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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特海南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说起宁夏旅游，大家可能大多知
道贺兰山，却不知道到贺兰山东麓还
可品葡萄酒。宁夏人了不起，在贺兰
山东麓自古从未耕作过的戈壁荒滩，
在乱石遍布的盐碱地，排除万难，引入
黄河水滴灌，将荒滩乱石变成了50多
万亩葡萄园，酿出蜚声海内外的葡萄
美酒。宁夏贺兰山东麓出产的中国葡
萄酒“加贝兰”，夺得了世界葡萄酒大
赛金奖。

葡萄酒节，国际葡萄酒博览会，一
系列有关葡萄酒的论坛、品鉴和旅游活
动，让葡萄酒不仅成为宁夏的新兴经济
支柱产业，也是宁夏吸引游客的新品
牌。宁夏为此成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
正厅级单位——葡萄酒产业发展局，宁
夏大学也成立了葡萄酒学院。

在酒庄品味酒文化

“葡萄酒分干红、干白和桃红，一般
饮食上，红酒对红肉，白酒对白肉，干白
和桃红更多是作为餐前酒饮用”……在
宁夏的酒庄，葡萄酒盲们可以大开眼
界，对葡萄酒的方方面面文化和知识有
一番了解。你可以见识葡萄酒从种植，
结果到采摘、酿造、发酵、橡木桶存储和
瓶储的全过程。

宁夏葡萄酒产业走的是“小酒庄、
大产区”的发展模式，酒庄，其实就是
一个个集种植、加工、销售、观光和旅
游为一体的葡萄酒庄园企业。与公司
流水线生产葡萄酒不同，酒庄酒是有
特指的，就是在酒庄里酿造出来的酒，
一般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称为酒庄
酒。一是适宜种葡萄的地域，拥有属
于自己的葡萄种植园，二是所种葡萄
不是作为商品出售，而是作为酿酒的
原料，三是酿造和灌装全过程都是在

酒庄进行。酒庄酒以生产高品质的葡
萄酒为目标。

宁夏已建成了72个酒庄，在建酒庄
58家，2013年宁夏首批评选出了10家
列级酒庄，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
一个实行酒庄列级管理的产区。

“品味宁夏——聚焦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文化长廊，中央和省级主要媒体大
型采访活动”分别造访了宁夏的张裕摩
赛尔十五世酒庄、中粮长城云漠酒庄、
立兰酒庄、类人首酒庄、西夏王玉泉国
际酒庄、贺兰晴雪酒庄、志辉源石酒庄
和原歌酒庄等知名列级酒庄。

在这些酒庄，你可以进入宽大的
地下酒窖，可以看到一个个储满葡萄
酒的橡木桶，是否经过橡木桶存储，这

可是葡萄酒高品质的一个关键环节，
据介绍，这是因为橡木自身带有很多
特殊的香气物质，能够赋予葡萄酒独
特的香气和口感。据云漠酒庄负责人
介绍，橡木桶全是进口的，一个成本就
要 8000 元。在酒庄参观，如果仔细
看，还能找到一些名人在橡木桶上的
手写签名呢。

在酒庄参观游览，游客还可以尝试
一下酿酒，体会一下DIY的乐趣，不过，
在酒庄，最激动人心的还是最后一个环
节——品酒。酒庄设有品酒室，主人会
大方地拿出他们酿造的最得意的葡萄
酒，倒入透明的高脚杯，请您品鉴。不
过，可不要一大口就喝下去了，主人说
了，品酒就是小小地品一口，剩余的可

以倒入旁边的瓮里。只是难得有如此
好酒，一般人都会一干而净吧。

贺兰晴雪酒庄
宁夏酒庄的开拓者

贺兰晴雪酒庄，没有张裕摩赛尔十
五世酒庄那样漂亮的城堡建筑，也没有
志辉源石酒庄那样用石头砌出的建筑
风格，也没有云漠酒庄那样大规模的葡
萄园，但却是不得不去探访的一个酒
庄，因为她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开拓
者，她出产的“加贝兰”，夺得了世界葡
萄酒大赛金奖。“葡萄酒世界从这里认
识了宁夏”。

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将内蒙古腾格
里沙漠的漫漫黄沙阻挡在西侧，才有了
东侧宁夏“塞上江南”的美誉。但贺兰
山东麓南北绵延二百多公里，自古就是
一片荒滩乱石，从未耕种过。但中国葡
萄业界专家认为，贺兰山东麓日照长、
降雨少、昼夜温差大，且是一片处女地
病虫害少，只要克服冬季气温低易受冻
害的影响，采用深沟种植、合理埋土等
技术，可以是中国最佳的葡萄种植区
域。1996年，宁夏将葡萄与葡萄酒产
业列为农业六个支柱产业之一。

