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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在随处可见椰影婆娑美景的热带岛屿海南，
食用椰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椰子油并有着

“生命之油”、“万能的食物”之美称，它由生命之
树——椰树的果肉压榨萃取液态下清澈纯净，被
誉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用油，有着丰富营养价值
和药用价值，甚至被视为一切疾病的良药。然
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经特制的椰子油还是护肤
植物精华中的贵族，有着良好的护肤功效。

那么，椰子油护肤究竟有哪些功效呢？
卸妆、洁面。据悉，椰子油有着强力的清洁

效果，可清洁皮肤内的污垢，因为是有着天然纯
鲜椰子油，不仅不会伤害皮肤，还可以轻松卸
妆。只需取2-5ml的椰子油涂于脸上，待彩妆
及污垢浮出后，用清水洗净即可。

嫩肤。由于椰子油蕴含了热带植物独特的
生命张力，可提拉细胞间的紧密度，强化毛孔的
收缩能力，帮助去除死皮细胞的外层，恢复受损
皮肤，使皮肤表皮与真皮交界处更为健康、光
滑。同时，还能生成新的皮肤细胞，改善干燥和
过敏肤质，消除皱纹、粉刺和头皮屑等，帮助皮
肤原理因老化或黄褐斑和其他皮肤瑕疵，舒缓
嘴唇龟裂、日晒、冻伤、尿布疹和齿龈炎问题，让
皮肤尽享长效完美的滋润。

润肤。研究表明，当长时间使用肥皂和清
水洗脸时，会把皮肤中特有的天然保护层中链
脂肪酸给洗刷掉，皮肤处于最脆弱最容易被真
菌感染的状态。由于纯鲜椰子油内含有中链三
酸甘油酯，被亲脂细菌接触后会形成具抗菌灭
菌功能的中链脂肪酸。因此，沐浴后取适量椰
子油涂抹皮肤，按摩两分钟后，大约十分钟左右
会渗透入皮肤里层，恢复皮肤天然的化学保护
膜。

防晒。纯鲜椰子油能防止皮肤和皮下组织
因过多照射所造成的皮肤晒伤，也能强化皮肤
使其更富有弹性。

此外，椰子油还是一款可以减少秀发蛋白
质流失的美发品，每日取适量椰子油按摩头皮
及发梢或在洗发后抹上椰油，或临睡前使用椰
子油按摩头皮，隔天早上用弱酸性洗发水冲掉，
可有效防止皮屑、保护头皮、预防灰发和秃发的
提早发生；因椰子油有消炎抗菌功能，对于一般
刀伤、烫伤、蚊虫叮咬等皮肤疾病经过涂抹都能
迅速地愈合而不发炎，还能不留下疤痕。

如此多的功效，难怪海南椰子油会成为伴
手礼的热门之选了。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选到
上好的椰子油呢？有经验人士介绍，不妨注意
从以下几点进行观察和挑选：

首先，应当注意椰子油中的月桂酸含量是
否在45%至51%之间，如超过60%说明有添加过
其他成分，而纯鲜冷榨椰子油硅酸含量高达
51.3%，属于零胆固醇且零反式脂肪酸。

其次，选择椰子油应留心其碘值。椰子油的
碘值一般在7.5至10.5之间，碘值越低越好，品质
优秀的纯鲜冷榨椰子油碘值在6.31，低于其他同
类椰子油。经科学实验证实，野生小椰子具有个
小、肉厚、月桂酸含量高，碘值低等特点。

最后，选购椰子油时应选采用玻璃瓶为外
包装的椰油，预防塑化剂危害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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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冬季到来，三亚的中医疗养业也
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不仅是境
外如俄罗斯等国家的国际友人青睐中
国传统中医治疗，北方哈尔滨等地区
的人们也喜欢此时来琼享受中医疗养
服务。

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中医口
碑，三亚的中医在国际享有盛誉。近
些年，仅三亚中医院已接待俄罗斯、瑞
典、挪威、奥地利、德国、法国等国家的
客人30余批，接待国外疗养包机10架
次，累计接待外宾定制疗养服务3万余
人次，每年前往三亚接受中医保健的
外宾达到近20万人次。

为规范中医理疗市场，深挖中医
健康旅游内涵，1月17日，三亚市26家
旅行社携手三亚市中医院、三亚市人
民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医
院等医疗机构，共同成立三亚中医健
康旅游协会。中医健康旅游已成为三
亚旅游新的吸引物，来三亚，跟着俄罗
斯人体验一把中医养生的舒畅吧。

