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中国
10个最美的地方

在这个春夏交织的完美季节中，不仅有美
景，还有美好的假期。大好时光不去旅行岂不
浪费？还在苦恼旅行目的地么？这里有最适合
五一去的旅行地，挑一个赶快出发吧！

云南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从五月到十月，几乎每隔十
几天就有新的品种的野花开放，如同鲜花
做的地毯铺满整个草原，到处都是花的海
洋。

澄碧的蓝天，神秘幽静的藏传佛教寺院和
濯濯生辉的雪山，还有各种不知名的山间野花
开满山间。白的高雅纯洁，黄的沉稳而又不掩
饰美的格调，红的热烈绚烂，来到这里，就仿佛
进入了梦幻的童话世界。

东川红土地

5月份是来这里的好时节，放眼望去，方圆
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各个山头、山坡上，各种花竞
相开放。一层绿，一层白，一层红，一层金，鲜艳
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

这哪里是什么土壤的颜色，分明是天上的
神仙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遗落人间才形成了
这般美景。

广西龙脊梯田

龙脊梯田闻名遐迩，满山遍野都是层层叠
叠的梯田，高低错落，秀丽壮观，让人看了不仅
折服于大自然的神奇与人为的力量。

那抽象的曲线，更胜梵高笔下的星空，如行
云流水般，潇洒柔畅，妩媚动人。

每年5月份都会放水进行农耕活动。水汪
汪的梯田，在阳光下，如明镜般反射光芒，波光
粼粼，水天一色，正是最佳观赏时期，很多优秀
的龙脊摄影作品就是在这时候产生的。

峨眉山

每年的4月到6月份，是观赏峨眉山杜鹃
花的最佳季节，路旁山谷边，一片片的杜鹃花汇
成巨流，由峨眉山顶倾泻而下，纵目眺望，花海
荡漾，暗香浮动，令人沉醉。

湖南小东江

小东江位于湖南郴州境内，它最出名的是
雾，每天一早一晚，诡异、神奇，从水面蒸腾而
上，飘飘忽忽地在清泠的山水间游荡。它如一
幅虚实有致的水墨长轴，巧夺天工。

日出时，轻雾在朝阳下弥漫，从江面缓缓爬
起，随着微风，迎着朝阳，自由自在地随风起舞，
如棉絮花开，如喷雾，如潮涌，形态无常，变化无
限，令人震撼。

安徽唐模

唐模古村，它虽然不如宏村、西递出名，但
非常适合想找个清静的古村闲逛度假的人们。

高墙无窗，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古色古香，停
下脚步，赏曲一段，品茗一杯，阅书一本，慢调的
生活，气定神闲。

云南建水古城

在美丽的七彩云南，建水无疑是一座有着
斑斓色彩的边陲小城。

建水的街头巷尾，建筑大多还能保留原有
的样子，地板也还是古代的青石板路。烧豆腐、
木瓜水等小吃随处可见。

在青石板上翩翩起舞，在古宅院里喝茶听
戏，睡到自然醒，体验慢生活。

武夷山

清澈碧绿的九曲绕山而行，曲折萦回；发育
典型的丹霞地貌千姿百态……武夷山的自然风
光也是极美的，说是仙境也毫不夸张。

在武夷山，随便找家当地茶社，紫砂壶、小
茶盅一一摆上，边品茶边欣赏这大好河山……

宁波渔山列岛

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人称小马代的地方，她
叫渔山岛。这里岛礁棋布，暗礁林立，清澈的海
水拍打着柔软的海滩，映衬着湛蓝的天际和朵
朵白云，美得令人惊叹。

白天的渔山岛，海天一线，一望无际。蔚蓝
的天空，湛蓝的海，鲜花礁石作伴。而一旦夕阳
西下，这里就成了幻彩多变的天堂。

舟山东极岛

从踏上小岛的第一刻起，时间如同停止，岛
上海派建筑很有气势，湛蓝的海水，没有一丝污
染。她被渔民称为：“风的故乡、雨的温床、雾的
王国、浪的摇篮”。

每年5月到8月，东极岛顶上云雾飘绕，海
岸边阳光普照，蔚为奇观。 （环球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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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粉海南话音译为“Lio Wen”。
在海口市民陈芸的记忆里，小时候凉粉
满大街都是，有的小贩将小摊摆在学校
旁，炎热的夏天最受欢迎，放学来一杯
能解除一个上午的疲乏；有的小贩就用
扁担挑着，在街上四处行走，遇到顾客
就停下来现做一杯，迅速又便宜。如
今，随着城市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
经成为许多人的回忆。而在西门老街，

“Lio Wen”却还是童年的那个味道。
海南传统的凉粉是用一种叫薜荔果

的果实加工而成。一个个果实经过切开、
滤出果汁、静置等工序，才能凝成晶莹剔
透、凉爽滑嫩的天然凉粉。将凉粉捣碎并
加上特调的红糖水，喝一口那可是非常的
清甜凉爽。在西门老街卖“Lio Wen”的
老板说，现在海南野外很难找到薜荔果了，
他们家的用料基本上是从四川采购的。

