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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符王润

亲水玩海：
感受大海的刺激

带孩子到海南，看海必定是少不了
的节目。在夏日的阳光下，这里的海水
会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蔚蓝。午后的海
水会带给人们沁人心脾的清凉。而傍
晚的海滩，则能让孩子感受到一个绚烂
无比的海天世界。

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海滨城市，三亚
的海当然是最不可错过的。三亚湾、大
东海、亚龙湾等地，都有着十分成熟的
旅游配套设施，无论是带着孩子在这里
漫步海滩，还是在安全的区域内嬉水，
或是坐在海岸上的凉棚里喝着椰子水
赏海景，都是十分惬意的事情。

而在蜈支洲岛、西岛等海岛上，孩
子们则可以感受到更加丰富的玩海体
验——潜水、香蕉船、快艇、摩托艇、空
中拖伞……多样的海上娱乐项目让大
人和孩子都能找到玩海的刺激。

冲浪，也是近几年在海南逐渐兴起
的一种海上运动。在万宁市的日月湾，
已经成为国内外较为知名的冲浪胜
地。为了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锻炼孩
子的体魄，很多来自大城市的家长都会
在假期带着孩子来到日月湾，在冲浪俱
乐部学习冲浪。在这种充满自由的海
上运动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
找到让自己充满快乐的理由。

近几年，随着海南西部旅游的开

发，西部的海湾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
野。和东部的海不同，西部的海，多了
一份“奇趣”。其中的昌江棋子湾，就以
其林立的奇峰、嶙峋的怪石而闻名。这
里海水清澈，沙质细白，岸边礁石间有
一片面积约几百平方米撒满彩色棋子
的卵石滩，白色、宝石绿色、土红色……
各种颜色的卵石似翡翠玛瑙，美不胜
收。

美食攻略：玩海，必定少不了吃海
鲜。在三亚吃海鲜，除了可以在一些经
济实惠的饭店吃到不错的新鲜海味外，
还可以自己购买海鲜后让一些加工海
鲜排档进行加工，这些排档只收取加工
费。万宁的美食也十分著名。万宁的
鱼汤，清淡鲜美，鱼肉也只需沾点酱油
就能品出美味。万宁的东山羊和和乐
蟹，占据了海南四大名菜的半壁江山，
是到访万宁不可错过的美味。

登山入林：
享受雨林的清凉

除了蓝色的大海，海南还有着神秘
而迷人的“林海”。暑期到访海南，登山
入林是最为理想的旅行选择，因为那里
将为你和孩子提供最为清凉的一片天
地。

五指山是海南最为著名的山区，这
里的热带雨林风景区十分壮观，面积达
10万多公顷。它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
流域、印度尼西亚热带雨林、中国的西
双版纳一起，是全球仅存的热带原始雨
林之一。

五指山热带雨林风景区集中了热
带山地雨林和热带沟谷雨林的典型景
观。从恐龙时代便生存至今的桫椤树、
野生兰花、乔木、小天堂鸟……在这里，
孩子们能看到种类繁多的珍奇动植物，
还能欣赏到千奇百怪的石头、风景各异
的瀑布群、幽深的潭水和经历沧海桑田
形成的大峡谷。

五指山峡谷的漂流十分值得一
试。地处热带雨林腹地的五指山峡谷，
因其水流落差急缓有致、险象横生和两
岸奇伟峻逸、云雾缭绕的山峰，有着“神
州第一漂”的美称。带着孩子出行，如
果觉得水流湍急、河道复杂的“勇士探
险漂”太过惊险，那么可以在相对平缓

的河段感受舒缓悠闲的漂流。在长达
4公里的河段中，乘坐橡皮艇，顺着平
和的水流缓缓前行，两岸的田园风光，
以及那在竹林中若隐若现的黎族村落，
一切都美得如一幅秀丽水彩画。

作为中国唯一地处北纬18度的真
正热带雨林，呀诺达热带雨林景区堪称
中国钻石级雨林景区。在这里，你和孩
子不但能够欣赏到热带雨林、峡谷奇
观、流泉叠瀑等美妙景色，还能感受到
别具特色的黎峒风情。由于这里有着
丰富的热带瓜果、南药、温泉等资源，孩
子们在享受旅行乐趣的同时，还能上一
堂有趣的科普课。