容健、王奉玉，退休前是宁夏葡萄
酒产业协会的会长和秘书长，他们东奔
西走致力于在宁夏推广葡萄种植，但
2002年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冻害将
宁夏葡萄种植打入到冰点，2005年退休
后他们创立了贺兰晴雪酒庄，宁夏第一
个名副其实的酒庄，身体力行，大漠拓
荒，追逐葡萄梦。“我们酒庄最大的成
功，就是在贺兰山东麓产区的发展过程
中，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贺兰晴雪董
事长容健说。

贺兰晴雪的葡萄种植有10年了，品
尝起来十分香甜。2009年，他们生产的

“加贝兰”葡萄酒夺得了国际金奖，给全

宁夏的葡萄产业注入了强心剂。
“在‘想到’和‘得到’之间，最重要

的是要‘做到’。”71岁的容健说。
随着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区的

知名度不断提高，国内外资本纷至沓
来，国内葡萄酒业巨头张裕、王朝、长城
以及国际葡萄酒产业巨头保乐力加、酩
悦轩尼诗等，纷纷来到宁夏贺兰山东麓
建基地建厂。贺兰山东麓涌现越来越
多的优秀葡萄酒。今年5月，在意大利
举办的第22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萄
萄酒大赛上，中国斩获5金9银，其中宁
夏获1金四银。

宁夏完成了贺兰山东麓21公里生
态旅游专线和22公里酒庄中轴道路，
配套建设了10万亩引黄灌溉水利工程
和防洪工程，建设完善了旅游标识、旅
游厕所等服务设施，完成了5个葡萄旅
游宾馆的改造提升，吸引国内外高端人
士到宁夏品酒观光休闲。2014年宁夏
酒庄接待游客10多万人次。2014年，
宁夏葡萄产区还举办了中法酒庄酒、葡
萄酒旅游、列级酒庄发展论坛，接待了
德、法、美、澳等十多个国家考察团，以
及来自国内众多的葡萄酒参观考察团。

一个关于葡萄的紫色梦想，正在宁
夏渐渐落地。

丽星邮轮推出
海口母港航线
11月起每周多种航次前往越南

丽星邮轮“天秤星号”将于11月4日以海口
为母港，展开为期5个月，直至明年3月30日的
航次，提供三天两晚及四天三晚到访越南的多
种精彩短途航线。

据介绍，丽星邮轮以海口为母港推出每周
三、五出发的三天两晚越南下龙湾航线，和每周
日出发的四天三晚越南岘港、顺化航线，将进一
步吸引海南琼北、周边地区、大中华区以及海外
游客来到海口开启邮轮旅程。

丽星邮轮自2011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以
海南为母港。

云顶香港有限公司销售、市场推广及酒店
行政副总裁洪茂林表示，邮轮旅游是一种非常
轻松、方便的旅游体验方式。海南海口以及越
南下龙湾、岘港、顺化的港口设施日渐完善，配
套成熟，将成为客人喜欢的旅游休闲度假方式。

“天秤星号”到访越南下龙湾、岘港和顺化，
旅客可坐在邮轮上游览越南盛名的下龙湾，感
受自然遗产风貌，而岸上行程亦会欣赏醉人岘
港美溪海滩，以及顺化之皇城陵墓等。

除了精彩的岸上观光，楼高十层、长度与两
个足球场相若的“天秤星号”拥有专为现代旅客
而设计的各项设施以及舒适客房，配合丽星邮
轮赢尽口碑的贴心服务，为旅客提供自由、休闲
的海上星级度假村享受。

“天秤星号”七间不同风味的餐厅各具特
色，获奖无数的厨师团队每天为旅客精心烹制
各式国际美食和中式佳肴，而旅客也可在指定
的免费餐厅享用一天六餐。此外，“天秤星号”
的世界级娱乐和休闲节目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旅
客。

据悉，丽星邮轮是全球休闲、娱乐和旅游及
酒店服务业的领导企业──云顶香港的全资附
属公司。目前，丽星邮轮旗下拥有六艘邮轮包
括“处女星号”、“双子星号”、“宝瓶星号”、“天
秤星号”、“双鱼星号”及“大班”。 （鲍讯）

