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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好防噪耳机、系上安全带，在
轰鸣声中，直升机缓缓升起，旋即飞
向三亚湾上空。在空中，可俯瞰三亚
湾二三十公里长的“椰梦长廊”，三亚
城市景观尽收眼底，眼前的大海也显
得更加辽阔。

除了水上飞机，直升机也是备受广
大游客喜爱的低空旅游项目。据了解，
我省目前直升机空中旅游已经开辟了
三亚、海口各大景点空中观光飞行航
线，可飞往海南省任何旅游景区，并且
提供航空摄影、空中婚礼等空中服务。

三亚亚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采用
的是由美国罗宾逊直升机公司生产的
R44雷鸟 II型直升机，包括飞行员在

内可乘坐 4人，乘坐舒适，安全性能
好，加满油可以飞行两个半小时，航程
约600公里，从三亚飞到海口只需1个
小时。

“乘坐直升机在低空感受海天美
景，贴近海面飞行的感受和日常乘坐飞
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乘客李哲告诉记
者，当直升机低空穿越绵延旖旎的三亚
湾海岸线，让人流连忘返。从空中看三
亚湾别有一番韵味，低空望去，360度
无死角感受海天一色的美景。

“我们乘坐直升机游过程中，正
好遇到夕阳西下，直升机沿着海岸线
飞行，那种感觉像是在追赶夕阳，那
种美景与感受无以言表。”李哲说道。

酱爆虾饼：
裹起浓郁海味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一个地方的美食，往往最能体现当地的风土
人文、地理特点以及劳动场景。对于滨海鹿城来
说，广袤大海是这座城市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
每到开渔时节，无论是活泼乱蹦的鲜虾海鱼，亦
或是鲜嫩肉丰的螃蟹、扇贝，满载而归的渔获，对
于靠海而生的当地渔民来说，意味着丰收富足的
一年。

在“吃货”眼里，来自海洋的恩赐，是本土美
食制作源源不断的食材。善用本土海味食材，是
琼岛的特色“绝活儿”。新鲜的海味产品，经过水
煮、清蒸、爆炒、煎炸、焖焗等不同烹饪工艺，食材
口感、味道呈现出丰富层次感，刺激着味觉神
经。三亚美食——酱爆虾饼，便取材于海，虾与
饼的巧妙融合，食客一口便可共同品味到虾的鲜
滑与饼的香脆，炎炎夏日，再配以清补凉，悠哉消
暑乘凉，全身心的幸福之感，也就如此。

美食如美景，需留心寻找，不可多得。酱爆
虾饼的店铺并不起眼，店家在位于三亚市第一市
场的一家抱罗粉店内租了一个摊位，没有对外张
贴醒目招牌，虾饼过油时的扑鼻香味，便是老板
的揽客自信。

酱爆虾饼，与海南传统的虾饼做法略有不
同。常吃的一款虾饼类似月饼状，饼厚度大概在
3厘米左右，其中包裹鲜虾，外皮炸至微焦，面裹
着虾，松软可口。而酱爆虾饼，则以薄饼裹虾，让
虾的口感尽情释放，将海味发挥到极致。

观看制作过程，制饼、煮虾、融合煎炸，缺一
不可。为保证海味口感，酱爆虾饼油不过夜、虾
不过夜，店员苏青玲、陈尾女每天6时许便早起备
料，数十斤的基围虾用清水煮熟，锁住原本鲜味；
制饼所用材料并无多大讲究，水、面经过一定比
例调好，加以葱花提味。

7时许，开门迎客。苏青玲用店家特制的扁
平状勺子定量取材，饼铺平煎炸，嵌入1-2只鲜
虾，饼仅有2-3毫米薄，撒上葱花，过油2分钟左
右，外皮酥焦，虾露金黄，再浇上店家的“秘密武
器”——自制甜辣酱，浓汁裹饼，即可出炉。

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早起到店里点上一碗抱
罗粉，配上一个酱爆虾饼，香脆薄饼与鲜炸虾一
同咬下去，鲜虾肉就着喷香饼，好滋味一同打包，
为新一天忙碌的工作快速充电。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出2000多个虾饼，顾
客从店门口排队到了街尾。”虾饼店已有8年历
史，即便店家不善宣传，但好味吸引食客不断，苏
青玲语气中透露着自信。

