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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咖啡
不可错过的

“七一”将至，沿着革命先烈的足
迹去感受那段红色的年代和激情的岁
月。

在母瑞山东北方一侧静谧的山林
里，河水叮咚，漫过山谷的巨石，从几
米的高处坠落至潭里，磅礴有力。潭
水的北侧，是30多米高的山岭，林木
长于绝壁之上，树影婆娑，夏日初到，
一树繁花。

潭水之中，是一块延绵横卧的黄
石，“红魂”二字，嵌于其间。“曾有18
个红军战士，被国民党军逼到山崖之

上，弹尽粮绝但决不投降，最后全都从
30多米高的山崖上跳下来，葬身谷
底，化为‘红魂’；鲜血染红潭水，世人
哀思如潮，特将这口原本没有名字的
潭命名为‘红军潭’。”母瑞山纪念园园
长王学广，今年已经78岁，对于红军
潭的故事了熟于心。

1932年7月，在蒋介石调集50万
大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

“围剿”的同时，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其
警卫旅长陈汉光率所属3个团1个特
务营，配合空军第二中队1个分队共

3000多人，气势汹汹赶赴琼崖展开
“围剿”。

一天清晨，母瑞山突然乌云密布，
此时，枪弹声打破了深山宁静，陈汉光
部队再次对红军发起围剿。枪林弹雨
之中，弹火飞梭，红军顽强抵抗，从清
晨至黄昏，陈汉光部队怎么也攻不下
母瑞山。

可18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在战斗
中与大部队走散，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18名战士弹尽粮绝。陈汉光部队搜
山抓人，战士们顺着山势向山顶行走，

被逼至山崖上。
“当时18名红军战士无路可走，

敌人的灯火离他们越来越近，”王
学广说，战火纷飞，子弹乱窜，一颗
颗子弹打在红军藏身的树林里，红
军战士都负了伤，那18名红军誓死
不甘被俘虏，就做了一个决定：他
们一个一个竟都纵身一跃，跳下了
山崖！

河水淙淙，水流漫过青草边，可就
在瞬间，整潭活水都被染成了红色，沿
着河道往下游流去，所到之处，无一不

是片片殷红……
2015年，为了纪念这18名红军

战士，定安县政府加大对红军潭的
保护开发，通往山上的道路、指示
牌、停车场等旅游基础设施都已完
善，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了解红军
潭的故事。

“来到这里，能感受到革命先烈的
英雄无畏，那悲壮的画面就在眼前，仅
仅是缅怀他们还不够，我们还得珍惜
现在的美好生活！”游客小符听完红军
潭的故事，动情地说道。

全国亲子游酒店
TOP10榜单

兴隆：最早的本土咖啡品牌

兴隆华侨农场位于万宁市境内，
始建于1951年，先后安置了来自马
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等地的归国
华侨上万人，是我国设立最早、规模
最大的华侨农场。

据说，在东南亚，大部分咖啡店
都是由海南人经营的。上世纪50年
代，东南亚的归侨们不但把喝咖啡的
传统和制作、冲泡咖啡的手艺带到兴
隆，还在兴隆成功引种了后来声名远
扬的兴隆咖啡。1960年，来兴隆农
场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喝了兴隆产的
咖啡后说：“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
我喝过许多外国咖啡，还是我们自己
种的咖啡好喝。”

兴隆咖啡的炒制技术是采用东南
亚的方法，兴隆这种本土咖啡最适合
这样炒制，在炒制过程中，不但要掌握
火候，而且还要适时地加上白糖、食盐
和牛油，这样的咖啡格外香浓。

当然，兴隆不仅仅有咖啡，还有
各国归侨从原所在国传承回来的各
种饮食习惯、风土人情，其中原汁原
味、独具特色的东南亚风味小吃就是
最吸引人的地方。

在兴隆镇上，有大小咖啡馆30
多家，其中一家位于兴生路上的“瓦
西里”咖啡馆除了经营大名鼎鼎的兴
隆本地咖啡，同时主打各式东南亚风
味小吃，在兴隆人气很旺，不仅很受
当地人喜爱，就连许多外地游客也都
会慕名而来品尝。

