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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玩

好味

只看美景，人们或许会意犹未
尽。多了历史的沉淀，方才显得出
小城的文化厚重。

在白沙，2014年10月投入使
用的白沙河谷博物馆则是中西部
地区人们“弘扬守护民族精神家
园，挖掘抢救本土历史文化”的凝
结。整个博物馆展厅约600平方
米，陈列着从古至今海南黎族、苗
族、汉族的衣物、饰品、农具、器皿
等。此外，馆内还有远古文化遗

存的旧石器和本土陶器、黄花梨
家具及黄花梨文化器物、战国至
明清以来本土陶器，以及具有代
表性的崖州布、崖州瓷器、海捞瓷
器等海洋文化元素等瓷器。大量
带有原始与自然印记的历史文
物，折射出海南琼南地区灿烂厚
重的文化。

茶，一直以来便被作为中国
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在保亭的
百年茶园茶溪谷，各种奇花异草，

以及深藏于翠谷之间的部队老营
房，让人犹如走进一个童话般的
幽谷天堂。远望群峰叠嶂，植被
茂盛。近瞧茶山起伏，绿绿油
油。斜下看溪谷幽幽，流水潺潺，
山阴谷阳郁郁葱葱。穿行在山野
绿道之间，探幽谷恬静，听百鸟欢
鸣，看山溪流淌，品山茶飘香，令
人流连忘返。

日照慵懒的清晨，走进百年茶
园，摘几片嫩茶，置于手心品味沁

然清香；午后，在凉亭小坐，手执一
杯清茶，看云卷云舒。山风徐徐，
徜徉其间，忘却愁思与烦恼，一品
清茶，通体畅通，此刻的心情，充满
了那份出行想要寻找的最惬意的
放松。

起伏的山坡，特色的山水和优
质的空气，适宜茶的生长与生产。
在五指山水满茶场，连绵起伏的茶
山也为人们供给着优质的茶叶，将
海南山水的味道带到各地。

■ 本报记者 邓钰

说到考究的点心，人们总是想到
城市里的酒楼、茶馆，其实乡野的点心
也能令人着实惊艳，流传于定安县翰
林镇的风味蛋卷便是个中一例。

翰林风味蛋卷是当地人宴请宾客
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精致甜点。
它和寻常圆管状的长条蛋卷截然不
同，在外形上看是晶莹剔透的小圆饼，
用料和制作工序上更为复杂精致，且
在品尝时讲究现吃现做，几乎无法打
包带走。

“到翰林吃饭，一没有风味蛋卷，
我便觉得少了什么。”王先生是定安县
定城人，周末常驾车四处游玩。去年，
他和朋友来翰林游玩时，偶然尝试了
一份蛋卷，便再也忘不掉它的美妙滋
味。“现在，周末常会开近一小时车来
翰林，在欣赏乡野风光之余，最重要的
便是吃上一份蛋卷。”

上周日，王先生和朋友再次来到
翰林镇，点上一桌丰盛的饭菜，当然还
有令他“一往情深”的风味蛋卷。

蛋卷上桌，卖相极佳，美味扑鼻而
来。在洁白的圆盘中，一枚枚小巧的
蛋卷被垒成宝塔状，泛着晶莹的光，每

枚蛋卷都被金黄色的面包糠包裹着，
夹着透明晶莹的卷层，最中心点缀一
块咸鸭蛋黄，精致极了。

“不光颜值高，蛋卷的味道更是令
人惊艳。”王先生说，趁着蛋卷刚刚出
锅留有余温时入口，轻轻一咬，马上可
以感觉到爽滑弹牙的嚼劲，白色的卷
层清甜爽口，咸鸭蛋黄香软解腻，令人
回味无穷。

蛋卷之所以口感好、味道香、不粘
牙，秘诀就在食材上。“许多食客以为
蛋卷中间的卷层是糯米，实际另有春
秋。”老板娘阿清得意地揭晓了谜底，
原来，爽口Q弹的卷层实际上是本地
定安黑猪猪皮下的第一层肥猪肉。

“别看蛋卷份量不大，要花的功夫
却不少，别处还真不一定能做出这味
道。”阿清介绍，做蛋卷得提前一天准
备，关键便是买到最新鲜的带皮定安
黑猪肉，新鲜的黑猪肉质紧实、无土腥
味，是制作蛋卷的绝佳材料。“猪肉一
旦老了，松了，便无法切出薄片了。”猪
肉买回后，要先切成边长十公分左右
的四方状，放入锅中蒸熟，随后才可切
去猪皮，再细致地切出猪皮底下第一
层肥肉，切时不仅得保证肥肉片完整
无损，还必须做到薄如纸，透如玉，才

算是成功。
一般四张肥肉片便可制成一份蛋

卷。肥肉片切完后，要将两面蘸上砂
糖，放到冰箱中冷冻过夜，才能保证糖
霜入味，且在烹饪过程中不散架，不腻
味。

第二天，要制作蛋卷时，要提前将
肥肉片拿出冰箱解冻，并蒸熟咸鸭蛋
黄备用。待到解冻完成，便会用薄如
纸片的肥肉片将咸蛋黄紧紧裹住，经
过手工一次次捆、搓、揉、捻，一块紧实
透亮的蛋卷条才算初步完成。