俄罗斯人爱海南岛

逃离冰冷的天气，在一个温暖如
夏、椰风海韵、阳光和煦的滨海城市
里，脱下厚厚的棉衣，卸下所有的压
力，享受数周“三亚假期”，已成为很多
俄罗斯百姓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

漫步在三亚湾、大东海等俄罗斯
游客密集的区域，细柔的沙滩上，三三
两两的俄罗斯客人在躺椅上边晒着冬
日暖阳，边享受着习习的海风；不远
处，沙滩上数位俄罗斯游客在悠闲地
散步，不时伸出脚丫与海浪来次亲密
接触。

随着俄罗斯客人的不断增多，三亚
拥有越来越多的俄式餐厅，一些高星级
酒店的餐厅也为这些特殊的客人们备
置了可口的俄式美食，无论是鱼子酱、
汉排堡、烤肉串，还是克瓦斯等特色饮
品，都能让俄罗斯游客在远离家乡的地
方，品尝到最熟悉的家乡味道。

美食搭配美食，三亚对于俄罗斯
客人的吸引自然不言而喻。太阳升
起，美好的一天开始。对于很多俄罗
斯游客而言，三亚假期一般是这样度
过的。上午起床，趁着阳光和早晨新
鲜的空气，他们往往习惯在海边呆上1
个小时，而后剩余的上午时间，就是来
到专业的中医诊室或医院，接受专业、
细致的中医理疗。

三亚中医理疗意外出名

俄罗斯游客对于三亚中医的喜
爱，由来已久。对于三亚中医的印象，
最重要的莫过于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
后，三亚给予受伤儿童科学周到的中
医疗养服务。

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经过中俄
两国政府的努力，10名别斯兰人质事件
受害孩子抵达三亚，进行近一个月的康
复治疗。在三亚的时间里，孩子们每天
上午接受三亚中医院为他们进行的针
灸、推拿等中医康复治疗，下午则进行
中国卡通、水墨画的学习，之后游泳，晚
上学习武术少林拳。

疗养结束回国时，10名孩子无论
是心理还是身体，状态都有了明显的
改善，此举不仅强化了中俄两国人民
的友谊，也为三亚中医在俄罗斯树立
了良好的形象。

不仅如此，每年大量的俄罗斯政
要、商人等都会选择三亚中医进行疗
养、治疗，这在无形中也为三亚中医擦
亮了招牌。

“俄罗斯一年有阳光的天数是很
少的，三亚的阳光和沙滩吸引着俄罗
斯人来三亚度假。”三亚市旅游委有关
负责人透露，俄罗斯人喜欢与大海“拥
抱”的感觉。三亚提供的一些服务，如
配套的购物中心和中医理疗等都符合
他们的需求，三亚是海南目前接待俄
罗斯度假游客最多的城市。

随着三亚旅游不断升级，旅游公
共服务不断完善，旅游购物、酒店“一
站式服务”的提升、景区文化内涵的不

断强化，新产品、新业态的不断推陈出
新，边度假、边疗养的“三亚假期”生
活，对喜爱旅游的俄罗斯百姓具有极
大的吸引力。

针灸、推拿、熏蒸样样爱

在三亚，对于俄罗斯游客最具吸
引力的中医疗养项目，莫过于针灸、推
拿和中药熏蒸。

针灸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疗法，采
用不同的针灸方法刺激人体一定部
位，应用各种方法激发人体的经气，调
整人体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而且，由于毫针纤细、尖锐，扎入
人体后，疼痛度远低于日常的输液注
射针刺的痛感，易于让患者接受。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项内容表
明，56种疾病用针灸治疗有较突出疗
效，通过传统针刺、艾灸、拔罐等疗法，
针灸治疗俄罗斯客人常见的颈椎病、
腰椎病、肩周炎、膝骨性关节炎等运动
系统疾病；中风、面瘫、头痛、眩晕、三
叉神经痛、抑郁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糖
尿病、高血脂症、更年期综合征等内分
泌系统疾病。

针灸治疗中，人们往往会发现医生
会在一些患者的针尾处点上一个圆形
的艾条，这就是灸法。通过以预制的灸
炷或灸草在体表一定的穴位上烧灼、熏
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除了针灸疗法，推拿也是在中医
疗养中常用的手法。中医的推拿，可
达到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滑利关节的
作用。

作为一种普遍适用于各年龄段人
士的治疗方式，推拿常用于令俄罗斯
游客痛苦的颈肩腰腿疼、中风、关节错
位等功能性疾病的治疗。医者通过运
用自己的双手作用于病患的体表、受
伤的部位、不适的所在、特定的腧穴、
疼痛的地方，具体运用推、拿、按、摩、
揉、捏、点、拍等形式多样的手法，达到
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祛邪
扶正、调和阴阳的疗效。

