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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百岁坊：
齿德兼隆留美名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然而在海南，活
到百岁并不稀奇。

临高，不仅有很多百岁老人，还有很多恩
爱的百岁夫妻。这些高寿的恩爱夫妻在这里，
谱写了一个个平凡而浪漫的爱情故事。

位于临高县博厚镇三省村的百岁坊，也称
“寿门坊”，由嘉庆皇帝下旨所立。据传当年，
临高有一位百岁老人彭京贤和妻子吴氏，不仅
夫妻恩爱，而且德高望重，因此留下了“齿德兼
隆”的美名。“齿德兼隆”，意指不但活得足够长
寿，而且为人德高望重，留下美名。

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说过：“天下
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
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意思是天下有三
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样是爵位（即官位），一样
是年龄，一样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
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而辅助君王治理
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后来，人们常用“齿
德”来指代年龄和德行。嘉庆皇帝亲笔题写

“齿德兼隆”便是对彭京贤夫妇最高的嘉奖。
时隔200年，海南彭氏族人仍视寿门坊如

宝物般珍爱。2007年，农历四月初三，海南彭
氏联宗会筹资修复寿门坊，并举行隆重的纪念
仪式，让宗亲族人瞻仰寿门牌坊。

而据史料记载，寿门坊原建于1807年农历
四月，旧址在临高县那虞都永宁乡三省村拜老
坡，坐巽（东南方向）向乾（西北方向）。后被迁
于现址，迁移的同时，当地人在距寿坊不远的
地方，又修建了一座寿星庙，三间瓦木结构，中
门设有神台，奉祀彭京贤夫妇两位寿星的牌
位。历经岁月冲洗，近几年，寿坊得到彭氏族
人的重新修复。

如今可见的牌坊，正中刻有“寿门”，背面
刻“齿德兼隆”，均涂彩色油漆，黄底红字，虽色
泽脱落，字迹却清晰可辨。坊体采用单间四柱
结构，每柱前后各有一条纹边风掌，石柱上刻
有一些文字，历经岁月的冲刷打磨，字迹已不
是那么明显，需靠近仔细辨读方可揣测出大意
来。内容包括：修建牌坊的官员职位和名称，
如“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
广东广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等，以及修
建牌坊的时间，如“嘉庆丁卯年孟夏月吉旦”等
字样。两旁刻有《懿行录》全文和“同光日月”、

“配老清宁”八个大字。
关于临高寿门坊的设立，民间这样传说

——清代，琼州府临高县那虞都永宁乡三省村，
住着一对恩爱的夫妻。男子名叫彭京贤，妻为
吴氏。彭京贤自幼饱读诗书，为一介书生，后娶
妻吴氏，贤淑善良，二人安分守己，日子过得十
分平静和谐。后来，为教育后代和流传历史文
化，彭京贤利用农闲之余当起了教书先生，在当
地教书育人，妻子吴氏顺从丈夫，一起行德积
善，夫妻俩恩爱地度过了一生。彭京贤去世的
时候已经100岁，妻子吴氏则活到102岁。当
时，官员觉罗长麟在视察琼州府时，听说了临高
县这对百年偕老夫妇的故事后深受感动，便上
表给当时的嘉庆皇帝，要求嘉许勉励修建一座

“寿门”以作纪念。 （本报临城6月7日电）

本报石碌6月7日电（记者邓海
宁）看龙舟赛、洗龙水、观湿地、包粽
子、品美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端
午小长假，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近
日结合镇区特色产品，开展“海的故
乡——昌江海尾特色小吃暨2016·
海尾龙舟赛旅游周”活动，推介三条
旅游线路迎接游客。

海尾镇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尾港是国
家一级渔港，海南五大海港之一，远
洋捕捞业和近海养殖业已形成规模

化发展势头，主要有马鲛鱼、红鱼、鲤
鱼、鲨鱼、石斑鱼等优质鱼类和麒麟
菜、东风螺、海葡萄等养殖产品，“海
的故乡”因此而得名。

海尾龙舟赛是海尾镇的特色民
俗活动，拥有悠久的历史，是海尾镇
的重要文化品牌。每年端午前夕，
在海尾镇辖区的海尾码头及新港码
头，休渔期的渔船戴上龙头，装上
花，渔民化身勇士，在激流中奋勇前
进。龙舟赛当天，锣鼓喧天，口号嘹
亮。举行比赛的码头、岸边人潮涌

