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市琼山区
新潭村

万年火山岩千年冷泉养
育出的千亩荷花池，村民们用
火山岩在泉眼旁简单堆砌
起游泳池，免费供游
人赏荷纳凉享用。

琼海龙寿洋
万亩田野公园

赏完荷花再下塘采莲，而
且优质莲藕、莲子和藕尖优
先供应本地农家乐，饱了口

福自不负夏日时光。

博鳌莲花馆

与田野里的荷塘不同的
是，这里是国内第一个全面
介绍莲花的科技、应用、历史
等荷花文化的专门展馆，还
会定期举办荷花文化节。

莫负夏日好时光——

海岛赏新荷 花儿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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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这是
我的信念。而白鹭湖的美味恰好是一
张请柬，带着强大的诱惑，给我来而复
往的理由。

白鹭湖纯净的湖水滋养的罗非鱼
个头很大，有着最细腻、鲜嫩的肉质，

这是完美的烤鱼食材。五星大厨陈师
傅用精湛的厨艺呈现的烤鱼无疑是白
鹭湖中餐厅最具品质的招牌。被烤至
外焦里嫩的鱼玉体横陈在红油汤头
中，吸取了辣椒、花椒的麻辣和洋葱等
配料的浓香，再有些许咖喱味道的加
持，令这一道烤鱼有着不同于传统烤

鱼的多元的滋味。
海鲜西瓜皮煲也是陈大厨的经

典作品。这是最具海南妈妈菜特色
的菜肴，食材由西瓜皮、海虾、文蛤组
成。当切片的西瓜皮被翻炒至微软
的时候，加入文蛤汤头和微微炒香的

海虾，让所有食材在砂锅中充分沸
煮，直至西瓜皮彻底变软，汤头里充
满了果香与海鲜的滋味；当所有食材
独有的味道彻底相互交融，我们便拥
有了一锅色彩绚烂的舌尖问候，这是
盛夏的海南清凉的白鹭湖畔最清爽
鲜甜的味道。

白鹭湖的菜品远不止这些。五星
大厨陈师傅是一位腼腆的文昌男子，
对料理的热爱令他总是沉迷于新菜的
研发。本地的土鸡煲、牛肉煲、香辣田
鸡、蒜香排骨、西红柿炒鱿鱼、姜葱炒
蟹、清蒸带子等等或舶来的厨艺都是
味蕾的惊艳，几乎，在白鹭湖，我可以
品尝到这个海岛的所有味道。

而在这个海岛上，唯独在白鹭湖
才能体验才能品尝到的是湖心游船上
的晚宴。某个黄昏，我们泛舟湖心，微
凉的风拂面而过，白鹭在我们的头顶
盘旋，雅致的小游船在没有波澜的湖
面缓慢漂移，船上的火锅沸腾着，清甜
的空气中夹杂着山兰酒的清香。晚宴
只提供三道菜：椰子鸡汤、椰子牛肉、
椰子湖鱼。听上去很简单的三道菜，
却因着食材和料理的精致而成就了一
场难忘的美味邂逅。

琼中盛产会飞翔的鸡，白天采食
昆虫、野果，夜晚在枝头栖息，鸡皮香
脆，肉质精瘦紧实，肉香浓郁；琼中有
喜爱爬山的野牛，常年野生放养，皮厚
且富含优质的胶原蛋白质，肉质精致
上乘，以上安乡和什运乡的品种最为
著名；白鹭湖洁净清澈的湖水孕育的
湖鱼，个大却肉质细腻鲜美，鱼腩处的
脂肪柔而不腻，有独特的异香。所有

这些食材均是白鹭湖游船晚宴的精选
主角，而涮煮这些食材的是纯粹的椰
子水，不加一滴矿泉水或自来水，这是
最为震撼之处。

用餐的程序是，先涮煮鸡肉，在鸡
肉熟透并保持最鲜嫩的状态时食用，
椰子水的清甜完全渗透入鸡肉，每一
口汤，每一口咀嚼都是最唯美的享
受。当这一锅完成了使命之后，大厨
会清锅，倒入新的椰子水，开始涮煮牛
肉，然后以同样的程序，以鱼肉谢幕。
这样精致的晚宴，是琼中的奉献，是白
鹭湖的深情厚谊。在繁星璀璨的夜的
湖面，以如此可以改变人生观的美味
佐以琼中黎苗人家用心精酿的甜蜜的
山兰米酒，以及人们即兴唱起的情深
意切的黎苗歌曲做晚宴的主题，我以
为，这已不仅仅是一场晚宴，它甚至
是，上苍给予我的最弥足珍贵且铭心
难忘的恩赐。

白鹭湖畔，在琼之中。一个小时
的车程，可以丈量的是回家的距离，来
白鹭湖，于我而言是一种回家的情
结。从拥挤喧嚣的城市突围，给自己
一个可以尽情发呆的领地，以及喜好
美食的回忆，这是我与世界和解的方
式，也可以是你善待自己的凭借。

