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手工黑豆腐

在澄迈县，加乐镇的手工黑豆腐是
当地有特色的一道美食。

先是把黑豆干磨滤皮，浸泡9个小
时后再石磨成浆，浆水过滤、熬煮、点卤
成豆腐块，豆腐块再压实、切块、晒干，总
共得经过9道工序才能完成，一个环节
都漏不得，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外表焦黄
发硬，内在韧实细腻，嚼起来满口豆香。

豆腐制作完成后，接下来的一步
才是加乐村黑豆豆腐好吃的秘密所
在。把豆腐切块，一块块垒在竹筐里，
拿到房顶上晾晒上一天。经过阳光晾
晒的豆腐，把卤水的涩味给散发掉了，
不容易发馊，外皮较硬里面却香嫩。

定安菜包饭

菜包饭是定安一道特色小吃。定
安人爱在春节时期吃菜包饭，全家聚
集着吃菜包饭，有“齐心协力，拢住家
财不流失”之意。

制作菜包饭的关键在食材选料
上，首先是要有煮出一锅颗粒分明，干
湿度合适的粳米干饭，海南粳米煮出
来的饭粒经凉晾后，再把包饭用的油
菜叶子洗净备用。在配料上，选用香
菜、蒜苗、韭菜、香葱等，再加上四季
豆、尖椒、腊肠、鲜猪肉或鸡肉，蒜片下
油锅炸成微黄，先把菜、肉炒好，再用
蒜头、虾仁、鱿鱼干起锅炒饭，最后把
菜、肉倒进饭里拌匀即可。

临高烤乳猪

临高烤乳猪在海南久享盛名，据
传临高人烤乳猪已有300年的历史。
临高烤乳猪之所以能够深受欢迎与其
原料和作法有着很大关系。

临高所烤制的乳猪一般是本地猪
品种，其体小腰直，肉质细嫩结实，皮
薄肉瘦，骨小且软。临高乳猪长至40
天后就断奶，改为定时定量喂米粥。

喂食后便成群结队在房前屋后，
野外坡地，灌木丛林，四处奔跑，拱土
觅食，嚼草啃根。大约80天就可以

“上市”，成为一道美味佳肴。
（本稿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

琼海温泉鹅

温泉鹅是琼海万泉河沿岸农户饲
养的本地杂交鹅。这些鹅食用生长在
河边的鹅仔草、野草，以及农户家中的
碎米和萝卜苗长大。待到羽毛交叉，
农户用家中的米饭、花生饼、番薯和米
糠精心地混合填喂，10多天后就成了
正宗的温泉鹅。

温泉鹅食法主要以白切、红烧、烤
制为主，温泉鹅肉质很细，完全没有一
般鹅肉的粗糙感，皮肉之间仅有一层
薄薄的脂肪，吃起来肉质鲜嫩，肥而不
腻，醇香可口。温泉鹅一般人都可食
用，尤其适宜身体虚弱、气血不足、营
养不良之人。

自驾去哪？月亮湾！

景区如此火爆，对月亮湾项目指
挥部工作人员林政来说，似乎已有些
习以为常。“再好的广告也比不上游
客的口口相传，今年来月亮湾的游
客，大都是慕名而来的。”林政笑着
说。

相较于去年各个节假日，今年的
外地游客有了明显增长。清明节期
间，文昌周边地区的很多游客把月亮
湾作为踏青目的地。“汽车长龙绵延两
公里，还有许多游客选择将车停在景
区外，步行进来，月亮湾越来越火了！”
林政笑道。

随着自驾游的日益火爆，加之当
下文昌便利的交通条件，月亮湾已经
成了自驾游客的优选之处。广东、广
西、贵州，乃至北京、辽宁、黑龙江等

地的车牌都出现在月亮湾，月亮湾越
来越有吸引力。

生态捧红月亮湾

从一个以旅游地产为主的湾区，
到自驾游火爆的旅游景点，月亮湾的
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预料，究其原因，
是月亮湾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

“当海南提出‘深呼吸’的旅游概念
时，我就知道月亮湾会有今天的火爆。”
合景月亮湾项目负责人张基胜告诉记
者，月亮湾有的，不仅仅是天然无破坏的
海洋资源，还有未经开发的森林资源。

“300米天然海防林带，将月亮湾
的空气质量保持得极好，而较高的地
势，又将海滨风景一览无余，有山、有
海、有生态，即便在海南，也有其独特
的优势。”张基胜笑着说，来了月亮湾，
纵然什么都不看，呼吸一天新鲜空气，

