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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游艇出海
感受美好日光海景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在海边漫步、在浴场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
……当你想到大海时，脑海中浮现的是否只是这样
的场景？赶紧换一种玩法吧。如今，在海南，玩海
的方式早已大大丰富。坐着游艇出海去，品酒、冲
浪、潜水、游泳、海钓……各种海上运动绝对会让你
感受到无限激情！

到三亚感受滨海城市水中魅力

随着海南游艇旅游的发展，游艇作为高端的度
假方式，开始驶入众多普通游客的旅程。越来越多
的公司纷纷推出优惠游艇套餐，吸引情侣、家庭游
等客人的目光。

三亚的游艇旅游正逐步走向成熟。很多产品价
格亲民、销售策略更为灵活。为满足不同需求层次
游客的需要，特色化的游艇游套餐让游客玩海欢乐
不断。情侣们可以乘坐游艇出海，享受游艇婚纱摄
影的浪漫。如果只是想出海放松身心，游艇SPA能
有效满足游客的需求。

在三亚，三亚鸿洲国际游艇码头、三亚鹿回头
广场游艇公共码头、三亚大白鲨豪华游艇俱乐部等
地，都可以租到游艇出海。

从码头出海到目的地的行驶途中，人们可以静
坐船头看风景，可以试驾或者闲聊。而水上运动也
是不错的选择。当游艇到达深海后，游客可以潜水、
游泳或者划皮划艇，在享受玩海乐趣的同时，也能让
身心得到放松。玩累了，上艇冲冲淡水，擦干身体，
抹点防晒霜，躺在游艇前甲板上享受日光浴，抑或选
个好的位置，享受海钓的乐趣，都是不错的选择。

到东海岸驾游艇出海享美景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清水湾，长约12公里的
海岸线风景秀丽，海风清凉。在清水湾的游艇会，
租一辆游艇出海，可以饱览绝美的清水湾海岸线风
景，从另一个角度感受清水湾之美。在游艇上，观
光、游泳、海钓、水上娱乐游玩活动丰富多彩，人们
能够感受欧美时尚奢华生活。

在清水湾乘坐游艇，还有游玩线路可供选择。
从清水湾游艇会出港，到陵水角抛锚进行海钓，也
可以选择游泳等娱乐项目。午餐时间，可以到猴岛
的渔排用餐，享受活蹦乱跳新鲜的海鲜，最后在沙
滩沐浴阳光，然后返航。

万宁的神州半岛终年在绿林的笼罩之下，空气清
新。这里有美丽的海湾、洁白松软的沙滩曲折悠长，
是玩海冲浪潜水等的绝佳胜地。乘坐游艇进入海湾，
同样能感受到大海的一望无垠与湾深水沃。在一波
又一波的浪潮中迎风而去，海风温柔。坐在游艇甲板
上，和朋友尽兴畅饮，舒心畅谈，最是惬意舒爽。

色彩缤纷的炫目广场

在这里聚集了数十家小店，其中
多数是菜品各异的小餐馆，当然还有
一家卡拉OK厅，以及一个土特产销
售区。这里的餐厅白天几乎都不营
业，到了晚饭时间便会热闹起来，卡拉
OK厅也会聚集着青春不羁的年轻
人，南腔北调此起彼伏。

离路口最近的区域，有一个由集
装箱群搭建起来的“旅游商品广场”，
它简直太吸引眼球了。数十个集装箱
堆砌在一起，高矮不一，错落有致，色
彩缤纷，搭建出一个精巧、炫目的小商
业广场，让人瞄上一眼就被彻底诱惑，
这脑洞得有多大呢？他们将所有的集
装箱某一面甚至是两面大片的铁皮彻
底切割掉，换上透明的落地玻璃，然后
把剩下的箱体外表涂上红黄绿蓝橙白
等颜色，建成了25间独具特色的旅游
商品零售店，每间彩色小店的门上或
窗口都挂着不同风格但又具有琼中黎
族、苗族特点的LOGO，这简直就是
黎苗风加工业风的完美结合呀。琼中
人在使用绚烂的色彩和出奇创意的这
件事情上，真是任性到爆炸。

以往要四处游逛才能买到的琼中
特产全都聚集在这样的一个小可爱的
旅游商品广场里，黎锦苗绣、黎家的陶
艺品、鱼茶、蜂蜜、山兰米以及红白两色
的山兰米酒，在这里统统可以买到。

