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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传统
民俗。位于南渡江下游段的澄迈，
两岸居民向来有端午下水游泳、上
船比赛的传统习俗。每到端午节
这一天，南渡江金江段上就锣鼓喧
天，比赛呐喊加油声响彻云天。各
个龙舟队在南渡江金江段上竞技
比高低。这个端午小长假更热
闹！28日至29日，2017年中国龙
舟公开赛（海南·澄迈站）将在澄迈
县金江镇南渡江中国龙舟活动基
地举行，龙舟竞发、船桨翻飞、人声
鼎沸，船上岸上，皆成风景。

2017年（第五届）海南乡村旅
游文化节将于5月27日-30日在
儋州市举行。本次文化节时值端
午节，组委会将举办旅游美食博览
会，评选海南特色小吃、海南十佳
粽子。吃货们准备出发吧！首届
北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
会届时将设置北部湾旅游与商品
展馆、儋州形象馆、市县小吃美食
街等，以及举办“海南十佳小吃”

“海南特色小吃”“海南十佳粽子”
“海南特色粽子”等评选活动，哪家
粽子你最爱？不妨去尝尝。

“粽”享端午
美味你爱哪一款？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临近端午，不同口味的美味粽子又迎来了大
比拼，“硝烟”正浓。在甜粽和咸粽之间，海南人果
断选择了咸粽。

而就算是咸粽，海南各个地方的粽子也不尽
相同。对美食颇有研究的海南人民，精选出了当
地最具特色的原材料，裹进清香的粽叶里，各地粽
子各成一派，让人眼花缭乱、垂涎欲滴。

儋州洛基粽：舌尖品粽香浓浓

儋州洛基粽起源的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因苏
东坡而闻名却是公认的。东坡先生谪居儋耳三
年，闲暇之余，时常琢磨美食，儋州粽也是他所爱
的。

猪肥肉、瘦肉、五花肉、鸡肉、咸鸭蛋、豆类、鱿
鱼丝等，都可以作为儋州粽子的馅料。而闻名遐
迩的洛基粽子，除了传统的海南粽子配料外，还加
入了咸鱼肉。浓香的咸鱼滋味渗透进入了精选的
糯米中，让整个粽子油而不腻、糯而不粘，加之粽
叶的清香，实在令人食指大动。据了解，一个儋州
粽子从选料到制作成熟，要经过32道工序，27个
小时才能完成，可谓是制作精细。

万宁和乐粽：好山好水出好粽

万宁和乐粽子出名，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
在和乐镇，太阳河的温泉水与六连岭的山泉

水在这里相伴流入大海，加上生态保护极好的和
乐小海湿地，成为候鸟们捕食、生活、过冬的最佳
栖息地。和乐粽子所需的“吃海鲜的黑猪肉”“喝
海水的咸水鸭鸭蛋”和“太阳河边的糯米稻”等绿
色原料皆产于和乐。

和乐粽子原料中的糯米，生长在咸淡水交界
处，一半是太阳河的水，一半是回潮进来的海水，
所以产出来的糯米略带咸味，营养丰富。和乐传
统粽子所用的黑猪肉，其黑猪多产于和乐小渔村，
渔民用不要的小鱼、小虾、海菜和椰子肉喂养。粽
子所用的咸水鸭蛋，多为当地传统养殖的麻鸭、红
鸭、白鸭所产，这些咸水鸭以滩涂地上的小贝壳、
小鱼虾、玉米、稻谷为主食，产的鸭蛋和一般的鸭
蛋在口感上完全不同。

定安黑猪肉粽：“硒字招牌”出香粽

定安有一半的土地是火山喷发后所形成的富
硒土地。在富硒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富硒粽叶、富
硒大米、富硒黑猪肉等原材料，就成了定安粽子的
不二之选，也成就了定安粽子的营养与美味。

据考证，定安粽子形成于明代，经过了几百年
的不断改良，就成了今天的做法：将每片粽叶煮透
晾干，再浸泡精白纯正的糯米至柔软，淘在簸筐里
滤干水备用，将切成小片的黑猪瘦肉、猪脚、咸蛋
黄、虾仁、火腿、叉烧等食材配以黄酒、盐、酱油、姜
汁、蒜蓉、五香粉、冬茹、枸子、胡椒粉、桔汁、味精
等佐料搅拌腌制，再将富硒米放入粽叶里，加入馅
料，捆好、扎紧。一般来说，定安的粽子都要大火
蒸煮15个小时才出锅，食用时软绵、靡香、味透、
馅多，多吃不腻，回味无穷。

澄迈瑞溪粽：美味浓香飘百年

在端午节前，走在澄迈瑞溪镇的街上，淡淡的
粽香扑面而来。与澄迈的牛肉干、腊肠齐名，瑞溪
粽是“瑞溪三宝”之一。这样的“身份”，就可见它
在澄迈人心中的地位。

据介绍，瑞溪粽始于清康煕年间，至今已有近
350年的历史，如今，瑞溪粽子主打产品仍是猪肉
咸蛋黄粽子，糯米中加咸蛋黄、叉烧腊肉、红烧鸡
翅等。曾德成是瑞溪镇做粽子的老曾家第三代

