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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于乐
重点关注儿童教育

随着人们旅行方式和要求的转
变，如今的旅行社不再只是单纯地提
供一份旅游产品，更是为孩子提供一
份成长体验。有旅行社相关负责人
透露，近年来，移动成长课堂式的亲
子游日益受到家长的追捧。果园摘
果、在乡村与小动物亲近、参与烘焙
课程，产品的设计编排侧重互动性和
趣味性，同时寓教于乐，这些产品也
成为众多白领家庭青睐的对象。

今年暑期，海南的多家旅行社
设计了系列培养孩子良好性格养成
的产品，无论是注重孩子绅士性格
培养的“小小外交官”活动，还是关
注青少年抗挫折能力培养的“阳光
之路”产品，都不约而同地将孩子教
育放在首位。

寓教于乐，是今年暑期亲子游
市场的一抹亮色。有旅行社就推出
了“文昌航天游”，让孩子们在与航
天育种果蔬的接触中，切身感受航
天科技的魅力；有酒店也倾力打造

“儿童书角”，为孩子度假生活增添
趣味及知识性，其所推出的“青少年
儿童高尔夫训练营”则将重点教授
孩子高球文化；还有酒店别出心裁
地联袂国内专业魔术表演团队，打
造亲子魔法学院和户外生存特训
营，助力孩子独立快乐成长；有的酒
店还着力打造儿童主题餐厅，开设
Pizza制作暑期班，用微电影记录孩
子成长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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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城日日现彩虹
雨后彩桥刷爆“朋友圈”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
斜阳，关山阵阵苍……”这是毛泽东曾于1933年
夏所作的《菩萨蛮·大柏地》描绘的彩虹。在海口，
这样的彩虹近来几乎可日日看见，半圆形的彩色
拱桥，挂在雨后的空中，映着夕阳折射的漫天红
霞，美不胜收。

彩虹，又称“天虹”，简称为“虹”，是气象中的
一种光学现象，当太阳光照射到空气中的水滴，光
线被折射及反射，便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七彩光
谱，形状弯曲，通常为半圆状，雨后常见。因通常
肉眼所见为拱曲形，似桥状，因此，民间还有“彩虹
桥”的说法。

在民间，“彩”是“多种颜色”的意思；“虹”字中
的“工”表示“人工”，指“规整”，“虫”指“龙”，“虫”
与“工”结合起来表示“龙吸水”，因此，彩虹在民间
又俗称“杠吃水”或“龙吸水”。以前的人们认为，
彩虹会吸干当处的水，所以人们在彩虹来临时常
敲击锅、碗等来“吓走”彩虹。当然，这只是古老而
神秘的传说，如今的人们，看见彩虹都兴奋无比，
不仅不认为是不吉之兆，还会纷纷拿出手机来拍
照。海口市民汪先生说，近来海口每天上午骄阳
似火，热得不行，下午就会电闪雷鸣，暴雨如注，随
后，便迎来凉风习习，舒爽无比，这时，微信朋友圈
里就会被各种角度的彩虹图刷屏。

那么，究竟为何椰城如此常见彩虹呢？这与
彩虹的成像原理有关。早在中国唐代时，精通天
文历算之学的进士孙彦先便提出“虹乃与中日影
也，日照雨则有之。”的说法，解释了彩虹乃是由水
滴对阳光的折射和反射造成。这一说法后来也被
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所引用及证实，且沈括还
细微地观察到虹和太阳的位置与方向是相对的。
那么，海口酷热的暑季，雨后空气潮湿，弥漫在空
中的水珠经夕阳照射后，产生彩虹便一点也不奇
怪了。

有时，细心的椰城市民还发现，海口傍晚天空
中的彩虹，通常是两条同时出现的，一个明显，一
个较暗，科学家称之为“主虹”和“副虹”（又称

“霓”）。据了解，副虹是阳光在水滴中经两次反射
而成。当阳光经过水滴时，第一次反射的光线，形
成人们常见的主虹；若光线在水滴内进行了两次
反射，便会产生副虹（霓）。霓的颜色排列次序跟
主虹是相反的。由于每次反射均会损失一些光能
量，因此霓的光亮度亦较弱。副虹其实一定跟随
主虹存在，只是因为它的光线强度较低，所以有时
不被肉眼察觉而已。