我和安安光顾过一家名叫“生生灵
芝行”的小店，店家是位个头不高的大
叔，说着潮汕口音的普通话，很诚恳厚
道的样子。小店很整洁，三面墙的货架
上摆满了标注不同名称的灵芝，还有好
多大大的玻璃器皿，里面装满了泡至微
黄的灵芝酒。最吸引我们的是小店的
中间地带摆放的一堆草本植物，学名叫

“山乌龟”，琼中人称它为“金不换”，它
们大大小小堆在沙土上，据说有沙土就
够了，只要不近油烟，无需浇水它们也
能茁壮生长。其中最大的一棵竟然达
到一百多斤，应该也有几十岁高龄了
吧，却依旧生命力旺盛，难怪店家会用
它来做镇店之宝。

店家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并从一
个冒着烟的紫砂锅里盛出沸煮的灵芝
茶给我们品尝，然后再细细讲解不同
灵芝的不同功效，按照我们的需求选
配最适合的灵芝组合。

那是一个安静的午后，我们坐在很
有民族风的大木椅上，喝着微苦还甘的
灵芝茶，看着憨厚的店家蹲在地上挑选
灵芝，在一个大砧板上奋力砍着貌似木
头一样的药材，时不时回头对我们科普
一下中药的知识，时不时起身招呼进店
的客人，买不买没关系，他一样会盛上
热腾腾的灵芝茶给人家品尝。

店家告诉我们，他就是做做小本生
意而已，没想过要发大财。琼中山里的
灵芝多，采的人也多，所以在当地卖不
上什么好价钱，但过日子是够的。不过
现在资讯发达了，他也开起了自己的微
店，有好多外地客人都会通过微店订
货，生意比以前好很多。他还对安安说
下次再回国，一定要再来琼中看看，再
到店里喝茶哦。真是好暖心的一次购
物体验。

没有刻意的吆喝，不急不缓，彬彬
有礼地做着买卖，这是琼中人一致的
特点，这是琼中祥和的令人安心的气
场，也是我爱琼中的原因吧。

雅啦米，送我一杯咖啡

在这个由彩色集装箱构筑的旅游

商品广场里还有一个区域是我超爱的，
它是设在二楼的一个小咖啡厅。我每
回都会旋风般地冲上去，在铁艺楼梯上
踏出振奋人心的金属声响，然后穿过通
透的咖啡座，冲进集装箱尽头的操作
室，大喊——咖啡，小米来啦。

操作室里有一个迷你吧台，两旁
的陈列柜里整齐摆放着好多琼中飞瀑
山咖啡的成品，一个身着苗族服装的
女子站在操作台前煮着咖啡，云淡风
轻的脸上有浅浅的笑意，而咖啡的浓
香就从她的笑脸上蔓延开了，飘满整
个小屋。我说雅啦米，能送我一杯咖
啡吗？女孩说好呀。“雅啦米”是琼中
苗语“我爱你”的意思，说我爱你，于是
我就有了一杯免费的咖啡。

你一定听说过海南的兴隆咖啡、
福山咖啡，你也许会很讶异：什么？海
南的琼中也产咖啡？是的，我也曾和
你一样讶异过，但后来知道了生长在
海南中部山区海拔280米之上，被云
雾拥抱，被阳光热吻过的咖啡豆有着
人无法抗拒的迷香。关于滋养琼中咖
啡的那片土地，以及那里的瀑布美景，
我会选择一个独立的章节来细述，此
刻我只想说，如果你来逛壹号广场，一
定要给自己预留一段时间，来这个集
装箱咖啡座，点一杯焦糖香的、麦芽香
的、白巧克力香的，或是女人香的咖
啡，不加糖，不加奶，细品琼中咖啡天
然的醇香，享受一段午后时光。

想念那份烤鱼的味道

当然，壹号广场的好还远远不止
这些。还有一家名叫“味煌食府”的餐
厅也是我常常会拜访的。我为他们家
的烤鱼和酸鱼汤而来。

那些来自琼中水库中的罗非鱼，每
条都超三斤，鱼肉肥美鲜嫩，完全没有
土腥味，绝对算得上淡水鱼中的极品。
烤鱼的料理方法与全江湖的川式烤鱼
没什么区别，但食材的品质却非同一
般。另外，烤鱼中的配料除了传统的蔬
菜、豆皮之外，还加了油豆腐、蟹柳，热
热闹闹的一大盆。鱼肉被烤至表皮焦
黄，肉质仍锁水完好，在充分吸收了不
同食材的滋味后，从麻辣劲爆的汤汁中
夹起送进嘴里，舌尖立刻被一种多元的
奇香覆盖，幸福来得就是那么突然。

