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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好味道

深度游海南

海口新潭村
荷花冷泉相得益彰

蜿蜒的村道和路旁笔直的槟榔树，
是琼山区府城镇新潭村常见的景象。
盛夏之时，新潭村的千亩荷花田上，已
是遍地荷花开。

初到新潭村，村道的延伸和道路两
旁茂密的绿色将近千亩的荷花塘隐藏
得严严实实。询问村民，几经周折，在
村道一个不经意的拐弯后，出淤泥而不
染的身影就会突然呈现在眼前。与别

地的荷花塘有着些许不同，不论是
塘边还是塘中，都可见火山岩的

堆砌，与碧绿的荷叶和粉白
的莲花形成了鲜明对比。

火山岩的出现，附
近往往就会有天然的
泉眼，新潭村亦是。
环绕在荷塘周围，共
有6处天然的冷泉，
冬暖夏凉。行走在
荷塘之畔，夏日的
阳光往往晒得人一
身燥热，但冷泉水却
总是冰冷依旧。据

当地村民说，自他们
记事起，冷泉眼就在了，

清冽的泉水不但养育着
新潭村全村的村民，还哺育

着千亩的荷花塘。
若向当地村民们问起这冷泉

的收费，他们的回答定会令人出乎意
料：“冷泉要大家一起享受嘛，当然免
费！”而在早前建好的一处泉眼里，早就
有几个来自海口的家庭在炎热的夏日
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了。

居临大池，水竹幽茂。有荷塘、有
泉眼、有忠魂、有故事，新潭村的景色已
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美景，自然与人文
的结合、酷热与冰凉的相融、传统与现
代的碰撞，得景如此，夫复何求？

新潭村位于府城镇东
南边，接近龙桥镇。若从海

口市内驾车出发，可从新大
洲大 道与滨江路交口处，一路向南行
进，至潭口小学，左转便是。

文昌葫芦村
心赏静谧荷塘月色

如果有幸在近期去过一趟葫芦村，
想必给熟悉它的人都带来了一个大大
的惊喜。原来平淡无奇的田洋，如今正
被接天的莲叶和娇羞的荷花所占据。
虽然只有50余亩，但经过几个月来的
精心培育，各个品种的荷花正在似火的
骄阳下展现着自己最美的姿态。

从6月开始，葫芦村就开始长达一
个月时间的“荷花节”，来此观光的游客
将能够体验到各种各样与荷花相关的
娱乐方式。下塘采莲、挖藕，若嫌骄阳
太毒，随手采下一片荷叶作伞，踏上轻
巧的舢板穿行在荷叶之中，躲在荷叶之
下，剥开刚采摘的新鲜莲子，人在景中，
犹如一幅精致的国画。

而葫芦村早前开发出的一座座家
庭旅馆，则又为这小小荷塘提供了别样
乐趣。刚从荷塘回来，带着新鲜的莲
藕、莲子和藕尖，便可直奔农家的厨
房。薪柴烧热的锅与城市的电磁炉相
比，有着一番独特的风味，新鲜食材在
其中翻炒，一顿热腾腾的农家饭就上了
桌。当从食材制作者的身份转变为收
集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吃一口亲自
采摘的莲藕、莲子，农家的乐趣，真谛就
在其中。耳边响起苏轼曾经的吟唱：

“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钓其
池，人鱼两忘返”

伴随夜幕降临，白日喧闹的村庄恢
复了宁静与祥和。住在古树环绕的民
居之中，关掉电视、放下手机，让耳边此
起彼伏的只有清脆虫鸣和微风轻抚。
这时候，不妨在明亮的月光下，到荷塘
旁的绿道上走一走。放下工作的辛苦
与生活的烦闷，放空自己，赏一赏独有
的荷塘月色，是否也能找到朱自清先生
当年的那一份心境呢？

