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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味

《雅啦米，琼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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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飞猫·罗伶

夏天来临的时候，正是荷花盛放
的时节，我会带着猫咪去距离琼中县
城10公里之外的长征镇看荷花。沿
着通往万宁牛漏镇方向的营万道行
驶，只需10分钟车程就能抵达什云村
旁的云湖农家乐。这是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迄今为止最大的集餐饮、住宿、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度假区，每逢周末
或节假日，这里都会云集着来自各地
的人们在慢调的时光中流连。

云湖农家乐里有一个荷花塘，在花
季晴朗的每一天，阳光白花花地洒在荷
塘上，满池荷叶簇拥出一片茂密的翠绿，
叶瓣中盛着昨夜的露珠泛起晶莹的光，
粉色的荷花或含苞或绽放，都是对这个
季节最热烈的回响。花叶之间的莲蓬耸
立着迎向蓝天，总会让我联想到一碗高
高举起的飘着甜蜜芳香的莲子羹。

这是琼中最好的季节，所有的生命
都被唤醒，老而羸弱的都褪去朽败，再
度鲜活，被光包裹着散发出蓬勃的生
机。在这样的季节来到这里赴一场花
约，站在花海的岸边，洗涤尘蒙的眼眸，
你会发现心也会随之变得清澈透亮。

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农家乐的
时候，着实有些震撼。从大门口进入
园区的路有一个坡度，站在坡度之上
就能将农家乐的主园区尽收眼底。那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园区，第一眼看到
的是一个大湖面，白天，阳光照在湖面

上，蓝天和主楼的倒影映在水中，柳枝
在湖畔摇曳，山林在四周拥拢，令它像
极了一幅瓷盘中的水墨画。夜晚，湖
面及四周的彩灯亮起，红黄蓝绿的色
调交替轮换，在暗夜中明明灭灭，一如
成群飞舞的萤火虫串起的微光，极致
梦幻。这第一眼的印象注定难忘。

如我的第一印象一样，云湖农家乐
的一切都以“大”为终极目标。大大的
咖啡厅能容纳上百人同时享用早餐和
午、夜茶；大大的中餐厅，除了包厢区
外，还有一个可容纳数百人同时用餐的
大厅。我曾在此遇上过一场婚礼，舞台
上司仪在恶搞着新郎、新娘，舞台下浩
浩荡荡的来宾一同欢呼，声浪震天。

再说到客房，无论是综合楼的双
标房还是园区一侧的蒙古包、小别墅
也都是空间很大。

我第一次住在综合楼的园景双标
房，两张1.5米的大床置于房间的一
角竟然显得异常小，卫生间和浴室分

别设在门口的两侧，室内还有一个盥
洗区，然后整个房间还有一大片空空
的区域，几乎能容纳10个人席地而
眠，走在这样的房间里，说话都有回
音，我不晓得店家儿时受过什么刺激，
这样的任性也令我很欢乐。

后来我又住了综合楼后边的小别
墅，其实它更像那种一层楼的排屋，这
样的房型也是超震撼。每一户的门前
都有一个大大的廊道，摆着两张茶几
和数张椅子，晨早或深夜坐在这里喝
一杯清茶或咖啡，呼吸着清澈微甜的
空气是很惬意的事情，不可否认这个
摆件很贴心。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
个客厅，沙发、茶几、自动麻将桌应有
尽有，其实撤掉这些物件，摆上两张床
也还是宽敞的。两间卧室在客厅的两
侧，我用巨大来形容它们一点都不为
过。房间内有两张大床，床头的墙壁
上有一面巨幅的黎苗风情画，书桌上
摆着台式电脑，座椅很舒适。拉开窗
帘就能看见一面几乎落地的大飘窗，
推开窗，坐在窗台上就能看见廊道外
的夜空和晨早的滴着露珠的树叶。浴
室也是惊人的大，一个盥洗台横在中
间地带，隔开沐浴区，抽水马桶和盥洗
盆洁白考究。至于隔着客厅的另一间
房，我甚至认为躺在各自的床上想要
对话时真的需要对讲机。