福山：让海南咖啡名扬国际

福山也是海南种植咖啡较早的
地区之一。早在1935年，印尼归侨
陈显彰成功把咖啡引种到了福山，并
为此成立了福民农场，产品远销东南
亚地区。1957年，朱德、刘伯承先后
到福山视察咖啡园，并在品尝后赞不
绝口，从此，福山咖啡开始在全国闻
名。

“文革”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福山
咖啡全面毁园。直到1976年，不到
40岁的福山农民徐秀义决定重振福
山咖啡的风采，成立集体企业，扩大
种植基地，与县联合建立加工厂，在
福山建立了第一个咖啡种植、加工、
贸易的企业。

近些年来，澄迈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咖啡产业的发展和咖啡文化
的宣传推广，不仅提升了福山特色咖
啡的口感和品质，还让福山咖啡的品
牌逐步名扬国际。

在福山咖啡风情小镇，国际咖啡

师冠军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
如今已成为中国咖啡界的高端赛
事。在今年的赛事上，来自英国、德
国、荷兰、波兰、澳大利亚、哥伦比亚、
阿根廷、乌干达、韩国、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24位世界级
咖啡师在福山对决，成为咖啡业界一
件盛事。

一位来自云南的咖啡业界资
深人士说：虽然全国95%咖啡产自
云南，而海南咖啡的产量还不到全
国总量的 2%，但是很多人只知道
中国海南咖啡，而不知道云南咖
啡，这说明，海南咖啡在打造品牌
和文化宣传推广方面，非常值得云
南学习。

由于毗邻省会城市海口，每到周
末节假日，都有很多海口人选择自驾
或坐动车去福山喝杯咖啡，这俨然已
成为一种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

琼海：呷歌碧欧 品乡土气息

在琼海，几乎每一个特色小镇的
打造，都伴随着一个当地本土咖啡驿
站的诞生：博鳌镇墟老南洋咖啡馆、
老房子咖啡馆、海边老房子咖啡馆、
美雅村水塘咖啡驿站、龙寿洋龙寿传
说咖啡驿站、嘉积老房子咖啡馆、中
原老南洋咖啡馆……咖啡馆承载着
乡土文化，已经融为琼海城镇化建设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期间，来自国内外的记者和嘉宾们都
喜欢去逛一个地方——博鳌天堂小
镇上的“老南洋咖啡馆”，大家都入乡
随俗称她为“老房子”。

喂猪槽、破旧的陶缸、老椅子、缝
纫机、老照片、粗陶盘……一件件饱
含乡土风情的物件，在琼海“老房子”
咖啡馆里焕发出新的生命，这种怀旧
情调和清新的乡土气息，在城市人眼
里颇有独特的魅力。

咖啡馆的菜单，用大量老照片配
以文字，将琼海人百余年来下南洋谋
生的历史娓娓道来。点单时，游客点
的不是一道道咖啡，而是琼海的特色
文化。

喝咖啡，当然更讲究。这里的咖
啡又被称为“歌碧欧”，采用的是海南
地道的本地咖啡豆与传统的煮法。
一个细长的铁皮罐子烧着开水，咖啡
小妹持一个纱布漏子，里面盛着研磨
好的咖啡粉。漏子在铁皮罐里高低
拉动，最原味的咖啡便都留在开水里
了。这样煮的咖啡味醇，浓香，满满
的海南本土的味觉记忆。

海南咖啡TIPS

兴隆和福山咖啡风情小镇上有很多
家咖啡馆，其中不乏地道的本土咖
啡，海口、三亚的消费者可以自驾前
往，也可以坐动车，交通便利。

琼海的“老房子”、“老南洋”系列有
很多店面，其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嘉
积镇万泉河带状公园里的，还有博
鳌风情区海滨街上的一家，在博鳌
镇政府对面，挨着“海的故事”。

在环岛高速沿线，一些加油站服务
区附近，海南侯臣咖啡驿站也十分
有名，对于自驾的人群而言，开车旅
途劳累，找一处这样的咖啡驿站歇
歇脚，喝一杯咖啡，不仅缓解疲劳，
也是人生的一处风景。

当然，作为国际旅游岛，海南除了本
土咖啡品牌，也有各大国际知名咖
啡品牌荟萃，例如海口，位于海秀路
望海国际广场和国兴大道大润发侧
的星巴克咖啡厅，还有位于新埠岛
的 韩 国 漫 咖 啡 ，都 颇 受 欢 迎 。