（全书完）

三亚酒店寻书香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夏日的海岛，一场大雨过后，空气较往常
相比更为清新沁凉。游客杨小姐连续两三年
选择来到三亚度假，正是因为鹿城的碧海蓝天
令她陶醉。而今年的三亚行，让她感到惊喜的
是，三亚给“酒窝一族”的服务愈加贴心，诸多
酒店都开设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书屋。

在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的书屋，杨小姐
度过放松而充实的一天。走进这方占地4800
平方米，藏书量达十万余册的书香乐土，让人
有种误入迷宫的错觉。“这是一个让人不愿找
到出口的迷宫，也是一片让人愿意选择沉溺的
书海。”杨小姐笑着说道，随后挑了一本文学类
书籍到老位置坐下静静阅读。

“环境好，让人能静下心来阅读。设计风
格和艺术气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藏书量也不
错。”市民李先生说，书屋里设计了戏曲文艺书
吧、设计书吧等空间，也有不少供读者坐下来
静读的阅读区，书架墙和植株盆栽等将空间巧
妙分隔，在宽敞的书屋环境里又保证了一定的
个人空间。

李先生感叹，三亚近年来快速发展，但文
化公共设施的短板明显，酒店开设书屋，不仅
能满足度假游客品书香的需求，也为本地市民
丰富业余生活提供平台。有了这么好的读书
空间，大家举办读书沙龙、品书交流等更加方
便，城市的书香味自然愈来愈浓厚。

如果说红树林酒店里的书屋是热闹尘世
中的一方乐土，隐秘在三亚半山半岛的幸福书
吧就是那尘世外的安静桃源。穿过帆船港、星
级酒店、住宅小区后拐进巷道，抬头看看左边
一排青绿竹林，再低头嗅嗅右边长出围栏外的
盎然花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桃源书
吧”映入眼帘。

走进幸福书吧，暖黄灯光洒在一面高5米
左右的木质书架墙上，像是一张让人无法拒绝
的邀请卡。书吧共有两层，560平方米的空间
里拥有近2万册的藏书量，历史、文学、艺术、
建筑、经济管理、小说、儿童读物等各类书籍应
有尽有。

“小而精。书吧远离市区，非常安静舒适，
而且这里的书看得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水
准挺高。”自今年2月幸福书吧开业，住在附近
小区，“嗅”着书香而来的候鸟王先生便把这里
当成了“第二个家”。

“现在来书吧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周围酒店
住客、小区居民，和慕名而来的书友。将书吧
开在隐秘于闹市之地，就是想让真正喜欢阅读
的人享受阅读的纯粹本质——读书、学习，让
读者、学者、作者可以在这里一起探讨、学习、
成长。”幸福书吧合伙人史岩说，三亚拥有绝美
的风景、绝佳的资源，但在公共文化设施上仍
存在一定的不足，人文气息较为匮乏，希望通
过开设幸福书吧能满足一定数量的读者阅读
需求，同时也希望能看到三亚有更多静谧读书
的出现。

随着度假旅游的深入发展，书屋等配套设
施愈来愈被旅游业所关注，近两三年开业的三
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三亚太阳湾柏悦酒店

等，都特别开辟大量空间
设立风格迥异的书屋、阅
读屋，以不断满足度假游

客心灵栖息
的 精 神 需
求，同时也
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市政
公共文化空
间缺乏的短
板。

琼海：田园寻花踪
来到田园城市琼海，自不免游览

一番田园胜景。在琼海找寻田园并非
难事，万亩的龙寿洋田野公园早已声
名在外，而这万亩的翠绿之中，有一处
百亩的荷花池，正引得游人入胜。

此时的江南，业已步入采莲的季
节，比起水乡的接天莲叶，龙寿洋的荷
花池多了一分田园的精致。别具一格
的热带田野风情与小家碧玉的清秀莲
花相融，呈现出的是不同于江南的秀
丽景色，也展现给世人一幅别样美景。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嫩绿的荷叶
已经密密麻麻的铺满，荷花亭亭玉立，
红的粉的白的连成大片，随风送香，令
人心旷神怡。荷叶上滚动的晶莹露
珠，掩映出尚未开苞的花骨朵，则令已
经盛开的荷花更多了几分妩媚。

倘若你以为龙寿洋的荷花不过是
在琼海“照搬”了江南的情景，那还有
出乎意料的惊喜在等着你。这片荷花
池中，还有着新种的太空莲花，在专家
的全程指导下生长的太空莲，有着与
普通荷花不同的姿态与样貌，想要饱
览其身姿，非得去趟龙寿洋不可。

仅仅是赏荷怎够？龙寿洋的荷花
池正酝酿着下塘采莲、挖藕等项目，本
地所产出的优质莲藕、莲子和藕尖还
会优先供应本地农家乐。赏完荷花再
下塘采莲，残留着泥土清香的莲子藕
尖随后就能摆上餐桌，饱了口福自不
负夏日时光。

诗人的眼里，荷花
盛开的时节总能激发
内心无限诗情。杨万
里用“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铺开西湖六月中的画
卷；孟浩然用“荷风送
香气，竹露滴清响”在
荷花盛开的夏夜怀念
老友；王昌龄用“荷叶
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
两边开”呈现出一幅优
美的采莲图。

