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到临高，一定要“扫街”临高小吃，除了
海鲜和临高乳猪之外，一定要吃的还有韭
菜饼了，跟北方的韭菜盒子大不相同，临高
韭菜饼有“翡翠玉饼”之称。

至于韭菜饼的起源长久已无从考证。
走在临高各乡镇的大街小巷，你都会看到
马路边架在火炉上的油锅，很多食客手拿
着碗团团围住。

临高的韭菜饼不贵，通常一块钱三个，
如果跟老板讲价，说不定会多赠送一个，绝
对物美价廉！临高韭菜饼呈圆形，韭菜做
主料，放置肉末或鲜虾，炸至翠绿即可。

韭菜饼虽小做起来也有讲究。首先把
韭菜洗净切碎，呈小段状；把韭菜、面粉、水
搅拌，搅均匀了，再加上食盐、味精重搅；至
糊状，不能太稀，否则很难成形，用当地特
制的韭菜饼煎勺盛好，可依照不同地区的
口味，在饼上放置鲜虾或肉末，上料时不能
盛太厚（否则炸的时候很难炸至香脆），然
后下油锅，炸至韭菜呈翠绿状即可。

配作韭菜饼的配料，有米醋、蒜末、海
南辣椒酱、白糖等。临高当地居民告诉记
者，由于韭菜饼热，易上火，所以临高当地
人都喜欢蘸米醋吃，据说可以下火。但总
是不能多吃的，品尝三五个即可。

品味喷香韭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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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北 动态旅游旅游

琼北 美景

琼北 美食旅游琼北

[临高]

[琼海]

■ 本报记者 蔡倩 通讯员 黄荣海

在定安，端午假期可以这样安排：去飞禽
世界近距离观看鸟类表演，去“百里百村”乡
村天然氧吧呼吸泥土的气息，去果园、菜地
里采摘最新鲜的果蔬；累了饿了，走进一家
美食店，定安粽子、焖猪蹄、啤酒鸡……美美
地吃上一顿农家宴；到了晚上，再搬一张板
凳、备一杯茶水，和大伙儿开开心心看一出
琼剧，悠闲地雕刻一下时光，岂不妙哉？

游乡村，天赐风光底蕴醇

“定安的乡村游确实别具一格，不得不
来呀！”6月13日，由海南著名博主大V、知
名网络媒体的编辑、记者组成的“海南大
V”定安行采风体验团，来到定安，用他们
特殊的触觉，触摸文化定安的厚重，回味历
史定安的悠远，感受静美定安的秀美。

拥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透心
沁爽的龙门冷泉乡村公园、绿野仙踪般的
皇坡王子爱情乡村公园、翰林森林氧吧乡
村公园，凭借令人陶醉的天赐风光和底蕴
深厚的本土文化，紧靠海口的定安已成为
琼北最主要的休闲旅游地之一。

“去年起，打造精品乡村旅游点成为共
识。”定安县旅游委副主任薛冬告诉记者，
为此，定安县启动《定安县乡村旅游专项规
划》，推动久温塘冷泉乡村公园、仙安乡村
休闲大世界、包蜜园乡村度假公园、红花冷
泉湖休闲农庄等6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
的规划建设。

探美食，味蕾饱尝文化味

定安粽子为何又称“文宗粽”？定安粽
子为何又喜欢加入咸鸭蛋？“海南大V”定
安行采风体验团兴致盎然地走进定安黄坡
村，听当地文化名人陈光敏讲述定安粽子

里的历史故事，与“定安娘”一同体验定安
粽子的制作。

6月7日，“定安粽子”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使用授权仪式在定安举行，作为海南
迄今为止唯一获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粽
子品牌，定安粽子一跃成为游客们的新宠。

“吃的不仅是粽子，还有文化。”海南著
名微博大V“刚峰看世界”说，定安有着独
特的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和乡村游，当地特
色美食丰富，比如粽子、黑猪肉、年糕等，把
定安美食文化从民间挖出来，为定安旅游
打造了新名片。

2010年以来，定安县连续举办五届海
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推出十大特色
菜肴、十大特色小吃。今年端午期间，美食
文化节依然不会缺席，定安将开展各种粽
子展销、包粽子吃粽子互动比赛、定安知识
问答等活动，共同体验端午文化。