也值得走这一趟。
在开发之初，月亮湾就将“保护中

开发”的理念灌入其中，首先保障了生
态资源，大规模的地产开发，也不曾破
坏一分一毫的生态。张基胜坦言，即
便没有地产，凭借这么好的环境和景
色，月亮湾的火爆也是迟早的事。

而对广大游客而言，月亮湾的吸
引力不仅仅是优美的环境和景色，还
在于其免费对公众开放。“优势旅游资
源就应该大家共享！”张基胜说。

努力打造最好的景区

从春节期间日接待游客两万人
次，到清明期间的踏青热潮，月亮湾成
为今年文昌最为火爆的景区。由此而
来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停车位不足，这是年年都会面对
的问题，虽然着手开辟新的停车场，但

仍旧供不应求。”文昌市旅游委主任薛
向文坦言，停车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
题之一。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旅游委在
月亮湾等主要景区进行了抽样调查，游
客们反馈的信息也很实际。”薛向文说。

抽样结果中，有45%的散客希望
能够增加月亮湾、铜鼓岭等景点的旅
游公交线路和班次，同时有38%的自
驾车游客和骑行爱好者建议在龙楼、
东郊、月亮湾设立露营地。

“自驾游火爆，散客同样是主要的
游客来源，去年我们已经开通了往返
月亮湾的大巴班次，未来也会考虑实
际情况相应增加。”薛向文说。

对于文昌而言，将月亮湾打造成
优势景区，是目前努力的目标，待到文
昌航天城卫星首发之时，月亮湾相信
也会用日新月异的姿态笑迎八方客。

（本报文城4月12日电）

生态美引来月亮湾旅游热

度假目的地 踏青好去处
林间栈道、白皙沙滩游人如织，停车场停满了汽车，游人众多却井然有序。继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出

现这样的景象后，清明小长假期间，文昌市月亮湾景区又迎来游客小高潮。
从惊叹于旅游市场的火爆，到习惯于大量游人的到来，月亮湾旅游火热的背后，既有开发商的别出心

裁，也有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但更重要的，是月亮湾引以为傲的生态资源。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澄迈手工黑豆腐、定安菜包饭、临高烤乳猪……

跟着味蕾游琼北
■ 本报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 陈超 通讯员 潘彤彤

琼北到处都篆刻着历史印记，流淌着人文气息，海口及琼北地区悠久的过年民俗极具地方特色。特别
一提的是琼北各类美食数不胜数，定安菜包饭、临高烤乳猪……一趟琼北之旅就是一趟美食之旅，琼北各
市县人民都捧出最可口的特色美食，迎接国内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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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北 资讯旅游线路 推荐

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宋祥达潘彤彤）
记者从澄迈县获悉，近日澄迈成立了旅游专家咨
询委员会，聘请来自规划、交通、旅游管理、旅行
社、景区等多个行业领域的22位专家学者组成
智囊团，为澄迈旅游宏观决策发展提供相关研究
和咨询。

近年来，澄迈旅游发展快速，依托本地资源打
造的美榔双塔、永庆寺、罗驿村、福山咖啡文化风
情小镇等多个旅游品牌在全省名声鹊起。2014
年，澄迈全年旅游接待人数300.56万人次，同比
增长 23.7%；旅游收入 12.86 亿元，同比增长
25.6%。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澄迈旅游也暴露出
旅游产品单一、旅游资源尚未大规模拉动旅游经
济等瓶颈问题。

澄迈县副县长吴健介绍，专家智囊团将在澄
迈县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项目、行政许可、资格
认定、资质评定等问题上，发挥自身优势，提出有
见解的建议和意见，为行政决策当好参谋；及时反
映对澄迈旅游业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向社会各界
人士宣传澄迈旅游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拓宽合
作领域，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把澄迈旅游产品推
介出去，扩大旅游业影响。

旅游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
专家智囊团为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澄迈

本报那大4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冼贺 张琳）石花水洞，别有洞天。今天，记者从儋
州市石花水洞景区获悉，今年一季度，该景区接待
游客11668人次，同比增长30%。

被誉为“南国奇洞”、“神奇的地下艺术宫殿”
的石花水洞，位于儋州市八一总场英岛山，是中国
乃至世界上都十分罕见的石花溶洞，形成于140
万年前，其总长度约5000米，可谓山灵、水秀、洞
幽、石奇。据了解，这个景区由地上石林，地下溶
洞与地下河，热带水果园三部分组成。

该景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省级地质公
园”，石花水洞在旅游观光、教育教学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今年2月7日启动的“东坡文化
体验之旅”，更是使景区在节假日迎来一波波旅
游高峰。

