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涛阵阵，海浪翻滚。在这片蔚蓝
中，许多勇敢的身影甩开一切，冲向大海，
追逐着海浪的节奏，迎浪起舞，自由如
风。在万宁日月湾，黄头发蓝眼睛、黑头
发黄皮肤、英文普通话和海南话，奇妙而
又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为日月湾、为
冲浪而停留的人们说，他们爱的是简单自
由和纯粹——一块板，一个人，一种生活。

日月湾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年平均
温度在24--28℃的海水，让冲浪者即使
在冬天也可以穿着裤衩尽情追浪；加上
年平均1-2米的浪高，绵长且有力，海浪
起浪频率多，日月湾是一处天赐的冲浪
胜地。随着2010年首届中国海南万宁
国际冲浪赛事的成功举办至今，万宁日
月湾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选手和
爱好者的认可，在世界冲浪的版图上，成
为后起之秀。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冲浪
产业在海南乃至中国的发展，也培育出
了万宁健康、时尚、动感的冲浪文化。

在日月湾的海边，有年近50岁、曾经
当过飞行员、高级调酒师，曾经生活在大
城市拿着高薪的法国人Chrisrophe，中
文名叫“豆腐”，而现在，他是国内首支少
年冲浪先锋队的教练，扎根在了日月湾。
经过两年多的培训，冲浪先锋队这群十几
岁的孩子冲浪水平进步飞快，已经在今年
的冲浪公开赛上集体亮相，傲立潮头，踏
浪而行，这让豆腐觉得十分满足。在这
里，每个周末和假期都会聚集着一群年轻
人。他们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求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点，他们说，冲浪是一种享
受，在与自然的合作中，让自己回归天
性。来自上海的周立是位70后，从事地
产行业的他因为此前过于忙碌，肩颈疼痛
等身体亚健康状态时常伴随着他，现在，
在日月湾冲浪俱乐部里，周立面朝大海，
脸上的笑容满足而从容。“站立在浪板上
感受飞翔般的速度与刺激，这是一个不断
挑战自我的过程。”

在逐渐成长为全球冲浪运动重镇
后，万宁已将打造日月湾冲浪小镇列入
筹划建设之中。未来，这里将集中展示
海洋文化、沙滩文化、水上运动文化、时
尚旅游文化，并以万宁国际冲浪节这一
节庆旅游为媒介，融文化、论坛、经贸、体
育等板块活动于一体，大力发展旅游和
休闲文化产业，使万宁成为海南省面向
国际开放和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

冲浪文化

浪尖上的
时尚动感

书法，或飘逸或遒劲的汉字带着墨
香渲染纸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书法在万宁，亦源远流长，兴盛不绝，安
放着万宁人的心灵旨趣。2014年，万宁
挂牌成为“中国书法之乡”。“万宁拥有良
好的书法文化氛围，作品众多，书法人才
辈出。”中国书法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赵长青这样评价。

万宁的书法口碑，自古流传。现存
古人书法作品中，以东山岭摩崖石刻书
法最为有名。早在唐代，僧人雷真海在
东山岭华封岩辟寺修道，是海南最早的

“仙山佛国”。历代朝廷宦官臣吏、文人
骚客登临东山岭吟诗作赋，在东山岭摩
崖石刻上留下底蕴深邃的书法作品有
118处，是海南最大的摩崖书法石刻群。

在当代，书法也已深深扎根在万宁
民间，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和民俗
活动。万宁书法大家有先生之风，草根
也不乏能人。在被省书法协会评为“海
南书法之乡”的万宁后安镇，就有许多农
民书法家。当地的书法名人官国云就长
期过着边打铁边写书法的生活，乐此不
疲，不仅打出了远近驰名的“后安刀”，还

书法文化

翰墨飘香
绵延至今

无论是在万宁的沙滩篝火晚会上，
还是在内陆城市的万宁城市推介会上，
总有一个节目让人眼前一亮：伴着明亮
欢快的音乐，身着印尼传统服饰男士们
手拿沙锤舞动，女士们则扭动着手腕、腰
肢翩翩起舞，跳到热烈之处，他们还会上
前拉起在一旁拍掌的观众跳起舞来……
这就是万宁侨乡的独特风情。

