百草抗百病，常吃羊
肉，健康长寿”这一说法。也正因如此，石山乳羊
的味美和营养吸引着不少食客。

“两看一摸”——
挑出正宗石山乳羊

石山乳羊的做法多样，有红烧、白切、干煸、清
炖等，但最为传统的还是“火锅”。据介绍，没换过
毛的羊才最适合火锅，火锅一般选用20多斤重的
乳羊，大多为刚断奶不久的乳羊，三四十斤重的中
等羊大多用来干煸或红烧；此外，五六十斤的公羊，
一般用以“白切”的方法烹调，使肉质更为劲道！

那么，究竟该如何辨别是否为乳羊呢？一家
石山乳羊店的厨师张兴说；“分辨乳羊，‘两看一
摸’是关键！”首先，观察乳羊的毛，乳羊较小一般
没换过毛，毛发带有一些卷度，且不是很规整。而
换毛过的石山羊大多呈黑亮色毛发，十分好看；再
者，看羊的腰身，若腰上肉嘟嘟较丰满，羊肉也必
定肥美好吃；最后，摸一摸羊角。羊角若是按着有
些松动带着软软的触觉，便是嫩羊。反之，摸着较
硬，羊的年纪也稍大些。

“腌制有妙招”——
吃出鲜美乳羊肉

细心的食客不难发现，被端上餐桌的一盘盘
鲜美乳羊肉，早已经过了细心腌制，而石山乳羊火
锅好味也自然离不开前期的“腌制”，究竟石山乳
羊羊肉腌制有何秘方呢？

张兴介绍，将乳羊肉切小块、羊内脏洗净切件
后，加入食粉、味精、盐、白糖、姜葱汁、蒜蓉、自制
香油、麻酱、耗油、胡椒粉等各适量，搅拌均匀待
用。置明炉，锅中放羊骨顶汤和少许清汤，投入小
块羊骨，将红枣、党参、枸杞、沙参、萝卜等作底
料。待滚烧后，酌量加入腌制好的羊肉滚烧后便
可进食。不同食客可依据个人口味伴以什锦酱、
姜蒜蓉酱油或辣椒蘸着吃。

当然，石山乳羊火锅的配菜也不容马虎，石山
豆腐一定必不可少。以当地黑豆制成的石山豆腐
内含18种氨基酸和19种油酸、不饱和脂肪酸、蛋白
质以及锌、铜、镁、硒、氟等丰富的微量元素，有着很
高的营养价值。加入了石山豆腐的石山乳羊火锅，
不仅吸走了油腻，还为汤汁增添了一丝甘甜。

海岛泡温泉，赏美景，品美食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近日，国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网站
上公示了 2014 年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县、示范点认定名单。
其中，海南三个景点上榜中国最佳
乡村休闲，分别为三亚市亚龙湾国
际玫瑰谷、万宁市兴隆热带花园、琼
海市博鳌美雅乡村公园。那么，这
三个上榜休闲乡村究竟有什么好玩
的呢？趁着冬日暖阳，不妨去体验
一下。

亚龙湾玫瑰谷：
享受浪漫大餐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占地2755亩。
以农田、水库、山林的原生态为主体，以
五彩缤纷的玫瑰花为载体，集玫瑰种植、
玫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
亚洲规模最大的玫瑰谷。

据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有关负责人介
绍，玫瑰谷目前已种植1200多亩玫瑰，
是三亚面积最大的花卉基地，包括卡罗

拉、黑丝绒、坦尼克、戴安娜等十几个玫
瑰品种。游客在观赏的同时还可以享受
基地提供的“切花”、“认领玫瑰”等多项
服务，被看中的花等到花期盛开，由玫瑰
谷寄出来到看中者的身边。

在亚龙湾玫瑰谷，婚纱摄影基地
——花田喜事玫瑰婚典区、一园多区的
国际玫瑰精品园区、玫瑰茶文化区、热
气球嘉年华营地等地让你沉浸其中，流
连忘返。

此外，亚龙湾国际玫瑰谷还推出客
栈服务，可供游客、情侣在此驻足几日，

在花海中酣睡，品玫瑰饼，尝玫瑰酱，享
受这里的低碳生活，尽情悠然的度假，
过足海岛休闲之旅。

兴隆热带花园：
亲近大自然

兴隆热带花园基地所处的地区是
我国热带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有潜力的
地区之一。

1992年，爱国华人郑文泰个人出
资，将这片既有老化橡胶园、又有丢荒
耕地、同时又有残留沟谷雨林的土地上
摇身一变今天的热带花园。目前，园内
人工种植的热带植物约100万株，其中
包括国外引进的上千种来自世界各地
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如龙船花、狐尾
椰、红槟榔、霸王榈、长叶暗椤等，物种
十分丰富。

同时，兴隆热带花园还是野生动物
的放生点和重要保护区，各种候鸟的栖
息地。置身其中，所有热带雨林植被为
你遮天蔽日，各种各样的热带珍稀观赏
植物数不胜数，鲜为人知的奇花异草旁
蝴蝶正在翩翩飞舞，耳边鸟儿低声啁
啾。放眼望去，山清水秀、白云缭绕，给
人无限遐想，真是个神秘又陶醉的地方。

博鳌美雅公园：
返璞乡村田园

博鳌乡村公园是由博鳌朝烈村辖
区所属的5个相邻的村落（大路坡村、美
雅村、南强村、岭头村、朝烈村）共同形
成的带状公园，总面积达1600多亩。五
个村庄都在靠近路的一边修建了统一
的乡村步行栈道，景观道也纵横相连。

