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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夏令营
你选好了吗？
■ 本报记者 赵优

孩子的暑假到底怎么过？除了暑假作业和辅
导班，应该有更多有意义、有意思的活动！参加暑
期夏令营正是锻炼他们团队协作精神、责任与担
当的大好时机。想要在暑期夏令营计划中收获更
多，不妨来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夏令营吧！

科普文创——

这个暑期，有相关机构推出“科普文创”夏令
营，邀请中国科学院讲师团高级讲师、辅导学生发
明的高级教师、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海南
中学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辅导老师、手工达人等
经验丰富的老师为孩子们做文化、创意、创新、创
造类教育辅导，并让学生动手参与实践，在了解创
意创新发明方法的基础上，开启孩子们的创新思
维。带领孩子探索火山古地质文化，了解海南历
史上的创新技术，参观千年火山古村落、万年火山
溶洞，进行历史文化内容讲解，揭秘海南古人类的
生活，激发学生对远古人类生活的浓厚兴趣，了解
野外生存知识。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陶制作知
识学习、体验，发明创新方法和科学实验课程的学
习，也将为孩子们的暑假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亲子欢乐——

教育者们会“寓教于乐”，把儿童需要学习的
知识以游戏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游戏与探索释
放自然童真与好奇天性，在妙趣玩乐的求知旅途
中有所收获，便是最自然的学习过程。这个缤纷
暑期，一些酒店推出暑期儿童夏令营：通过趣味性
的瑜伽动作，让小朋友远离学习压力，放松身心。
陶瓷彩绘可以让孩子们通过手中的画笔，在洁白
的陶瓷上描绘出心中的美景。动动手把简单的吸
管、报纸等道具，建造出属于自己的过山车；到植
物园近距离观摩热带珍稀植物，了解咖啡、可可的
种植过程，亲手制作香醇巧克力；化身成为辛勤的
小园丁，动手种植一个小盆栽，一同成长……丰富
多彩的趣味游戏和活动让孩子们成长为更精彩的
自己。

拥抱挑战——

冲浪夏令营跟其他的户外营不一样的是，更
注重培养孩子探索和挑战的精神。有些冲浪营为
全封闭独立营，冲浪、跳水、帆船、趴板、滑板、团队
游戏……每日大量的户外运动，无一不在锻炼孩
子的身体。全程配备资深外籍领队，每日不同场
景的英语课程快速提升孩子的听力及口语；每晚
的英语冲浪日记，更加让孩子敢于表达。环保教
育、沙滩清理、篝火、烧烤等冲浪者生活的必备元
素，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冲浪到底是一项怎
样的运动，学会尊重其他人和大自然。在海浪里
翻滚，在沙滩上流汗，跟小伙伴一起冲浪、说话交
朋友，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每天专业摄影师
跟拍，记录下孩子最难忘的瞬间，营期结束发布视
频，这将成为孩子们最美好的回忆。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从海口出发，沿着高速
公路，海南岛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部分：东部、中部和西
部。由于自然气候、人们聚
居及开发的程度不同，三条
线路呈现出来的状态又不
尽相同：东部路线即是海南
岛东部沿海地带，浪漫活
泼；中部路线则是屯昌、琼
中、五指山一带，绿色养眼；
西部路线则由澄迈、临高、
儋州、东方等西部城市串联
起来，人文风貌古朴淳厚。

不同的特色，造就了海
南岛上不同“颜色”的旅游
氛围。暑假已至，从东部开
始，便依次可以体验到多姿
多色的海岛韵味，三条线
路，三种风情，能让这个假
期更为开怀。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食物的美味，在于不同食材之间
的相互配合。在以清淡为主的海南饮
食界中，炸排骨算是一道“重口味”的
小吃了。

它的口味独特：有肉桂粉、黑胡
椒、白胡椒、五香粉等日常海南菜中鲜
少出现的佐料；它又偏油腻：做法是将
腌制好的生排骨放进热得冒烟的油锅
里炸熟，炸得酥脆，炸得吃起来手上、
嘴角都是油。它与向来清淡简约的海
南菜几乎背道而驰，却依然不阻碍它
成为海口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在水巷口，吴日彪炸排骨和辣汤饭
齐名，都是这条巷子里的“明星小吃”。
吴日彪炸排骨店铺从2000年开店至
今，已经“红”了17年，从原来简陋的铺
面，到现在隔着防尘玻璃售卖，外形上

