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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南吃水果大餐
满满都是香甜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食品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现在我们已经
被很多垃圾食品所包围，凡是被加工过的食品，特
别是各类零食，都存在一定的添加成分，所以，最
好的选择就是吃好吃的水果，安全健康，又营养美
味。

尤其在海南，这里可谓水果天堂，各种各样的
热带水果，有很多岛外人都叫不上名字，每一位来
到海南的游客都想好好品尝，并想尽方法弄点回
去。例如：椰子、黄金冰糖蜜瓜、香水菠萝、菠萝
蜜、圣女果、夏威夷木瓜、莲雾、香蕉、火龙果等，好
看又好吃的水果，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感官，更挑战
着人们的味蕾。

首先说椰子。海南椰子有青椰、红椰、金椰
等。金椰最好吃。挑选的秘诀是挑不老不嫩的，
喝完了，不要忘记吃椰肉，让椰子老板给你用椰子
皮削个勺子，刮肉吃，像果冻一样滑爽。

其次，海南黄金冰糖蜜瓜是沙地种植，一般一
藤一瓜，每个瓜都是独生子，养分充足。成熟的冰
糖蜜瓜，皮是黄灿灿的，就像夏日的阳光，干净明
媚。切开食之，香甜扑鼻，有果皮薄、果肉细嫩、汁
多爽口的特点，甜度可达14度以上。

海南香水菠萝是天然的“开胃剂”，不用泡盐
水，冰镇后即时切块即时吃，香甜可口，风味绝佳。

还有一种水果叫“蛋黄果”。很奇怪，这种水
果长相漂亮的时候不能吃，非要皱巴巴了，像老太
婆的脸的时候才能吃。撕开皮子，果肉和蛋黄一
样是粉的，还有蛋香，所以叫“蛋黄果”，十分有
趣。据说，蛋黄果含有丰富的磷、铁、钙、维生素
C、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及人体必须的十七种
氨基酸，具有帮助消化、提神醒脑、镇静止痛、减压
降脂等功效。

海南菠萝蜜，结果于树干或主枝上，也叫“树
菠萝”、“木菠萝”，号称“热带水果皇后”，原产于印
度、马来西亚，传入海南岛已有百年历史，全岛普
遍栽培。每年春天开花，夏秋间果熟，成熟时香气
飘溢，食之口感香甜，肥厚柔软，齿有留香。据说，
当地年轻人约会前会将其当作口香糖咀嚼几口，
可以改变口腔异味；另外其还有健体益寿的作用，
真可谓健康又美味。

火龙果是一种低能量的水果，富含水溶性膳
食纤维，具有减肥、降低胆固醇、预防便秘、大肠癌
等功效。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火龙果的果皮含有
非常珍贵的营养物质——花青素，所以，在吃火龙
果的时候，建议尽量不要丢弃内层的粉红色果
皮。购买火龙果时应用手秤秤每个火龙果的重
量，选择越重的越好。表面红色的地方越红越好，
绿色的部分也要越绿的越新鲜，若是绿色部分变
得枯黄，就表示已经不新鲜了。

此外，海南的特色水果还有海南千禧红圣女
果，这些圣女果选取优质产区优质品种，科学种植
管理，果肉厚，口感香甜微酸，风味浓郁；夏威夷木
瓜是水果界的营养圣品，味香、色艳、肉甜，富含维
生素及蛋白质；黑金刚莲雾，外形像一个挂着的铃
铛，把它放在地上又像一个莲台，所以被称为莲
雾，一般选在肥沃的土壤上种植，自然水源灌溉，
海绵少，肉质爽脆，果肉多汁，味道清甜；海南香
蕉，金灿灿的外表，香香甜甜的口感，百吃不腻。
研究表明，食用香蕉有助于提高人的记忆力。

炎热的夏季，数不清的海南水果，让人百吃不
腻，当然，吃法也可以花样出新，可直接食用，可榨
汁，也可多种水果混搭，调制成各种水果沙拉、水
果茶等，营养健康，清新养胃。

现在，还有一些餐厅将水果开发成菜品呈上
餐桌。在海口就有一家以水果为主题的餐厅，以
热带水果为主要食材，融入海南传统菜肴做法，制
作别样风味菜品。餐厅的菜品样式丰富，有炖、
炒、煎、炸等做法多样。如火龙果肉与凉瓜一同炖
汤 ，外皮可做器皿，内皮可切丝作凉拌菜。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5月底的海南，气温逐渐升
高，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各式各
样的热带水果也开始逐渐摆上货
架，供广大消费者解热消暑。

随着社交网络及电商平台的
日益火爆，互联网经济正在飞速
成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只需在
手机上轻触几下，便能享受到新
鲜水果送到家门口的服务。不仅
仅是在岛内，当下许多岛外游客
和消费者，也选择这样的方式来
订购海南特色的水果。

48小时尝鲜南国水果

“别看荔枝刚上市，现在已经
火得不得了了，好多大学同学都
找我帮忙订购呢！”来自海口的白
领小王最近两天在下班后还忙得
不亦乐乎，仅仅是因为她在朋友
圈里分享了一条海南荔枝订购的
消息。