葫芦村毗邻海口市，可
驾车沿海文高速公路进入

文昌境内，从东路出口离开
靠右进入大致坡互通，然后朝

东路方向，靠右行进即可。值得注意的
是，葫芦村的莲花7月最盛，若有兴趣，
不妨一个月后再去玩耍。

博鳌莲花馆

文教娱乐饱人眼福

游遍了阡陌农家，是否想换个口
味？从海口至文昌，再延海岛东线至琼
海博鳌，国内第一个全面介绍莲花的科
技、应用、历史等荷花文化的专门展览
馆，正坐落于此。

莲花馆是一座莲花主题科技、文化
馆，通过数字化手段全面展示莲花的历
史、文化、科技、经济价值等综合知识，
特别突出强调莲花与佛教、莲花与世界
和平的主题内容，培育、栽种包括象征
中日友好的千年古莲大贺莲等各类名
贵荷花，定期举办荷花文化节。

莲花馆门前的七宝莲池中，有66
种名贵荷花在莲池内饱浸佛泽生长。
佛经记载莲花生长在极乐世界的七宝
莲池，以八功德水润泽成长，故佛教视
莲花为吉祥圣洁的象征。66种名贵荷
花在莲池内饱浸佛泽生长，寓意着“六
合（荷）同春”。

莲花馆内设大小展厅6个，可举办
各种类型陈列展览。置有《莲花与中日
友谊》、《莲花世界》、《莲花与佛教》三个
文物专题陈列展馆、以及一个全数字化
的《荷花科普》知识展馆、一个可供观众
将展品带回家去的《荷花实用知识》展
区。

馆内的数字系统得到中国著名植
物学家王其超、张行言教授的特别授
权，将《中国荷花品种图志》的荷花分类
标准3系、50群、23类及28组搜集有荷
花品种科学数据及图片712项全部整
理搜集，是目前全世界最全面、最权威
的荷花科学数据系统。游客可通过触
摸屏数字系统、模型以及实物，详尽了
解中国荷花种源及分布、裁培史略、形
态结构、生态习性、繁殖栽培、品种改
良、品种分类、园林应用、记载标准、品
种介绍等内容。

博鳌莲花馆位于东方文
化苑园区内，倚博鳌禅寺。

乘车从琼海市区出发，进入
S213道路后，朝博鳌方向行驶，然后右
转进入S219，再沿龙潭路，不久便可看
到东方文化苑，莲花馆便位于其中。

仲夏海南
“荷”其美丽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 本报记者 蔡倩

这是海南东部的一个滨海小镇——
潭门镇，与毗邻的另一个小镇博鳌并称琼
北两大“明星小镇”。

这里依然遍地都是船长——那种真
正的船长：能看罗盘、望星象、辨海流，而
不是像今天那些衣冠楚楚、依靠GPS和
自动罗盘行船的船长。

潭门渔民就这样世世代代犁波耕海，
以大浪船下过的豪情，以拓荒者的气概，
绕过暗礁，战胜急流，行船千里石塘，扬帆
万里长堤。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驶到十二更
……”翻开发黄的本子，眼前突现海水茫
茫，耳边骤响涛声阵阵。

行走在潭门镇，街边老爸茶店里，往
往能看到在南海上漂了近两三个月的船
老大们，悠哉地一边喝茶，一边和熟络的
人们分享着南海里的那些故事。

79岁的老船长苏承芬家传的《更路
簿》，把浩瀚的南海装进了一本小小的册
子里，把潭门厚重的历史浓缩在一页页薄
薄的纸张上。从13岁开木帆船，到69岁
上岸，苏承芬的足迹遍及三沙的三塘（蓬
勃礁）、白峙仔（盘石峙）、双峙（双子峙），
数十次到黄岩岛捕捞。

苏承芬是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南海航道更路经”的代表性传承人，只
凭一个航海罗盘和一本手抄的《更路簿》，
在南海闯荡50余年，从未发生过迷航。
在简陋的帆船时代，没有现在的导航定位
系统，渔民们如何辨别方向和海流的呢？