1637年，数学家笛卡尔以玻璃球注入水来进
行实验，得出水对光的折射指数，用数学证明彩虹
的主虹是水点内的反射造成，而副虹则是两次反
射造成。他还准确地计算出了彩虹的角度，不过，
未能解释彩虹的七彩颜色，后来，牛顿以玻璃棱镜
展示把太阳光散射成彩色之后，关于彩虹形成的
光学原理才全部被发现。

雨后清新的空气中，漫步椰城老街，或是椰影
摇曳的海边，突然抬头看见一抹绚丽的色彩挂在
天空，任谁都无法不开心起来。由于它的美，还有
曾经的神秘，彩虹在神话中始终占有一席之位：在
中国神话中，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彩虹即五色石发
出的彩光；在台湾太鲁阁族中，彩虹的尽头是祖灵
的所在地；在西方，希腊神话中，彩虹是沟通天上
与人间的使者；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矮精灵将宝藏
收于彩虹的尽头；印度神话中，彩虹是雷电神“因
陀罗”（又译作“帝释天”）的弓；北欧神话中，彩虹
桥连接神的领域“亚斯格特”和人类居所的“中土
世界”。

| 海南下午茶 | 品味海岛慢生活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据说，海南的老爸茶，是南洋华
侨们带回来的“舶来品”。根据民国
时期的地方志中，很多都有“海南人
无茶癖”的说法。而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那些远赴南洋谋生的华侨们
纷纷归乡，除了大笔的财富，他们带
回来的还有南洋的生活习惯和文
化。在华侨们的影响下，海南的本土

茶馆也开始推出像咖啡、奶茶、酥皮
包等西式的饮品和糕点，于是直到今
天，海南的老爸茶都带有浓浓的南洋
味道。

高档的西式茶点，应该算是海
南老爸茶的始祖。最初的海南下午
茶，提供有咖啡、咖啡奶、阿华田和
各式西式糕点，里面的服务员也都
身着旗袍，服务周到。这也意味着，
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才能出入

这样的场所。
直到1970年代，随着国营西式

茶店的出现，才将原本远离市井的下
午茶推向平民百姓，成为人们最为平
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海南大多数经营老爸茶的店铺
都十分简陋，一间几乎没有过多装
饰的通体店铺，在即时最热的天气
里也只有房顶的风扇可驱赶暑热。
更多客人还是选择延伸至户外树荫
下的露天座。有了树荫的遮蔽，在
有风的日子，即便是盛夏人们也能
感受到清凉。

虽然喝茶的场所简陋，但喝茶的
内容却足够丰富。光是“茶”，就有歌
碧黑（黑咖啡）、茶的（以炼奶冲泡的
奶茶）、红茶、绿茶、柠檬茶等选择，而
糕点更是有叉烧包、排骨包、香菇包
等中式面点，以及菠萝酥、椰蓉酥等
西式点心。一杯饮品，一个面点，足
以满足午饭之后晚饭之前的胃口。

在海南各地的下午茶中，琼海以
杂粮小吃为主打的下午茶颇有特
色。无论是地瓜、毛薯还是南瓜、高
粱，抑或是如“鸡屎藤”这样的藤本植

物，琼海人都能将其幻化为美味小
食，以让你意想不到的形式呈现。在
这些杂粮小吃中，椰子往往是最为常
见的配料。椰丝、椰奶、椰肉，让你的
下午茶散发着椰子的香气。

而海南人的下午茶，重点却不在
吃，在聊。在大排档里的一把塑料椅
上以最舒服的位置坐下来，从国家大
事到市县新闻，再到左邻右里，从生
活琐碎再到人生哲理，岛民们能够就
着一杯茶聊个天昏地暗，仿佛这简陋
的茶馆，就是他们宇宙的中心。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岛民，海口
市民梁戴丽接待外地朋友的节目之
一，就是带他们去喝老爸茶。“有一次
我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平日里风风
火火忙惯了，跟我们坐在老爸茶馆一
下午，她竟然觉得有些心慌，说一下午
就这样坐着聊天好奢侈。我笑着对她
说，‘既然来到海南，就要安心享受这
样的悠闲’。”梁戴丽笑着说，喝老爸
茶，就是海南慢生活最典型的代表之
一，“其实生活也需要放慢脚步，好好
坐下来品一品咖啡，尝一尝小吃，和亲
朋好友聊聊天，这才叫生活嘛。”