面对这样的房型，我依旧想问店
家儿时受过什么刺激才会如此任性。
后来的某一天，当我听说这个农家乐

还是一片荒地的时候，它的蓝图是店
家两口子用笔在纸上一笔一笔画出
来，然后据此建成的。

在这样一个农家乐里，店家还为游
人配套了许多娱乐设施。一个高尔夫练
习场建在湖面上，人们可以在此自由挥
杆，尽情摆拍。不想打高尔夫球的人可
以在旁边钓鱼，不想钓鱼的人可以骑着
租来的自行车在园区内游荡。说到自行
车，这里还真的有一个丛林赛道，并且曾
经承接过一个国际自行车赛事，想来它
也是一个有过辉煌历史的农家乐。

当然，除了水上高尔夫，其他娱乐
设施我一概没有碰过。住在这里，我
有自己的玩法。

某一天我尝试致电营根镇百家超
市，预定了一个烧烤炉架、一堆炭，一
堆诸如鸡翅膀、蟹柳、鱿鱼干、牛肉串、
罗非鱼以及茄子、玉米这样的食物，还
有一堆油盐酱醋和啤酒，然后在别墅
区廊道外顶天立地开起了一场烧烤
趴。那一夜，繁星点点，微风拂面，空
气中流转着烧烤香，炭火映红人们微
醺的笑脸，我再一次重温了学生时代

的简单快乐。那时，年少的我们最开
心的事情应该就是男生女生周末结
伴，找一个僻静的空旷地，或是某一片
海滩，用石块堆砌成一个烤炉，拾柴生
火，烤一些买得起的食物，聊一些不着
边际的话题，关于理想，关于未来，关
于友情，也许还有爱情，这样简单的事
情就能让我们快乐很久。这久违到几
乎忘却的感觉，我们在云湖再度寻获。

2017年2月，为了写这本书，我
再一次来到云湖农家乐，此时这里正
在大兴土木，据说是要建一个大大的
房车营地。我知道我这辈子很可能永
远都买不起一辆房车，但我仍可以在
任何一个闲暇的日子来到这里看别人
家的房车；在夜晚摆弄我的烧烤架，让
食物的香气再度弥漫，让炭火映红好
朋友们微醺的笑脸。如果醒在花季的
晨早，我会在荷塘边散步，赏最娇嫩
的、最绚烂的、最沉静的荷花和翠绿的
荷叶与莲蓬，我会改编那段著名的诗
句——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荷花的
开落……我达达的马蹄不是美丽的错
误，即便我不是归人，只是过客。

形式多样的特色温泉

1993年，三亚南田温泉成功钻
打了第一口深56.1米的热水井，当
时喷水高度高出地表8.63米，日自
流量达3726吨，且水中微量元素的
含量可以起到药物治疗的作用，作
为一个典型的地热田，成为海南唯
一一处被收入《中国矿情》一书并具
体介绍的温泉。

这里温泉池种类众多，其中小
鱼温泉人气最高。在高达43℃的
温泉水中，小鱼依然快活畅游。当
人进入浴池中，小鱼便将人团团围
住，专门啄食人体上死去的皮质，不
但可以刺激表皮神经，促进血液循
环，还能起到畅通毛孔的作用，可谓
乐趣十足。

位于海口观澜湖度假区内的火
山岩矿温泉中心则被设计成了涵盖
六大洲风情的特色泡汤主题区。每
一个主题区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在
亚洲区，你既可以躺在温热的石板
上舒展身心，也可在“吴哥古迹”旁
体会柬埔寨的浸浴文化，大洋洲区
主要凸显“原著毛利”“山林温泉”的
意境，中东区还有“土耳其蒸浴”和

“超凡死海”的魅力，具有独特主题
的浸浴体验，仿佛有了穿越之感。

外地人的
琼菜印象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天降细雨，淅淅沥沥。在北方，秋黄了
落叶，早已铺满街道。在海南，这是一年中
食物最肥美的季节，且没有了夏日的酷暑，
也没有北方秋日的燥。这是一年中我最爱
的时节。

二十多年前，我的父母随着南下的大军
离开北方的故土，来到海南打拼，如今已经
站稳了脚跟。而自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我，也成了一名实打实的“海二代”——海南
话会听也会说几句，海南风俗早已司空见
惯，对琼菜，早已从胃到心，熟悉到了骨子
里。

