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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盅里的美妙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在海南的美食版图上，“炖”这一烹饪手法，
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一块领域。

翻开任一美食攻略，只要是属于本土的美
食，必然少不了的那一份坚持——就是食物的
原味及鲜美。“炖”，则能很好地融合这两种元
素。而炖盅，则是海南人民对“炖食”的特殊处
理方式。

海口的炖品小店大多坐落在巷道里，干净
的店面里，一个大锅灶，几张桌椅板凳，简单而
有序。一口圆形的陶瓷盅，放上要炖的食材，盖
上陶瓷盖，搁在锅灶里，炉火升起，食物的所有
元素就只在那口小盅里翻滚。

“阿弟阿妹要喝哪种汤？”每每有客人光临，
炖品店的老板娘海英都热情往前迎客。

炖盅有着各种各样的种类，主要分为清补
炖品、水果炖品和肉类炖品。材料从百合、雪
梨、乌鸡，到西洋参、雪蛤，种类繁多，价格从5
元至30元不等，可谓相当实惠。

龙骨，是清补炖品中常见的材料。可以混
合海带、莲藕、淮山、西洋菜等，有着滋阴润肺、
清热利尿等作用。

雪梨、木瓜常是水果炖品中的主角。冰糖
雪梨、木瓜雪蛤，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而肉类
炖品中，则多以乌鸡、乳鸽、鸭子、猪肚等入料。

乌鸡、鸽子、鸭子等禽类炖起来多辅以红
枣、枸杞、茶树菇等，经火慢熬，肉里的鲜香入
汤，加上少量精盐就能熬出一份上好补品。猪
肚则多以胡椒入味。“猪肚的腥味难除，用胡椒
一是除腥味，二是激发它的暖胃作用。”海英说，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吃什么补什么，这也是
中医治疗学中的食疗法。胡椒猪肚汤中的胡椒
是极具暖胃功效的，而猪肚则能够很好地温中
散寒、健脾补胃，益心肾、补虚损。

此外，天麻猪脑汤也是一道炖品中的经典
之作。不喜脑花的人，会嫌弃汤中似有似无的
腥气，但喜欢的人，却是百食不厌。一口鲜咸的
汤入口，打开舌尖的触觉，舀一勺炖透的猪脑，
比豆腐脑多了一丝醇厚和绵密，猪脑下肚，再喝
口汤，就冲淡了口腔里的腻味。

但喝汤，并不是炖品店里的全部，许多食客
也是冲着炖品店里的饭食而去。腊味饭，在盅
里用清淡的高汤浸泡过米，添上几段腊肠和腊
肉，放在锅炉里蒸熟，米粒颗颗分明，腊味四
溢。更有别出心裁的食店，在腊味饭里添上颗
咸鸭蛋黄，蒸熟之后就像一颗太阳，因此又有

“太阳饭”之称。一个人吃上两三碗，那是再常
见不过的事！

“十一”黄金周
近在眼前，7天假期
去国外玩再适合不
过。不过，出国旅游
首先得过签证这道
门槛。如果你的旅
行还没有来得及安
排又想要出国，任性
地来一次说走就走
的旅行，去免签又好
玩的国家是最好的
计划。目前，面向中
国旅行者开放免签、
落地签的国家和地
区已达57个，海南
日报《旅游周刊》记
者特意为你挑选出
几个超划算的旅行
地。收拾行李箱，准
备出发吧！

“十一”黄金周在即，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免签胜地，说走就走！ “落地签”真的“落地就能签”？
免签：通俗地说，就是在没有取得

入境国签证的情况下，在抵达入境国
时，海关直接在你的护照上盖个章便
可以顺利入境，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如互免签证的塞舌尔、毛里求斯、斐济
等，和单方面免签的韩国济州岛地区、
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含塞班岛
等）、摩洛哥等。

落地签：就是该国在机场或者码头
设立签证窗口，可以到达该国边境以后，
提交相关材料如机票和酒店订单，当场
申请签证。如果未能按照规定提供相关
材料的，可以不发给签证，只能原机/原
船返回。如马尔代夫、阿联酋、尼泊尔、
斯里兰卡、泰国、马达加斯加等。

可以享受免签的国家和地区：
圣马力诺、塞舌尔、毛里求斯、巴

哈马、斐济、格林纳达等国家（地区）互
免普通护照签证。

包括萨摩亚、海地、牙买加、多米
尼克、安提瓜和巴布达、印度尼西亚、
韩国济州道地区、美属北马里亚纳群
岛联邦（塞班岛）等国家（地区）对持普
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单方面免签。

马尔代夫、文莱、科摩罗、帕劳、缅
甸、东帝汶、巴林、约旦、阿联酋、老挝、
黎巴嫩、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土库
曼斯坦、伊朗、越南、埃及、多哥、佛得
角、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马达加斯
加等国家（地区）单方面允许符合条件
的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抵达入境口
岸时办理落地签证。