旧时光里，
享受一壶海南老爸茶
■ 本报记者 侯赛

一壶茶，一碟花生，或一两个面包，陈旧的
桌凳，围着三两个打扮朴素的茶客，闲闲静静
地“吃”着茶，絮絮叨叨唠着家常。这不是鲁迅
笔下的咸亨酒店，而是海口街头巷尾老爸茶店
中的一景。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中，海南的
“老爸茶”算是一朵与众不同的“奇葩”。

不像装潢精致，动辄几百元消费的茶楼会
所，在海南，“老爸茶”是地地道道的平民佳饮，
是真真正正的平民茶店。

海南的老爸茶店往往开在老街旧巷，临街
一间铺面，排个十张八张桌凳就是茶店，有的在
树荫下摆上几张桌凳，沐着清爽的海风，看着日
出日落，同样可以喝出一种悠然自得。

说起“老爸茶”，不要字面意思上理解为
只有老爸们去喝茶。在海南，你会发现原来
不止老爸们爱喝茶，男女老少都热衷于“老
爸茶”。

海口的老爸茶坊，时常在不同的方位装上
几部电视机，可边看电视边喝茶；三亚的老爸茶
干脆就不在房子里，而在街道两边的铺面前；屯
昌则集中在电影院的斜对面，与电影院的生意
相辅相成。而临高县文澜江近千米的两岸江
畔，茶客也是来往不断。

老爸茶店中，往往人头攒动，烟气缭绕，声
浪汹汹。服务员来回穿堂，忙个不停，给这个添
茶水，为那个端小吃，不过，总是热情周到。即
便是茶客就点一壶3块钱的茶，从清早一直泡到
下午黄昏后，依然是服务周到，实实在在，没有
人对你下逐客令。

老爸茶也曾遭人诟病，很多外地人刚来到
海南，会把“老爸茶”和懒惰、散漫、愚昧、庸俗、
不思进取等不良品质联系起来。而随着人们
在海南的生活日益久远，有一些内地人渐渐融
入海南文化中，放下了偏见，“老爸茶”作为一
种大众化、平民化的休闲方式，也得到了他们
的认同，尤其是内地来的农民工，在老爸茶里，
经常看到他们朴素的身影和舒畅的笑容。

老爸茶店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意、休闲，在这
样的茶店里，尽可以卸下虚伪的外装，尽情地放
松心情。在这里，你不必正襟危坐，故作斯文，
也不必恭恭敬敬。

包容性强是老爸茶店与其它茶店相比之
下最为不同的一点。这种包容性首先体现
在老爸茶的经营内容上。老爸茶可以中西
结合，既有西式茶点，也有中式餐点，还兼有
各种地方小吃。在这里，茶客们常常是边喝
茶边吃小吃，小吃品种多种多样，有番薯汤、
绿豆浆、清补凉、鹌鹑蛋煮白木耳、“煎堆”、
猪血杂拌等等，甜的、咸的，应有尽有，各有
风味。

着装要舒适
准备秋游，最好穿轻便、宽松的

衣服，着装要舒服。最好不要穿过
硬的皮鞋，特别是新鞋，以防磨脚影
响行程。在出游前，对山上的气候
特点应有所了解，争取在登山前得
到可靠的天气预报。带好衣物御
寒，防止感冒。

安全最重要
秋季是登山的好时节，在欣赏

美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登山前应
先检查身体。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
中、老年人，要做全面身体检查，以
免发生意外。事先了解登山路线，
计划好休息和进餐地点，最好有熟
人带路，防止在山中乱闯。另外，不
要为了欣赏一些“不可及”的风光，
而攀登山石、树木、房屋或涉水。

秋风送爽，登高远眺正当时

重阳登高不远游
爬爬琼岛这些山

酒窖里的橡木桶。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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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重阳登高处，踏秋正当时。农历
九月，正是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登高
远眺的好季节，登高不仅令人神清气
爽，也可以健身祛病。重阳节登高的
习俗由来已久，在海南也不例外，海
南民歌《十二月歌》中所唱“桓景避灾
传后世”，讲的就是重阳节登高避祸
的传说。

可能很多人印象中海南没有什
么名山大川，甚至没有什么高山。提
起海南的山，大多只知道五指山。但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除了声名赫赫
的五指山，海南的卧龙山、东山岭、牛
岭、铜鼓岭、尖峰岭等也无不蕴藏许
多灵气。