品民俗，历史文化趣味浓

有个历史人物曾“过五关斩六将”，你
认为他会被供奉在文笔峰的哪个殿中？拍
出与这个殿的合影，即回答问题。集齐5
个问题的合影分享到朋友圈，回答正确，就
可得到蟾宫吉祥粽等相应奖品。

6月20日端午节，海南文笔峰盘古文
化旅游区与省国学教育协会将在定安文笔
峰玉蟾宫共同举办传统文化游园活动。活
动将传统文化知识巧妙地融入游园当中。
据介绍，除了传统文化游园活动之外，端午
节期间，文笔峰还将举行祈福之旅、端午祈
福法会、写福送福等多项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定安县积极加强节庆
营销，举办了更多接地气、更从游客角度出
发的旅游节庆，如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
化节、文笔峰会、军坡节等大型节庆，在省
内外进一步打响了定安文化旅游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本报定城6月14日电）

赏美景、尝美食、访民俗

来定安过 端午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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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4日讯 （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我们香港的旅行社
很看好海口的暑期旅游市场！”昨天，海
口最大的香港入境旅行商——香港新华
旅游助理总经理Johnny so如是说。这
几天，海口市旅游委正在香港参加第29
届香港旅游展，面向香港游客和香港旅
行社推介琼北的旅游资源，受到当地旅
行商的欢迎。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旅游委了解到，
为将香港打造成海口的客源入境“桥头
堡”，从6月11日至6月14日，海口观澜
湖等涉旅企业在市旅游委的组织下组团
参加香港旅游展，还在当地举办了两场旅
游推介会，推介海口及琼北旅游产品，借

香港国际枢纽城市开拓境内外旅游市场。
推介会期间，海口市旅游委就海口

及琼北旅游度假产品、暑期游、高尔夫等
几大主题产品，与香港新华旅游、港中
旅、大航假期、EGL、高富假期等香港旅
游市场影响力最大的8家旅行商，深入
洽谈旅游合作。几家大旅行商对加大马
力向海口输送游客表示出强烈意愿。

洽谈过程中，Johnny so表示，近期
旅行社对海口暑期旅游十分看好，同时对
海口旅游全年产品都很有兴趣并且也一
直在做。但目前存在旅游团队航班机位
制约问题，如能协调解决这一问题，香港
游客到海口旅游的未来市场将更加看好。

“海口高球硬件条件相比周边地区，

优势十分明显。”以经营高尔夫旅游产品
为主的香港高富假期总经理李永福说，
之前通过高富假期向海口输送的高球客
数量很可观，此次和海口观澜湖再次重
点合作，希望能在协调好航班机位的同
时开展系列活动，力争游客输送量恢复
到历史水平。

香港在亚洲乃至世界旅游客源市场
上都占有重要席位，也是海口拓展国际
市场的重点区域。据了解，当前香港通
达海南的航班每日有4班，分别是海口2
班、三亚2班。香港旅行商已将海南旅
游产品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海口+博鳌、
海口+博鳌+五指山等四天三晚产品；一
类是以三亚+周边的产品。海口在高尔

夫康体旅游、温泉养生、商务休闲、文化
美食等高端旅游产品上，对香港游客有
一定吸引力。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海
口与香港有良好的区位互补优势，海口
将以香港旅行商的产品分类为抓手，继
续细分市场，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开发特
色鲜明、针对性强的旅游产品来稳固提
升香港市场客源。同时，海口将继续联
合观澜湖集团等旅游企业开展宣传推
广，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开展宣传促
销，同时推出更多针对性高端旅游产品
以及“一程两站”旅游项目，吸引更多的
香港居民及香港地区外籍人士到海口及
琼北旅游。

海口涉旅企业抱团推介

香港旅行社钟情椰城暑期游

本报嘉积6月14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林雯晶）6 月 13 日，琼海大路
镇亭子坡村充满了欢声笑语，游客、
骑行爱好者、村民们汇聚于此，第二
届“琼海味道”嘉年华活动——大路
镇端午美食（粽子）文化周活动暨大
路镇梦幻田洋景区的开园仪式正式
启动。