“粽子传人”，他们家包粽子卖粽子已经有百年历
史，口味和材料都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改进提高，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一流的材料才能包出
一流的好粽来。

曾德成介绍，他们包粽子的用料很讲究，以糯
米、农家黑猪肉、鸭蛋黄为主要原料，以八角、桂
皮、胡椒等制成香料，将香料、白酒、生油、姜汁、蒜
头等搭配成佐料，拌入切成块的猪肉腌制。

琼海大路粽：手工包出的风味

大路粽是琼海市大路镇的“五朵金花”之一。
大路镇的人们相信，最美味的食物一定要用双手
的温度去捂热，因而大路粽摆脱机械化批量生产
方式，全部采用纯手工包制：把精选营养咸鸭蛋
黄、原生态黑猪五花肉、健康的富硒原生大米用天
然绿色粽叶包好，再用麻绳扎住，放入锅中，经过
六个多小时的蒸煮才最终制作完成。可以说，每
一个大路粽子，都是用心包出来的。

而大路粽的吃法也是丰富多样的，若与热红
茶同食可解腻消滞、与莞香茶叶同食可消化去暑、
与炼奶同食则风味独特。

那么，这么多款美味的粽子，你可想好了要吃
哪一种了吗？

若用“秀气”二字形容海南岛东部
的风景，那么西部的风景则是在细腻
中又增添了一些历史的味道。海南儋
州同样适合大学生的集体毕业出行。

近千年前，苏东坡在儋州生活了
三年，在当地创办学堂，并留下“倦客
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
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等诗
句，更有佳话无数。可见海南这片热

土，在大文豪心中的分量。千年往事，
慨然一叹。孤悬海外的海南，因为善
待了一位苏学士，而多了几份自信和
坦然。如今，要去儋州寻找苏东坡的
足迹，最先要到达的是儋州的东坡书
院：一座红墙院落，在绿树的掩映下，
独守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远离闹市，
清净悠谧。

步入书院大门，“载酒亭”“桄榔

庵”就随着人们的脚步前进相继出
现。东坡在儋州三年，与当地村民交
好，教人识字、传授文化的恩情被儋
州人一直念至今日。在如今的东坡
书院，处处彰显人们对他的纪念。一
幅《东坡行踪示意图》，绘画了苏东坡
一生行走大半个中国的足迹；东坡授
课的彩色塑像，也是现代人的匠心创
作。

“雾海云天山作黛，月色空明水亦
悠”，形容的是儋州云月湖。湖水波澜
不惊，青山飘浮于湖面。湖畔有大片
橡胶林、木麻黄林，山绿水绿，构成一
幅绿色基调的水彩画。

路线：儋州东坡书院——云月湖
——儋州革命英雄纪念碑——白马井
古迹——松涛水库——蓝洋温泉度假
村。

又是一年毕业季

岛内花式路线任你选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又是一年毕业季，对于许
多毕业生而言，来一场美好的
毕业旅行，是大学生活一个完
整的句号。结合海南的自然
美与人文美，本期《旅游周刊》
就带您来一场难忘的毕业旅
行。伸出双手，拥抱海南岛的
阳光，让毕业来得更温暖一
些！

阳光、沙滩，蔚蓝的大海和优质的
空气，这是人们眼中时光慵懒的三
亚。“三亚是一个特别适合度假的地
方。”来过三亚的人，总禁不住要赞叹
三亚的美。在这里，人们开启最悠闲
的时光，找个海滩看潮起潮落，看云卷
云舒，看人来人往……

三亚是一座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城

市，就如元气满满的大学生。要想来
一场难忘的毕业旅行，到三亚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
园是冯小刚电影《非诚勿扰Ⅱ》的拍摄
地，也是在三亚避暑的绝佳景点之
一。景区的环境呈热带雨林风貌，树
木繁多茂密。爬到景区的最高峰，亚
龙湾就尽收眼底。园内有“树中之王”

高山榕，还有另类的藤竹等，都是山中
不可错过的景观。

蜈支洲岛上一派热带风光，有
古迹妈祖庙和岛主别墅、情人桥等，
也有极具特色的木屋以及酒吧、海
鲜餐厅等配套设施。海水能见度
高，水下的世界绚丽多彩，潜水活动
十分受欢迎。而摩托艇、香蕉船、水

上降落伞等丰富的水上活动，更能
让年轻朋友体会热带风情小岛的多
姿多彩。

路线：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蜈支洲岛——三亚鹿回头景区
——大东海风景区——天涯海角——
三亚南山寺——大小洞天风景区——
三亚湾。