石花水洞别有洞天
一季度吸引游客逾万人

儋州

本报嘉积4月12日电（记者蔡倩）“原来在
槟榔林里吃骨头粿汤别有一番风味，觉得汤都鲜
甜了不少！”“原来万泉也可以买到印尼风味的九
层糕，以后不用跑那么远买了。”“中水庙旁边那
家乐淘小铺自制凤爪味儿很足，不用担心有化学
原料，吃得放心！”这几天，来到琼海水乡特色小镇
万泉镇的游客欣喜地发现，这里多了一条美食街，
汇聚了琼海各色美食。

近日，“万泉味道·美食街”正式开市了，凭借
着水乡美食的诱惑力，当天的小吃街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一路上都听到来自游客们分享的“吃货”
心得。

据了解，“万泉味道·美食街”是万泉镇政府为
更好地促进业态发展，引导镇内零散摊点规范经
营，更好地贴近民生、服务大众而开设的利民便民
项目，可以吸纳失地农民或零散摊点经营者集中
经营，形成一条街，这样能够很好地解决困难群众
和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小吃街汇集了万泉特色
手工杂粮、特色烧烤等琼海风味美食，力争把这一
特色美食街打造成最具琼海风味的小吃名街。

万泉小吃街开市
汇集特色手工杂粮等风味美食

琼海

本报定城 4 月 12 日电 （记者赵
优 通讯员司玉 叶松）“你看，我刚晒
出照片，大伙就问我这是哪。”今天下
午，摄影爱好者孙忠民向记者展示，他
的微信朋友圈晒出几组定安县龙河镇
闹军坡的热闹场景，便引来不少好友
关注和留言。

据了解，今年定安县早早推出2015
年军坡节时间表并推荐旅游骑行路线，
引得不少市民、游客纷纷前来，品味文
化，畅游美丽乡村。

10日下午，10多名来自阳光岛社区
摄影版的摄影师参加“定安龙河闹军坡”
的活动，现场人山人海，鞭炮齐鸣、锣鼓
喧天，村民们蜂拥而至，祈求平安，而过
火山、上刀梯、婆祖巡游等独具海南地方
特色的民俗活动引得摄影师们狂按快
门，以照片的形式一一记录军坡节的热
闹场景。

在定安，军坡是十分重要的民俗节
庆活动，每到约定俗成的军坡之日，当
地总是锣鼓喧天，旌旗蔽日，亲朋好友
手提礼品前来拜访，一路欢声笑语，主
人家则屠猪杀羊，备办酒菜迎接各路
亲友，人人尽享风调雨顺、清平康宁之
气氛。定安县文化馆馆长刘丁明告诉
记者，年年往复的军坡节是民间友谊
的平台；军坡节游演等活动，拓展乡村
文化活动空间，充实民众精神生活内
容；军坡节食品、副食品消费激增，人
员高峰流动，促进交通运输业，拉动内
需、刺激经济发展；乡村跨区域的互
访，为青年男女创造认识和深交的平
台；节期举行各种文化体育活动，起调
节和促进民众身心健康的作用；神像雕
刻、彩绘及相关制品的制作，使民间工
艺得以传续。

定安军坡
搅热民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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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城镇

1、北门军坡（时间 6 月 20 日，农历
五月初五。旅游骑行路线推荐：北门溪
——定安古城——定安美食一条街——
北门军坡场——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会
场）

2、南山村军坡（时间 6 月 28 日，农
历五月十三。旅游骑行路线推荐：南山
村亚元坊——莫氏宗祠——南山村历史
文化村——南山村军坡场）

3、巡崖村军坡（时间 6 月 28 日，农
历五月十三。旅游骑行路线推荐：巡崖
村历史文化村——巡崖村军坡场）

4、南门军坡（时间 7 月 27 日，农历
六月十二。旅游骑行路线推荐：定安古
城——南门军坡场）

5、仙沟军坡（时间 7 月 27 日，农历
六月十二。旅游骑行路线推荐：见龙
塔——海南热带飞禽世界——仙沟军坡
场）

龙门镇

1、龙门三月三（时间 4 月 21 日，农
历三月初三。旅游骑行路线推荐：元宝
山——久温塘冷泉-龙门特色风情小
镇——龙门北帝庙军坡场）

2、水芋塘军坡（时间 4 月 21 日，农
历三月初三。旅游骑行路线推荐：久温
塘冷泉——红花岭冷泉湖——红花岭村
文明生态村——红花岭村水芋塘峝主军
坡场）

闹军坡，到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