每每有北方的亲朋来到海南，去吃一顿
正宗的琼菜，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近几
年，随着我对琼菜的愈发熟悉，也随着到来
的宾客一年比一年多，接待外地亲友去吃琼
菜，就成了我乐此不疲的“特殊任务”。

对于头次吃琼菜的人们来说，他们对琼
菜的摆盘大抵都会有个“精致”的印象。时
令的海鲜会按照个头大小区分售卖，要吃得
原汁原味，就白灼之，再整齐地装盘。知名
度颇高的白斩鸡，则皮透晶莹，肉色白皙，不
似红烧那般的重色，也没有过红油后被泡得
发红，只有鸡的原色，整只切散入盘却不凌

乱，依旧保持着鸡的原形。而其他的一些菜
色，也都是精心烹饪，有散发着鲜香的羹汤，
有在石锅里煎炸过的质朴的豆腐，也有散养
长成的带皮黄牛，上天下地，再到水里，无一
不缺。外形看上去“颜值”高，口味也非常独
特。

琼菜讲究鲜活。以海鲜为例，刚从海里
打捞上来的海鲜最好是一刻也不停地就进
入餐桌，才能锁住最原始的味道。为了保持
这份鲜，人们想了很多种办法，最常见的是
养在水缸里，现吃现捞。而在海边，也有许
多临海而建的排档，专门品尝鲜美的海味。
我的北京好友用一句话来形容白灼虾入口
时的感受：“这虾活着的时候一定是努力地
运动过，肉质结实有劲，鲜得进了嘴里都有
种还在跳跃的错觉。”

没错，琼菜擅长用白灼还原海鲜的滋
味。鲜味不足的海鲜会产生干、柴、碎、粉的
口感，嚼之无味。而“还在跳跃的错觉”，可
以被认为是“鲜活”的褒奖了吧。

琼菜讲究清淡。我的根在齐鲁大地，从
家乡来到海南的亲朋很多。鲁菜分量大，口
味重。琼菜与之相比，就站在了另一端——
清淡，菜量适中。前几日，家乡的叔叔到来，
牛奶白果淮山的融合、西芹百合腰果的搭
配、上汤豆苗中点缀着少许咸蛋黄，都俘获
了这个北方汉子的心：“搭配合理，做法独
特，一看就非常养生。”

类似的琼菜还有很多，层层口感或清
脆，或醇绵，或浓郁，或清香，清淡而不寡淡，
是美味的琼菜的火候。

琼菜还是多变的。品尝琼菜的鲜，只是
一个方面。实际上，同样的食材，在琼菜菜
谱中还有多种烹饪方式。从简到繁，变化多
样，甜酸辣咸兼蓄。如海鲜可以白灼也可以
用椒盐烹炒，还可以入火锅，再蘸料食之。
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简单的一道铁板豆腐
就捕获了外地食客心。豆腐出身于海口石
山镇，是颇有名气的石山黑豆腐。铁板煎制
之后，豆腐表层的香脆、内里豆花的醇厚，口
感层次强烈，连连被称赞为：“吃过的最好吃
的豆腐。”

琼菜也不是固步自封的。比如白斩鸡，
蘸料就随着人们口味的改变，从较为传统的
酱油金桔混搭，到蘸着虾酱吃，再到蘸着山
柚油吃，不断地适应人们更多的追求。把椰
子应用在传统的海南鸡饭制作中，使鸡饭又
带上了特别的椰香滋味，形成另一种风格的
鸡饭。又因受东南亚菜系的影响，琼菜也多
了些甜辣的手法——炸好的菜卷蘸着泰式
甜辣酱吃极为美味。此外，借鉴粤菜开发的
西红柿蒸鲍鱼，融合了日本烹饪技艺的椰汁
糕也都广受欢迎。

