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一场山海追日的心灵spaspa盛夏

旅途中，行者总有与
大自然赤诚相见的时刻。
日落与日出，是大自然界
的常态，也是自古以来文
人骚客不吝挥毫的对象。
既有山谷林间“日出而林
霏开,云归而岩穴暝”的豁
然开朗，也不乏莽莽黄沙
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的壮丽磅礴。而于海南
而言，日落与日出，是属于
山与海的开阔与灵动的。
正值盛夏，行走海南，不如
与小伙伴肆意来一次山海
追日，在山海互动中，寻觅
一处心灵的净土，感受一场
动静之间的心灵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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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落日熔金赶海追彩霞

“妈妈，快看啊，太阳公公掉到大
海里了，快把它捞出来吧！”8月10日
傍晚，四岁的多多拉着妈妈朱玉珍的
手，当看到太阳缓缓落入大海的怀抱
时，有些兴奋，又有些着急。带着小
铲子，小木桶，挽着裤腿光着小脚丫
在海口西海岸的沙滩边赶海，边欣赏
夕阳西沉，是不少家长与孩子晚饭后
的必备节目。“书上教孩子‘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诗
句，没想到当她看到海边日落时，她
的语言更像诗句，这就是大自然赐予
童心的礼物！”朱玉珍说，平时工作比
较繁忙，自己经常忘记要停下来看看
身边的风景，在面对辽阔的大海与夕
阳时，既是与孩子一起与大自然接触
的机会，也是自我心灵的一次喘息与
放松。

傍晚的太阳早已收起白天的灼
热与光芒，慢慢地由烈焰般的火球变
幻为硕大的、柔润的金黄色的半圆，
沙滩上的人们也变得灵动起来。放
目远眺，夕阳躺在大海的中央显得有
几许娇羞。这不禁让人想起郭沫若

在《日暮的婚筵》中，将夕阳比作涨红
了脸庞的新娘，海水比作其心爱的新
郎的诗篇。余晖下，依偎在岸边的一
对对情侣丝丝情语，牵手幸福徜徉。

“海口最美的落日应该有时伴有漫天
的彩霞，看到那一幕才知道啥叫‘落
日熔金’！”

在海口湾操作着四轴飞行器的
航拍爱好者史先生告诉记者，他认
为最好的落日观景点是在海边，海
口的西海岸、海口湾是不少航拍爱
好者和摄影发烧友架起长枪短炮的
常驻点。“海边落日的独特之处在
于，你会觉得太阳下山那一刻特别
的柔美，而且当漫天彩霞撒在无垠
的大海上，波光粼粼，流光溢彩，远
眺海天一线处的船只，就像驶入彩
云间。”史先生说。

文昌：登高守得云开见日出

如果说海边的日落对于岛民来
说显得寻常易见，那么登高望远看日
出，就要有心寻找了。

仲夏傍晚，不难看到铜鼓岭的海
滩边搭起红的、蓝的、橙的、绿的等多
个号称“豪华双人海景房”的帐篷，这

些“海景房”自带露天海滩大阳台，视
野开阔，枕涛听浪，好不惬意。

位于文昌市龙楼镇的铜鼓岭是
海南一大名山，素有“琼东第一峰”之
称，以它为中心，包括淇水湾、月亮
湾、石头公园等组成铜鼓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在这里没有三亚各大景
区的人群熙攘，可以选择一个拥有好
天气的周末，与三五好友或家人结队
到此露营“蹲点守候”美丽的日出，寻
得一方远离尘嚣的宁静。

次日清晨，待大海的鼾声将你唤
醒，爬到山顶上，只见云雾慢慢散去，
海与天相接的地方红光氤氲，但是太
阳爬起来的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生命衍生前的阵痛，等待，还需等
待。这时，你可以俯瞰月亮湾，远眺
渔帆点点，鸥鸟嬉戏，就在不经意的
一刹那，太阳犹如极力破土而出的新
芽，露出小半边脸了。

“我专门到铜鼓岭拍过六七次日
出，但是总是遇到多云天气，看不到
浑圆的太阳冉冉升起，十分遗憾。”摄
影爱好者林之钊说，所以，日出日落
也如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

