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安粽：
软绵浓香 回味无穷

从半壁富硒的土壤中孕育出的食
材，成就了定安粽子的营养与美味。

将采集的半老柊叶煮透晾干后
制成粽叶铺好，再浸泡精白纯正的富
硒糯米至柔软，淘在簸筐里滤干糯米
和黑猪肉。一般选用七分瘦三分肥
的本地黑猪肉，并用盐、香料等调料
调制好，再与用红土泥腌制的富硒咸
鸭蛋黄糅合在一起，经过大火蒸煮十
余个小时才能出炉。

轻解粽衣，沁人心脾的清香便扑
鼻而来。轻轻咬上一口，软嫩滑爽的
富硒糯米、肥而不腻的黑猪肉与醇香
的蛋黄完美交融，令人回味无穷。

定安粽子相传已有600多年的
历史，有着“海南第一粽”之美称。只
是不知食客陶醉于定安粽子的软糯
美味时，是否还会记起定安娘子青梅
和元代太子图帖睦尓的往事情缘。

洛基粽：
咸甜适中 清香甘醇

在儋州，粽子具体起于何时已无
据可考，但因东坡而闻名，却是大家
公认的。东坡有诗云：“不独盘中见
芦橘，时于粽里得杨梅。”可见，儋州

粽的馅儿自古便与众不同。
从猪肥肉、瘦肉、五花肉，到鸡

肉、咸鸭蛋、豆类、鱿鱼丝等，儋州粽
的馅儿种类繁多，不拘一格。其中，
又以添加咸鱼肉的洛基粽最为有
名。

洛基粽有两大特色：一是配料，
除有传统海南粽子的配料外，还特别
加入了咸鱼肉，令人胃口大增、口齿
生香；二是制作方法，以新鲜叶兰为
粽叶，以五月的优质糯米为料，以咸
水鸭蛋黄、农家猪肉等为馅，草绳绑
缚，入锅以柴火煮上八小时。

剥开热乎乎的洛基粽子，一股粽
叶混合着糯米的清香便扑面而来，油
而不腻、糯而不粘的内馅，咬上一口，
齿颊留香！

瑞溪粽：
口感酥松 油而不腻
瑞溪粽成名于澄迈县瑞溪镇，作为

美味小食经营始于明朝，名声大振于清
初。每年只有一个端午节，但瑞溪粽却
能让馋嘴的人们从正月吃到腊月。

不惜爬上五指山采摘新鲜粽叶，
前往屯昌采购最好的黑猪肉，去澄迈
九龙溪取来营养十足的鸭蛋……从
采粽叶、浸糯米、做粽馅再到包粽子，
每一道工序都饱含着瑞溪人的用心。

瑞溪粽的内馅十分不简单，以八
角、桂皮、胡椒、秕谷等制成香料，拌
以香料、白酒、生油、姜汁、蒜头等入
肉馅，口感酥松、味道清香。

经过长达12个小时的大火蒸煮，

被高温化开的肥猪肉和咸蛋黄的油脂
沁入绵软的糯米中，浓郁的香味在唇齿
间流淌，瑞溪粽的美名便也远扬开来。

和乐粽：
顺滑软口 香嫩浓郁

漫步万宁和乐的三角路，沿街的
店铺家家户户粽香四溢，一口口大锅
里不断冒出的热气，是老万宁人对粽
子的特殊记忆。

太阳河的温泉水与六连岭的山
泉水在此处相伴流入大海，孕育出

“吃海鲜的黑猪肉”、“喝海水的咸水
鸭鸭蛋”和“太阳河边的糯米稻”，和
乐粽子也因采用这些别具风味的原
料而飘香百年。

有了好原料，制作工艺也不能疏
忽。取肥瘦适中的五花肉切成小块后，
加入特制配料用手反复拌搓，直将配料
和黑猪肉达到完美融合为止。配料之
中，必不可少是手工磨制的兴隆白胡椒，
与肉馅搭配后香嫩浓郁，有火腿风味。

待到炉火烧得正旺后，摆出一溜
儿粽叶、糯米、肉馅、蛋黄，将这些馅
儿细细塞进野生豆蔻叶内，再用麻绳
将其包扎成三角形，投入锅内慢慢蒸
煮四五个小时即可。

这时，你只需备好一壶鹧鸪茶，
等候和乐粽糯而不腻、咸香适宜的滋
味，轻轻唤醒你的味蕾。

临 近 端
午，又到粽叶
飘香时。每到
这个时候，一
场“甜粽VS咸
粽”的南北之
争 便 硝 烟 四
起。其实，甜
咸只是“粽界”
的两大家族，
殊不知家族内
部的门派之争
也 是 此 起 彼
伏。