酱爆虾饼的店铺从早上7时开到晚上12时，
搭配虾饼的美食，也从抱罗粉变成清补凉。从晨
曦到午夜，乐于享受美食的琼岛食客，总愿意给
自己留一个时间，品味当地淳朴的佳肴，邀朋友
共享也好，自己独享也罢，食物的魅力便在于，从
手到口、从口到心，能延续着一个城市发展的味
道。

海口：娱乐之都

线路：万绿园→假日海滩→海口
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华谊冯小
刚电影公社→骑楼老街

海口，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首
府，拥有碧海蓝天、优良的空气，是一
座充满阳光和活力的魅力之城。风情
依旧的海口“百年老街骑楼群”记载着
她的南洋交往史，诉说着老海口生活
的细枝末节。

特色美食：海南粉、清补凉、老爸
茶、蟹粥

儋州：神奇美景

线路：海口出发→百年橡胶园
→海南热带植物园→石花水洞地质
公园

儋州，古称儋耳，距海口130公

里。这里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
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旖旎迷人
的自然风光，别具一格的风味美食，
有“诗乡歌海”“全国诗词之乡”等美
称。

特色美食：光村沙虫、长坡米烂

文昌：神奇侨乡

线路：海口出发→文城古镇→椰
子大观园→清澜港→东郊椰林→椰
林湾风景区→航天文化博览→宋氏
祖居

文昌位于海南东北部，距海口59
公里，沿海多天然良港和沙滩，文昌是
一个以椰风海韵为特色，又具有深厚
人文底蕴的热带滨海旅游度假胜地，
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华侨之乡、椰子之
乡、排球之乡。

特色美食：文昌鸡、铺前马鲛鱼、
糟粕醋

琼海：田园城市

线路：海口出发→万泉河游览区
→多河文化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博鳌亚洲论坛会址→潭门风情小镇

琼海地处海南东部，是海南著名
的侨乡，拥有珍贵而丰富的旅游资源，
集山、泉、河、海、椰林、岛屿于一体。
博鳌亚洲论坛落户琼海，成为海南乃
至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也促进了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特色美食：温泉鹅、嘉积鸭、鸡屎藤粑

屯昌：生态之乡

线路：海口出发→木色湖名胜风
景区→原枫木鹿场→乡村油画一条街

屯昌位于海南中部偏北，是海南
纵贯南北、横越东西的交通枢纽。屯
昌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较好，

奇异的丘陵平湖风光、独特的民俗风
情，构成了屯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特色美食：屯昌黑猪、枫木苦瓜、
白切阉鸡

临高：西部访古

线路：海口出发→龙波湾金沙滩
→临高百仞滩生态公园→临高角解放
公园→九百年临高学宫→洋浦经济开
发区→千年古盐田→东坡书院

临高位于海南西北部，当年解放
海南岛，临高是第一站。临高自然条
件优越，有优质的沙滩、海水，文化底
蕴丰富，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有临高
木偶剧、渔歌哩哩美等。

特色美食：临高烤乳猪、南宝鸭、
多文空心菜

定安：美食天堂

线路：海口出发→热带飞禽世界
→南丽湖风景区→文笔峰→百里百村

定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有“一
里三进士”的美誉。定安是琼剧的发
源地，被誉为海南“琼剧之乡”。定安
旅游资源丰富，围绕南丽湖、文笔峰旅
游风景区、母瑞山“百里百村”乡村旅
游区和定阳古城文化旅游区，打造休
闲养生基地。

特色美食：定安小黄牛、南丽湖鲜
鱼、定安黑猪肉粽

澄迈：长寿之乡

线路：海口出发→盈滨半岛旅游
区→禅林圣地永庆寺→福山咖啡风情
小镇→千年古村落

澄迈历史悠久，是世界长寿之乡、
富硒福地，不仅有丰富的历史古迹，秀
美的风光美景，也有现代的休闲设施，
多彩的人文情怀。

特色美食：福山咖啡、白莲鹅、富
硒地瓜

大学开学季和父母开启一段亲密无间的海岛之旅

初识海南岛 一日游走起

低空飞行旅游为游客带来全新感官体验

换个角度游海南

■ 本报记者 侯赛

达芬奇曾说过这样一段
话：“一旦你尝试过飞行，你行
走在陆地上时，就会不自觉抬
头仰望天空，因为你到过那
里，而且你永远渴望重返蓝
天。”飞行，是人类一直以来的
梦想和渴望。飞行，可以用不
一样的角度去将美景看够。