据《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上记载的潭
门船长彭正楷回忆：“在海中测验水流正
常与否，是用炉灰捏成饭团一样，抛入水
中，看其溶解程度如何，如果炉灰团只溶
解一点点就沉下去，则水流正常。若炉灰
团很快溶解或被冲走，则水流不正常。此
时，就要从中窥测水流方向。”

游客们七嘴八舌地发问：“潭门的渔
民就是以打鱼为生？”渔民们坦然回答：

“我们是不打鱼的渔夫。”原来，在中国，不
管山东、浙江、福建，还是广东或海南其他
地方，所有渔民都是在船上捕鱼、在水面
劳作。只有潭门镇的渔民是到三沙的珊
瑚礁中潜水作业，捕捞生活在珊瑚礁中的
海珍品。哪里有珊瑚礁，他们就奔向哪
里。每年冬季11月—12月，东北风起，
潭门渔民们便驾船南下，去往南海作业，
至第二年的清明、谷雨期间西南风起，渔
船就会满载而归。

坐在自家的贝类工艺品店里，老板何

世轩悠闲自在。若不是脸上刀刻般的皱
纹，谁也想不到他也是深耕南海几十年的
老渔民。在好政策的引导下，何世轩把家
里的木船全部淘汰，更新为4艘500吨位的
钢船，准备雇佣船队出海，一家人在潭门照
顾工艺品店和海鲜酒楼的生意。在何世轩
的故事里，大海并不总是为渔民馈赠希望
与收获，还有那滔天巨浪、狂风怒号。

“哪一个潭门渔民，没有经历过九死
一生？”何世轩说，在潭门镇上教村，一座
纪念亭面朝大海肃立。“卢业凤、卢业梓、
王德盛……”30名遇难渔民的名字沉甸
甸地刻在纪念亭的壁上。那是1975年1
月27日，他们在西沙作业时，突遇台风，
不幸全船覆灭。这在潭门不是唯一的纪
录。1934年，18名出海渔民海上失踪；
1950年代，西沙中建岛一场台风中，15
名渔民遇难……

“我们‘做海’的人啊，有句话叫‘不死
就有’。”何世轩如此感慨，一句“不死就
有”流露出多少的冒险精神。

这样的磨难并不能吓退耕海者，他们
依然面带笑容，行走在蔚蓝的国土上。

“这么多年来，在我南海领土作业的
潭门渔民，从没有一人在外国军警的威逼
利诱下，承认非法入境捕鱼。”潭门镇渔民
协会会长丁之乐的话，让人对这个群体的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目前，潭门镇在远海作业的渔船有
170多艘，在册渔民5000多人，从事渔业
相关产业1.9万人。帆船已经走进历史，
但是潭门的帆船船长们，正用自己鲜活的
经历向我们描述着过往的风雨。

给传统清凉调入多彩滋味

当清补凉遇上冰淇淋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在海南，清补凉是很受欢迎的，尤其是酷热的
夏季，傍晚时分，漫步在老街上，总会看到很多卖
清补凉的摊点，绿的、黄的、红的、白的……丰富的
食材，配上清凉的椰汁或者糖水，爽滑润喉的口
感，顿时让暑意消了一半。如果再配上了一粒哈
根达斯的冰淇淋球，甜而不腻，满满的幸福感，便
在舌尖荡漾开来。

关于清补凉的得名由来，民间有一个故事：传
说，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公元前219年，任命“屠
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
南。不料，大军推进至岭南一带，由于岭南属东亚
季风气候带，具热带、亚热带季风海洋性等气候特
点，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方的湿润气候，纷纷得
病，军队战斗力大减，屡战屡败。正当众将士束手
无策之时，随军大夫研发了一种药食两用的粥，以
莲子、百合、沙参、茨实、玉竹、淮山、薏米为原材
料，经过加工后礳成浆状食之，服用后人感镇静、
精力充沛，军队重新作战勇猛，赵佗感慨的说：“食
之清热气、补元气、之物可称清补凉也。”“清补凉”
因此而得名。