在文昌，还有一个登高的绝佳去
处——海拔97.2米高的木兰角航标

灯塔，堪称亚州第一。它是中国航标
最高塔，塔上有360度的视野，夜晚登
塔远眺，夕阳西下，南海烟波浩淼，海
上夜景尽收眼底。

当然，别忘了和小伙伴们拿起手
机，拍几组有趣的追日图在朋友圈晒
一晒：或“手握”落日，或“脚踢”日出，
妙不可言。

乐东：山海互动日落天堂

一沙一世界，一海一天堂。位于
乐东佛罗镇的龙沐湾，汇集了山、海、
阳光、沙滩、渔火等多种元素，以山海
互动的旷世美景而闻名，被认为是世
上最美的落日海滩。

“龙沐湾位于海南的正西方，所
以太阳下山的时候速度很快，就像是
一个圆盘从尖锋顶上直落大海，坠落
时云层分层，色彩绮丽，十分壮美。”
林之钊说。如果你想像个野孩子一
样来一场肆意的“追日”，提起鞋子在
岸上迎风奔跑吧！一路上，夕阳余晖
染红的婆娑椰树，徐徐靠岸的渔船，
晚归的渔家，抑或碰到帆船竞技的爱
好者，一切就像一幅幅美丽的幻灯
片，在你眼前慢慢呈现。

和炸串的经年邂逅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海口，许多
好吃的炸炸都隐匿在巷子深处。一
块破旧的招牌，甚至是没有名字的小
店门前常常大排长龙，人们对于美食
的嗅觉是一致的。

一把长长的筷子，一锅金黄澄清
的热油，纤细的竹签上串起各类食
材。炸炸的制作很简单，将竹签连同
食物一起放进冒烟的油锅里，用筷子
压下炸串，食物中的水分瞬间气化成
一片白烟。不同的食材，油炸的时间
长短也不一样，全凭制作经验来奉献
最合适的口感。炸串店里的老板和
老板娘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所有的精
力都要投入到食物的制作中，选择吃
什么，全凭顾客自助挑选。

那一柜子的串串，琳琅满目——
荤菜类：牛肉丸、鸡柳、鱼丸、培根卷、
骨肉相连……素菜类：空心菜、生菜、
豆腐、蘑菇、海带、素丸子……主食
类：饺子、芋头、年糕、冬瓜薏……几

十种、上千根串串摞在玻璃柜里，首
先在视觉上吸引着“吃货”的目光，而
人们在选择时，毫不吝啬地拿起喜欢
的食物，看着它入油，焯掉部分水分，
油唧唧地出锅，涂上酱料，端上桌和
朋友们一同分享。

好吃就得功夫足

别看炸串制作的过程简单，在作
为串串呈现在人们眼前之前，食店往
往要付出更多的功夫。

每天的清晨，炸串店的老板符叔
都要一早开门。他长期和菜市场的菜
贩订菜，又因量足够大，菜贩们乐意把
菜送到店门口。但也有的食材，是符
叔家自己专门制作，比如牛肉丸。

这一道食材是符叔家炸串店的
经典，开了二十多年的小店，光靠牛
肉丸就能出名。“这丸子都是我们自
己家人汆的，真材实料，里面的牛肉
含量很多！”说起这个招牌，符叔有说
不出的自豪，牛腿肉去筋后切成块，
放在大砧板上，用特制的方形锤刀两
把，上下不停地用力把牛腿肉槌成肉
酱，加入少量雪粉、精盐、鱼露和味
精，继续再槌15分钟，随后用大钵盛
装，用手使劲搅挞，至肉浆粘手不掉
下为止，然后用手抓肉浆，握紧拳挤
成丸，用羹匙掏进温水盆里，再用慢
火煮丸几分钟，捞起牛肉丸才算大功
告成。多年来，做法一直如此，入油
锅前在肉丸上剪两道口子，充分和热
油混合，炸出的牛肉丸筋道、有弹性，
香味四溢。

而这只是一道食材的制作。现
成的食材，如空心菜、生菜，也都要清

洗干净，才串到竹签上。近30种食
材，十几个人汗流浃背，还得忙到中
午太阳当头，才算基本完工。

炸炸的灵魂伴侣——酱料

“老板娘，可以开锅了吗？”随着
午后第一批客人的到来，炸串店的一
天真正开始了。烧起火，大圆锅里的
油被烧得滚烫，一根根串将给人们带
来奇妙的味觉之旅。

尽管过了油，炸串的口感却并不油
腻。“食材本身最好不要太吸油。”姓陈
的老板娘说出秘诀，然而更加神奇的配
方，则是和炸串相伴相生的酱料。

作为主角的炸串，如果少了酱料
这一配角的佐伴，那根本就不能称之
为炸炸。番茄酱、耗油是酱料的基本
配置，涂抹在炸好的串串上，増味增

色。而有的食店，之所以令人铭记，
则也是取胜于酱料。

芝麻、香料、胡椒粉、椒盐、孜然
等多种佐料，按照独家的配方加入到
耗油中，再用番茄酱中和一味的咸
味，酸甜中带咸。独门的辣椒，也剁
碎，加入热油，让油气和辣味都不至
于太过。涂抹上这样的酱料，炸串才
仿若有了灵动的生命。