动，大家整齐划一地为龙舟赛加油
助威，热闹一直持续到天黑才慢慢
散去。

今年端午节，海尾镇除扩大传
统龙舟赛规模外，还将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游客除了能观赏到精彩
的龙舟比赛，还可以品尝到正宗的
海尾美食。活动中，麒麟糕、艾叶煎
堆、山药粽子、发糕、猪肠粉等特色
小吃将一一亮相。此外，海尾镇还
为游客推介了三条旅游线路，让游
客们尽享惬意假期。

海尾镇（早茶：特色小吃煎堆、猪肠粉、
蛋球、白糕、海尾炒粉、米烂等）——五大湿
地公园（感受隐于尘世的一方净土，桃花源
地观鸟听涛）——南罗村（便民服务先行区，
午餐：双塘阉鸡）——大安村恩荣坊

澄迈白莲鹅
从海口出发，西环高铁的下一站就是“中国

长寿之乡”——澄迈。除了空气纯净，水质卓越
之外，成就澄迈“长寿之乡”的还有这里的养生
食材。其中，白莲鹅就是当地的美食担当。

在澄迈白莲镇，那儿有着许多散养的鹅，俗
称白莲鹅。白莲鹅以肉质紧绷，香浓可口而荣
登海南名菜之列。

白切吃法是白莲鹅最普遍的吃法。每天下
午四点后，在澄迈许多大街小巷，各种贴着白斩
白莲鹅标号的熟食摊出现，有些摊子前排起了
长队。一锅清水如何才能使一只大白莲鹅入味
好吃？原来，秘方是煮前“浸鹅”。“浸鹅”就是把
洗干净的白莲鹅放进加入姜、葱、白胡椒和陈皮
的水中浸泡半个小时，然后再大火烹煮10分
钟，再转文火烹煮半个小时，便可出炉。食用白
莲鹅时，当地人常常佐以什锦酱、辣椒酱、蒜粒、
生抽等蘸料，再挤些海南独特的青橘汁。

除了白莲鹅肉，白莲鹅肝、白莲鹅蛋也是特
色美食。白莲鹅肥肝是以法国朗德鹅与海南白
莲鹅杂交的鹅种，鹅肝约有6两至1斤左右，白
莲鹅肥肝可香煎、可烤制，还可白切。

（综文）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陈超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
鼓，一二三四五，你划龙舟我打鼓
……”端午小长假已临近，去哪里游玩
放松一下，是不少城市上班族和家长
们关心的问题。对于喜欢亲近自然、
对文化民俗活动感兴趣的人而言，在
小长假期间去澄迈感受龙水节的热情
以及体验当地特色民俗文化，无疑是
一个很棒的选择。

看龙舟赛，感受节日喜庆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澄迈县，河流
纵横，水系众多，盈滨半岛北望琼州海
峡，南至东水港内海。丰富的水域将澄
迈孕育成为我省独特的鱼米之乡，也成
就了这里独特的民间文化习俗。

赛龙舟，这一传统盛会在澄迈古

已有之，传承至今已成为当地展示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张名片。在金
江，每年的端午节都要举行规模宏大
的龙舟比赛。各村的老老少少也聚集
到两岸河堤，使这里呈现出热闹非凡
的喜庆景象。

今年龙水节期间，2016中国龙舟
公开赛（海南·澄迈站）在金江镇南渡
江中国龙舟活动基地举行，有来自上
海、广东、浙江、天津、福建、海南、香港
等地的28支队伍参赛，比赛气氛紧张
而热烈。

据悉，龙舟赛作为澄迈的传统体
育赛事，在澄迈有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从民间组织到政府主导，从龙舟
邀请赛到中国龙舟公开赛体育盛会，
赛事不断升级，氛围愈加浓烈，成功打
响澄迈龙舟品牌。

鉴于澄迈对中国龙舟事业作出的
突出贡献，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

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先后授予澄迈
“中国龙舟之乡”、“中国龙舟活动基
地”、“2012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全国优
秀赛区”等多项殊荣。