在海南，
定安黑猪粽、
万宁和乐粽、
儋州洛基粽、
澄迈瑞溪粽乃
“粽界”四大门
派，个个身怀
绝技，独领一
方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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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

旅游周刊

端午小长假，出境、出岛太过劳累和匆
忙，到海南岛的乡间去，更可以体验海岛独特
的端午民俗，而热带海岛的乡间田园风光更
是不容错过的“身边的美丽风景”！

作为2016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的重要
活动之一，6月8日正式启动的海南热带乡村
休闲游旅游季推出的精彩线路，或许就是这
个端午小长假最好的出行线路！

快乐自驾乡村游

昌江乡村二日游
●行程安排：
D1：早上8：00海口万绿园集合出发→

午餐→皇帝洞→七叉木棉梯田→晚餐→入住
昌江新春梅宾馆或瑞达假日宾馆

D2：早餐后出发→昌江核电厂→午餐→
儋州【峨蔓】龙门激浪→行程结束，返回海口

琼海探险自驾一日游/二日游
●行程安排：
D1：早上8：30出发→万泉河峡谷风景

区→午餐→万泉河漂流探秘→穿越热带雨林
→悬崖速降→峡谷溯溪→瀑布溪降→深潭跳
水→晚餐→入住琼海金银岛大酒店

D2：早餐→结束乡村自驾之旅，返回海口

都市减压乡村游

五指山都市减压两日游
●行程安排：
D1：海口出发→午餐（五指山农家乐）→

五指山热带雨林爬山→晚餐→入住五指山热
带雨林度假酒店

D2：酒店早餐→生态茶厂或蜜蜂养殖基地
→午餐（五指山农家乐）→五指山漂流→返海口

夕阳红温馨乡村游

绿色长寿生态乡村一日游
●行程安排：
东郊椰林→百莱玛度假村→八门湾红树

林自然保护区→途经绿色生态航天城→铜鼓
岭→宋氏祖居

“开心周末一家行”乡村游

海口周边乡村一日游
●行程安排：
西海岸带状公园→开心农场→午餐→世

外桃源生态谷（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底红树林）→返回海口

琼海博鳌纯玩一日游

景点：琼海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
区+玉带滩、北仍村、龙寿洋国家公园、潭门
风情小镇

“探寻原生”美食乡村游

古村落石板烤肉一日游
●行程安排：
G98环岛西线—火山口石山下高速—抵

达石山三卿村—午餐：石山特色石板烤肉用
餐—前往澄迈福山高速路口下—采摘番石榴
—红坎岭陶艺—品尝福山咖啡（自费）—旅程
结束返回海口

（指导单位：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线
路策划：海南省旅行社协会）

美食

■ 本报记者 侯赛

海南的公路是有表情的

“很多人选择去西藏自驾，那需
要力量和勇气，我比较胆小，更喜欢
绕行自己美丽的家乡。”正是基于这
样的种种局限，游记作家罗伶选择让
家乡的公路带着她和她的猫咪去旅
行，她认为海南的公路是“有表情”
的，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理位置，不
管是海南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还
是乡道，每一条道路都有不同的景
致，诉说着不一样的浪漫情怀。

地处热带的海南四季温暖，当驾
车行驶在洁净的公路上，看到葱茏的
植物在公路两旁延续，一会儿路过大
片田野，偶尔再邂逅一片丛林绿地，
不管是沿着一望无际的广阔海岸线
行驶，还是在山峦林莽，人车罕至的
宁静山谷公路穿行，上苍把所有的美
丽元素都点缀在海南公路的两旁，让
你很难体会到舟车劳顿之感。

不像其他省份，海南的公路不管
延伸到岛屿的哪一个角落，都没有扰
人的收费站，在这里，你可以自驾车

一路往前开，因为海南公路上的车辆
较少，可以一脚油门踩到底，也不会
打断享受愉快旅途的心情。

“驾车时毫无间隔的速度快感，
公路两旁无限美景对视觉的犒赏，当
清爽的椰风拂过脸庞，多重美好的感
官体验，绝对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旅
行体验。”说这话时，罗伶满脸幸福，
沉浸在某段海南公路旅行的美好记
忆中。

舌尖上的公路

海南公路每经过一个地方，都会
延伸出很多美味的诱惑，罗伶是一
个十足的吃货，时常踏上海南的公
路，去觅食。

先沿着海文高速去到文昌清澜
环球码头，那里鲜活实惠的海鲜让她
们大快朵颐，美味的小青龙虾是最上
乘的舌尖礼物。接着又去了万宁陵
水，再接着三亚，品尝肉质纤维更佳
的海鲜佳肴。而后沿着西线高速返
回，来到乐东和儋州，这里有她们最
钟爱的海鲜味道，因为海南西部海域
海水盐度高，海鲜不用放盐，依然很