万水千山“粽”是情，此次活动主题
丰富、精彩不断，不但有“粽”王争霸赛，
亲子体验包粽子比赛的乐趣，谁包粽子
最厉害现场当即一决高下；“夺宝奇兵”
之“五朵金花”，边赏美景边寻宝，赏景
娱乐两不误；还有特色牛宴大杂烩，在
牛庄享用大路特色“牛宴”，吃牛粽、赢
金牛，把牛运带回家；更有大路农耕文
化体验，大手拉小手一起种“太阳”，当
一回农夫，让最美的“田园梦想”在醉美
大路生根发芽。游客们回归田园，置身
其中，感受农耕文化的乐趣，玩得不亦
乐乎。

端午节好吃好玩

琼海大路镇：
梦幻田洋开园

本报那大6月14日电 （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黄洋 张琳）在儋州市大成镇
推赛村委会南吉村民小组，绕过绿油油
的稻田，跨过流水潺潺的小桥，就到了
500亩黄皮果园，这里正飘散出诱人的
气息：那满树金灿灿的黄皮果实，在阳光
照耀下闪闪发光。

南吉村有多棵百年黄皮树，最有名
的一棵“黄皮王”，比两个人合围还粗，据
称有400年左右的历史。

据了解，黄皮是具有食疗合一功效
的热带水果，含氨基酸、有机酸、膳食纤
维、维生素和钾、镁、锰、硒等多种微量元
素，还含有多酚类、黄酮苷等具有保健功
能的成分，具有开胃、消食、解油腻、松弛
肌肉紧张、缓解咳嗽、化痰平喘、预防感
冒之功能。

儋州南吉村：
500亩黄皮等你摘

本报嘉积6月14日电（记者蔡倩 通
讯员罗颖 姚实旺）青砖黛瓦现小镇、麦香
稻浪留田园，今天，记者在琼海市龙江镇
墟看到，街道两旁房屋的美化亮化改造已
基本完成，整体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突
显了这个绿色小镇的清秀风格。

龙江镇位于琼海市西南部，是万泉河
中游南岸的小城镇。去年，该镇结合当地
民居、绿色生态、自然田园等特色，以“碧
野仙踪 世外桃源”为主题进行特色小镇
改造。特色小镇改造自今年1月动工建
设，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80%，绿色龙江
小镇风貌初显。

改造后的龙江镇效果已经展示了出
来：青砖黛瓦、披檐飞龙与周围的蓝天白
云、碧水田园和谐相衬，给人以一种清爽
而又不失优雅的感觉。记者注意到，在房
屋的柱子与檐口交接处都以木雕龙纹作
为装饰。龙江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是为了体现龙江“龙”文化，也是作为地灵
人杰风水宝地的象征。

“要赶在月底把我的饭店装修一下，
和镇里的改造一起全新亮相！”龙江镇上
的居民姚传在镇上做了17年饭店生意，这
几天他的餐厅暂停营业，开始了装修工
作。他告诉记者，镇里启动特色小镇建设
工作以来，他对以后的饭店经营有了更大
的信心。

据了解，龙江镇一期项目工程总投资
约1000万元，主要对镇墟义龙路美化亮
化和万泉河路排水管网进行改造，改造街
道总长273米，涉及铺面56间，目前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80%。

龙江镇：

沉浸青砖黛瓦稻浪香

静谧祥和的定安古城骑楼老街引画家挥毫。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李健）6月10日，作为中国海南
第十三届盈滨龙水节的重头戏之一、海
南2015第四届“大海歌曲”电视大奖赛
预选赛在澄迈广播电视台拉开帷幕。
来自北京、沈阳、成都、海南四大赛区的
多名优秀歌手登台，激情角逐最美大海
之声。

本届大赛设演唱奖和作品奖两类
奖项，其中演唱类不分唱法、组别，表演
形式可以为独唱、对唱、重唱或不超过
三人的组合，歌曲作品参赛主题必须与
海洋或海南相关联，其他不设限制。比
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决赛和颁奖
晚会将分别于6月17日、19日晚在澄迈
金江绿地广场举行，奖金总额高达100
万元。

“大海歌曲”电视
大奖赛澄迈唱响
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

静美
这个端午怎么玩？浓浓的端午节日气息已经迎面扑来，相

信大家都已蠢蠢欲动地开始规划假期。静美之城定安携美景、
美食、美曲，盛情邀请各方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