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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郭
萃）近日，有市民晒出海口海秀快速
路桥梁“开裂”图片，说海秀快速路
桥梁“裂”了。对此，海秀快速路项
目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所谓“开
裂”其实是桥梁工程中适应温度变
化的常规的结构处理，并不影响桥

梁主体结构安全。
记者看到市民晒出的照片上，快

速路主桥箱梁结构接缝处有宽约10
厘米的裂缝。记者在快速路实地走
访中发现，桥面与声屏障交接处的桥
梁混凝土结构，大约隔50米至60米
的每个伸缩缝处边缘都可以看到这

样的裂缝，透过缝隙甚至可以看到外
面的建筑。

对此，记者询问了相关施工单位
负责人，“其实网民晒出的图片不是
桥梁‘开裂’，这是桥梁工程中一个常
规的结构处理，是桥梁主梁结构的断
缝，用来调节主梁因四季温度变化引

起的热胀冷缩变形，并不会对行车安
全造成影响。”海秀快速路项目指挥
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快速路主桥
使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全线
共设计有248处此类结构断开。

今年7月20日海秀快速路功能
性通车，部分不影响行车安全的附属

设施正在逐步完善。现阶段施工单
位正在按照设计对结构断缝安装波
段橡胶条，对缝隙进行密封。

快速路指挥部负责人提醒，近期
海秀快速路桥面部分附属设施正在
施工完善，请市民在海秀快速路通行
时，注意安全标识。

海口海秀快速路桥梁出现裂缝？
快速路指挥部：为桥梁适应温度变化的常规结构处理

在琼海，无论是城区大
街小巷或者乡镇，到处都能
看到杂粮店的身影。

如香港人钟爱丝袜奶茶
和黄油菠萝包一般，琼海人
一天也离不开各式各样的杂
粮小吃：鸡屎藤糖水、脆皮高
粱卷和甜薯奶等小吃都是当
地最具特色的下午茶。

下午，清凉的海风吹散
了街道上升腾的暑气。这
个时候，喝上一碗清香的椰
奶清补凉，吃上一份甜美的
杂粮，满足踏实的感觉，顿
时溢满心间。

琼海的杂粮小吃就地取
材、代代相传，不仅蕴含着当
地的风土人情，甚至还由此
发展出“原始生态、土生土
养、土里土气、五谷养生、生
生不息”的琼海“杂粮文化”。

脆皮高粱卷鸡屎藤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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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海南——关注2016海南美食文化节·琼海美食

琼海：五谷养生 杂粮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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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屎藤糖水

细滑可口、香味扑鼻的甜薯奶也
深受琼海人喜爱。虽然名字中带有

“奶”字，实际却没有一丁点乳制品。
它在煮熟后，米团细滑可口诱人，汤
汁浓白像牛奶，因此得名。

听本地人介绍，制作甜薯奶的原
料是磨成粉浆状的大米和去皮磨成
糊状的甜薯，制作者将两者充分搅拌
后，便得到一份粘稠的奶白色糊状原
料。在烹煮时，要以手抓起一团原
料，握成拳状，轻轻一挤，再将球状糊
浆刮到沸水里，煮熟加调料即成一碗
香滑可口的甜薯奶。

甜薯奶可分为甜、咸两种。刚呈

上的甜薯奶冒着热气散发着甜薯和
米浆的清香，食客可依照个人口味添
加调料。

好甜口的人，会向甜薯奶里撒上
红糖和生姜皮。尝一口，红糖甘甜古
朴的味道和生姜热辣的口感便滑入
喉头。

喜咸食的人，加的配料会更讲究
一些，先撒上一层炒熟磨碎的芝麻，
滴几滴上好的香油，倒上一大匙海南
特产的鲜虾酱，再配点辣椒油，香味
扑鼻的咸味甜薯奶就算做好了。一
口下去，味蕾被层次丰富的味道打
开，唇齿留香。 （段誉 冯玉）