有滋味，还有鲜美至极的临高海白更
是让她回味无穷。

除了沿着环岛高速捕捉风味各
异的生猛海鲜，对罗伶来说，走中线
高速也能觅到独特地道的海南美
味。中部山区的野味最为挑逗人的
味蕾，喝山泉水长大的野菜和竹笋、
会飞的鱼、会上树的鸡，这里丰富的
野味山珍定会让你食指大动，流连忘
返。此外，中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
一些特色的民族食物绝对让你大开
眼界，比如鱼茶便是其中的一种，这
种食物是用米饭和生鲜鱼肉和在一
起发酵而成，专门招待尊贵的客人。

而海南的民俗公期、农村嫁娶，
甚至寿宴丧葬等，也都会有不同的特
色美食等着你，这些美食都是当地绿
色无污染的食材烹制而成。海南本
土老百姓淳朴热情，如果你正巧赶上
哪个村子在做公期，那村民定是要拉
着你进家门撮一顿的。

发现更多未知海南

道路所延伸的是远方，是想象所
未知的地方，潜藏着诸多令人心动的

美好！在海南驾车，也许你不一定需
要目的地，只要周末的一个午觉醒
来，兜一下风的功夫，就可以到达城
市周边的一些村镇，你可以慢慢开
车，吹着海风，放松心情，尽情享受公
路陪伴你发呆的时光。看到好的风
景，也可以停下来，让心灵做舒缓操。

心血来潮，罗伶也会带上她的猫
咪，开上她的爱车，驶向海文高速，前
往文昌的方向，在大致坡路口拐下
去，然后开上省道，再沿着乡道去到
离铺前很近的地方，到那里去看木兰
头。“我管文昌叫海南岛最北边的天
涯，茫茫的大海，浪花拍打着礁石，遥
望海面上的灯塔，太平洋的海风轻坲
着脸庞，那种感觉太美妙！”

黄昏时分，当你的车舒缓地行驶
在一些省道或者乡道上，还会看到暮
归的一群群老黄牛，慵懒地甩着尾巴
悠闲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偶尔路旁
的树丛中，还会窜出一个矫健的黑
影，不要惊慌，那可能是调皮的黑山
羊在跟同伴玩捉迷藏。

海南的公路穿越青山，穿越四
季，引领你去到一个个前所未知的仙
境。

在 南 让公路带你去旅行

G98海岸公路
G98 环 岛 高 速

公路东线段途经海
口、定安、琼海、万
宁、陵水、三亚等市
县，是海南省重要公
路交通枢纽和东部
地 区 重 要 旅 游 通
道。公路两边视线
开阔，椰树、槟榔树、
水田等尽显海南的
生态、田园。

海南有很
多 美 丽 的 公
路，而且这些
公路都是有表
情的，它们连
接着如织的美
景，如含苞的
花蕾，每一组
花瓣的盛开，
都将一幅最美
的画面同时打
开，呈现在人
们眼前。

当你驱车
疾驰在沿海岸
线舒缓铺开的
环 岛 高 速 公
路，一边享受
驾驶带来的快
感，一边享受
海岸美景的视
觉盛宴；当你
驶进人车罕至
的幽静山谷境
地，独享一份
心灵与大自然
的亲密接触，
你会找到一个
久违的自己！

就让公路
带你去发现海
南，去遇见最
美好的自己！

海南四大名粽，
你更爱哪一派

线路

端午，
海南乡间品粽去！

海

■ 本报记者 刘贡 实习生 李梦瑶 ？
文昌滨海旅游公路。王凯 摄

端午节美味粽子。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岛公路旅行线路推荐

G224海榆中线
五指山段

海榆中线五指
山路段沿途弯道极
多，保持了较好的原
始山貌，自然风景秀
丽。沿途景点有：五
指山漂流、五指山旅
游区、阿陀岭森林公
园、五指山蝴蝶生态
牧场等。

沿海城市公路
三亚湾路

滨海的大道依湾
绵延，椰树成林。放眼
望去，东、西玳瑁洲（俗
称东岛、西岛）两座小
岛 浮 于 海 中 ，相 邻 而
望。沿途有：三亚湾、
旅 游 商 品 街 、海 月 广
场、椰梦长廊，10-20分
钟车程可达著名景点
天涯海角游览区、南山
文化旅游区等。

曲折回转的S形山路。宋国强 摄

海岛公路旅行线路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