今年10月1日，海口到湛
江的水上飞机即将正式通
航。据了解，海口到湛江的水
上飞机未来不仅提供点对点
的交通服务，还将提供水上观
光等服务。届时，乘坐水上飞
机饱览琼州海峡美景将不再
是梦想。

据了解，大力开发低空飞
行旅游是我省全域旅游建设发
展规划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近
年来，我省大力发展水上飞机、
水上直升机等低空旅游项目，
让高大上的低空旅游成为一种
大众化的旅游方式，为游客带
来了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让“飞
起来”成为海岛旅游观光的另
一种流行。

8 月 10 日，三亚湾水上机
场，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和螺旋桨
旋转的速度，卷起海面阵阵波涛，
水上飞机入港后依次排队在等候
调度，旅客们上上下下平均每隔
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或者降
落，机场码头一片繁忙。

打个“飞的”游海南无疑是时
下俯瞰海岛风光的不二之选。水
上飞机带来无与伦比的浪漫体
验，全程酷炫，回味无穷。

“飞机开始在水面展翼滑翔，
我开始体会到一种离开地面的兴
奋感。在飞机起飞，我们开始翱
翔在蓝天中，像鸟儿般，鸟瞰这座
奇迹之城。”刚刚体验过水上飞机
观光项目的游客赵景胜兴奋地告
诉记者，水上破浪滑行的感觉酷
似快艇，可以感受到每一刻的心
跳，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乘坐水上飞机，飞至高空，既
可以欣赏到椰风习习的三亚湾海
岸线，也可以飞向更远处，低空俯
瞰凤凰岛。高空下的椰梦长廊如

一条玉带般蜿蜒在三亚湾的沙滩
上。此外，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南
海观音，在108米高空处空中礼
佛，更能体会那份安详与神圣。

据了解，目前我省水上飞机
观光旅游业务使用的水上飞机为
水陆两栖飞机。该机型可以在
水、陆上起降，带来不同的飞行感
觉。水上飞机每架次可搭乘 6
人，机内空间十分宽敞，提供了视
野绝佳的观景驾驶舱，在保证乘
机舒适度之余，更提供了可靠的
安全保障。

“我们目前已经策划19大航
线，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
择多种线路，三亚湾空域、南山
寺、西沙等，飞行时间10-60分
钟不等。”三亚美亚旅游航空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朱佳告诉记者，只
要提前预订好飞行时间，贴心的
私人管家会提醒出行安排，抵达
基地后，出示身份信息，在工作人
员指引下签署协议，就可以登机
了。

水上飞机

低空踏浪，畅游天涯
直升机观光

360度无死角 感受海天一色

■ 本报记者 侯赛

马上迎来大学开学季，
相信许多来琼读书的大学
生们在填下高考志愿的那
刻起，就已对椰风海韵的海
南岛满怀期待。那就趁着
开学季，与父母来一段亲密
无间的海岛之旅吧！了解
一下海南的历史人文，领略
这里美好的自然风光。

滨海、火山、老街、绿
道、美食，再加上独具地域
特色的民俗文化，构成了原
汁原味的海南风光，令人回
味无穷。本期《旅游周刊》
为即将踏上海南的学子推
荐8条一日游线路。

海南咖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东坡书院。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直升机满载游客准备起飞。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虾饼 林诗婷 摄

上海60多家景区
将推出门票半价活动

据新华网消息，2017年上海旅游节将于9月
9日至10月6日在上海举行，将推出60多项各类
旅游节庆活动；60多家景区（点）将推出门票半价
优惠活动。

自2011年起，每年上海旅游节都会推出为期
一周的景区（点）门票半价优惠活动。今年上海旅
游节依然保留了这一传统。据悉，东方明珠广播
电视塔（观光E票）、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科技
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上海金茂
大厦 88层观光厅、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
（97F＋100F联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上海
锦江乐园、上海海洋水族馆、上海欢乐谷等景区
（点）都将参与到门票半价优惠活动中，活动优惠
时间为9月9日至9月15日。

水上飞机。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起起飞飞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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