驱车进入琼海博鳌小镇，小镇之
美映入眼帘：丰富的植物分布在山岭、
盆地、河谷、内湖、江河沿岸、滨海滩
涂，郁郁葱葱，风景如画。碧海蓝天之
间，是博鳌禅寺的壮丽，也是博鳌亚洲
论坛永久性会址的雄浑，更有清新文
艺的“海的故事”和三江交汇冲击形成
的玉带滩，自然与人文美景交相辉映。

沿着博鳌小镇再向北行驶，就到

了潭门千年渔港。在这里，品尝刚从
海里捕捞上的海鲜，在舌尖绽放的，是
海的味道，风的气息。

从琼海到万宁，走高速只需要半
个多小时的时间。到兴隆去品尝咖
啡，再到兴隆热带植物园去走一走，欣
赏奇花异草。暮色降临后，再感受浓
郁的东南亚风情华侨小镇，品读那些
为了生存及发展背井离乡再反哺家乡

的故事。几个毕业生一起前行，在欢
快的时光里品美味食品，听奋斗故事，
留下一段难忘的毕业前记忆，又是多
么激励人心。

逛完了兴隆小镇，还可以到陵水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去感受猴儿们栖
息的欢乐气氛。依山傍水的南湾猴岛
三面环海，形状狭长，共有大小12个
山头连绵起伏。猴岛景区内的跨海观

光索道将神秘的南湾猴岛、迷人的热
带港湾、浓郁的“疍家民俗风情”、热闹
的渔港风光串成一线。

路线：博鳌亚洲论坛永久性会址
——博鳌禅寺——玉带滩——博鳌海
的故事——琼海潭门千年渔港——万
宁咖啡博览园——兴隆热带植物园
——陵水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鹿城三亚的阳光与海

端午到，游山玩水撒欢去！

■ 本报记者 赵优

端午小长假近
在眼前，除了标配
的吃粽子之外，出
游便成为人们每到
假期心里的小悸
动。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拒绝全程赶
场的旅游，转而去
探寻旅行真正的意
义，全省各地的民
俗活动已经牵起游
人匆匆的脚步。《旅
游周刊》记者特意
整理出几条热门旅
游线路，方便市民
和游客游山玩水尽
情撒欢，要知道，下
一个假期就要等到
十一黄金周了哦！

由于今年端午节紧邻六一国际
儿童节，不少家长选择利用假期带
孩子一同出游，文昌琼海短途游非
常适合家庭出行。

趁着首艘货运飞船“天宫一号”
成功发射的余温，到文昌科普中心来
一场航天知识的洗礼正逢其时。正
在文昌科普中心举办的“中国（海
南）青少年航天强国梦”主题展览活
动展出天宫一号、神舟五号飞船返回
舱、舱内舱外航天服、火箭助推器、发
动机、嫦娥三号着陆器、玉兔探月车、
航天员专用食品以及不同型号的火
箭、卫星等平时难得一见的宝贝，VR
月球探索、球幕影院、天宫一号、三维
滚环等富有吸引力的体验项目绝对
能让孩子们大呼过瘾。

随后驾车前往琼海潭门镇，去
感受月底大退潮期间的赶海之乐
吧。在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之后的
两三天内，各有一次潮差最大的潮，
那时潮水涨得最高而退得最低，低
潮期潮水退得最远，有3公里长，人
们便可徒步“涉水刮螺”“赤脚拾
贝”，不管哪种都收获颇丰。再请老
船长“讲古”，去渔民家做客，听故
事、吃海鲜，不亦乐乎。

端午佳节，对于海南人来说，
洗龙水可是必备项目，保护一年的
健康、平安。除了大东海、亚龙湾
这些老牌海湾，找个舒适的温泉泡
一泡，也是不错的选择。

保亭七仙岭热带雨林温泉是
海南岛开发和保护最为完好的温
泉之一，是野溪温泉和热带雨林的
神奇组合，日喷水量3800立方米，
最高水温95℃，温泉水质软滑、清
澈透明。这里的温泉池大都由天
然鹅卵石垒砌而成，依山而建，形
态各异。池面上热气蒸腾，温柔如
纱。一热一冷的两股泉水汩汩蜿
蜒，汇合一起，被人们形象地叫做

“鸳鸯河”。溪水的温度长年保持
在30摄氏度左右，正好适合人们沐
浴游泳。

想要体验更刺激的洗龙水，可
以试试五指山红峡谷漂流。全长
3.8公里，落差80米，既有惊险时穿
急流、越险滩的激情澎湃，又有平
缓时观峡谷、赏雨林山野牧歌。在
岩滩激流中混着大家的尖叫声被
浇灌全身，感受一把夏日清凉。

民俗趣味多
海口-澄迈-儋州

线路3
开心洗龙水

三亚-保亭-五指山
线路2

在石梅湾畔品咖啡看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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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东海岸城市的旖旎风光

去儋州寻找苏东坡的足迹

深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