了档次，味道更受欢迎。老板吴日彪性
格直爽大方，虽说这炸排骨的秘方不方
便对外透露，但是在选材上可都是认真
而细心。精选的猪排被砍成了一小段，
经过腌渍之后再放入油锅里炸，等到通
体金黄就可以出锅。经过了许多次的
实践，炸排骨的师傅总能把握好油炸的
时间，保持了炸排骨肉质的鲜嫩。咬一
口炸排骨，腌渍得极为入味的排骨香浓
可口，好的肉质绽放在舌尖，香料能给
味蕾带来极大的满足。裹挟在排骨表
面的淀粉酥脆有味，时不时还能吃到同
样被炸透的蒜粒，蒜香味浓郁。很多食
客就算是吃完了排骨，还都要把掉落在
袋子里的渣渣全部吃掉，才不会觉得浪
费，算是完成了整套吃炸排骨的“流
程”。

自早上9点开门后，厨房里的大
油锅就持续不停地工作，红红火火地

忙活到下午6点多。炸好的排骨就端
到店门口贩卖，别看9点时间尚早，但
是食客却是络绎不绝。一个铁盘子里
能装上十来斤排骨，不出二十分钟准
能全部卖完。到了临近正餐饭点的时
候，吴日彪炸排骨更是变成了“秒杀
款”，店铺前排着队的食客们等得心
急，付完钱拿着刚到手的炸排骨，就迫
不及待地从袋子里捻出一块吃起来。
还带着油温的热排骨，吃起来最是味
美，所以就算是手指被排骨烫着，也能
被忽略。而那些来晚一步的食客，就
不得不等待下一锅了。

一年四季，人们对吴日彪炸排骨
的热情都一如既往。许多食客还专程
从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驱车到水巷口购
买。而如果觉得吃炸排骨过于油腻，
还可以买上一杯老盐柠檬水解腻下
火，做一个完美的小城吃货。

暑期海南游全面开启

一个颜色一种风情

参加夏令营
需要携带哪些物品？

1.个人洗漱用品（牙膏、牙刷、毛
巾、浴巾、沐浴液、洗发液等）；

2.个人生活用品（换洗衣物/运动
鞋2双/袜子/拖鞋等）；

3.随身背包、防晒霜、随身小毛
巾、花露水等；

4.学习必需品（学习用具、笔、日
记本，暑假作业、课外书籍等）

5.根据不同类型夏令营准备必
需品。

水巷口的“明星小吃”

海南的热带水果丰富，有的特色
水果时令却很短。比如黄皮。在儋
州大成镇的南吉村，百年黄皮园正值
采摘尾季。在这里，有着百岁年龄的
黄皮树随处可见，其中年岁最大的一
棵，已经超过三百岁。如一颗颗鳖
蛋，硕大的黄皮果挂满枝头，虽然已
到尾季，果实却格外地甜。

村民符明存说，村里的人仿佛与
黄皮有着默契一般，树林里掩映着古

老的民居，村民则依靠着黄皮树、珍
惜着黄皮树，而黄皮果一年比一年结
得质量高，让现在的百年黄皮园出了
名。所以，何不趁着暑期档，去赶一
赶当地人最爱的黄皮“集”？

到了西部地区，东坡书院彰显着
当地的人文情怀。苏东坡蛰居儋州三
年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的书画字作，也
给当地人带去了文化养分。在如今的
东坡书院前，满堂香莲盛开，正对应着

苏东坡的高洁傲骨。书院里的桄榔
庵，是苏东坡执教、为当时的儋州人做
文化启蒙的地方。如今早已蒙上了一
层古色，却更是历史的沉淀。

千年古盐田，也是西线不错的景
点。西部的烈日挂在空中，空气格外
炙热，海水的蒸发也更为迅速。白色
的盐在水槽里逐渐析出，是一个神奇
的幻化过程。

与东部的日出相对应，莺歌海

是观看落日的最佳地点。莺歌海不
仅是我省最大的盐场，染红夕阳的
海面迟迟存有暮色，昏黄混沌，宁静
悠远，令人不禁感叹，夕阳也可如此
之美！

攻略：儋州中和镇，东方鱼鳞洲、
白查村，乐东莺歌海、尖峰岭等地，都
是西部地区较为出名的旅游胜地。
从古朴的人文景观到优美的自然景
观，西部的风景磅礴大气，同样出众。