维持烤鱼一直沸腾的是最传统的
炭火，据说用炭火料理的食物远比电炉
料理的更香。想起曾经在海口老街区
的骑楼下那些小排档，炭炉沸煮的老派
火锅，炭香与食物的香气交融地漫过午
夜的街头，像我们儿时所有简单的快乐
一样，永远地留在了那些老时光里，不
免唏嘘感慨。而今面对这一份炭火燃
沸的烤鱼，竟然感动得想要哭泣。

味煌食府的酸鱼汤也是赞到没有
朋友。同样是一整条大大的罗非鱼，
与琼中本地的酸竹笋、酸菜、西红柿一
同熬煮，煮到鱼汤变得奶白，酸味全部
释放出来，鱼肉却没有煮烂的时候，就
是这一锅鱼汤最上乘的口感状态。来
自不同食材的酸，加上鱼肉的鲜经由
舌尖漫过味蕾，顿时胃口大开。当你
吃烤鱼感到有些油腻和热气的时候，
喝下一碗酸鱼汤，整个人都会立刻清
澈、激爽起来。

我有时会在下班之后，从拥挤的
海口出逃，冲到琼中营根镇壹号广场
吃烤鱼，为的就是这一份想念的味道。

爱上一座城，未必是因为爱上一个
人，也许是因为爱上了一群人，一种安
心的氛围，一丝难忘的老味道。毫无疑
问，壹号广场为我呈现的这一切也为营
根镇平添了许多值得拜访的理由。

《雅啦米，琼中》3

打开壹号广场的绚烂时光
■ 小米飞猫

但凡去一个新地方游玩
的人都免不了要买一些本地
的特产带回家当伴手礼。澳
洲朋友安安来琼中时，我们在
营根镇壹号广场逛了一通，她
竟然一口气买下了一大箱品
种不一、形状各异的灵芝，还
大呼便宜。店家说琼中的大
山里有好多普通灵芝，对于山
里人来说这算不上什么稀罕
货，但远道而来的客商把它们
运到内陆，价格翻倍增长，当
然就贵了，所以在琼中买灵芝
会实惠很多。

把本地的土特产零售店以
及小餐馆、咖啡厅、卡拉OK厅
集中在城郊边际的区域，让游
人可以享受吃喝玩乐购一站式
服务，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旅
游服务意识的贴心举措，因此，
营根镇的壹号广场旅游商品美
食街就应运而生了。但是说到
“广场”，你可千万不要以大城
市商业广场的标准来做联想
哦。其实，营根镇的壹号广场
准确地说更像是一条小街，徒
步走一圈都不需要20分钟。
没错，就是这么小。

营根壹号广场。

灵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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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启动至善井项目

“自从村里有了至善井，我们都能
喝上干净卫生的水。不仅解决了村里
3000多人的饮水难题，还有效改善村
里农作物的灌溉和生产，日子也越过
越好咯！”海口市东山镇东星村村民吴
大爷高兴地说。

2003年，本着为海南人民多做好
事，回报社会的初衷，经过多方调研
后，海航集团正式启动至善井项目，配
合政府相关部门解决我省中部山区、
西部玄武岩地区和沿海部分地区的群
众饮水的难题。

“在项目初期，为确保第一口井的
顺利施工、交付，在建井前项目组做了
大量的准备工作，从选址、施工、水质
检测、验收都经过层层的严格把关，为
项目的后期工作开展积累宝贵的经

验。”海航至善井项目经理周军山说。
据介绍，自2003年11月在海口

市秀英区东山镇东星村完成第一口至
善井的修建后，海航集团连续15年在
海口、文昌、琼海、儋州、澄迈、临高、屯
昌、定安、琼中等市县和农场完成了
100口至善井的修建，有效解决了近
30万人的饮用水困难问题。