上世纪50年代，从印度尼西亚等东南
亚国家归国的华侨分三批落户兴隆。此后
10年间，一万多名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
的归侨陆续在这里安了家，生活、文化、习
俗大融合，形成兴隆独特的侨乡味道。

归侨文化
无法忽略的
异国风情

拥有不同风土人情，孕育多元独特文化

遇见万宁 邂逅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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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就像美景，总是让人惊喜迷恋，
在万宁，更是如此。不管是独具侨乡风情
的咖啡、点心，还是大海里的各色海鲜，总
有一款能抓住你的胃，抓住你的心。

美味“龙须”：

后安粉
后安粉是海南早餐中有名的“快

餐”，从点餐到端上桌可在三四分钟内完
成。后安的渔民满载而归时，天还未大
亮，为尽快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早点，他们
往往前一天夜里就熬好汤，吃时只要将
滚烫的汤注入粉条即可。因此，后安粉
的关键在于汤底，要用猪骨头、粉肠、大
肠、猪内脏等熬成浓汤。后安粉很有

“海”的特色，渔民往往把捕获来的小鱼
小虾和米粉一起煮，很快就能吃上一顿
美味。因此，后安粉的制作传统上，海
鲜、猪肉、咸海鸭蛋、炸虾米的配料是必
不可少的。

海南名菜：

东山羊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东山羊产

于万宁市东山岭。其美味据传是因羊
食东山岭的稀有草木所致，因此肥而不
腻、食无膻味、味道鲜美。在万城很多
大排档的东山羊火锅都非常好吃，羊肉
不膻，肉质很有嚼劲，肉汤鲜美，温热滋
补。吃过羊肉的汤还能接着煮芋头、豆
腐或者涮菜，一行人围坐在一起吃，别
有一番乐趣。

市井情怀：

兴隆咖啡
兴隆小镇有大大小小100多家咖啡

店，可最有当地风情和特色的，就是兴隆
老咖街。环顾四周，聊天休闲的既有市
民，也有慕名来此的各地游客，别具市井
味道。瓦西里、根据地、Aone、老华侨等
几家咖啡店最具代表性。点上一杯香浓
咖啡，搭配椰糯糕、千层糕、木薯球、板兰
糕等印尼风味美食，尽情享受最接近幸
福的兴隆咖啡时光吧！

异国风味：

印尼餐厅
兴隆很出名的伊萨娜印尼餐厅，餐厅

以印尼风味美食为主，也有东南亚和侨乡
风味的菜式。最有特色的就是这里的风
味咖喱，还有甜辣酱等风味酱搭配的海鲜
和蔬菜，深爱咖喱和东南亚美食的一定要
来品尝。整个店的装修风格也颇具印尼
特色，用餐的时候听着印尼传统音乐，仿
佛已置身异域，别有一番乐趣。

自然的馈赠：

港北鱼排海鲜
港北沿岸的鱼排海鲜，也叫水上餐

厅。排档的海鲜大都是出海的渔民捕捞
回来的，野生虾、和乐蟹、石斑鱼、各种螺
和扇贝任君挑选，鲜活的味道自然不用
说，而且价格公道。在这里可不能错过
和乐蟹，和乐蟹个大肉肥，满满的蟹膏配

上海南特色金桔蘸料，满口的鲜
美滑嫩入口难忘。吹着海风，品
着海鲜，大快朵颐，岂不快哉？

链接

百里海岸，天赐群峰，万宁这座山海之城拥有山的雄壮和坚定，也有海的辽阔与包容。在一年四季永不褪色的繁茂绿色中，勇于探索的万宁
人，不辜负上天的恩赐，将令人艳羡的自然美孕育出独特和谐的文化：传统、活力、安康……行走万宁，你会愈发感受到这片土地的丰盈和风情。

端午节刚刚过去，许多人还在回
味万宁和乐镇港北港的盛况：在“万宁
杯”2015年海南省龙舟锦标赛现场，
龙舟竞发、船桨翻飞，锣鼓喧天、人声
鼎沸，几里长滩，欢声沸腾，来自万宁、
定安、澄迈、文昌等市县9支参赛队伍
竞渡龙舟，欢度传统端午佳节。而在
今年“二月二龙抬头”时，在此举办的
中华龙舟大赛首站比赛，更是吸引了
数万观众前来观赛。