鸡屎藤的名字总让许多人“听
而却步”，但实际上是一种汁液香醇
的野生藤本植物。

据《海南岛植物志》所载，鸡屎
藤有着“海南土参”的称号，能够清
热解暑，美容养颜，缓解风湿骨痛，
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海南人素有食用鸡屎藤的传统，
琼海最为普遍。当地人除了在自家
制作吃食外，最主要是将它作为风味
小吃来经营销售。在琼海，鸡屎藤糖
水是众多甜品店和夜宵摊店的主打
产品，一些高档的餐厅酒楼还将它列
为特色甜品专门向游客推介。

每年七月份左右，鸡屎藤茂密
生长，琼海的村民们手挎竹篮结伴
而行，到山坡上、水沟边采摘鸡屎
藤，回到家后将鸡屎藤捣碎，或研磨
成粉或磨碾取汁和米粉一起搓揉，
捏成同小指一般长短、粗细的长条，
便可以下锅烧煮了。

刚煮好的鸡屎藤粿仔晶莹剔
透，泛着清香。将其一一捞出后，配
上红糖或椰奶等食材制成的甜汤，
便成了一道天然的绿色甜品。品尝
一口，鸡屎藤的草本香气和糖水的
细腻甜蜜洋溢在唇齿间，令人口齿
生津。

琼海的杂粮小吃中不仅有如鸡屎藤糖
水一般甜蜜娇软的“美人”，也有像脆皮高
粱卷这类酥脆可口的“帅小伙”。

脆皮高粱卷是近几年兴起的杂粮小
吃。据传闻，琼海一家杂粮店的厨师在制
作空心煎堆时得到灵感，对制作工艺稍加
改良，研制出油脂更低，热量更少，养生价
值高的脆皮高粱卷。一推出便受到广大
食客的认可和喜爱，迅速风靡琼海的大街
小巷。

脆皮高粱卷主要由高粱面皮卷着椰丝
油煎而成。在制作面皮时，厨师将红高粱
面、糯米、丁面和少许白砂糖混成一团，经
过多次搓揉、拍打成紧实劲道的面团。随

后将面团揪成一团，按成面皮，放入不粘
锅内用少量植物油煎炸。

脆皮高粱卷最大的特色就是外脆内
嫩，在油煎过程中对火候的控制尤为重
要，厨师必须以非常细致的耐心将面饼
在锅里不停地转动，以使其受热均匀。

约10多分钟高粱面饼煎熟后，再均
匀撒上新鲜椰丝、花生和芝麻，快速将其
卷在一起，最后切成块状，一道外脆内
嫩，风味独特的小吃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脆皮高粱卷虽然其貌不扬，但别有一
番独特滋味。在面卷刚出锅后留有余温
之时入口，轻轻一咬尽是酥脆，混着椰丝
的淡淡奶味，薄香松脆，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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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宗兆
宣）临近开学，在海南微信朋友圈广泛
流传的一则“东方市郑晓银同学丢失
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信息，让不少热心
人士为之揪心并大量转发。

海南微信朋友圈流传的信息
内容为：“有谁认识家住东方市大
田坝锅场，名叫郑晓银的同学，请
告诉她，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落在
今 天 乘 坐 的 车 上 ，师 傅 电 话 为
089832875614……请动动手指转
发，尽快物归原主。”

看到这则信息后，记者今天专门
采访了东方市教育部门。东方市教

育局相关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东方市
今年没有名叫郑晓银的高考生，东方
也不存在“大田坝锅场”的地方。

记者随后多次拨打网上流传的司
机联系电话0898—32875614，却一
直处于关机状态。而记者通过网络搜
索发现，在云南、湖南等多省份也流传

过“郑晓银丢录取通知书”的版本，当
地媒体也明确辟谣为虚假消息。

而据媒体报道，在湖北省秭归县
九畹溪镇罗圈荒村的村民屈玉珍与
女儿刘晓银乘坐面包车外出，因下车
匆忙，不慎将其放户口簿和大学录取
通知书的袋子遗落在了车上。该车

司机周瑜遂编发了一条短信，发群聊
寻找失主。后来，失主找到周师傅当
面领取了遗落的物品。当时捡到通
知书的司机误将通知书上的“刘晓
银”认成了“郑晓银”。这就是网传