■ 本报记者 蔡潇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
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
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
安就在这里……”一首《回延安》唱出
了人们对神圣延安的向往。

延安很近，从陕西西安驱车前往，
仅需几个小时；延安很长，中国共产党
用13年时间，在这里铸就了一种伟大
的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每天
数以万计的游客从全国各地奔赴延
安，在巍巍宝塔山下、在清清延河水
旁、在矮矮土窑洞前，追寻先辈足迹，
感悟革命情怀，在这块中华民族圣地、
中国革命圣地上，开启一次心灵之旅。

红色记忆——
宝塔山下拜谒革命圣地

是的，这里就是延安，红色是它
的魂。

1935到 1948年期间，延安是中
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的总后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这里战斗生活了13年，领导全国人
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
胜利，培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如今，延安存有445处革命旧址和大
量珍贵的文物、照片资料，是全国革命
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
量最多、布局最为完善、内容最为丰富
的城市，堪称“中国红色旅游首选地”。

在这里，每一次停留都会有不同
寻常的收获。

“不登宝塔山，不算到延安”。抗
日战争时期，山上44米高的延安宝塔
是当时革命人心中的航标灯。现在，

宝塔山也是延安城的一个标志。登上
海拔1000余米的宝塔山，延安老城全
貌尽收眼底。

宝塔山附近，枣园革命旧址和杨
家岭革命旧址是延安市区最具代表性
的两处红色旅游景点。杨家岭革命旧
址是中共中央领导人1938年11月至
1947年3月期间的住所。现在主要
有中共中央七大会址、延安文艺座谈
会会址两处可供参观。枣园革命旧址
曾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原是一
家庄园，树木茂密，景色秀美。园内一
孔孔窑洞大有来头，分别住过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
等中央领导。走进窑洞，闻着泥土芳
香，触摸着寒酸的木床、简陋的桌椅、
白色的棉被，室内陈设依旧，聆听着墙
上珍贵老照片的诉说，狭小的空间与
伟大的理想激烈碰撞，震撼人的心灵。

延安革命纪念馆，一座记录延安

革命历史的博物馆；清凉山新闻纪念
馆，一个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
篮。来这里走一走，是聆听一段历史，
更是感悟一种力量。

延安近年来在红色旅游和红色教
育培训上异军突起，入选今年中国十
大红色旅游热门目的地，成就心灵净
化圣地。

黄帝故地——
“天下第一陵”祭祖寻根

如果你以为，延安只有红色，那就
大失偏颇了。

延安还是中华民族圣地。5000
多年前，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这里建
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有共同首
领的部落联盟。中国第一号古墓葬
——轩辕黄帝陵就位于延安市黄陵县
桥山之巅。

碧水环绕、群山侧畔、古庙深幽，
黄帝陵令人惊叹的是那参天古柏。
黄帝陵古柏群是中国最古老、覆盖面
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共有8
万余株，千年以上的3万余株。其中，

“黄帝手植柏”距今5000余年，被誉为
“世界柏树之父”和“世界柏树之冠”。

汉司马迁《史记》记载“皇帝崩，
葬桥山”，黄帝陵为正史记载的唯一
一个黄帝陵墓。黄帝陵号称“天下第
一陵”，是历代帝王和名人祭祀黄帝
的场所，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之
地，也是中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
如今，每年来黄帝陵寻根祭祖、览胜
的游人过百万人次，清明节的公祭活
动是唯一的国家级祭祀大典。黄帝
陵祭典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黄帝陵已成为跨越历史时空，维
系民族情感，振奋民族精神的纽带，成

为炎黄子孙朝圣地。

绿色奇迹——
黄土高坡上的森林生态游

黄沙漫天、山头光秃……这是你
印象中的延安吗？现在的延安，绿，
绿，绿，满目的绿，仿若置身南方之城，
让人刮目相看。

绿色，已是延安的新名片。9月
19日，在延安召开的2016年中国森
林城市建设座谈会上，延安荣获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又增添一张靓丽的“国
字号”名片。

作为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为严
重的地区之一，1999年之前，延安当
时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2亿多吨，
占陕西输入到黄河泥沙总量的三分之
一。1999年开始，延安狠抓“退耕还
林”，累积完成造林1970万亩，植被覆
盖率达到67.7%，山川大地实现了由
黄变绿的历史性转变。

走在街头，宝塔山、清凉山、凤凰
山都不再是光秃秃，至今已建成5个
国家级森林公园，满目的绿色让人心
情清爽。城市灰蒙蒙的色彩一去不
返，好环境也带来了好空气。去年城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82天，稳
居全省前列。

退耕还林带来的绿色生态，带来的
不仅仅是居住质量的提升，还提高了延
安旅游的衍伸价值，森林生态游、美丽
乡村游等新产品越来越受欢迎。数据
显示，去年延安接待游客350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2.6亿元，分别比