万宁的龙舟文化为何如此兴盛？
这座千年古城流传已久的龙文化，无
疑是最夯实的根基。

《万宁县志》记载：万宁在唐贞观
五年（631）建县，初为万安县。南宋
高宗绍兴七年（1137），改为万宁县，
这是万宁县名的最早记载。由万安到
万宁，自古以来，万宁人对于幸福安宁
的美好愿望没有改变，一直在延续。
而当地传承千年的龙文化，则是人们
对幸福和吉祥的祈盼。

万宁有四大主要河流：太阳、龙
滚、龙首和龙尾河，从河流的名称似乎
可以看出，太阳与龙在万宁人心中的
份量。如今，在万宁，依旧可以找到各
种龙图腾的痕迹，感受龙文化的传统
魅力。

人们说，万宁市有两条龙，一条是
出自万城镇西门社区的西门青龙，另
一条是出自万城镇宾王村的宾王红
龙。相传西门青龙为龙母，宾王红龙
为龙公，两条龙一雌一雄，一青一红。
无论是关于青龙还是红龙，已经延续
着几百年来甚至更长时间，承载着万
宁人对龙的崇拜与敬重。在每年的万
宁元宵灯会上，总有两条长达几十米
的巨龙翻飞，大人小孩总是在龙身下
穿越，近龙摸龙，据说这样可以给人带
来好运。万城镇西门社区70多岁的
陈正平老人说，原来每年春节前只要
扎龙的龙鼓一响，村里的妇女就会放
下手中的活，带着针线来到固定的地
点，缝制龙布。舞龙时节，只要龙鼓一
响，村里的男丁聚集在婆祖庙前，各就
各位，80多米长的龙转眼间由卧龙变
飞龙。如今，缝龙布，扎龙身，舞龙都
由专人来做，等龙扎好，就要带到流经
万城的太阳河边去喝水，取意为：取天
上甘露之水，地下泉脉之水，大海翻腾
之水，江河奔腾之水，神水福水，下水
显灵。相传只有龙喝水之后才会显
灵，才会保佑风调雨顺，保佑人们幸福
平安。

正是因为万宁人与龙的这种渊源
和情感，万宁的舞龙文化在海南享有
盛名，万城镇宾王村被誉为“海南龙
乡”。在人称“中国第一大澙湖”的万
宁小海，自宋朝开始，周边的村庄就保
留着每年赛龙舟的传统，只为祭奠海
神，祈求海龙王赐予捕捞好收成，并庇
佑渔民出海平安归来。

80岁的阿婆挑海水来煮盐，88岁的
老人一天骑行20公里，一对百岁夫妻加
起来210岁……这就是万宁的长寿印
象。目前，海南全省有百岁及百岁以上
长寿老人1944人，平均每10万人就有
百岁老人19人，是全国百岁老人密度最
大的省份，是名副其实的“长寿岛”“健康
岛”。2013年11月，国际人口老龄化长
寿化专家委员会授予万宁市“世界长寿
之乡”称号。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
示，万宁市80岁以上老年人19564人，
轻松享受着自娱自乐的优雅人生。截至
目前，百岁以上老人192人，人口长寿数
据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

在这里，长寿密码是什么？全程参与
了万宁申报“中国长寿之乡”活动的中国
老年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宝华这样解释：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万宁人口长寿的重要
基础；这里没有大都市的污染和喧嚣，是
民众放慢脚步放松心情的休闲养生胜地。

这个看似简单的说法，背后蕴含着十
分丰富的内涵：万宁年平均气温24.8℃，
森林覆盖率66.13%，环境空气质量达到
国家一级标准，生活饮用水达到国家地表
水II级标准；土质主要为红壤和沙土壤，
且都富含硒等多种人体所必须的微量元
素，含量为66%，是海南的富硒地区，因此
万宁所生产的农作物对人体健康长寿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万宁，悠久的历史
文化，造就了万宁人百事孝为先、孝敬长
辈的良好风尚。不仅如此，万宁人的长寿
文化还包含了优良的生活方式：知足常
乐、松弛有度，幸福指数高。

