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懂文昌鸡

要到天赐村，先得走过一段蜿蜒的
村道，路两旁的大片农田和茂密树林中，
天赐村的间间民房掩映在翠绿中，颇有
些世外桃源的味道。还未进村，便能听
见清脆的鸡鸣，数百年来，天赐村与文昌
鸡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当地人的
耳朵里，每天若没听上几声鸡鸣，便会觉
得少了点什么。

“天赐”的村名，加上文昌鸡的名声，
难免让人想到“天赐良机”一词，事实上

“天赐”的村名并非上天赐予，而是天子
赐予。相传明朝成化年间，在朝为官的
文昌人邢宥，借着回乡探亲的机会，将家
乡有名的谭牛鸡带回京师请天子品尝，
没想到皇帝吃后大加赞赏：“鸡出文化之
乡，人杰地灵，文化昌盛，鸡亦香甜，真乃
文昌鸡也！”天子一语天下传，“文昌鸡”
之名也正式成为这种家养鸡的正式名
称，而出产文昌鸡的小村子，也因为天子
的赞赏而改名天赐村。

时间来到1936年，时任国民政府财
政部长的宋子文回文昌探亲，并准备在
文昌召开一次全岛性大会，而各县则选
送佳肴，准备一起品尝。不想正值“西安
事变”爆发，虽导致大会流产，宋子文却
把部分美食带回了广州供众人品尝，其
中文昌鸡的肉质嫩滑，肥而不腻受到众
人追捧，文昌鸡由此名满天下。

不仅如此，文昌作为华侨之乡，拥有
120万海外侨胞，他们也将家乡的美味
传遍了世界各地。从小小天赐村，到誉
满天下，文昌鸡在几百年时间里也一直

“霸占”着海南人的餐桌。

认文昌鸡

天赐村虽小，拥有的可不只是关于
文昌鸡的故事和传说，长久以来，天赐村
村民都保留了原始的饲养方式：林地散
养，吃的是天然的饲料，喝的是井水，文
昌鸡的品质也因此经受住了时间的考
验。“看到村里的几棵大榕树了吗，相传
文昌鸡最初就是吃地上的榕树籽，因此
一只只体型饱满，肉质紧实、肥而不腻。”
天赐村村民小组长韩汉夫说，直到现在，
村里放养的文昌鸡还会在榕树下觅食。

每逢过年等节假日，天赐村的正宗
文昌鸡总是供不应求，在今年，为配合文
昌市举办的“文昌欢乐季”活动，天赐村
也想到了独特的销售方式，那就是认养
文昌鸡。

“只要在认养点里，看上哪只文昌
鸡，就给它套上二维码脚环，用手机一
扫，时刻关注饲养进展！”韩汉夫笑着说，
这算是给天赐村的文昌鸡加上名片了。
不仅能够时刻关注文昌鸡的饲养情况，
鸡的品质还无需担心，每一只被认养的
文昌鸡都由专业的饲养人员负责饲养，
采用的是传统的文昌鸡饲养办法：散养，
以及天然饲料喂养，可谓“古法”。“这样
养出来的文昌鸡，那可是当年皇帝享用
过的美食啊！”韩汉夫笑道。

饲养用古法，过程还能根据不同人
群的口味进行调整。“文昌鸡所谓肥而不
腻，正是因为受特殊的育肥过程影响，育
肥时间的长短，也会直接决定文昌鸡的
口味。”韩汉夫说，每一位认养文昌鸡的
游客口味都不尽相同，通过调整饲养时
间，天赐村还能给大家带来“私人订制”
的文昌鸡。

吃文昌鸡

既然说到文昌鸡的口味，那就不得
不提吃文昌鸡。虽然是一道海南常见
的菜肴，吃起来却有所讲究，从做法到
拼盘，再到上桌，每一道工序都有讲
究。“文昌鸡，上桌前最讲究就是切与
摆，怎么切合适、怎么摆好看，可都是学
问。”韩汉夫笑道，借着旅游推介的机
会，他们还举办了一次文昌鸡摆盘大
赛，把周围有名的厨师都请来了，看谁
的刀工好、手法快、摆盘精。