“十一五”末增长1.4倍和1.5倍。
“风清清，天蓝蓝，我要去延安

……”让我们唱着这首歌，一起去延
安，追忆历史，洗涤心灵！

圣地延安 心灵之旅

毛里求斯——
非洲岛国异域风情

毛里求斯在很多驴友的口
中，是体验异域风情的最佳出
游地，也是国人最爱的非洲海
岛游国家。毛里求斯四周被珊
瑚礁环绕着，色彩斑斓的热带
海洋生物也是这里的成员。如
果在毛里求斯出海的话，最大
的乐趣莫过于看海豚，这里是
世界上近距离接触宽吻海豚的
绝佳之处。在陆地上，沿海是
狭窄的平原，中部是高原山地，
景色颇为壮观。毛里求斯南部
有“七色土”景区，这些泥土是
由火山喷发出来的，经氧化后
变色，因腐蚀而形成一个个波
浪纹的小山丘，经太阳的照晒
折射出不同颜色。

除了海景、丛林、野生动物等
天堂般的美景外，在毛里求斯还
能体验到更多的人文风情——驾
驶四驱越野，搭乘环岛直升机，玩
风筝冲浪，去感受毛里求斯不一
样的激情刺激，在这的每一分钟，
都可以嗨出另一份境地。而10月
的毛里求斯气候较为凉爽而少
雨，是出行的最好时机。

尼泊尔——
雪山佛国的纯净之旅

2015年底，尼泊尔给予中
国赴尼泊尔旅游公民免签证费
待遇。尼泊尔是一个充满神秘
气息的国家，它将世界上最多
样的景色浓缩于一块小小的区
域里。终年不化的壮美雪山
峰，南亚最茂密的原始森林，最
密集的宗教寺庙群落……背包
去尼泊尔徒步走一走，感受宗
教信仰带来的安定，体会爱与
和平。

有“喜玛拉雅雪山观景台”
之称的纳加寇，是加德满都山谷
观赏喜玛拉雅山脉视角最广且
最佳的地方。在这里看日出，喜
马拉雅雪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
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
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杜巴广场是加德满都最有名的
景点之一，林立的古迹建筑、精
美的雕刻和神秘的寺庙让人流
连忘返，尼泊尔的历史气息扑面
而来。但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到
处摆地摊的小商小贩、随处休息
的人影、踢足球的孩子又让杜巴
广场热闹得像个大集市。

济州岛——
开启买买买模式

在众多免签国家中，济州岛
是离中国最近的旅游胜地。如果
你是资深哈韩少女或吃货或韩剧
迷或购物狂，懒得办签证却又想
出境玩耍，快拉着行李飞去济州
岛吧！

济州岛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
光，还有很多五花八门有意思的
博物馆、主题公园，让济州这个拥
有多个世界自然遗产的海岛更加
富有人文魅力。泰迪熊博物馆位
于济州岛中文旅游区，共陈列了
1200只泰迪熊，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也是韩国唯一的泰迪熊博
物馆。除了好玩的，当然还有好
吃的。韩牛、烤五花肉、炒年糕、
大酱汤、炸鸡和啤酒等独具特色
的韩国美食也会让你食指大动。

韩国是亚洲的一个“购物天
堂”，济州岛内尖端百货商店、现
代化的大型购物中心，数之不尽
的购物街区为韩国购物之旅提供
保障，大家可以在途中安排一场
既休闲又省钱的购物线路，尽情
地买买买！

塞班岛——
天堂小岛潜水胜地

“身在塞班，犹如置身天
堂。”塞班岛是西太平洋北马里
亚纳群岛中最璀璨的明珠。那
玻璃般的海水让人沉醉，没有一
丝污染的海岸受到无数游客的
追捧。蔚蓝的大海、洁白的沙
滩、醉人的夕阳、寂静优美的环
境更是成为旅者的胜地。塞班
以富有变化的地形及透明见底
的海水令潜水族们梦寐以求，珍
贵缤纷的鱼类更使这片海域展
现“潜”力无穷的迷人魅力，是潜
水族们的必游地。作为距离中
国最近的美国领土，塞班岛也能
感到山姆大叔和星条旗的美式
风情。此外，塞班岛上常住人口
中有2成以上是中国人，当地酒
店人员大多数都会说几句中文，
所以语言也不会是很大的影响，
不懂英语也可以无压力游塞班。

早在2009年，中国公民就可
享受塞班岛45天免签入境政策，
而且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还可
以直飞塞班岛，飞行时间只需要
4-5个小时，简直太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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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寻盅：博爱南路的炖品店是海口

老街宵夜的一道特色。炖品小店经营着各式各
样的炖盅，主要分为清补炖品、水果炖品和肉类
炖品，价格从5元-30元不等，可谓相当实惠。

毛里求斯

延安宝塔山延安宝塔山

椰子盅：俗称“琼州第一盅”。其实，它

是用椰子树上的老椰子炖制而成，里面放入海
南有名的文昌鸡、人参等配料，经过几个小时的
慢火炖制，一股清香飘过，椰子盅呈现在你面
前，盖子掀开，让人立刻垂涎欲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