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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味

百年黄皮王

荔枝季渐行渐远，黄皮又踏步而
至，趁着树梢上还有，不少人赶紧闻
香而动钻进果园。儋州市大成镇南
吉村是远近闻名的百年黄皮园村，百
年以上的黄皮园达10亩，共160多
株黄皮树，其中村里最古老的一株黄
皮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堪称“海
南黄皮王”。自古以来，南吉村民就

有在房前屋后种植黄皮的历史，得天
独厚的气温、降水、土质，成就了黄皮
优良的品质。这里出产的黄皮，以粒
大颗圆，果肉饱满细腻，汁多味甜籽少
而远近闻名。

海南的黄皮果主要有两个品种，
就是人们俗称的“大种”和“小种”。
小种的果实偏小偏圆，味道甜中带
酸。大种则以甜为主，且果粒较大。
在这样炎热的夏日，小品种甜中带点
酸味的口感似乎更受欢迎。现摘下
的黄皮甜中泛酸，生津止渴，夏日的
酷暑瞬间被驱散得烟消云散。有人
还将果肉、果皮和果核放在口中嚼
碎，连渣带汁一并吞下，味虽有些苦，
但可以起到降火、治疗消化不良、胃
脘饱胀的作用。

黄皮不仅是优质水果，它还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叶、果和种子等都可入
药，具有消食健胃、理气健脾、行气止
痛等功效，俗有“饥食荔枝，饱食黄皮
果”之说。

借着冷饮市场兴起的“老盐”热，

自己也可以做一杯老盐黄皮水，酸甜
中微咸的滋味绝对让人欲罢不能。

抢“鲜”红毛丹

龙眼、荔枝和香蕉等水果，全岛几
乎每个市县都有种植，而红毛丹生长
对气候、土壤、温度、湿度的要求比较
苛刻，在海南，只有保亭县域内红毛丹
种植较为广泛，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前
来采摘。仲夏7月，来自保亭的热带水
果红毛丹已悄然上市，没有什么比抢

“鲜”更让人兴奋，直奔保亭去采摘吧！
拎着果篮，带上剪刀，穿梭于红毛

丹果园内，摘下最红最饱满的果实，然
后现场品尝甘甜的鲜果，这种乐趣是
久居城市的人们所向往的。红毛丹不
像荔枝上市时间那么集中，采收的时
间相对要长一些，可以从7月摘到10
月。所以现在在果园里可以看到鹧鸪
蛋大小毛茸茸的小青果、鸡蛋大小青
里透黄的即将成熟的果实，还有红彤
彤的熟果。成熟的红毛丹果大饱满，

肉厚多汁，一个刚好一口。拧开皮，轻
轻地把白嫩的果肉挤进嘴里，酸酸甜
甜，那味道实在是美妙。有些红毛丹
果园周边，会有农家乐餐厅，当你摘完
果实后，可以到餐厅品尝保亭水库鱼、
五脚猪以及竹筒饭等特色美食，还有
红毛丹炖鸡汤、炖排骨等新鲜菜式。

每年7月底，保亭就开始启动红
毛丹采摘季活动，满园红果园，四通果
园、山丹丹果园、南茂果园、热作所果
园等5大采摘果园完全可以让游客满
载而归。

椰乡品椰子

椰子遍布全岛，一年四季都挂在
树上，但七八月份的椰子最为成熟最
好吃，深入乡村赏椰子、吃椰子当然少
不了啦。

常言道“文昌椰子半海南”，此言
非虚。沿着旅游公路过清澜大桥，八
门湾的另一端就是东郊镇，虽然大桥
上就能远观东郊椰林的美景，浓密的

椰林遮天蔽日，千姿百态的椰树目不
暇接，可谓震撼。椰海村有一座有名
的“椰子公园”，参天椰树随处可见，主
人利用椰子树干搭建起了一座座树
屋，来代替普通的民居，统称“椰子
楼”。吃货们如果运气好，还可以吃到
传说中的椰子蛋。椰子蛋是成熟的椰
子刚长苗之后在椰子里形成的一个类
似于蛋的乳白色球状物，由椰子胚发
育而成。要吃到它，可不是件容易的
事。先得找到一个发芽的椰子，再把
这长苗的椰子外皮剥开，再用刀背砸，
椰壳裂开后用手即可掰成两半，椰子
蛋自然露出。咬一口，绵软爽脆，清甜
之中带着浓郁椰香，让人回味无穷。