在园子里，沿路一直往下走，大路
逐渐窄小，一面枣红色砖墙映入眼帘，
交错的白线描绘出一幅怡然自得的乡
村公园之景。循着小路向前，一边是用
玫瑰色栅栏围起的淳朴农家，一边是郁
郁葱葱的绿色景致，平凡小道夹在这两
厢的映衬下也平添了几分姿色。

在琼海市博鳌美雅乡村公园有乡村
旅馆、农家乐、水塘咖啡、绿野驿站以及
觅景岭头等。乡村小巷间弥漫着一股悠
闲的气息，鸡鸣狗吠，袅袅升起的炊烟在
朝阳中显得宁静悠远。行走至村庄尽
头、田野开端处，茂盛的辣椒叶群在风中
摇曳，看着一个个戴着斗笠的农人们在
田间忙碌的身影，水榭池塘上倒映着在
古色栈道和石阶小径处散步的年轻人，
一股油然而生的悠闲自得满溢心头。

上榜中国最佳乡村休闲的三个特色公园——

海岛休闲好去处

冬日石山乳羊火锅香

把这个冬天过得“赛神仙”

“海南的温泉泡
得最舒服，在露天的
泡池里还能望着头
顶的蓝天周边的绿
色，真是人生一大乐
事。”在保亭七仙岭
一家酒店的露天温
泉泡池里，来自哈尔
滨的刘阿姨坐在泡
池边的石头上，双手
向两边摊开，享受着
冬日的温泉。

由于地处热带，
同时又处于欧亚板
块的东南边缘，这一
地带能量充沛的地
热资源，让这个海岛
的人们得以享用优
质的温泉。一直以
来，除了蓝天碧海，
温泉也是海南吸引
游客的一个重要因
素。

这个冬天，到海
南泡个养生温泉，让
身心在氤氲的雾气
中得到修养，过一个

“赛神仙”的暖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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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优质环境呈现极致浪漫

说起海口的温泉，西海岸的喜
来登、香格里拉等高级酒店为来到
这里享受温泉的游客们提供了优
质的环境和服务。在这些酒店临
近海边的温泉泡池里，人们还可以
欣赏到远处海天一色的美景，浪漫
至极。

而作为一个温泉景点的新秀，观
澜湖温泉度假区如今已经成为游人
们在假日钟意的放松之地——这里
有亚洲最大的火山岩矿温泉主题公
园。

火山岩矿温泉项目是主题公园规模
最大的区域。这里共设有150个冷、热
泉汤池及99个流水景观，取自地底深达
800米的天然泉水，自然水温在15℃至
43℃之间，蕴含多种保健功效的天然矿
物成分。

在亚洲区的“热带东方”、“东方禅
意”等主题温泉，人们可以体验具有中
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各国特色的温
泉；大洋洲区则凸显“原著毛利”和“山
林温泉“的意境……

攻略：海口西海岸的沿海绿道十分
受骑友们的欢迎，爱好骑行的游客可以
在这里沿着海边骑行，欣赏沿路美景。
在一番运动之后再泡个温泉，绝对能给
身体来个最好的放松。而拥有12个国
际级球场的观澜湖，则是喜爱高尔夫球
运动的人们的天堂。

东部
小镇温泉引游人

琼海的官塘温泉和万宁的兴隆温
泉是两个开发较早的点。

琼海以其清丽的田园风光和独具
特色的小镇风情为游客们营造了一个
温馨而舒适的环境。在这里享受完温
泉后，人们还可以到白石岭登高，到附
近的田园漫步，到临近村庄品尝地道农
家菜，让那田园美景和农厨味道勾起心
底的那抹美丽乡愁。

到官塘泡温泉，琼海的温泉鹅是一
定要吃的。琼海温泉鹅食法大多以白
切为主，也有烤鹅，肥而不腻，醇香可
口，口感细腻。

在万宁兴隆，这里的温泉共有十几
个泉眼，水温长年保持在60℃左右，水
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蒸腾的水气带有
淡淡的清香。沐浴其中，对皮肤病、关节
炎和神经衰弱症等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在兴隆，人们可以品尝到很多独具
东南亚风味的小吃。到小镇上喝下午
茶，点上一杯咖啡，再配上店家精心制
作的东南亚小点心，会让你的整个下午
都充满惬意。

攻略：琼海不大，从官塘温泉出发
到中原、博鳌、塔洋等周边几个小镇，也
只需最多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漫步
这些小镇，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地方的风
土人情。而在万宁兴隆，有着热带花
园、热带植物园等著名的景区，人们可
以在这里对热带雨林有进一步的了解。

西部
天下一绝冷热齐泉

在儋州蓝洋镇，蓝洋温泉吸引了众
多游客到访此地。蓝洋温泉早在明万
历年就有记载。这里的温泉水温达
41℃—93℃。水质优良且含氡、偏硅
酸以及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
达到医疗热矿水标准，是国家认定的优
质保健温泉。

蓝洋温泉号称“天下一绝，冷热齐
泉”——一石之隔，有一热泉，一冷泉，
冷热分明。

“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
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酡则不知，人间
绝无此味也。”这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
留下的一段诗文，盛赞其子谪居儋州中
和时自创的美食——玉糁羹。儋州的
民间流传着很多小吃，如米烂、不老馊、
田艾馍、酸杨桃炒肉丝等。

攻略：在儋州蓝洋，还有观音洞、观
音岩、大王岭、莲花岭瀑布、虾公山、玉
帝殿等景观。每当晨晚，烟雾缭绕，岚
气腾升，青山绿水，时隐时现，让人恍如
置身仙境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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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享受温泉。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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