一般的炸炸人们都喜吃咸味，蘸
着酱料，和着热气，放进口里，表皮有
些许脆，内里是食物的原味，吃出混
合的美味。

还有的串串，人们更青睐于甜
味。冬瓜薏，这一海南人钟爱的小
吃，主料是地瓜粉，过油炸熟外层起
一层焦皮，再淋上香甜浓郁的炼奶，
一口咬下，弹力十足而又奶香四溢，
谁又能忍住不点个赞！

■ 本报记者 罗霞 实习生 石一涵

最近一段时间，境外多地发生旅游意外事
故，如何购买旅游保险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我省一些旅行社及保险业界人士表示，游客出
游前，一份合理的保险规划必不可少，可根据实
际情况购买相关旅游保险，为出游护航。

重视旅游意外险

跟团出游时，很多消费者认为旅行社已经
买了保险，自己没必要另外购买。记者从我省
一些旅行社了解到，很多旅行社提供的保险项
目为旅行社责任险，而没有旅游意外险。不过
一些大型旅行社在组织出境游时，会同时购买
旅行社责任险和旅游意外险。

旅行社责任险的投保人是旅行社，是为旅
行社在组织旅游活动过程中因疏忽、过失造成
的事故埋单，如果是游客本人自由活动中发生
的意外事故，不在该险种的保障范围内。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要注意区分旅行社责
任险和旅游意外险，旅行社责任险不能替代旅
游意外险。旅游意外险一般由游客自愿购买，
对游客个人原因产生的损失进行赔付，能为整
个旅游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意外伤害提供保障。

根据需求购买组合保险

对于很多游客而言，旅行社责任险和旅游
意外险是出行的标配，不过海南康泰国旅中国
公民旅游中心总经理何鹏提醒旅游者，针对不
同的旅游内容、身体状况等，游客可以购买包括
旅游意外险在内的组合型保险，比如针对一些
国家和地区的高额门诊费用，可购买医疗保险。

如果游客参与潜水、跳伞、攀岩等运动项
目，需要注意旅游意外险保险的免责范围，消费
者需要投保一些专门针对这些项目的运动保
险。除了以上提到的保险，保险公司还推出了
海岛游保险、境外邮轮短线保险、爸妈放心游保
险、航班延误保险、高原保险等针对特定项目的
旅游保险，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出国旅游前一定要注意，所买的保险条款
中是否有24小时全球紧急救援项目，并记清楚
保险公司的救援电话。

对于自驾游，很多车主认为自己给车辆购
买了车险就等于给自己购买了保障。实际上，
车主所购买的车险，保险范围不包括车上财产
的损失和车上其他乘客的人身意外。保险专家
建议出行前根据车况、目的地及途中的路况，可
以另外购买自驾游保险。

了解前往地签证的保险要求

不同的区域出境签证对保险有着不同的要
求，有的国家没有强制要求，有的国家在办理签
证时有明确的保险要求，甚至对于险种和保额
都有相关规定。出国人员应根据目的国不同，
量体裁衣购买保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申根协议国为
例，申根协议国家驻华使馆陆续统一做法，要求
中国因公人员在申办申根签证前购买国际旅行
保险。部分申根国家要求中国因公人员在申办
签证时提供保险单复印件，部分则要求提供保
险单原件或有关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不仅如
此，申根国家对中国因公人员须持保险单原件
入境的要求不尽一致，有些国家要求严格些，有
些国家相对宽松，甚至个别国家不同入境口岸
的要求也不相同。

外出旅游
买份保险才安心

炸炸：过油而不腻的美味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零花钱少的小时候，
吃炸炸是一件神圣的事，空
心菜、炸饺子都是我的爱。
十几年过去，当我自己挣了
钱，炸炸想吃多少就点多
少，而童年的味道依旧没
变，这是我们最幸福的所得
吧！”在网友“夜色茭白”的
微信朋友圈中，一则关于炸
炸的回忆引起了许多人的
共鸣。

炸炸，也称炸串，一种
将食材放在油锅里烹炸的
小吃，是许多生活在海南的
80后、90后喜欢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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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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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救助保险
只要是在投保期限内，游客无论

是在国内外的任何地方遭受到突发
的意外情况，都能够通过直接拨打相
关的电话获得无偿的救助。

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更多的是保障

游客在出行的过程中，因为遇到一些突
发的意外事故，导致的意外伤害，比如，
车祸、航空意外、客船意外等等情况。

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在旅行中，参加蹦极、跳伞、滑翔

以及漂流等项目固然刺激好玩，但也
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旅游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就是为了给游客在玩耍的
时候，提供一个保障作用。

住宿游客人身保险
投保费率比较低，一般只需要几

块钱就能搞定，还是可以选择购买。

航空人身意外保险
如果是需要乘坐飞机前往旅游

目的旅行。那么还要给自己选择一
个航空人生意外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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