“郑晓银”丢失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最
初消息出处。而记者调查证实，海南

东方市郑晓银丢失大学录取通知书
事件根本不存在。

省考试局相关人员表示，网友看到
此类信息后最好简单核实后再转发。
同时不要轻易拨打网上留下的联系电
话，防止吸费电话等电信诈骗手段。

东方市“郑晓银”大学录取通知书丢了？
此事子虚乌有，提醒网友谨防电信诈骗

本报文城8月29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安谋）文昌市公安局近日破获“8·18”特大盗窃
案，追回价值20余万元黄金珠宝。犯罪嫌疑人洪
某某（男，海南乐东人）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的朱某某（男，浙江省平阳县人）被抓获归案。

8月18日上午7时许，文昌市公安局接到报警
称：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某珠宝店价值40多万元
黄金、翡翠等首饰被盗。接报后，该局成立“8·18”
特大盗窃案专案组，展开侦查，并及时将案情上报
省厅刑警总队，请求派员协查。

8月21日，文昌警方在文城镇文建路某宾
馆104房内将犯罪嫌疑人洪某某抓获，现场查
获疑似被盗黄金、翡翠等首饰一批，总价值10
万余元，并扣押电动车、钢管刀等作案工具。

此外，洪某某还交代了其将盗窃所得的部
分黄金转卖给两名男子的销赃事实。8月23
日16时许，专案组成员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医院
门口处将朱某某抓获归案，追回一批被盗黄金
472.05克。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良子）近日，
海口市龙华区相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称，在国
贸玉沙路玉沙国际一楼一音乐烧烤餐厅，雇车
模身着比基尼点餐送酒送餐。龙华区委高度重
视，组织政法、公安、工商、食药监等部门开展联
合调查执法，依法依规快速查处餐厅低俗营销
炒作行为。

经现场检查核实，该餐厅确实存在群众举
报的低俗营销问题，同时现场还发现餐厅营业
执照名称（红日时尚主题餐厅）和餐厅外部招牌
名字不符，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等问题。针对
该餐厅存在的问题，龙华区相关负责人要求各
职能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现场逐一对餐厅
负责人进行谈话。

工商部门要求，餐厅必须对外部招牌进
行整改，做到证照和门店招牌相统一。食药
监部门要求，餐厅必须做到依法依规经营，
特别是注意食品安全，从业人员资格要合法
合规。

海口责令
一低俗营销餐厅整改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孟令义）省食药监局近日对
市场上销售的豆芽进行监督抽检，发
现使用“无根水”泡发豆芽的行为在海
口、三亚“死灰复燃”，并依法对制售

“无根豆芽”的10余人进行了查处，禁
止其再销售“无根豆芽”。

省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
消费者一旦发现加工、销售“无根豆芽”
的生产加工作坊和商户，可拨打12331
举报，一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因制售“无根豆芽”
海南10余人被查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徐善应）从每月给残疾人
捐款2次，发展为每月给残疾人捐款
10次左右……一位名叫“叶小斌”的
爱心人士善举，感动着省残疾人基金
会的工作人员。今年以来，这位爱心
人士通过省残疾人基金会向海南残
疾人捐款累计达36笔，捐款总额达
5885元。

提到“叶小斌”这三个字，省残疾
人基金会工作人员熟悉而又陌生。
熟悉的是，对方频繁帮扶残疾人；陌
生的是，对方未曾露面，也未曾留下
联系方式。

“对方最先是每个月捐款2笔，
每笔365元，后来捐款更是频繁，如
今每隔两三天就捐款100元。”省残
疾人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叶

小斌”都是通过汇款或转账的方式，
把钱存到省残疾人基金会的账户，
用于帮扶残疾人。

这位爱心人士今年最早一笔捐
款是1月4日，捐款金额365元。随
着捐款频率越来越高，7月份，对方
当月捐款 12次，每次捐款 100元。
8月份，对方当月捐款已达9次，每
次捐款100元。今年以来捐款总额

达5885元。
省残疾人基金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爱心人士“叶小斌”频繁捐款帮
扶残疾人的善举，传递着正能量，令
人感动，“现在海南不少爱心人士已
形成向残疾人捐款的习惯。”

省残疾人基金会希望通过本报
联系上这位爱心人士，感谢他对海南
省残疾人的帮助。

8个月给海南残疾人捐款36笔

爱心大使“叶小斌”,我们在找你！

文昌警方破获特大盗窃黄金案

追回价值20余万元
黄金珠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