这时，便可将蛋卷条裹上生粉，放
入油锅煎炸了。一份成功的风味蛋
卷，口感必须外脆内嫩，在油煎过程对
火候的控制尤为重要，必须小火慢煎，
耐心不停地翻动蛋卷，以使其受热均
匀。约20多分钟蛋卷煎熟后，均匀地
裹上面包糠，切成圆块状，一道外脆内
嫩，风味独特的蛋卷才算是完成了。
虽然工序复杂，但店家在制作时每一
步都不含糊。“做起来虽然比寻常点心
麻烦多了，但为的就是这味道，味道对
了，大家才爱吃。”阿清说。

刚出锅的蛋卷热滋滋地散发着甜
美香味，不禁令人感叹，原来乡野之处
也可有这般精致滋味。“不少客人吃完

都说，没想到小镇也能有这样的美
味。”阿清说，由于蛋卷制作复杂，现
在饭店里的风味蛋卷，每天都供不应
求，还经常得提前下单定做，外地人
想来买，还不一定能买到呢。对于翰
林人而言，小小的风味蛋卷，不仅是

一道精致甜品，更是当地人对于运用
匠心巧思挖掘本地食材的见证，它不
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人们对生活的热
爱与真诚，这份滋味保存在岁月中与
故土乡情交织融合，凝聚成独特的乡
愁味道。

这两条自驾路线
值得一去！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幻想：开着装满补
给的小货车，拿着地图，选一条自驾之路，看
着周遭不断变化的景致，经过荒凉的沙漠，无
边际的大草原，狭长的海岸线等等，一次旅行
看遍所有的风景。

川藏线：行走和朝圣的梦想

川藏线，号称中国最美国道，它起于成
都，终于拉萨，有南北两条线路，是所有旅
行者最初的梦想，亦是终极的梦想。每一
年，无数旅行者用各种方式踏上这条朝圣
之路。

线路：
成都—雅安—丹巴—八关—色达—甘孜

—德格—江达—昌都—邦达—八宿—波密—
通麦—林芝—秀巴—拉萨

沿途美景
●四姑娘山，耳里听说四姑娘山，是东方

的圣山、蜀山的皇后，然而它到底有多么的奇
美与圣洁，只有真正站在它的面前，才能体
会。

●丹巴藏寨，壮丽迷人的山水风光、无限
神秘的美人山谷、恬静如诗的乡土民居、独具
一格的古石碉楼、多姿多彩的嘉绒风情，惊现
出丹巴的神奇和美丽。

●色达，色达改建让很多人心痛，看这里
依然是一个没有尘世喧嚣的世界，广阔的草
原、纵横的河曲、密布的湖沼、巍峨的雪山，一
处处美景在灵魂留下烙印。

●新都桥，秋季的新都桥让人难忘，春夏
的新都桥也毫不逊色。清清一汪碧水，亭亭
一片胡杨，再加上林中偶尔路过的骏马和牦
牛，置身其中，仿佛踏入人间仙境。

●昌都，她既有西藏的圣洁神秘，青海的
苍茫壮美，也有四川的瑰丽色彩，云南的温柔
时光。但凡到过的人，无一不被她的幽美和
迷人气息所惊艳！

●林芝，如果恰巧是三月繁花似锦的野
桃林，映衬着湛蓝天空；洁白雪峰与碧玉般的
尼洋河，美不胜收。

●拉萨，无论你来自何方有什么样的
目的，拉萨浓浓的异域风情都会马上击中
你，对于这片高原净土，以及那里蓝得令人
久久无法忘怀的天空，大概谁都没有办法
拒绝。

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的历史穿行

打开中国地图，“河西走廊”只是一个再
普通不过的地名。当你真正了解之后你会发
现这画卷的魅力。这里有雄伟的嘉峪关，有
绚烂的丹霞地貌，有奇异的鸣沙山和月牙泉，
有着千载文明的莫高窟，还有那摇曳千年的
古老驼铃……

线路：
兰州市—西宁市—青海湖—门源—张掖

市—嘉峪关市—敦煌

沿途美景
●青海湖，大美青海，这四个字绝对不是

虚言。7-8月是青海湖最美的时候，环湖千
亩油菜花开得最茂盛，金灿的油菜花镶嵌在
湛蓝的青海湖岸上。

●门源，油菜花并不稀奇，哪里都有，但
门源的油菜花气势尤为壮观。浓艳的黄花，
横越门源盆地足有百公里，在高原深蓝的天
空下，与远山近水，村落人家相辉映，近看远
观皆为美景。

●张掖，张掖的七彩丹霞地貌群素以层
理交错色彩斑斓称奇，红黄白蓝，色调有顺山
势起伏的波浪状，在阳光的照射下，像披上了
一层红色的轻纱，熠熠泛光，色彩异常艳丽，
让人惊叹不已。