2014年“五一”期间，一场“万岁·万
宁——来自世界长寿之乡的影像”摄影展
在北京王府井开展，引爆京城。10名摄
影界新锐大师拍摄以长寿为主题的“万
岁·万宁”影像，通过摄影师们的独特视角

长寿文化
城市宣传
新亮点

龙文化
千年古城的

盛名

万宁美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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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的舞龙文化在海南享有盛名。

万宁兴隆农场的印尼归侨。 水木 摄

能写一手好毛笔字，被称为“铁匠书法”。
而像他这样的日常时间辛苦工作闲时就练
习书法的人，当地还有很多。万宁人对书
法的热爱，从写对联活动的热闹上也可见
一斑。据万宁市政协副主席李家淦介绍，
万宁堪称海南写对联最兴盛的地方之一，
每年腊月廿三到除夕，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人们现写现卖春联的活动，个别有名气的
书法家，则是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

目前，全市有书法协会、书法篆刻
协会、老年书画研究会、市政法书画创
作室等多家书法组织；后安、东澳、兴隆
等部分镇（农场）都有书协分会。万宁
的书法组织数量之多、根植民间之深，
令人咋舌赞叹。为了把万宁的书法传
统延续下去，万宁的书法培训从小孩抓
起。据了解，从1980年代起，万宁书法
协会分别在工人文化宫、市文化馆设立
青少年书画培训基地，定期举办青少年
校外书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
书画后备人才。全市中小学校普遍开设
了书法课程，并列入开展素质教育的一
项考核科目。如今，万宁市爱好书法、学
习书法、传承书法之风盛行城乡。

向大众展示万宁之美，直接、感性地反映
万宁独具魅力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彰
显万宁独一无二的生命质量和生存质量，
并涵盖了万宁的生态环境、市民生活、风
俗特色等方面，系统地展示了万宁独具魅
力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凭着“世界长
寿之乡”称号，近两年万宁的城市推广，便
打出“长寿”牌，将自身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和独树一帜的旅游产品推介出去，进一
步扩大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几十年来，东南亚语言、普通话以
及海南话的交融，逐渐演变出兴隆人
独特的口音。在兴隆，“兴隆普通话”
是唯一被华侨们接受的“官方语言”。
这种“兴隆普通话”既带有一些海南话
的语调，又保留一些客家话的口音，但
基本的语音语调仍是普通话。如今，
兴隆话里还留有很多如“巴萨”（市
场）、“锅比”（咖啡）等东南亚词汇。在
兴隆的大街小巷里，人们随处可以看
见身着“峇蒂”的人。这种花衬衫具有
浓郁的马来风情，在兴隆，无论是印尼
华侨、泰国华侨或是本地土生土长的
海南人都喜欢穿这种花衬衫。而妇女
们也大多烫发，涂着鲜艳的口红，别有
风情，若遇到重要节日，很多妇女还会
穿起独具东南亚特色的“纱笼”。

而在当地归侨的家里，异国特色则
更为显著。庞朝民是兴隆农场的印尼
归侨，不大的家里，摆满了各式从印尼
带回来的工艺品，墙壁上印尼风情的油
画甚是亮眼，身置其中的中国风老家具
看上去别有味道。东南亚元素与中国
风格完美的交融，这便是兴隆归侨人家
最常见的布置。热情的女主人则会为
客人们准备印尼特色糕点——水晶
糕。将事先调好味的板兰叶汁与木薯
粉搅拌充分后，倒入大锅中用大木铲快
速地用力来回搅拌，直至木薯粉在几分
钟后受热黏成一团后，便可用勺子盛出
切成小块，在装满椰丝的大盘子里滚上
一圈，沾满白色椰丝的绿色透明的水晶
糕便很快被端上了餐桌。要知道，这只
有在侨乡才能吃到。

书法深深扎根万宁民间。 水木 摄

优美环境吸引众多候鸟老人。水木 摄

在兴隆有机咖啡园品尝咖啡。乐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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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后安粉。 乐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