初夏暖日中，选择一个喜欢的小
镇或者村庄久居，静静感受当地的特
色，以脚步丈量美景，散步便是休闲
放松的好方式。

东山岭被称为“海南第一山”，在
这里，最好的运动方式便是沿着登山
石阶前进，登至山顶饱览万宁风光。
从山脚到山腰，大约步行20分钟，一
路上树荫蔽天，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
朵和奇形怪状的石头，石头上还有各
种字体的石刻，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还能感受文化的浸润。到了山顶，东
山茶坊的香茗远扬，仅仅坐下小憩就
可以让人身心舒畅。

到了万宁，还可以参观兴隆热带
植物园。在兴隆热带植物园600多
亩土地上，生长着3200多种热带植
物。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在树和花的
海洋里畅游，还可以科普到充满趣味
的植物百科，寓教于乐，一举两得。

随着天舟一号的成功发射，文昌
龙楼小镇再次因为航天元素而热闹起

来，现在的龙楼镇好圣村也是一个静
心休闲的好去处。小小的村庄有特色
民宿，也有航天瓜菜，徜徉于乡村间，
四处都是火箭模型和航天知识介绍。
同时，小村距离铜鼓岭、石头公园、月
亮湾、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等旅游景
点都比较近，可以四处饱览滨海风光。

琼海市博鳌丝路天堂小镇有著
名的景点“海的故事”，也有三江交汇
而出的玉带滩，可以面朝大海感受文
艺气息。

五一岛内游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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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对海口的吃货们
而言，想吃到最正宗
的海南小吃，莫过于
到西门老街走一圈。

说起西门名字的
由来，就要先说说海
口的历史。海口雏形
最初建于明代，大体
呈正方形状，共有四
门，分别为东、西、南、
北门，各成街市，正是
这纵横的十字形街区
开启了海口有城有市
的历史。

1926年，海口进
行城市改造，原来的
所城城墙被拆，但东
门街、西门街、南门
街、北门街这些地名
依旧被保留至今。这
些老街的格局和建筑
依然保持着一百年前
的基本原貌，尽管已
显狭窄而破旧，但却
古韵犹存。

如今，西门早已
成为海口地道美食的
代名词。在狭窄拥挤
的街市两旁遍布着各
式的食店、排档、熟
食摊点，粥点、粉汤、
腌面、海南粉、烤鸭
……可谓琳琅满目，
随便找一家问问，至
少都有着20年以上
的历史。

到了西门老街，还不得不
去何阿姨小吃摊。在这里，腌
菜、猪血汤都颇有名气。一只
陶瓷小碗里，装着黄瓜片、萝卜
片和海菜，凉爽的蔬菜透着一
股清香，咬下去清脆作响，酸甜
可口，这就是海南人喜爱的腌
菜。何阿姨说，做腌菜主要是
把食材切片后，还要加盐进行
揉搓，把黄瓜片、萝卜片里的水
分稍微挤出，再倒掉。最后加
入白糖、白醋和海菜拌匀，腌渍
之后就可以吃了。天热的时
候，腌菜里还可以加上几块冰，
被高温炙烤过的人们，最是爱
着这一份开胃解暑的小吃。

喜欢咸味的市民，可以来
一碗猪血汤。切成块的猪血、
成条的酸菜是主料，加入胡
椒、精盐等调味料，猪血汤煮
得浓稠，酸菜的加入，让汤水
增加了解腻的酸味。老人们
常说，猪血汤是宝，能把身体
里的“灰”清理干净。

在西门老街，还有炸地瓜
片、酥皮糯米卷、辣炒田螺、粑
仔、地瓜粉、红豆沙、腌菜、甜
面条、凉拌田螺、猪杂胡椒汤、
萝卜糕、红豆糕等各色小吃。

有趣的是，西门的美食对
于海口人，不仅仅是味蕾上的
依赖，更是一种习惯上的认
同。美食家蔡澜曾经说过，

“我欣赏的，就是那些最普通
的，但又是最可口的菜，就算
偏僻地区的餐厅，我也会去寻
求……”海口人则以超强的行
动力，诠释着对西门老街小吃
的热爱。不信，下午四点半再
到老街去，好吃的已经全被一
扫而光咯！

说到西门老街名小吃，就不得
不说海南粉。而在形形色色的粉店
里，“亚妹粉店”占有最为独特的地
位。曾有人说，海南粉在海南人心
中的地位，可以类比云南人的过桥
米线，武汉人的热干面，这是一种无
可替代的美食地位。

在“亚妹粉店”，一碗海南粉的
味道传承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店
的亚妹如今也随着时光的流逝，从
青春年少的姑娘成了食客熟悉的