●嘉峪关，曾经，嘉峪关是古丝绸之路
的交通要道；如今，嘉峪关写下了历史重任，
仿佛日暮之年的老人，守着关城的日出日
落。

●鸣沙山、月牙泉，在大西北那块辽阔的
土地上有一片荒芜的沙丘——鸣沙山，与之
相伴的却是神奇的一汪清泉。无论是狂野的
鸣沙山还是温婉的月牙泉，都让人莫名其妙
的着迷。

●莫高窟，飞动的线条和艳丽的色调在
千年以后依然优雅地在我们眼前舞动。漫步
在其中我们深深地被那璀璨而震撼，却又止
不住叹息着那些无尽的空白。

日前，2017百佳“深呼吸小城”入围名单公布，我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澄迈
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五指山市入围。

一座小城，人们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都是负氧离子；一座小城，山清水秀，满眼皆是绿色，恰似人
间天堂。我省入围的一座座“深呼吸小城”，深林覆盖率达50%以上。如何正确地与这5个“深呼吸
小城”来一次完美的邂逅？今天《旅游周刊》记者带您走进这5个中西部市县，寻觅当地的特色旅游
产品，了解“深呼吸小城”的独特魅力。

海南5个中西部县市
入围“深呼吸小城”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翰林风味蛋卷：乡野间的精致滋味

海南四时明媚，每一个季节都
是收获的季节，这个季节也不例
外。卷起袖子，到田地里走一走，
成了不少游人寻找海南美食的一
种方式。

“早春尝鲜，地瓜采摘”，在澄
迈，富硒桥头地瓜是人们采摘的宠
儿。桥头地瓜的名字取自于它的生
长地——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在
这片富含硒元素的土地上，优良的

地瓜品种和科学的种养技术，为人
们培育出了桥头地瓜这样的绿色天
然美食。淡黄色的瓜瓤香甜可口、
口感细腻，不需要花哨的做法，将桥
头地瓜整个儿放进水中一煮，就能
释放它最天然、营养的味道。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红
毛镇，有着“天上人间什寒”美誉的
什寒村坐落在海拔800多米的高
山上，藏身于黎母山与鹦哥岭之间

的高山盆地中。什寒村周边森林
茂盛，山清水秀，经常有云雾缭绕
于房前屋后。夜宿农家客栈、体验
织黎锦、吃黎族苗族美食、探险、爬
山、涉溪及唱黎歌、跳黎舞，从高处
看，什寒村若隐若现于云雾中，从
近处看，升腾起的炊烟袅袅又代表
了一方水土独特的生活方式。

从琼中往西北方向走，就来到
了白沙黎族自治县。在白沙，元门

乡罗帅村是一处乡村游好去处。
被仙女溪环绕的罗帅村，富含高负
氧离子，吸氧、抓虾、摸螺、爬山、种
菜的现代小农慢态生活，是罗帅村
游玩的必选项目。

在五指山牙胡梯田，依傍山势
开山辟地而种植的稻米，形成了当
地的特色美景，坐落在山间的村
落，时常云雾缭绕，在这里人们最
能体会到原始生活生产的风貌。

田头走一走 美景云间寻

海南岛上的原始风貌，能带给
人们多少惊喜？保亭呀诺达热带雨
林景区是具观赏价值的热带雨林资
源博览馆。走进景区，会有大巴车
载着游客盘山而上，随着车轮前进，
人们穿梭在雨林之间，地势逐渐增
高，美景也就展现在了眼前。

在景区的雨林谷，热带雨林遮
天蔽日，流泉叠瀑倾泻而下，踱步

雨林中，就能感受到阵阵清新凉
意。在这里，人们可以卸下繁杂的
纷扰，穿越雨林栈道，呼吸最清新
的空气，畅享休闲的快乐时光。而
在景区，脚上穿着草鞋，手里抓着
缆绳，迎着飞流直下的瀑布逆势而
上，是炎热季节最不可或缺的踏瀑
戏水游玩项目。

保亭的七仙岭作为海南的名

山之一，山岭七峰似人的掌指竖
立，直指苍穹。前峰高大，海拔
1107米，后六峰相依而小。当晨
雾浮盖时，远眺中的七仙岭，酷似
七位姐妹披着薄纱直立，端庄窈
窕；中午时分，云雾消散，七仙岭又
像七把利剑直指云天，气势十分雄
伟。在七仙岭景区周边的民宿，还
有颇具特色的吊脚楼，炎炎夏日，

猫在阁楼里，犹如身处在大自然空
调下，远望着七仙岭的美景，被富
含负氧离子的空气包围，极易沉醉
在这山色美景之间。

五指山热带雨林也足够“洗肺”
与清凉。五指山区遍布热带原始森
林，层层叠叠，逶迤不尽，同时，它还
是一个蕴藏着无数百年参天大树的
绿色宝库，最是醉人心脾。

穿梭山林间 清凉沁心脾

品读人文史 小城底蕴厚

许你四时明媚
来场洗肺之旅

游客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体验特色项目“踏瀑戏水”。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翰林蛋卷。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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