而在谭牛镇，善于烹制文昌鸡的饭
店也不少，吃法更是花样繁多。“第一次
吃文昌鸡的时候，就被它的口感征服
了，每次到饭店都是必点，但吃惯了白
斩鸡，也想试试其他做法。”候鸟老人刘
生胜笑言，在谭牛镇，他第一次吃到了
隔水蒸鸡、盐焗鸡、脆皮鸡等文昌鸡新
口味，还尝试了一把大补的地胆头鸡
汤，直言满足。

“来谭牛，游览了天赐村，认养了文
昌鸡，怎能不再享受一下本地的美味！”
韩汉夫笑着说，谭牛人用上百年时间沉
淀出的文昌鸡做法，历经了时间的考
验，也得到了味蕾的验证。

而相比起饭店批量生产的菜肴，或
许“私人订制”的文昌鸡更能适合自家
的口味，到天赐村认领一只文昌鸡，待
到出笼带回自家厨房，用私房口味犒劳
家人，或许是今后更多来天赐村游览游
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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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钓点林立

作为海洋大省，海南发展海钓业
有许多天然优势，其中，诸多的海钓良
港是关键。

万宁周边海域是一个天然优质渔
场，漫长的海岸线，有大小岛屿6个，
水质肥沃，饵料生物丰富，盛产带鱼、
马鲛鱼、金枪鱼、鱿鱼等；市内还有面
积49.5平方公里的港北小海和面积为
26平方公里的“老爷海”，由于小海饵
料丰富，利于各种鱼、虾、蟹类繁衍，著
名的和乐蟹、港北对虾和后安鲻鱼就
产于此。利用这个天然优势，近年来
万宁举办了万宁国际海钓精英邀请赛
等各类海钓品牌比赛，成为知名的钓
点之一。

从万宁出发，沿东线高速南行，陵
水近在眼前。陵水海钓资源丰富，在
全省海洋县中拥有最好的钓场，分界
洲岛等备受钓友喜爱。新村港向西出
海口的白排岛，栖息很多珊瑚礁鱼类，
橙斑鹦哥鱼、青衣、三点鲳、白毛等海
产让人艳羡不已。分界洲岛也是不错
的钓点之一。该岛全岛四周皆可垂
钓，岛上还设有海钓部，可买卖或者提
供鱼具、钓饵等。

三亚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岸边生
长着许多珊瑚鱼种，多个岛屿及暗礁
区域，非常适合矶钓。蜈支洲岛海水
清澈，有多种海洋鱼类在此栖息生
长，红点臭肚、石斑、青衣、鹦哥、苏
眉、鹤针、泥蜢、幽面、红友、鲨鱼、牛
港、连尖等鱼类，常常上钩让钓友惊
叹。当然，西岛也不容错过，筏钓、
船钓、浮游矶钓等多种钓法皆适合，
这里最能吸引人的就是每年10月—

次年 1月途经这里的洄游鱼——剥
皮鱼。

海南的西部也是钓场林立，莺歌
海、八所、棋子湾、洋浦、新盈、临高角、
马袅等都是上佳钓点。临高马袅港海
水较深，目前正是海钓的黄金时节，可
以钓到黑鲷、黄尾鲷、杂衣、石斑、海鳗
等鱼。

驾着游艇去海钓

目前，随着游艇产业的快速发展，
海南的游艇业已呈现多元化的产品体
系，游艇海钓是其中最为抢眼的。

现今，许多游艇公司都拥有数量
不一的钓鱼艇，一些公司甚至还设立
了钓鱼艇项目总监一职。游艇海钓，
更多指的是休闲型游艇的海钓。

休闲型游艇一般以30英尺到45
英尺左右的游艇为主，设计时也是考
虑到使用的方便性，“不少企业会选
择10万元左右的游钓艇，方便四五
人成行或家庭式旅游。”业内人士表
示，在全世界的游艇中，有8成是中
小游艇，其中2/3是游钓艇。为海钓
这类“海上高尔夫”运动走向大众消
费提供了有利契机。随着游艇生活
日益走进百姓生活，很多游艇公司都
不约而同降低游艇使用费用，一次出
海花费最低为2000元，这对于普通
消费者来说，海钓不再像以前那样遥
不可及了。”

与传统游艇不同，专业的海钓艇
有着特殊的配置。一般该类游艇尾甲
板会同时配备多个鱼竿插座、活鱼舱、
储物舱以及可方便折叠的沙发座椅，
可供多人同时垂钓；并配有划水架，方
便运动划水。一些更为高端钓鱼艇还
会将雷松雷达、海图、GPS、鱼探测探