“粒大、汁多、核小，新鲜采摘
的妃子笑荔枝，下单后48小时送
达，享受贵妃的待遇！”小王笑着
说，当初她也是被这广告语诱惑，
再配上诱人的荔枝实拍图，忍不
出订购了两斤与家人分享。带着
分享的心情，小王将优质的荔枝

发布到了微信朋友圈，没想到她
的朋友看到后纷纷委托她订购，
在订购荔枝的同时还选择了龙
眼、芒果、百香果这样的组合
包。小王说，如今物流行业发
达，即便是荔枝这样保鲜期极短
的新鲜水果，也能通过快递的形
式迅速送达。

不仅在微信朋友圈，记者登
录各大电商平台发现，新鲜海南
水果也已纷纷上架，且均能保证
48小时送达。“去年京东商城在
东路包下了3000亩荔枝园，而且
全部是订单下达才开始采摘，绝
对新鲜！”文昌市东路镇荔枝经销
商徐能表示，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不仅让荔枝以最新鲜、最饱满的
姿态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还累积
了一批忠实的消费者，口碑的树
立，比任何广告都要来得实在。

速递“新鲜”擦亮招牌

通过网络平台卖水果，三亚
某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覃贞旺算
是较早的一批试水者，开过淘宝
店、尝试过客机送货，到如今拥有
自己的热带水果网络销售平台，
覃贞旺一直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
时间。“水果保鲜期短，不能保证
配送时间，很有可能将一箱变质

的水果送到消费者手上。”覃贞
旺说，节省时间，最简单的就是
缩短距离，于是他讲重点放在了
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的
三亚市。

在覃贞旺看来，三亚虽是小
地方，市场潜力却巨大。他首先
与三亚市内的各大星级酒店合
作，开展水果送到房间的服务，
这无疑让许多对三亚不甚了解
的游客感受到了巨大的方便。

“价格合理、质量上乘，游客下
单，我们跑腿。”覃贞旺说，这样
的水果宅配业务，很快积累了一
批忠实客户。

“游客来海南旅游都会带一
些伴手礼回去，琳琅满目的热带
水果是很好的选择，但怎么带回
去，又成了许多游客头疼的问
题。”覃贞旺抓住了这个机遇，为
这些回头客们提供空运宅配业
务，即便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一样
保证48小时送到，不出家门，即
可品尝新鲜的海南水果。

海南礼物的“互联网+”

网络经济的繁荣，不仅让
海南的新鲜水果可以跨越地图
送到消费者面前，许多海南特
色的工艺产品也借着电商平台

开始火爆。
在淘宝等电商平台，在搜索

栏输入海南工艺品，首先映入眼
帘便是时下火热的星月菩提佛
珠、手串等小物件，一家生意兴隆
的网店，月销量能达上千条。这
些看似不起眼的佛珠，是海南又
一个火热的伴手礼。

在文昌市会文镇，每天有上
千家佛珠加工厂在加工着星月菩
提佛珠，会珠文山工艺佛珠厂不
过是其中一家。但与其他佛珠加
工厂络绎不绝的收购商不同，每
天进出工厂的人群里，更多的是
快递从业人员的身影。“现在网络
电商这么发达，得好好利用。”作
为厂里的网店主管，王康力每天
将品相优质的佛珠拍照上传至朋
友圈就能给他带来一月近两万元
的收入。

“通过网络平台，不仅销售
好，还让佛珠的名声越传越广，
可谓一举多得。”王康力说。也
正如他所看到的，不仅局限于水
果、工艺品，越来越多的海南伴
手礼镇随着网络发展传遍千家
万户，只需轻触几下手机、轻点
几下鼠标，既能买到火热、优质
的海南产品。

若对它们心向往之抑或念念
不忘，那就赶紧去打开网页吧！

和动物一起扮萌

“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最喜
爱的莫过于动物园。所以，带着孩
子去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吧，让孩
子和那些可爱的动物一起扮萌。

途牛旅游网公布的榜单显示，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是今年“六
一”国内十大热门动物园之一。《旅
游周刊》记者从海南热带野生动植
物园管理方获悉，为了迎接六一，
园区特别以森林为背景以大自然
为舞台推出了“七彩童年，欢乐海
野”的主题优惠及公益活动。5月
31日是周末，海南热带野生动植
物园将举办“我是环保小卫士——
环太·城市英雄绿色环保季系列活
动之从小爱环保”活动。活动将以

“小手拉大手”的形式举行，届时将
有“四川藏区旧衣物捐赠仪式”、

“旧衣物回收环保宣讲”、“园区参
观动植物与动物互动”、“亲子互动
游戏”等活动环节，此外小朋友们
还能与“钢铁侠”、“美国队长”做互
动游戏赢取奖品。

除了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外，做为目前国内最大的鸟文化主
题公园，位于定安塔岭开发区的海
南热带飞禽世界景区也推出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儿童节。六一
当天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观赏到
300余种30000余只各式热带飞
禽的同时，还能看到多才多艺的鸟
类明星们带来精彩纷呈的各类飞
禽表演。