仲夏时节赏荷，是
中国人千百年来未曾
改变的习惯，但看多了
西湖的景，习惯了江南
的荷，在南海之滨的海
南岛赏荷，会否别有一
番趣味？

没有冬天的海岛，
未至仲夏，已有多处开
满了莲花，不如趁着烈
日骄阳还未到来，一同
采莲去可好？

博鳌：花姿各不同
游遍了阡陌农家，看多了荷塘春

色，到博鳌镇换换口味吧，国内第一个
全面介绍莲花的科技、应用、历史等荷
花文化的专门展馆正坐落于此。

作为一座莲花主题科技、文化馆，
莲花馆不仅通过数字化手段全面展示
莲花的历史、文化、科技、经济价值等
综合内容，还特别突出强调莲花与佛
教、莲花与世界和平等内容，馆内在培
育、栽种象征中日友好的千年古莲大
贺莲等名贵荷花的同时，还会定期举
办荷花文化节。

在莲花馆门前的七宝莲池中，66
种名贵荷花在莲池内饱浸佛泽生长。
佛教视莲花为吉祥圣洁的象征。66
种名贵莲花的生长也有着“六合（荷）
同春”的吉祥寓意。

除了赏名贵荷花，莲花馆内还设
有多个展厅，包括《莲花与中日友谊》、
《莲花世界》、《莲花与佛教》三个文物
专题陈列展馆，以及一个全数字化的
《荷花科普》知识展馆，游人还能在《荷
花实用知识》展区带回属于自己的荷
花展品。

馆内目前全世界最全面、最权威
的荷花科学数据系统，在此能详尽了
解中国荷花种源及分布、栽培史略、形
态结构、生态习性、繁殖栽培、品种介
绍等内容。

赏荷还懂荷，何乐而不为？

万宁：岭下荷花开
濒临南海的东山岭，素有“海南第

一山”之称，遍山奇石与石刻，完美地
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长久以来，游人
不绝。如今，在东山岭脚下的永范村，
当地村民自筹资金种出的永范花海，
则已经成为每到东山岭游览的游客率
先落脚的地方。

与龙寿洋的花海有些不同，永范
村的村民们似乎更懂得将人与花融为
一体，精心修建的木栈道穿梭其中，可
步行、可骑行，与鲜花亲密接触，留下
一身清香。

永范花海之中，荷花的面积或许
并非最大，但仲夏之初，也只有荷花最
为靓丽。与一池莲花遥相呼应的是，
东山岭上佛法盛行、香火不断，莲花作
为佛教圣物而生长在东山岭脚下，游
人来此一赏，是否会多几分宁静、愉悦
与超脱？

赏荷之余，永范花海所栽种的薰
衣草、向日葵、格桑花、波斯菊等多个
品种的花卉，来去季节不同，永范花海
能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色。此次为
赏荷而来，待到薰衣草摇曳，能不再来
一次？

海口：采莲冷泉中
海口市琼山区那央村委会新潭

村，是片被绿色所覆盖的土地，蜿蜒的
村道与笔直的槟榔树相得益彰，美丽
的村景已足够使人流连。但在美丽村
景之中，实则还“隐藏”着一片近千亩
的荷花池。

村道好似迷宫般弯弯曲曲，但却
都指向那莲花深处。未见花开，先闻
流水声，亭亭如盖的古树下，潺潺冷泉
正在流淌。骄阳晒得人一身燥热，冷
泉却冰冷依旧，在当地人的记忆里，冷
泉已存在了很多年，不仅养育了新潭
村人，也养出了这千亩荷花。

与泉眼旁火山岩的黑形成鲜明对
比，荷叶的绿、荷花的艳，在阳光下更
显得娇艳欲滴。早在两年前，村民们
便用火山岩在泉眼旁简单堆砌起了游
泳池，免费供游人纳凉享用。“大自然
的馈赠，怎好意思用金钱来衡量？”当
地人的淳朴，真好似莲花品性。

若是运气好，能碰上当地人下塘
采莲，一叶扁舟穿梭在荷塘，虽不见采
莲女那绰绰身姿，向村民讨上两颗刚
采回来的莲子，清香充斥唇齿之间，哪
还记得夏日酷暑。

莲池不远处的小山上，依山傍水
的宝地里，葬着南宋名臣王居正。一
生忠于汉室的王居正曾力主抗金，却
最终被贬谪海南、埋骨青山，注视着泉
水生生不息、眼见这满池荷花败又开。

万宁永范花海

荷花的面积或许并非最
大，但仲夏之初，却唯有荷花
最为靓丽。这次是为荷而

来，下次还可欣赏花海
的不同风景。

海
岛
赏
荷
地
图

白
鹭
湖
的
美
味

■
小
米
飞
猫

龙
寿
洋
百
亩
荷
花
绽
放
迎
客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图表\石梁均

海鲜西瓜皮煲

白
鹭
湖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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