四合一，配备彩色LCD触摸屏和避雷
针、聚鱼灯，方便晚上钓鱼。

海钓要掌握有利天时

海钓，当然有收获才会让人开
心。然而，海钓的成功既取决于主观
上的努力，同时也受制于各种客观因
素。有经验的钓手在同一片区域可以
做到每次出钓都满载而归，而有的钓
手则常常一无所获。同样是海钓，为
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因为，一个有经验的钓手会根据
不同的季节、天气、潮汐、风向等因素
选择最佳的出钓时机。

一般而言，海风在三、四级之间最
为适宜。如果风力不大，由海洋吹向
陆地的风比由陆地吹向海洋的风要
好。如果风力过大，则会妨碍抛钩（钩
抛不远或根本抛不出）并把大片的海
草和垃圾吹至岸边。

海底的地貌复杂多变，犬牙交
错。有暗礁，有大片高低不平的礁
石群。有的是泥质，有的是泥沙质
等。尤其是海底礁群，在礁石上有
较多的藤壶、牡蛎及低等藻类，是鱼
类生存、栖息、躲避敌害的好地方，
为良好的钓点。但各种不同的鱼类
由于生活习性的不同，生活、栖息的
海底环境也不相同。因此，选择一
个合适的钓点则成为钓获好坏的重
要因子。

对于海钓来说，鱼儿在夜间更爱
咬钩。夜钓虽说有视线差、操作不便、
蚊虫叮咬等缺点，但在馒头星光的照
耀下，听着徐徐的海浪声，三五好友出
海钓鱼也颇具情调。但应该注意的
是，夜钓时应带足防寒衣服，带上头
灯、蚊香。

菩提手链当下正火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有着世界“四大名珠之一”之称的菩提子越来
越受到大众的喜爱，因此，菩提手链在众多手链中
脱颖而出，成为大众伴手礼的热门之选。

那么，究竟何为菩提子？菩提子并非菩提树
所结的果实，而是一类草本植物的通称。《大唐西
域记》云：“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
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
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而以菩提来命名的佛
珠质料，总计有三十多个品种。这其中有依产地
来命名的，如天台菩提、天竺菩提等，有依纹理来
命名的，如星月菩提、凤眼菩提等。

其中，凤眼菩提是菩提子中最突出的一种，其
主要出产于印度、尼泊尔，是一种果实的果核，果
肉可食用，因果核上有几条深刻的纹理，看似眯
眼，故其名曰凤眼。在佛教绘画、雕刻、刺绣中，凤
之图案象征祥瑞，因此，菩提凤眼便因有了更加深
刻的内涵而显得珍贵。

而我国天台山上的天台菩提则因其质地坚
硬，历久不变，随着年限增长会越发光泽备受人们
喜爱；星月菩提外形是乳黄色菩提子，朱面布有均
匀黑点，中间有一个凹的圆圈，壮如繁星托月，故
名星月菩提；佛眼菩提状如板栗，有坚硬外壳，去
壳后内果实部呈土黄红色，每颗颗粒上都有个圆
形眼状突起物，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仿佛有双佛
祖的慧眼盯着你，让心灵即刻有股清静之感。

据《校量数珠功德经》记载：“若用木患子为数
珠者。诵掏一遍得福千倍。”因菩提树的果实被认
作是佛家圣物，故菩提子手链越发火热，吸引着不
少人去佩戴，以求祈福，以保平安。当然，菩提子
的好寓意也使之成为伴手礼的热门之选。

海南因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是菩
提子的盛产之地。其中，文昌、琼海就被作为海南
星月菩提的主要产地和集散地。海南所产的元宝
子是星月菩提中品相最好的，此外还有冰花子、金
蟾子两种也备受岛民喜爱。据了解，海南的元宝
菩提子因每一粒都看起来像一个个小元宝，亦有
着保平安、增福慧之意，成为了岛民及外地游客伴
手礼的首选。

如何挑选及保养菩提子手链？
第一，注意色差。不论珠子密度的高低，珠子

之间的色差要小，颜色基本要一致。倘若出现珠
子色差过大的情况，是非常影响整体挂珠的品相
的；第二，尺寸和打孔需留意。在挑选好你需要的
尺寸后，将整挂珠子似瞄弹弓般在眼前纵向拉直，
分段瞄看，若珠子排列整齐为尺寸和打孔合格；第
三，观察菩提眼。被挑选出来的珠子菩提眼位子
需要基本一样，最好是两空的正中才最为美观。