（佳飞 辑）

暑假将至，带着宝贝去哪玩？
目的地选择固然重要，而酒店的好坏，

其实更直接影响着这趟暑期亲子游行程的
品质。

专注口碑酒店推荐的“周末酒店”采集了
全国20万家酒店的3000万条真实点评数据，
经技术分析和提炼筛选出有亲子特色、口碑好
的酒店。亲子酒店排名更关注房间亲子度、
亲子设施、周边玩点、儿童餐饮等，三亚酒店
表现不俗，十强中占据三席。

喜欢喝咖啡的人都知道，海南不止有阳
光、沙滩、清新的空气，还有品质上乘的咖啡挑
逗味蕾。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海南咖
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且带一点特有的果味，
让人沉迷。

不过，在海南，咖啡不仅仅是一道饮品，也
绝不是“小资”群体的专利，更多时候，它是一
种大众的文化休闲的重要方式，时有浓重的乡
土情结，也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香醇美味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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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碧潭上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金茂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店

亲子设施：小花园、室内外泳池、带滑梯幼儿
泳池、小沙池、儿童游乐区（可进行画彩蛋、手工
艺、面部彩绘等活动）

周边玩点：亚龙湾沙滩
儿童餐饮：2岁以下儿童提供可送至客房的免费

儿童餐，餐厅设有儿童就餐区，12岁以下儿童免费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
亲子设施：室内外泳池、带滑梯的专人看护儿

童泳池、迪士尼礼品店、迪士尼造币机
周边玩点：迪士尼乐园（提供免费班车）
儿童餐饮：提供卡通造型食物、儿童椅与儿童

餐具，用早餐期间可与卡通人物合影

上海世茂佘山艾美酒店
亲子设施：泳池、儿童乐园、微农场、乒乓球、

沙滩
周边玩点：玛雅、欢乐谷、辰山植物园、月湖雕

塑公园、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儿童餐饮：1米以下儿童免费，1-1.2米半价

莫干山安缇缦度假区
亲子设施：农场可骑马、喂养小动物、采摘，儿

童中心可制作手工艺、玩陶土、绘画
周边玩点：莫干山
儿童餐饮：自助早餐6岁以下儿童免费，6-

12岁半价，早餐品种相对较少

广州长隆酒店
亲子设施：室内外泳池、乒乓球、中庭花园、养

了很多小动物，还有白虎、火烈鸟
周边玩点：长隆欢乐世界、香江野生动物世

界、广州鳄鱼公园、长隆水上乐园、长隆国际马戏
儿童餐饮：自助早餐选择丰富，而且环境很

好，可以和白虎火烈鸟共餐，小孩子喜欢，1米以
下儿童早餐免费，1-1.5米半价

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亲子设施：泳池、沙滩、儿童乐园
周边玩点：沙滩
儿童餐饮：设有儿童取餐台，提供棉花糖巧克

力喷泉，6岁以下儿童免费，6-12岁半价

千岛湖洲际度假酒店
亲子设施：室内外泳池、乒乓球，大堂吧播放

儿童电影，儿童俱乐部组织多项娱乐活动
周边玩点：千岛湖
儿童餐饮：餐厅设有儿童游戏区，1.2米以下

儿童免费，1.2-1.5米半价

三亚亚龙湾美高梅度假酒店
亲子设施：室外泳池、沙滩、儿童俱乐部、排球
周边玩点：亚龙湾沙滩
儿童餐饮：自助早餐选择丰富，并且提供至

11点，6米以下儿童早餐免费，6-12岁半价

千岛湖滨江希尔顿度假酒店
亲子设施：室内外泳池、儿童乐园、乒乓球、排

球、垂钓、自行车
周边玩点：千岛湖
儿童餐饮：设有儿童取餐台，6岁以下儿童免

费，6-12岁半价

常州环球恐龙城恐龙主题度假酒店
亲子设施：游戏室、乒乓球
周边玩点：常州恐龙园
儿童餐饮：设有儿童取餐台，1.2米以下儿童

免费，1.2-1.5米半价 （杨辑）

老房子咖啡馆。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南有机咖啡。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享受暑期亲子游的乐趣。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