美食攻略：五指山和呀诺达热带雨
林所处地保亭都属于少数民族居住地，
到这里，当然要品尝地道的黎苗美食。
小黄牛、“五脚猪”、山兰米饭和用山兰
米酿造的“西并酒 ”等风味美食，都是五
指山和保亭的特色。各色的野菜也十
分可口，而且绝对健康无污染。

游镇逛村：
感受独特的人文风情

上山下海，海南的“山海经”能让人
们享尽海岛大自然的美好。而特色小
镇和美丽乡村，则能让你和孩子感受到
这个海岛的人文之美。

作为海南乡村休闲游的明星，琼海
的小镇和美丽乡村显然是不可错过
的。博鳌、潭门、中原、万泉……琼海不
同的特色小镇，都能给你不同的风情
——在博鳌镇，人们可以欣赏到独特的

琼海民居，可以带着孩子坐在别有风情
的咖啡馆里品尝当地特色饮品和小吃；
在潭门镇，人们可以品尝来自南海的

“爱国海鲜”，带着孩子听当地老船长讲
深耕南海的故事；在中原镇，人们可以观
赏到色彩靓丽的南洋建筑，与孩子分享
来自南洋的美食；在万泉镇，人们可以欣
赏到古色古香、风情万种的“万泉水乡、
河畔人家”，在中水侯王庙听老人讲述元
文宗图帖睦尔与万泉河的故事……

潭门镇的美雅村里，穿过小巷的凉
风送来阵阵花香；塔洋镇的七星伴月景
区里，人们骑着自行车穿行于搭建在硕
大鱼塘之上的木栈道上；嘉积镇的北仍
村里，人们正漫步在槟榔树下的林荫道
上……分布于各个小镇的美丽乡村，对
于来自大城市的孩子们来说，一切都会
是那样的新鲜。

北仍村是最不能错过的一个村
庄。这个曾经因为“彭麻麻”和各国领
导夫人的到访而名噪一时的小村庄，处
处都留有浓郁的乡愁味道。在这里，你
可以带着孩子体验骑行、采摘活动，还
能品尝到地道的农家菜，让孩子也体验
一次真正的乡野生活。

美食攻略：琼海的杂粮十分有名。
高粱卷、鸡屎藤粿仔、薏粿……在琼海
很多乡镇的食店里都会出售这些美味
又健康的杂粮小吃。而琼海的冷饮更
是品种多样，清补凉是最有名的一种。
这里的清补凉加入了薏米、芋头、西瓜、
通心粉、绿豆等十多种材料，再加入早
已冰好的香浓椰奶，一碗清补凉就能让
夏天变得如此美妙。

上山下海，游镇逛村

这个假期，“暑”你精彩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
故乡……”

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就
会对蔚蓝而神秘的大海充满向往。在
美景如画的岛屿省份——海南，除了吃
海鲜、看海景，还有更多亲海耕海的乐
趣，例如居住在海边的人们，根据潮涨
潮落的规律，常常赶在潮落的时机，到
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捡海螺、抓螃蟹、
挖沙虫等。这一俗称“赶海”的活动，既
是当地人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日
常休闲的一项乐趣。

到海南旅游，不妨跟着当地有经验
的渔民，一起去赶海，接受大海的馈赠，
感受当地渔乡的生活气息。

大美西部，体验赶海乐趣

海南四面环海，最南端的三沙市更
是如被大海环抱的孩子，一座座岛礁簇
拥在蔚蓝的大海上，每天接受着浪潮的
亲吻，迎接着海洋赐予的生命。应该
说，每一湾海滩都是赶海的圣地。遍布
的虾、螺、蟹、贝，是这里依海而居的人
们所熟悉的美味。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赶
海，是这里每个沿海村庄渔民们最熟悉
的活动之一。每当潮水退去，一些行动
迟缓的贝类海鲜就会被搁置在沙滩或
礁石上。这时候，人们纷纷拿着桶、篓、
铲等工具，去捡拾些鲜活的海鲜。一般
男人会去深海水窝里捞小鱼、小虾，女
人就在海滩上挖沙虫，或者海白蛤蜊，
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捡满满一筐螃蟹
呢！