同时，菩提子被作为佛教的圣物，在佩戴过后
的保养也很重要。首先，菩提子由于长期被风吹
容易干裂，平时不佩戴时最好放入密封袋，避免长
期受风吹；其次，新菩提珠子不能沾水，由于菩提
子为种子，沾水后难免膨胀，从而导致开裂、蜕皮
等，对珠子损伤很大。再者，长期佩戴菩提子佛祖
会脏，此时可以找个小软刷蘸一点橄榄油进行擦
拭，切忌不可沾油过多，容易形成花点；最后，由于
菩提子本身即为植物种子，手心分泌的汗液和油
脂类物质对菩提子有较好的保养作用。如果想让
菩提子佛珠包浆，可以常用手抚摸，使其整体呈现
类似的光泽和色彩。因此，夏天也是佩戴菩提子
最适宜的季节。

租艘游艇
去海钓呗！

海南“无鸡不成宴”

认养文昌鸡认养文昌鸡，，游谭牛镇天赐村游谭牛镇天赐村
新年伊始，气象更新，在很多人眼里，沾沾

新年的喜气，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鸿运当头。
因此，大家也都将婚宴、喜宴、聚餐选在这一月
举行。

而在海南人的餐桌上，但逢宴会聚餐，文
昌鸡将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白斩、盐焗、手
撕、煲汤，花样繁多的做法正代表着人们对于

文昌鸡的喜爱，正应了那句“无鸡不成宴”。
不管是从小爱吃文昌鸡的本地人，还是对鲜嫩

鸡肉爱不释手的外地人，或许对于文昌鸡的起源都
不甚了解。文昌市谭牛镇天赐村那几棵百年榕树
下，正是文昌鸡的发源之处，借着文昌市举办“天赐
良‘鸡’美食文化之旅”的东风，我们也到天赐村去看
看，海南永远割舍不下的美味，究竟是怎么养成的。

作为文昌鸡的主产地、又是
此次文昌欢乐季活动的主办地
之一，来到谭牛镇天赐村游玩必
不可少，但事实上，作为风情小
镇建设的谭牛镇不止有天赐村，
刚开放不久的田野公园、备受推
崇的高尔夫球场，以及展现谭牛
人民奋勇斗争的谭牛人民革命
纪念园，都是当地的好去处。

开放不久的谭牛田野公园，
离海文高速谭牛出口不远，虽
不能与龙寿洋的万亩田洋公园
相比，但也以其小家碧玉般的
精致，展现出另外一种味道。
被切分成小块的田地，种着当
地常见的作物，与天赐村的文
昌鸡一样，这些菜地也能通过
认领的方式，由游客来挂名，地
里想种什么，想吃哪种最地道
的农家菜，都由游客来决定。
地里种植的蔬菜也由专人管
理，施以传统农家肥，保证无公
害、纯天然。

离田野公园不远的谭牛镇，
东南亚风格的里面改造颇具规
模，行走在镇上，倘若运气好碰
见好日子，有哪户人家愿意跟
大家一起分享快乐，便能欣赏
到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盅盘舞，
感受一把海南民间特有的文化
形式。

看过自然与传统，不妨舒
展一下筋骨，同样位于谭牛镇的
海南文昌高尔夫球会，拥有海南
数一数二的高尔夫球场，每年能
够吸引国内外诸多球手前来竞
技，若是有时间又有兴趣，到草
坪上挥一挥杆，也不枉这一趟谭
牛之旅了。

谭
牛
：

美
景
、文
化
醉
游
人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海钓作为一项高雅休闲和高度刺
激的竞技运动，虽只有百年历史，但早
已风靡世界。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
海钓甚至与高尔夫、马术和网球一道

被认为是“四大贵族”运动。随着海南
休闲度假游的快速发展，海上钓鱼运
动是其中一项新的高端旅游产品，备
受喜欢探险的游客所青睐。新春伊
始，驾着游艇出海，在海南体验一把海
钓的乐趣吧！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吴芬蕊

③

① 隔水蒸鸡

② 白切文昌鸡

③ 脆皮鸡

④ 盐焗鸡
① ②

④

菩提手链

天赐村的文昌鸡。

海钓爱好者沐浴着三亚的晚霞，在游艇上悠闲垂钓。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