炎炎夏日嬉水乐

天气这么热，带着孩子在水的
世界中寻找清凉与乐趣，也是个不
错的选择。这个“六一”，省内不少

景区与酒店都特别以“嬉水”为卖
点，推出了相关的主题优惠活动。

夏季玩水，除了到海滩、海岛
上，感受大海的潮起潮落外，还可
以有许多特别的形式。海口观澜
湖度假区就推出“冰海水世界”夏
季大型亲子游项目，集观澜湖五大
洲特色火山岩矿温泉、火山岩主题
户外泳池水上游戏设施、懒人河热
带丛林漂流为一体，六一期间家长
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可以到有古罗
马建筑氛围的冲浪池里懒洋洋地
感受一波波浪花推你翻浪的惊喜，
可以在火山岩主题大泳池里驾着
皮划艇感受撞上模拟冰山或浮冰
的冒险乐趣，还可以躺着气垫船开
启懒人河热带丛林漂流之旅。此
外，观澜湖度假区的火山岩矿温泉
区还推出了“快乐过六一，重温童
年美好时光”活动，5月30日至6
月1日所有入园的小朋友均可免
费体验温泉欧洲区乐园，而陪同家
长只需另付费30元每位。

今年2月刚刚开园的新型旅
游项目——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
界亚马逊丛林水乐园此次也着眼
于儿童节，特别延长了营业时间，
推出了针对家庭的特惠套餐，孩子
在六一当天可以无限次玩转亚马
逊丛林水乐园的项目。据了解，亚
马逊丛林水乐园包括幼儿池、儿童
水寨、水炮、四彩竞速滑道、眼镜蛇
滑道、巨兽碗滑道、涌浪池、漂流
河、四大主题泳池、水幕电影及人
造沙滩等项目。

主题活动趣味多

为了让孩子们过个开心的儿
童节，像往年一样，许多相关的单
位和商家也都特别推出了各种主
题活动，满足小童的好奇心以及令

大龄儿童重拾儿时美好记忆。
银联则推出“62儿童日”，将

孩子们的快乐延长多一天。 从5
月25日起，注册登录“银联钱包”
下载优惠券，可以全家一起6.2折
享大餐；可以带着宝贝到最爱的水
上游乐园找朋友，做游戏，开眼界；
可以看看10元电影，买些图书、玩
具、或干脆囤些奶粉……

海口的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
景区在5月30日至6月1日推出
了“火山口——我和童年有个约
会”主题活动，在园区内精心布置
了一个别样的童话场景，并给参加
活动的家长和孩子发放“宝贝任务
卡”，让他们携手同玩滚铁圈、弹玻
璃球、抽陀螺等怀旧的小游戏，一
起体味一个别样的童年乐趣。据
了解，节庆当天12岁以下儿童可
以免票入园。

不仅仅是火山口世界地质公
园景区主打怀旧牌，海口观澜湖华
谊冯小刚电影公社也在六一当天推

出以怀旧为主题的活动。5月30日
至6月1日，家长可以带孩子到电影
公社与孩子一起用颜料和画笔一起
描绘孩子眼里电影公社的童趣画
面，还可以到民主路一起去玩转陀
螺、弹玻璃珠、跳格子、划石子等经
典怀旧小游戏，一起寻找70年代以
及80年代记忆中童年的乐趣。

“怀旧风”让人重拾童年记忆，
“魔幻风”则令人大开眼界。三亚
美高梅度假酒店联袂国内专业魔
术表演团队，推出了“欢愉家庭套
餐——美高梅魔法学院奇幻魔术
师训练营”，由魔术老师言传身教，
让小朋友们亲身实践见证奇迹的
惊喜时刻。

“运动风”则让孩子们在这个
六一找到活力。亚龙湾高尔夫球
会联合三亚亚龙湾区域内的喜来
登、希尔顿、万豪等众多酒店，合作
推出了“亚龙湾高球体验之旅”，为
入住亚龙湾酒店的孩子免费提供
学打高尔夫的机会。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黄媛艳 通讯员 钟礼元 郜 静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又将来临。除了送玩具、买零
食、给零花钱外，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为孩子过一个不一样的
节日，带孩子出去玩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今年的“六一”有哪
些好玩的呢？日前，《旅游周刊》记者咨询了省内多家景区、酒
店、旅行社发现，无论是主题公园还是大型动植物园，亦或是拥
有无敌海景的海岛，都将让孩子们的“六一”变得更加难忘。

借助电商平台，芒果荔枝送到家门口

网络“炒热”海南伴手礼

开心过“六一” 海南玩法多

缤纷活动配美景
这个“六一”大不同

在酷暑夏日里，不少家长选择这样“水中亲
子游”的独特“消暑”方式，让孩子们感受童年的
快乐。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网络和物流让千里之外的客人48小时内吃上新鲜海
南芒果。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高智 摄

海南的热带水果能让你的身心都浸满果香

带宝贝到冯小刚电影公社感受民国风情。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5月25日起，注册登录“银联钱包”下载优惠券，陪宝贝过个快乐“六一”。

两名小朋友在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欢乐推石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