由于赶海过程充满了乐趣，一些

外地游客来到海南也纷纷入乡随
俗，加入到赶海的人群里。只是，外
地游客不像当地渔民赶海那么专
注，也不在乎真正捡到多少“宝贝”，
纯粹图个好玩，当成一项休闲的娱
乐活动而已。

不过，相比于东部海岸人满为患的
场景不同，西部海岸更像是一个海边世
外桃源，这里静谧、温暖。传统渔村意
趣盎然的民俗底蕴、原生态的渔民劳作
与生活方式、野生椰林和礁石沙滩相互

混杂的海岸地貌，让海居生活更加充满
乐趣。

例如在临高，每当适逢退大潮，海
边附近的渔民就从四面八方，来到海滩
赶海，这时，海滩上总会看到忙碌的身
影，成为海岸线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小
鱼、小虾、蛤蜊、寄居蟹、海蛎子、海白、
海绿菜……都成了赶海人眼中的宝
贝。挖海白蛤蜊的，一般要挖到沙的两
三寸深，蛤蜊以窝居为主，海白零星散
布在沙层里和赶海人捉迷藏。如沙滩

上突然喷射出细水柱和小气泡，或看到
沙滩上有几处小眼，那下面肯定就是有
螃蟹或海白在活动。寻找，收获，其乐
无穷。

尝海品鲜，接受大海回馈

在东部、南部海岸，也有很多渔
民赶海，但相较西部赶海情形不同的
是，这里的游客通常更看重赶海品尝
海鲜的美味。有人说，以“吃海鲜”为
目的的赶海，琼海潭门则是最好的选
择，离海口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而
已。

在潭门吃海鲜，既能吃到近海的鱼
蟹，又能吃到三沙远海的石斑、黑鲳、白
带、苏眉、龙虾、红口螺……每年的十一
月至次年二三月份，是马鲛鱼最肥美的
季节，这时候来潭门，一定要点一份煎
马鲛。

每天凌晨三四时和下午四五时，
近海的渔船就会返航，带给海鲜店最
鲜最美的鱼虾，远海作业的大船几乎
一两天就回来一艘，潭门的海鲜店近
水楼台能挑最好的鱼虾，所以常年吸
引各地游客慕名前往，吃海鲜超过了

赶海的乐趣。
三亚的游客则大多去市场上挑选，

少数“资深”的游客才会知道在亚龙湾
等海边，可以等到退潮的时候，跟着渔
家女一起赶海，品海尝鲜的同时，体会
一次逐浪淘沙的乐趣。

挑选时机，提前充分准备

当然，如果没有当地渔民带领，赶
海也是有风险的，需提前做好功课和准
备。例如有些海边靠近山体，会有坚硬
的石头，或者没山但有石坝的地方，石
缝里会生牡蛎，牡蛎壳十分锋利，稍不
留意，就会被其划破，所以最好穿上军
用胶鞋，如果想捉螃蟹，最好还得戴上
手套。

此外，临高渔民符哥告诉记者，赶
海一般选择在大潮汛最好，因为大潮汛
海水退得又远又快，这时留在滩涂和泥
沙上的贝类海鲜较多，收获丰厚。还
有，每种海产品的栖息地不同，就临高
而言，螃蟹是最多、沙虫是最肥美的，喜
欢喝蟹粥或者沙虫汤的，不妨到临高的
海边走走，每逢退大潮时赶海，都能满
载而归。

酸酸甜甜

最是黄皮真滋味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盛夏，正是海南黄皮成熟的季节，此时各市县
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售卖黄皮的摊点，鸽蛋形金黄
色的小果儿一串一串束在一起，让见者无不口中
生津。那酸酸甜甜的滋味儿，是海南人夏天里最
美好的记忆之一。

作为中国南方果品，黄皮盛产于华南地区，并
不独产于海南，但由于海南独特的气候特征和水
土环境，这里的黄皮成熟期较早，常比内地黄皮早
一个多月上市，且果实肉厚多汁，酸甜适宜，色香
味俱佳，深受内地消费者的欢迎。