平时吃腻了鸡鸭海鲜等“硬菜”，
就应该来品尝最为特色的椰子饭。主
人用椰肉鲜榨出椰奶用来煮米饭，一
开锅就香气扑鼻。椰林下散养的文昌
鸡也成了桌上美味，一半爆炒，一半用
椰奶炖煮。不同于椰子水鸡汤，鲜甜
的椰奶搭配新鲜的鸡肉熬煮出来的，
是最为浓郁美味的椰乡风情。

海口 的打开方式……

海南瀑布 别有风情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提及瀑布，许多岛民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岛
外的一些著名瀑布。实际上，海南不仅拥有美丽
的滨海景观，地势落差造就的瀑布美景也别有风
情。这些瀑布大都隐匿在茂盛的原始森林，未经
开发，因而又能保持它们最为原始的状态。

枫果山瀑布

枫果山瀑布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白水岭苗村境
内，位于吊罗山主峰西北，又处在整个吊罗山区的
边缘。是由仙泪瀑、冰心瀑、思归瀑、彩虹瀑等组
成的瀑布群。

提及枫果山瀑布，不得不说吊罗山森林公
园。车子盘旋在环山路上，还没走进吊罗山森林
公园，就能感受到忽阴忽晴、说变就变的天气。走
进园区，才见倾盆暴雨，一会儿却又晴朗一片。而
前方，仍是雨雾朦朦。据介绍，这是原始热带雨林
独有的气象。

枫果山瀑布的岩顶野生杜鹃丛生，四季怒
放，磅礴白练从山谷间湍流直下，声似洪钟，震
撼沟谷。

太平山瀑布

太平山瀑布位于五指山市东北6公里处的太
平山上，海拔有800多米。据说，太平山上有一个
黎寨，自古至解放前都人迹罕至，纵使兵荒匪乱年
代，却从未遭过兵灾匪祸，堪称世外桃源，故本地
人给山取名“太平山”。山上长满老树古藤，岩石
叠峰奇秀，山花烂漫，林木荫翳，曲径通幽。太平
山瀑布自身的落差有20米，奇伟壮观，上细中
粗。雨季飞瀑倾泻，落于千丈余巨石上，飞溅起如
珠似玉的水花，轰声如雷，回荡不息。

山上是瑰丽奇景，山下是休闲度假。在山脚
下的度假村，可以品尝乡野美味，喝山兰米酒，还
可以与身着黎族服饰的姑娘一起跳舞，悠然惬意。

红坎瀑布

白沙红坎瀑布源于海拔1101米的红坎岭，两
岸峰峦矗立，溶岩密布。站在瀑布下仰望，只见一
条银色的巨龙，宛如从天而降。山下水花四溅，璀
璨晶莹。往山头望去，氤氲的水汽折射出太阳光
的七彩，一架彩虹横跨瀑布，七彩斑斓。

每到雨季，瀑布声若雷鸣，震撼群山，气势雄
伟壮观。此外，当地还有元门洞景区，也是观光探
奇的好去处。每到假日，飞瀑和石洞便能吸引许
多游人。

霸王岭瀑布

霸王岭瀑布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霸王岭
千米之上的高度，落差110米。它的四周群山逶
迤，峰峦叠翠，云雾缭绕，景色奇特，群峰之间的数
条溪河潜流汇集而来，长年流水不涸，依地势跌宕
而形成三级飞瀑。

站在瀑布脚下观赏，展现在游人眼前的是一
幅巨大的天然画卷：在悠悠的白云之下，丛丛的绿
林之间，一条巨大的银带腾空蜿蜒飘扬而下，宛如
仙女的飘带；雪白的水花沸沸扬扬，如雾似烟……