随 着 暑 期 即 将 来
临，全家出游成为很多
家庭的选择，日益火热
的暑期家庭亲子游开始
火速占领市场，涉旅商
家纷纷制定相应套餐，
期待吸引消费者的青
睐。乡村游的兴旺、中
线高速开通等系列利好
因素，使得海南今年的
暑期亲子游亮点颇多。

无论是亲近大自然，还是在文化
课程中寓教于乐，互动性、科学性强的
旅行，对于孩子而言是一种锻炼；对于
家长而言，是一份给孩子的成长礼
物。曾带着宝贝来三亚参加户外亲子
游的游客张臣认为，该类旅行有别于
一般旅行社的家庭休闲游或主题乐园
游等常规线路，更多侧重在培养孩子
们的动手能力，让孩子学习知识。

能够满足家庭个性化需求的亲
子游产品并不担心缺乏客源，关键在
于如何做出特色。张臣表示：“虽然
三亚在亲子游产品设计方面用了很
多心思，但各企业间的产品雷同性
强。以一湾区的酒店群为例，一家设
计出的儿童娱乐课程或儿童餐饮，可
能不出一周整个湾区都已经模仿，做
出特色、尊重特色是关键。”

“旅游不再是旅行社流水线上的
同质化产品，而是满足游客的个性需
求，提供体验更好的个性化服务。在

‘酒店住宿+瓜果采摘+亲子活动’总
基调下，又各自别出心裁，让一家人
在大自然中感受亲情的力量。”有旅
行社负责人表示，为更好地满足游客
需求，旅行社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考虑
得更细。

也有旅行社负责人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要提供不同的行程安排，比如年
轻小的幼儿园团队，车程不能太长；
带队的导师和助教须经过一定的专
业培训。在批量化的生产个性化亲
子游产品，必须制定一套亲子游标
准，在保证个性化的同时，也保障产
品的服务质量。

随着一批乡村景点的兴起和中
线高速的开拓，乡村游和中线游也成
为今夏家庭游市场的重点。

“根据乡村游火热的局面，我们
今年暑期设计了8个产品，涉及陵水、
儋州、三亚等市县，既有热门的琼海
系列乡村小镇游，也有大家喜爱的乡
村采摘。现在岛内家庭出游越来越
多，这块市场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开发
重点。”某旅行社负责人表示。

“目前投放到市场的暑期总动员
产品，涵盖乡野捕鱼、游览琼海乡村、
住宿农家乐、万泉河漂流等，市场反响
很好。”三亚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
者，由于暑期正值淡季，许多酒店、景
区等都愿意特惠打包产品，进而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旅游费用，性价比较高。

海口市旅游委信息中心主任钟礼

元透露，针对今年暑期，尤其是父亲节
遇上端午节，海口根据自身的乡村特
点，设计系列线路。启动“走进羊
山·感受秀英生态美”旅游月活动，
邀请游客欣赏石山民俗，健康骑行、
钓鱼大奖赛、古村探秘、荔枝和黄皮
采摘之旅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充分感
受琼北乡村游的魅力。同时，为方便
游客游览，海口市旅游委还设计了系
列具体的村庄游览路线，完善旅游公
共服务。

5月30日，屯琼高速开通，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至此纳入海口一小
时经济圈，目前琼中已成功开发什
寒、番道、便文等5个省级示范村，打
造琼中黎苗特色的村庄旅游，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中线游开始爆发出巨大
吸引力和发展潜力。

如果来到海南，你没有
“吃”过这里的下午茶，就如
去了重庆没吃过麻辣火锅，
去了东北没吃过小鸡炖蘑
菇，去了北京没吃过北京烤
鸭一样，总感觉错过了很重
要的一部分。

海南的下午茶，是一道
充满市井风味的“美食”——
沸腾的茶水，浸泡出岛民们
的喜怒哀乐；各色的糕点，品
尝出岛民们的人生百味。

海南人爱喝下午茶。喝
下午茶的场所，大多是露天
的大排档，一杯茶，一碟简单
的点心，便能让喝茶者就着
天南地北、小情大事谈天消
磨掉一个下午的时间。这样
的下午茶，在海南就被称为
老爸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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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游、中线游火热

暑期亲子游不缺客源缺特色

暑期
海南

喝
老
爸
茶
已
经
成
为
岛
民
们
的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本
报
记
者

李
幸
璜

摄

A

B

C

一对父子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
旅游区游玩。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孩子们在三亚亚龙湾某酒店的沙滩上堆沙雕。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近期几乎日日可见的彩虹，刷爆椰城市民
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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