最后，对于我这个“外地人”而言，琼菜
早已经是人间至味，一段时间不吃，就会极
为想念。

海南全岛已知温泉近40处，密度之高居全国之首

“温泉岛”上感受温暖惬意
■ 本报记者 赵优

这个时节，北方寒气
逼人，海南秋雨连绵，似乎
告诉我们已经到了温泉养
生的最佳时间。冒着泡的
热水从地表汩汩涌出，升
腾的蒸汽呼吸起来都是清
新与温暖。在暖意融融的
泉水中小憩片刻，不仅能
消解积聚在体内的寒气、
湿气，还能让身体骨骼、肌
肉彻底放松。而你，只需
把身体交给泉水，把眼与
心付与美景，然后就静静
地体验身体与心灵的欢
愉。

除了大海和沙滩，海
南的温泉也盛名在外。有
关资料显示，目前海南全
岛已知的温泉有近 40
处。按陆地面积计算的
话，海南平均每1000平方
公里就有1处温泉，密度
之高居全国之首，是名副
其实的“温泉岛”。海南作
为全国最多旅居候鸟的冬
季度假目的地，泡温泉正
成为众多人旅居海南时必
不可少的一项体验。

11 入 池 有

序，先从低温池开
始浸泡。

22 时 间 不

宜过长。由于温
泉的水温多高于
体温，所以每次浸
泡时间不宜超过
10-15 分钟，每天
最多不过 3 次，以
免 加 重 心 脏 负
荷。

33 先 缓 缓

站起，等身体慢慢
适应后，再离开温
泉。

44 泡 温 泉

后，必须饮用大量
热水作为补充。

55 泡 过 温

泉后，新陈代谢加
快，应稍事休息、
放松以恢复体力。

等容颜如荷花开落

热带雨林里的山野温泉

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
的七仙岭温泉，是目前海南温度最
高的热矿水，水温高达95℃，富含
锂、锶、锌等元素，属硅酸重碳钠型
水，是理想的医疗保健矿泉水，而且
还是全岛唯一一处从高处自流的温
泉，无须人为机抽，可直接用保温管
引来使用。

这里是海南目前唯一的以“热
带雨林”和“野溪温泉”为主题的温
泉区。在七仙岭的晨曦里，鸟儿在
歌唱，花儿沾满了露珠。那些隐蔽
在森林里、与野鸟相伴的深山温泉
池都用天然卵石垒砌，依山势而建，
高低错落，形态各异。当你品着野
花的香味，欣赏着来自大自然的音
乐，身体在温泉中和那些毫无人工
修凿的石头亲密接触，大自然已将
你拥入怀中。尽享山野情趣，便是
山野温泉的魅力。

因为有着较高的水温，这里还有
一项美食不可错过，那就是温泉煮
蛋。鸡蛋经过温泉浸泡，蛋白已凝
固，但内中的蛋黄却是还保持半流体
性质，成为口感特别的流心蛋。在这
样充满野趣的山间雨林里享受温暖
和惬意，怎不令人流连忘返？

风情小镇里的保健温泉

位于万宁兴隆华侨农场的兴隆
温泉，是海南开发利用得最早的温
泉。1980年，由广东省地质局海南
地质大队在该地区进行钻探，共打
出了20多眼温水孔；1992年，海南
省环境地质研究所打了5眼热矿水
孔。自1994年正式开发利用以来，
兴隆温泉已发展成为海南著名的旅
游度假胜地。

兴隆温泉水四季保持60℃左右
的温度，其中可溶性二氧化硅和氟的
含量较高，可称为“氟硅水”，水中还
含有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多种微量元
素和氡，对皮肤病、关节炎和神经衰
弱等有辅助治疗作用，保健价值非常
高。加上这里独特的东南亚风情、热
情好客的归侨、可口的东南亚美食，
泡过温泉之后快去侨乡徜徉一番吧。

琼海官塘温泉几乎可以称为海
南“最臭”的温泉了，因其硫化氢含
量较高，被俗称为“鸡蛋臭”温泉。
这里温泉水温43℃至45℃，对人体
有镇静作用。躺在泡池中，抬头可
见峻秀白石岭，袅袅炊烟从椰林中
升起，不远处农家的小楼笑声隐
约。在这种田园牧歌一样的环境中
泡温泉，远不止舒筋松骨。

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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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海官塘一家温泉酒店内，游客在泡温泉，放松身心。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保亭七仙岭温泉。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白灼虾

云湖荷花开

夜晚，与朋友在云湖小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