品瑞溪粽，唇齿间粽香浓

当然，到澄迈过端午还有一道不
可错过的美食，那就是瑞溪粽。

瑞溪是位于澄迈县南渡江边上的
一个小镇，这里美食众多，瑞溪牛肉
干、腊肉、瑞溪粽等，在海南“吃货美食
谱”上均赫赫有名。

瑞溪粽始于清康煕年，至今已近
350年。清初，瑞溪建墟，当时叫“崩
溪”（南渡江冲刷引河岸崩裂，时人称
为崩溪）。开张之日，各村各乡百姓，
舞狮舞龙，敲锣打鼓，肩挑车推各种农
产品、小食、手工艺品来开市，其中就
有粽子。府县官员、各地豪绅商贾前

来庆贺时，品尝粽子后一致称道：崩溪
粽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粽子！后来琼台
书院掌教谢宝来崩溪墟南文村，为曾
家修谱题写《南文八景》时，非常爱吃
崩溪粽。过后，村人为感谢他，便挑一
担粽子往书院答谢。谢掌教认为“崩”
寓意不祥，故改“崩溪”为“瑞溪”。瑞
溪粽子从此扬名，成为与定安粽、儋州
粽齐名的海南名粽。

走进瑞溪美食一条街，几乎家家
户户都包粽子，主打品种仍是猪肉咸
蛋黄粽子，以八角、桂皮、胡椒、秕谷等
制成香料，再将香料、白酒、生油、姜
汁、蒜头等拌入切成块的猪肉腌制，糯
米中有咸蛋黄、叉烧腊肉等，熟粽入
口，唇齿留香。

游红树林，感受自然魅力

看过龙舟赛，品过瑞溪粽，游客们

不妨再到澄迈红树湾湿地公园做个深
呼吸。

毗邻西线高速的澄迈富力红树湾
湿地公园，非常适合家庭亲子游。这
里依托2200亩红树林珍稀生态区域，
以生态和谐为主题，打造的是一个集
科普、环保、旅游、观光、度假于一体的
4A级生态休闲度假区。

这里有4.2公里原木木栈道、红
树湾湿地体验馆（博物馆）、火烈鸟
风情餐厅等7大配套设施，其中，嘟
嘟亲子游乐园、来自古巴的上百只
火烈鸟、呆萌的小羊驼等，都是孩子
们的最爱，家长们可以在陪伴孩子
的过程中，享受美好的假期和天伦
之乐。

逛完红树湾湿地公园，游客还可
以驱车到福山风情小镇喝杯咖啡，相
距不到20分钟的车程，十分便利。

（本报金江6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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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上午，游客可从海口/三亚出发，前往昌江海尾镇（自驾前
往时间约需3个小时）。抵达后，可前往新港码头观赏独具特色的民俗
活动——赛龙舟。龙舟比赛时间为当天16：00—18：00。晚餐可选择
品尝具有渔港风情的海鲜大餐，住宿湿地公园，体验湿地文化。

在“海的故乡”,玩转端午小长假假

三条旅游
线路推介

海尾镇（早茶：特色小吃煎堆、猪肠
粉、蛋球、白糕、海尾炒粉、米烂等）——
昌江核电站（我国最南端的核电站，核电
站内设有科技厅，令人大开眼界）——三
联塘兴村（午餐：农家特色风味）——三
联核电新村游（参观三联特色核电新村
风貌、辣椒基地、玉兔基地等）

白沙村（早茶：品尝白沙特色美食——
山药粽）——新港居委会（三大海港之一，捉
沙蟹、体验椰风海韵、渔家乐）——沙渔塘
（午餐：渔家风情特色海鲜）——沙渔塘风情
游（藏在深闺马荣港、乡土瑰宝古庙堂、深情
哺育古水井）

线路一
海尾核电工业游

（核电站需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电话
0898-66136688，成行后收取8元/人）

快来澄迈感受特色民俗

昌江海尾龙舟赛
线路推介

线路二
海尾贵族风情游

线路三
海尾观鸟听涛游

1 2

3

昌江海尾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2016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南·澄迈站）在澄迈金江镇南渡江段举行。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临高百岁坊（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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