此外，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百花岭瀑
布、屯昌的鸡嘴岭瀑布、儋州的大康岭瀑布、临高
的居仁瀑布，都各显特色，很好地展现了海南的山
水融合，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丽景致。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电视剧《深夜
食堂》一经播出，就
引起了观众热议。
除了探讨故事本
身、演员演技，食堂
里的食物更是成为
人们讨论的焦点。
“深夜食堂”，是一
个温暖的名词。当
一天的喧嚣即将归
于宁静，一份暖心、
暖胃的食物，能够
从心理上安抚人们
还没来得及褪去的
躁动。而“食堂”本
身不同于大雅之堂
的庄严，它是街角
一处小店，作为一
种不可缺少的存
在，它们好吃不贵，
以最简单、亲近的
方式，将人们送入
一个个夜色中。

海口作为夜生
活较为丰富的城
市，“深夜食堂”比
比皆是。今天，《旅
游周刊》记者就带
你走进海口的大街
小巷，去看看夜色
里的海口人，都喜
欢吃些什么。

“阿弟阿妹要喝哪种汤？”暮色降
临，位于文明东路的海英原味炖品店
就开始热闹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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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的所有元素就在那口小盅里
翻滚。

龙骨混合海带、莲藕、淮山、西洋
菜等，乌鸡、鸽子、鸭子等禽类辅以红

枣、枸杞、茶树菇等经火慢熬，加上少
量精盐就能熬出一份上好补品。“在
这里，最受欢迎的还有猪肚胡椒汤、
天麻猪脑汤等。”炖品店的老板娘说，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吃什么补什
么，炖汤的暖胃功效，是人们喜爱它
的一个原因。但喝汤，并不是炖品店
里的全部，许多食客也是冲着店里的
腊肠饭而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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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汤能够暖胃，粥同样受到人们
欢迎。在海口，英姐粥面店是很多海
口人都知道的老字号。店里的沙虫牛
肉粥是一道无可挑剔的美食。沙虫和
牛肉处理得又鲜又嫩，经过和米粒的
层层融合，比广州的粥要稠，又比潮州
的粥要软，绝对称得上顺口丝滑。十
足的吃货，还会加枚生鸡蛋，等滚烫的

粥端上桌后，就将鸡蛋打进粥里搅
拌。粥的热度很快就将鸡蛋热透，一
丝丝蛋花为粥增添颜色与营养。粥本
身的鲜甜，再配上胡椒粉增味，在工作
之余、在暮色之中，一海碗粥很快就见
了底。

攻略：说到暖胃的食物，十三小
的焖面、美祥路的群尚海鲜面、隐匿
在新民西路的阿二炖品等小店，也都
是深夜里吃夜宵的好去处。

暖胃系列 | 汤、粥给人以慰藉

在海口的“深夜食堂”里，甜食也
撑起了半边天。网络上有好吃的姑
娘写出了段子：吃甜食时/总希望时
间 静 止/因 为/也 许/下 一 秒/就/胖
了。可见，虽然作为易诱人发胖的食
物，甜食有点“不招待见”，可实际上，
人们对它又是那么无法抵御。

雪白的牛奶，遇上老姜的姜汁，
就成了令人欲罢不能的甜品：姜撞
奶。名叫姜撞奶，但制作的过程，却
是用煮得发烫的牛奶去冲撞姜汁，字
面语序与实际操作是相反的。在海
口的“丞记传承”小店里，吃一碗姜撞

奶不仅是味蕾的体验，还有一种欣赏
表演的仪式感。一只白底青花的小
碗摆在顾客面前，高温的牛奶从服务
员手中的铝制水壶里流淌出来，与碗
底的姜汁冲撞、融合，再配以时间的
魔力，最后凝结成了布丁状的姜撞
奶。老姜的丝丝辛辣，与加了糖的鲜
奶交融混合得天衣无缝，吃进嘴里，
是何等的温暖。浓浓的奶味，加速了
夜晚安眠的发酵。

而提及深夜的甜品，还不得不说
普及率非常高的清补凉。清淡、滋
补、凉爽，就概括了清补凉的优势所

在——作为一道甜品，它经久不衰，
哪怕是内地的游客，也都要吃上一碗
清补凉，才算是来过海南。

海口盛夏的夜晚是湿热的，仿佛
每一根发丝都紧贴着人们的皮肤，喝
一碗透心凉的清补凉是很好的消暑
方式。最初，清补凉里的甜水以红糖
水居多。绿豆、红豆、西米露、通心
粉、薏仁、甜玉米粒、芋头、花生……
十余种精选的配料混合在一起，浇上
甜水，简单好吃。后来，随着口味的
改善，清补凉又增加了椰奶清补凉、
椰奶炒清补凉、椰子水清补凉，而今，