“阿婆”。坐在店里，当一碗海南粉
上桌后，可先别急着动筷子。热腾
腾卤汁裹挟着油炸的花生粒、芝麻
油、芝麻粒、脆炸面片等食物的香气
扑面而来，是正宗海南粉的“气”；黄
豆芽、酸菜、蒜泥末、牛肉丝、炸鱿鱼
丝、笋丝、酱油、碎香菜、葱等佐料下
是麻线粗细般的白米粉，满满的一
碗色香味俱全，搅拌均匀后再吃，微
酸、微甜、微咸，醇厚爽滑，这是海南
粉的“味”。

当粉吃到快见到碗底时，喊着
店里的小妹加碗海螺汤，干粉就又
变成了湿粉，汤的鲜甜和粉的浓香，
就糅合成了另外一番滋味。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久居城市的人们，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到了“五一”假期，
在四处皆景的海南，可以选择一种喜欢的运动方式，融入到一处
热爱的景致里，放松休闲，让身体和心灵都在路上能够得到放松。

海南岛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
峰81座，绵延起伏，山形奇特，气势
雄伟。想要登高远望，人们就有许多
选择。其中最不可错过的，恐怕就是
作为海南第一高山的五指山。

位于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峰峦
起伏，遍布热带原始森林，层层叠叠，
逶迤不尽。海南主要的江河皆从此
地发源，山光水色交相辉映，构成奇
特瑰丽的风光。登上高山之顶俯瞰
山下，云雾缭绕，仿若进入仙境。

同时，五指山林区还是一个蕴藏
着无数百年参天大树的绿色宝库，它
被称为海南岛的“肺”，穿越葱郁的热
带雨林，便能体会到丰富的“负氧离
子”直入心脾。

而在乐东境内的尖峰岭是我国现
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
林区。主峰海拔1800米，最低处海拔
仅200米，相对高差千米以上，是一个
巨大的天然物种基因库，已发现维管
束植物2000多种，树种达300多种。

到了尖峰岭，除了登山，还不可
错过天池的清晨——鸡未鸣狗没叫，
飘散开的水雾使天池就像在画中，环
湖山脉如梦如幻，淡彩水墨画般清
灵。当天空一点点变亮，云雾渐渐消
散，那愈来愈饱满的色彩又恢复了尖
峰岭往日的清新。

在海南，气势磅礴的鹦哥岭，瀑
布飞泻的太平山，以及七仙岭、吊罗
山 、霸王岭等，都适宜在假日来一场
登山之旅。

随着骑行热潮的一再风靡，越来
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到这种时尚运动
中。在车轮中体会海南如画美景带
来的喜悦，可以让这个“五一”假期更
加充实。可是短短三天假期，想要完
成环岛骑行并不现实，那倒不如先领
略海南局部的美景。

在海口，南港码头成了许多骑行
者爱去的地方。到达这里，可以看到
渔船、客船和轮渡，还因为一辆老式的
蒸汽火车头伫立在南港岸边，颇具年
代感。南港的岸堤，浪花拍打岩石发
出声响，眺望远方更有美景无限。从
海口市区出发，到达南港码头有近30
公里，这个路程也能够满足人们一天
的运动量。上午出发到下午归程，沿
路还可以看海边的夕阳西下和倦鸟归
巢，收获充实的一天和满心的喜悦。

在万宁市兴隆国家绿道，这条全
场138公里的绿道，有三条适合骑行
的路线。线路一：以热带花园三岗为
起终点，沿线经过越南村、南旺路口、
印尼村、铜铁岭，以相思湖为节点分
A/B两线，分别前往相思湖沿线和兴
隆56队，在兴隆57队会合，经过神
龟山庄、花园中心驿站返回三岗，全
程约13公里，骑行约60分钟；线路
二：以热带花园三岗为起终点，经越
南村、陈家槟榔园、陈家庄，由花园中
心驿站旁返回三岗，线路全程5公
里；线路三：线路A以热带花园三岗
为起点，经过越南村、花园西路转盘、
侨乡驿站、兴隆53队、月亮河广场等
地，最后抵达兴隆旅游咨询服务中
心，全程13.5公里；线路B以三岗为
起点，经过越南村、花园西路转盘、侨

乡驿站、兴隆53队、长春城等地，最
后抵达兴隆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全程
约10公里。恰到好处的骑行路程，
途经“越南村”“印尼村”“泰国村”“马
来村”等多个东南亚归侨村落，有山
有水有林有花，更有着浓郁独特的东
南亚风情，是另外一番骑行感受。

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是我
国为数不多的休眠火山群之一。到
达这里要途经海口市秀英区绿色休
闲慢道。以绿色长廊为起点，途经儒
黄、美社、美岳、美玉等村庄，并到达
玉风水库返回，全长44公里，有专门
的自行车绿道、驿站和乡村旅游服务
点，是一条距离城市不远但适合骑行
的路线。此外，文昌市八门湾红树林
也是一处颇有名气，并有着专门骑行
栈道的景点。

散步游走，用双脚丈量美景

骑行前进，在车轮中观看美景

登山远望，感受绿色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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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起来起来！

海
南
粉

游客快乐骑行万宁绿道。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温忠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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