《旅游周刊》记者将为您推荐海
南各大名山的看点与玩点。有心的
你，不妨带上家人，选定一处登高的
好去处，流连于秋日山水，感受不一
样的重阳之秋。

铜鼓登高望远寄幽思

如果您家在琼北，不想走太
远，那可以就近选择文昌铜鼓岭去
登高。

位于文昌龙楼镇的铜鼓岭，山美
石奇，传说动人，素有“琼东第一峰”
之美称。铜鼓岭主峰海拔338米，三
面环海，地貌奇特，植被繁茂；景区不
仅有神庙、和尚屋、尼姑庵等古迹，还
有仙殿、仙洞、风动石、银蛇石、海龟
石等奇岩异石。

在文昌，每到阴历九月初八晚
上，不少本地人都会赶到铜鼓岭山
脚下，天不亮，家人便一同爬山，趁
日出之前登临山顶，观日出，听涛
声，为美好的生活祈福迎祥。“每逢
重阳，到铜鼓岭登山的游人就特别
多，总有走散的家人，在登山时你呼
我喊，叫嚷声不绝于耳，十分热闹。”
家住文昌的陈女士兴致勃勃地告诉
记者。

据史载，明代礼部尚书、定安人
王弘诲在游览铜鼓岭后，钟情于此间
山水，后倡议海南文人、学子每逢“九
九重阳”之际，在此吟诗作画，缅怀先
人。此后，每年的重阳前夜，游人登
高望远，吟诗作赋，成为铜鼓岭上一
道风景。

卧龙山享“景观二十绝”

在岛内，相对于文昌铜鼓岭的知
名度，屯昌卧龙山只能说仍在深闺。
卧龙山是屯昌境内久享盛名的一座石
山，海拔499米。神奇的卧龙山，自古
就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远古时候，一神龙受天皇之
命，降临此地，为人间消除灾难，乡民
们方得安居乐业。为了千秋万代不再
遭有苦难，乡民们便乞求仙龙永远镇
守此地以保太平，见到乡民一片诚心，
仙龙便化为卧龙山，永驻于此。

远眺卧龙山，只见四个山峰和几
个高低不等的小山岭蜿蜒相连，状如
卧于地上的长龙，由于山上天生地设
的石头千姿万态，处处有景，而且奇异
美观，古来就有“卧龙山景观二十绝”
的美誉。

东山岭观“飞来石”

相信很多人都记得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片头中那一块神姿仙态的
“飞来石”，它就在被称为“海南第一
山”的东山岭上。

东山岭风景区在万宁市东2公里
处，因三峰并峙，形似笔架，历史上又
叫笔架山，是海南开发较早的旅游景
点之一。曾与五公祠、鹿回头、天涯海
角等景点齐名。东山岭面积有10平方
公里，海拔只有184米高的东山岭遍山
都是奇石，“一线天”胜景之处的风动
石，它重达百余吨，能在海风的吹拂和
人力的推摇下产生晃动。

东山岭濒临南海，景色十分秀
丽。岭上还有多处古迹和庙宇，均为
省重点保护文物，其中潮音寺尤为海
外侨胞重视。

牛岭观海感受气候两重天

自驾沿东线高速从海口去三亚过
的人都知道，当行走到万宁和陵水的
交界处时，必须过了牛岭隧道才能判
断三亚的天气。牛岭，将海湾一分为
日月湾和香水湾，也划分了两边的天
气，常常是日月湾正沉浸在雨雾之中，
香水湾却阳光灿烂。

牛岭目前已建风格独特的观海
亭，有盘山公路婉蜒而上。这里，蓝
色的大海如锦缎一般，锦缎上陈列着
一颗翡翠，便是那名叫分界洲的绿
岛，左边是万宁的石梅湾，右边是陵
水的香水湾，头顶是澄澈而纯净的蓝
天，身后是滴翠的青山。在这里，海、
天、树、山都脉脉含情地凝视你，使你
溶化在大自然美丽而甜密的温柔之
中。

登尖峰岭，走进生物王国

如果说海拔太低的小山对你没有
挑战性，而海拔太高又担心应付不来，
可以试试乐东的尖峰岭。尖峰岭是中
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
始森林区。

尖峰岭主峰1412米，林区最低海
拔仅200米，千余米高差的复杂地形，
形成了七种植物生态体系，拥有维管
植物2800多种，动物4300多种（含昆
虫），被誉为“热带北缘的天然物种基
因库”，是科学考察、山地探险、军事野
营的胜地。

在尖峰岭这个原始森林生物王国
里，还有美丽的卧佛仙山、天池映月、
尖峰观日、黑岭望海、银河飞瀑、古道
幽洞、三海（云海、林海、大海）奇观、猴
王弄观音、元军下马营等天然景观和
人文古迹。

小
贴
士

万宁东山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铜鼓岭上风光美。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贺兰山东麓种的葡萄。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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