那么，海南最好的黄皮在哪里？民间流传着
一句俗语：“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成。”
说的是儋州市大成镇的黄皮远近闻名。据儋州市
大城镇党委书记林春晓介绍，该镇种植有2.8万
多株黄皮树，年产值突破1600万元，其中，南吉
村、调南村、新风村、小岭村分别留存有百年黄皮
园10多亩，尤其是南吉村，有一株古老的“黄皮
王”，两个人合围都抱不过来，据说已有400多年
的历史。

在儋州，提起历史悠久的大成黄皮，当地群众
自豪不已。据《儋县志》记载：东汉时期，伏波将军
马援率军在儋州大成镇明德村安营扎寨。据说马
援品尝路边的黄皮后，曾赞赏有加。而大军在桥
上取用河水，此地被称为“洗兵桥”。

大成黄皮有名还与它的气候特征和地形地貌
有很大的关系。据悉，大成地处丘陵地带，以砂壤
土为主，平均海拔138米，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
均降水量2250毫米，平均气温22摄氏度，非常适
宜黄皮树种植，因此，这里的黄皮有果大、肉厚、汁
多、籽少的特质。

时下，正值黄皮收获采摘的时期，来到大成的
黄皮果园，郁郁葱葱的黄皮树连成一道风景，那金
灿灿的果实挂在枝叶间，伸手可及。摘一颗下来，
小心拨开外皮，黄白色果肉连籽放进嘴里，酸甜的
口感，瞬间激活人的味蕾，慢慢吞下多汁的果肉，
吐出苦涩的籽，酸中带甜的感觉，唇齿间回味。

当然，海南除了儋州，在三亚、乐东、临高、海
口琼山等地均有黄皮种植，有些农村地区，几乎
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庭前屋后的空地上，一株黄
皮树，既是夏日遮荫纳凉的好地方，又可供随手
摘几颗黄皮来品尝，那酸中带甜的口感，给人无
穷回味。

不过，可不是什么样的黄皮都可以采了便吃
的。如果采错了酸黄皮，那酸到牙齿的感觉是给
贪吃者的小小教训。海南黄皮分为甜黄皮和酸黄
皮两大类，酸黄皮一般用来加工果脯、果汁、果酱
等；甜黄皮以鸡心种最为著名，这种黄皮果大皮
厚，种子一般有3至4粒，肉黄白，形如鸡心，口感
酸中带甜，回甘生津。

喜食黄皮的海南人不仅喜欢黄皮酸甜的口
感，还认为黄皮有很高的养生和药用价值。据
说，黄皮含有18种氨基酸、有机酸、膳食纤维、维
生素和钾、镁、锰、硒等微量元素，还含有多酚类、
黄酮苷等具保健功能的成分，具有开胃、消食、解
油腻、松弛肌肉紧张、化解咳嗽、化痰平喘、预防
感冒等功能，对人体血液、中枢神经、免疫系统等
都很有益。

海口市民吴小姐告诉记者，夏天吃黄皮时，还
可以将果肉、果皮和果核一起放在嘴里嚼碎，连渣
带汁一并吞下，味道虽有点苦，但可以起到降火强
心的作用。海南当地人认为，黄皮尤其是那些带
点苦味的，还有消暑、生津的功效，夏季户外活动
时如果感到口渴或头晕不适，不妨嚼几个黄皮，不
但生津止渴，而且可以有效预防中暑。

暑假又要到啦！在经历了又一个学期之后，孩子们即将迎来悠长假期。很多家
长也早早计划，希望为孩子制定一个丰富有趣的外出旅途。这个暑假，到海南来吧，
无论是蔚蓝的大海，还是葱绿的“林海”，无论是独具特色的小镇，还是整洁美丽的乡
村，这个海岛定会给你一个精彩缤纷的暑假！

到海南赶海

海岛渔民
收获的欢愉

共享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 假期，万宁日月湾会迎来众多到此冲浪的孩子。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 琼海市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百亩荷花盛开，十分适合骑行观赏。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儋州市光村镇沙井村海湾，渔民乘着海水退潮好时机赶海。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高中生们在呀诺达景区度过假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酸甜的海南黄皮深受众多游客的喜爱。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