从海口上海屯高速，沿线便是一
座座“绿色的城”。还未到屯昌县城，
就先进入了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
低矮的小山丘被绿色的植物覆盖，为
中部的绿色清爽奠定了基调。

屯昌的梦幻香山，是在一座座绿
色的小山之间打造出来的花香世界。
柠檬树、面包树、棕榈树……在这里各
类的热带植物层出不穷，风车、花草互
相为伴，一幅优美的田园风光。

而继续向南行驶，便觉得空气越
来越凉爽，当然，车轮下的地势也越
发见高。琼中的黎母山森林公园，原
始森林里郁郁葱葱的树木高耸入云，
山间是不尽的溪流、瀑布。在这里，
气温也要比外界低不少，林间尽是动
物们的鸣叫声，阳光偶尔刺破树梢，
就照在古木上。脚下的青苔和蕨类
植物也都繁茂生长，山势的落差，凉
爽的气温，使得这里成为了登山爱好

者的最爱之地。
到了五指山市，奔腾的昌化江在

夏季迎来了丰水期。江边的树木在
江水的滋润下褪去春季的枯燥，变得
活跃灵动起来，繁茂的影子来不及投
在江面上，就被跳跃的水花带着冲向
前。在昌化江两岸，人们喜欢在江边
钓鱼。江水里的鱼混合着自然的味
道，肉质紧实，是一道当地的佳肴。
在中部地带，再热的暑期温度，都会

被满眼的绿意降下来，一阵阵的清爽
沁人心脾。

攻略：屯昌梦幻香山，琼中黎母
山森林公园、什寒村，五指山市的五
指山风景区，保亭茶溪谷景区、呀诺
达热带雨林公园等地，都是林木覆
盖、温度清凉的好地方。若要更清爽
地体验当地的农家生活，不妨走进当
地的农村，品尝农家乐美食，向农民
学习更多的游玩攻略。

今年年初，一部《航拍中国》纪录片
火遍大江南北，而纪录片的开篇之作，
鸟瞰的便是海南美景。而鸟瞰的主线，
又要从三座灯塔说起，文昌木兰灯塔便
在其中。木兰灯塔位于文昌木兰湾。
木兰湾是一个形状似三角形的港湾，木
兰灯塔对于海船的行驶有指引意义，景
区并没有浮夸的旅游设施，却有着值得
人们期待的美景。

白天，银白色的塔身高耸于蓝天
碧海之间，美丽壮观；夜晚，灯塔的两
道长长的光柱，穿过深邃的夜空，交

叉飞舞，和着田野里的夜虫及灌木丛
中鸟儿的梦呓，像一个乐队的指挥棒
在指挥着气势恢弘的大自然交响曲，
让人真切地细品生活的原汁原味，寻
找大自然的美好真谛。

最值得一提的是木兰湾的日
出。来到木兰湾，可以在海边扎起
一顶顶帐篷，静静守候黎明的到
来。太阳露出头前，海面微微显露
出光芒，昏黄又明亮。逐渐地，暖阳
染黄了天边，太阳迅速升起，而海水
看起来早已混沌，岸边的礁石像是

被染上了糖霜，反射着光芒发亮。
刺破天际的太阳越升越高之后，天
空彻底明亮，阳光也恢复到耀眼的
本色，木兰湾的颜色则回归于纯蓝，
海水拍打礁石，略有声响后便回归
平静，就仿佛从未经历过任何时间
的“动荡”。

作为海岛，蓝色的海是值得骄
傲的。文昌的东郊椰林面海，琼海
的玉带滩藏身于海的怀里，万宁的
旅游公路与海相映成趣，陵水的分
界洲岛、三亚的蜈支洲岛，都极好

地诠释着海之蓝，究竟可以有多
蓝；海之美，到底能够有多少种；海
的浪漫，又能够给人们讲述多少个
故事……

这一切，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小
岛良好生态最真诚的敬意。

攻略：从海口出发，可自驾游到
文昌铺前木兰湾观日出，还可以到月
亮湾、铜鼓岭等景区游玩，再到琼海

“海的故事”、玉带滩，万宁石梅湾、兴
隆热带植物园等地，每座城市，都值
得拿出时间细细感受。

炸排骨

中部路线 绿色清爽之旅

西部路线 古色人文之旅

色彩之旅色彩之旅

东部路线 蓝色浪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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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大成镇南吉村的黄皮
挂满枝头。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小学生在参加夏令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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