针灸、推拿两种疗法在治疗中往
往同时交替使用，除此之外，中药熏蒸
疗法也备受关注。

走进三亚市中医院的治疗室内，
烟雾缭绕的室内空间内，常可以看到
俄罗斯游客正享受着中药熏蒸所带来
的身体舒畅。

中药熏蒸以热药蒸汽为治疗手
段，具有神经、经络的调节作用。它能
使人情绪放松，肌肉松驰，睡眠改善，
身心舒畅，从生理到心理趋于协调平
衡，同时选用名贵中药做熏蒸，还能达
到养血、补气、安神的目的，由于无痛
感，特别深受俄罗斯游客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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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好的信封饼。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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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滩上享受着北纬18度的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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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张恋

铁桶围做炉，添几块干柴，一勺
米浆，散发椰奶的鲜香。均匀铺在烧
烫的模具上，伴随“滋滋”几声，浓郁
焦香随即弥漫在空气中，混合着椰
香、米香、芝麻香。趁着模具里摊好
的薄饼尚未变硬，炉前制作者几铲将
薄饼折成精致的长方形，整齐地摆进
箱子里。

这是会文镇有名的小吃信封饼，
每年将近腊月，在文昌市会文镇莲崀
村都会飘起这样的香味，这里面闻见
的，不仅仅是传统小吃的味道，还有华
侨对于家乡的浓浓眷恋。

“告诉你呀，信封饼还得是手工
做的好吃，机器电炉做出来，没了这
味道。”莲崀村村民唐美玲边熟练制
作信封饼，边得意地告诉《旅游周刊》
记者，从手工调制冰浆，到泥土制作
的火炉，加上木柴烧起的火，配合用

了几十年模具，才算是正宗的会文味
道。“平时大家都用机器电炉制作，只
有到了腊月，才会拿出这些传统的工
具，为的就是这味道，做起来虽然麻

烦了许多，但味道对了，大家才爱
吃。”唐美玲说，从会文镇走出去的华
侨们，每到春节前，就会到家乡定做
手工信封饼，吃了几十年的味道，每

年都要尝一尝。
其实，说起这会文家喻户晓的信

封饼，最早还是华侨们带回来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勤劳的会

文人跨过波涛汹涌的大海，赴南洋讨
生活，海峡的隔阂让亲情只能靠一封
封家书维系。但在那个交通并不发
达的年代，加之战火烧遍神州大地，
即便能从书信中获悉家中的情况，也
要等上数月。思乡心切的华侨们便
将简单的椰香薄饼，制作成信封的形
状，以寄托乡愁。后来海南解放，华
侨回乡，也将这蕴含浓浓乡情的小吃
带回了家乡。

而唐美玲居住的莲崀村，就是信
封饼在会文的发源地。“用老椰子肉磨
成椰奶，再将浸泡8小时的糯米磨成
浆，加入鸡蛋、白糖、芝麻，这才完成了
准备工作嘞。”唐美玲笑着介绍着信封
饼的原料，而倒浆、压饼、叠饼等等工
序，唐美玲再熟悉不过，这门简单的手

艺，她已经做了20多年。
“手工做出来的信封饼，口感好、

味道香、不硌嘴、不粘牙，香脆可口，可
比流水线上的强多了。”唐美玲说，现
在莲崀村里制作的信封饼，大多是海
外华侨和岛外客商们下单定做的，外
人想来买，还不一定能买到呢。现在
的信封饼，已不仅仅是一种简简单单
的小吃，它被赋予了家人团圆、美满的
含义。

一块小小的信封饼，散发着椰肉
的香味，这最能代表海南的味道，而其
中加入炒过的黑芝麻，不但赋予了信
封饼独特的香气，还呈现出特别的含
义。黄白色的薄饼，犹如当初人们常
用的信纸，黑芝麻点缀其间，更像是一
个个带着家乡讯息的字，跨海到达南
洋时，不知华侨们会否犹如当年收到
家书一样泪湿青衫。

“信封饼做了20多年，我这套工具
也用了20多年，刚学会做信封饼的时
候我才19岁，现在我的女儿也19岁
啦！”唐美玲笑着，继续着手上的活儿，
在她身边，是一桶已经做好，码放得整
整齐齐的信封饼，在春节之前，这些载
着家乡味道的薄饼会被寄到大陆、寄
到南洋，一如当初一封封满含乡音的
书信，载着家乡味道，送到每一个会文
人的餐桌上。

信封饼： 别样“书信”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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