据说后来，为了保证战斗力，赵佗命令其部下
每天晨起必须食用一碗清补凉，秦朝灭亡后，赵佗
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起南越
国，自称“南越武王”。

不过，海南的清补凉与两广一带的清补凉稍
有区别。省烹饪协会秘书长林俊春说，海南的清
补凉，主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和生活习惯，采用的是
消暑降温的原料。一般清补凉的原料少有10多
种，多的有20多种，海口街头巷尾常见清补凉的
用料有：花生、红豆、绿豆、通心粉、新鲜椰肉、红
枣、西瓜粒、菠萝粒、鹌鹑蛋、凉粉块、薏米、芋头
等。有品尝过各地清补凉的食客表示，海南的清
补凉内容最丰富，口感最好。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流放海南期间，品尝
过当地百姓制作的椰奶清补凉后极为称叹，当场
盛赞：“椰树之上采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

自古以来，海南清补凉的做法都大同小异：首
先将红枣、绿豆、薏米、芋头、西瓜、鹌鹑蛋、汤圆等
分开煮熟（别煮太烂），捞干；然后准备凉开水，最
好放在冰箱里冷冻，或者提前准备些冰块；再准备
红糖，有红糖浆最好，再把上面几种原料混在一
起，掺上椰子汁或红糖水等即可调和成一碗消暑
清爽的饮品。

上世纪20年代，清补凉已成为海南十分常见
的特色典型小吃。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唐人志说，
那时清补凉主要是街头巷尾一些临时摊点经营，
个别小茶馆也有卖；到了40年代，海口的清补凉
品类开始丰富起来；1953年，当时海口第二饮食
公司下属有10多个门市店，这些门市店内基本都
有清补凉卖，“当时国营单位有劳保规定，在夏季
单位要发给职工清补凉，以此降温消暑，因此每到
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经营清补凉的门市店的生意
都特别好”。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美食的
要求越来越高，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清补凉始
终是海南最受欢迎的特色小吃之一。在一些口碑
较好的老牌清补凉店里，每天傍晚排队购买清补
凉的客人络绎不绝，据说有店面一天可卖出清补
凉两三千碗。为了吃上一口地道清爽的海南味
道，不少游客不惜拿着号码牌耐心忍受漫长的等
待。当然，当一碗清爽透心的美味端上来时，你会
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值得一说的是，在各种搭配的清补凉中，如今
最受欢迎的还是一款加了冰淇淋、清爽消暑的椰
奶清补凉。传统的清补凉加上一粒冰淇淋球，香
甜醇厚冰爽的口感深受消费者青睐。资深食客吴
先生说，海南清补凉是地方特色小吃，冰淇淋是

“舶来品”，但两者相结合，就是最美好的相遇，冰
淇淋清补凉比一般的清补凉更加香甜，比一般的
冰淇淋则更加爽口，味觉丰富。

听潭门老船长的故事——

曾经南海难为水，
不到三沙不回头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在这仲夏时节，如此诗情画意在琼
岛天涯再现。无论是海口新潭村、文昌
葫芦村，抑或博鳌莲花馆，这些水上“桃
源”始终是远离闹市喧嚣的一块休闲度
假胜地。“一片天，万朵莲，锦鲤跃。生
态风，绿色情，花间梦”的美景如今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小贴士

小贴士

潭门渔港蔚为壮观的渔船，静静诉说着这里勇敢渔民的闯海故事。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苏承芬手抄的《更路簿》。 于伟慧 摄 清补凉和冰淇淋成为新搭档。

小贴士

仲
夏
到
来
，荷
花
盛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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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琼海市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百亩荷花盛放，引来游客骑行观赏。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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