还有的商家在清补凉里放上冰淇淋
球，就成了清补凉里的“哈根达斯”。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同的人钟爱不
同口味的清补凉。深夜里，陪着人们
祛火降燥，最是那一碗清补凉的美好
所在。

攻略：提及清补凉，在海口较为
出名的是邓记清补凉、新华南老彭记
清补凉等，当然，还有隐藏在各处的

“无名英雄”。另外，在许多杂粮店
里，芒果肠粉、各式口味的炒冰、木薯
饼、鸡屎藤、玉米烙等甜点小吃，也是
深夜里极为受宠的食物。

甜食系列 |“不招待见”却又无法抵御

古色的门面，大篆字体刻画的招
牌，从外形上看，人们很难辨认得出这
是一家炸炸店。在五指山路，“炸炸”
小吃店的装潢，颠覆了人们以往对于
炸炸这类广受欢迎的小吃的看法：过

去只有在路边摊才能见到的小吃，现
在也走进了文艺风格的小店里。

路灯在夜色里明亮耀眼，走进“炸
炸”，点上一份炸炸，很快美味就把人味
蕾上的每一个细胞包裹起来。空心菜、

牛肉丸、茄子、蟹柳……各式各样的食
材被串在竹签上，放进油锅里炸。要说
炸出来的炸炸是否美味，一是要看过油
的时间长短，再就是酱汁。不同种类的
食物过油的时间不同，类似于牛肉丸，
时间要炸得长一些，将肉丸里的水分榨
干大部分，又要保留一小部分不丢失软
弹的口感；像空心菜一类的蔬菜，则只
需要过油几秒钟就捞出。小吃店的酱
汁同样是诚意满满，番茄酱、蒜蓉酱、耗
油、芝麻等多种酱料混合一体，涂抹在
炸串上，十分诱人。

那么，作为一个无肉不欢的吃货，
到哪里又能够满足对肉的需求呢？义
龙西路的盐焗鸡店或许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比起吃盐焗鸡，盐焗鸡店门口

的铁锅更容易引起吃货们的注意：直
径有一米的铁锅里，堆起粗粗的盐粒，
盐粒的下面，是一个个包裹好的盐焗
鸡。锅底下只有小火加热，一是保持
鸡的温热，再就是让盐更持久地渗入
鸡的每一丝肉里。撕开盐焗鸡的鸡
腿，鸡本身的汁水就留了出来。鸡腿
肉鲜嫩、鸡胸肉有嚼劲、鸡皮咸香浓郁
……一只盐焗鸡很快就被瓜分完毕。
吃鸡的同时，店里还准备了白稀饭和
萝卜干，咸淡两相宜。

攻略：位于海甸一东路的“一件意
想不到的事”炸炸小吃店，也颇具文艺
风格，店里的炸秋葵受到吃货青睐。而
若想吃到更多的小吃，则不妨到泰龙城
小吃一条街或者骑楼小吃街去逛一逛。

小吃系列 | 美味也可以文艺

来一场水果盛宴盛夏
时节 除了椰风海韵让人心动，挑逗人们味蕾的各色热带水果也是人们爱上海南的一大理由。

海南岛栽培和野生的果树有400多个品种，其中属本岛原产的果树品种有龙眼、荔枝、芭蕉、
桃金娘、锥栗、橄榄、杨梅、酸豆、油甘子、野无花果等。从南洋群岛和外地引进的品种有榴莲、
人心果、腰果、油梨、番石榴、甜蒲桃、菠萝蜜、芒果、山竹、柑桔、红毛丹等。

5月-7月正值海南水果采摘季，快和小伙伴们一起采风，或者带上孩子深入果园吧，
给自己一份来自夏天的礼物吧！

■ 本报记者 赵优

红毛丹。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吊罗山瀑布。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南小吃炸炸。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蟹粥。本报记者 侯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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