克服困难
造福缺水地区百姓

“看到村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从过去贫困的生活中走出来，过上了
好日子，我们心里都觉得特别欣慰，说
明海航集团在公益事业上所付出的一
切都没有白费，这个项目所经历的困
难和艰辛也都是值得的。”周军山深有
感触地说。

海南虽四面靠海，但地势中间高
四面低，不利于降水的储存，河水直接

入海；西部多玄武岩地区，石头留不住
水，老百姓多用水缸储水，农业生产在
一定程度上是靠天吃饭。

而在海南中部山区，以及部分市
县花岗岩地区，缺水情况也相当严
重。加上缺水地区均存在交通不便、
经济水平落后等情况，为打井工作加
大了难度。

“在海南缺水地区打井，找水难度
很大，技术上的攻关是一个难点。如
何在节省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
地形地貌特点，尽快找到充沛而又优
质的水，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此
外，还要考虑打井地点的实际交通情
况、土地使用情况等问题。”至善井项
目顾问冯庭汉说。

“在至善井项目上，为了确保当地
居民的饮用水质量，除了打井以外，回
访修复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至
善井新井项目经理陈龙说。据介绍，
2015年至2016年期间，经过多方面

调研，海航集团共完成了17口至善井
的修复工作。

随着至善井项目的深入推进，海
南部分缺水地区的居民用水得到解
决，农作物也得到了灌溉。海航集团
也因此获得了至善井项目当地政府和
老百姓的肯定和赞扬，并多次被海南
省、海口市评为农村安全饮水工作先
进集体。

持续发力
助力海南绿色崛起

“今年我们实现对海南缺水地区
打100口井的承诺，这是海航集团与
慈航基金会对海南地区和人民的感恩
与回馈。海航的初心是造福于人类幸
福与世界和平，这是伟大的理想，我们
海航人会脚踏实地去实现。”海航实业
社会责任与品牌部李俊表示。

至善井是海航集团在海南开展的

旗帜性公益项目，同时也是海航集团
践行社会责任的缩影。今年，随着海
航集团在屯昌县、定安县完成最后9
口“至善井”打造，兑现为海南人民打
造100口井的承诺，也践行了海航集
团“为社会做点事、为他人做点事”的
企业理念。今年海航集团跻身世界
500强第170位，企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海航也用一次次善举，展现着伟大
企业的胸怀。

李俊介绍，至善井意义不止于打
井，更是海航支持新农村建设、破解水
资源“瓶颈”，助力海南绿色崛起的积极
探索。海航集团将以百口至善井为契
机，呼吁社会公众重视水资源保护。

同时，在将至善井打造为海南公
益名片的基础上，着力提升社会公众
对海南水资源保护的重视与了解，从
而推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优化配置、
高效利用，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夯
实生态基础。

陈龙 海航至善井新井项目经理
有幸能参与到海航至善井项目，把有效的经

验推广到有需要的地区，帮助更多人改善生活水
平，责任和意义非常重大。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
爱心企业推广类似的利民项目，让更多人关注公
益，参与公益。

冯庭汉 海航至善井项目顾问
能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投入到至善井项目这

样的民心工程中，不但感到荣幸，更多的是责
任。因此，我们更要高要求、严把控、保质保量地
将工作做到最好！

庄汉金 海航至善井项目工程施工队队长
海航至善井项目是慈善公益项目，海航集团回

报社会的这种善举深深感动我们。作为施工队的
我们，更要做到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以高标准、严要
求进行施工，让村民们喝上卫生放心的饮用水！

海航集团15年累计投入2000万元修100口至善井，解决了我省30万群众饮水难题

百口至善井 甜了百姓心
“水一下子就喷洒出来了，

而且是非常清澈甘甜的水。孩
子们都围在水井旁边不停地奔
跑，村民们欢呼雀跃，每个人脸
上都挂着笑容，像过节一样。”
作为一名海航的老员工，李玉
珂回想起15年前见证第一口
至善井竣工的画面，仍然记忆
犹新，内心激动不已。

2003 年，在海航创业暨
安全运营10周年之际，为了回
报社会，海航集团发起至善井
项目。15年来，海航集团投入
2000万元，为海南缺水地区
修建100口至善井，为我省中
部山区、西部玄武岩地区和沿
海部分地区的群众解决饮水难
题，帮助当地群众早日奔小康。

他们的心声

井水喷出来啦！老百姓成群结队地提着水
桶来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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