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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味

《雅啦米，琼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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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飞猫·罗伶

自驾游玩琼中的人们往往都会
在车后箱摆放一辆自行车，因为琼中
境内有太多适合骑行的地方。豪迈
的骑士会沿着224国道翻越蜿蜒的阿
陀岭，一直骑到五指山市，但更多的
人还是会喜欢短途骑行，比如把车开
到邻近加钗农场的朝参村，换上自行
车去欣赏沿途田野的风光。如果选
择在长征镇境内骑行，那应该是一件
更幸福的事情，因为这里有一个新建
成的，有露营地、有咖啡厅、有乡村大
舞台的新寨村什日宛公路驿站。

告别云湖农家乐，出门右拐，不
足两分钟车程就能看到公路右侧高
于树林的如烽火台一样的木质塔楼，
上面标注着“新寨村”及“什日宛驿站”
的字样。沿着小村道拐进驿站就能
置身于一个小小清新的领地。

在什日宛驿站的院子里，有一个
篮球场，球场的一侧有一个用竹子建
起的乡村大舞台。琼中的每个村子
都会有一个乡村大舞台，为能歌善舞
的村民提供一个劳作之后或各种喜
日、节庆时可放歌起舞的场所，想来
什日宛驿站中的这个舞台应该常会
聚集着欢乐的村民与远道而来的游
客。如果你恰好在黎族、苗族同胞的
传统节日“三月三”期间来访这里，一

定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那一份热烈的
欢乐氛围。

驿站内的大部分建筑物都是木
制结构的，带顶棚的木制廊亭散发出
浓郁的乡土风韵，顶棚采用了船型屋
顶的设计，清新雅致，同时保留了古
时黎族先辈们传统居所的风格。朝

向公路的阶梯扶手和近邻公路边的
栈道扶手都是仿木的，这条栈道在修
长挺拔的槟榔树中延伸，令前行的每
一步都有了浪漫的调调。栈道两旁
铺设着的木制的露营台精致地融于
大自然的景致中，我忍不住会联想那
披星戴月的帐篷里的人们，在有虫鸣

鸟语相伴的夜晚入睡会是一番多么
惬意的体验。

如果我在靠近公路的露营区醒
来，走出帐篷的那一刻，我一定会张
开双臂，拥抱早晨的阳光或微雨，深
深吸入第一口清甜的空气，然后向公
路上驶过的每一辆车挥手致意，祝他
们平安回家。这片土地赐予我的每
一份快乐，我都要与所有人分享。

什日宛驿站内还有一栋两层楼
的木制建筑，沿着楼梯走上二楼，第
一时间就会闻到一缕咖啡香。没错，
这是一个公路驿站的咖啡厅，人们可
以在这里品尝到琼中海拔280米之
上山区盛产的飞瀑山咖啡。山区的
气候总是那么多变，明明还是阳光明
媚，霎时就云雾缭绕，细雨纷飞，在这
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生长的
咖啡，应该是风格独特，口感多元
的。如果你是一个咖啡控，又怎么能
错过这一杯惊喜呢？而我一定会选
一本未必着调的书，点上一杯焦糖香
的咖啡，坐在那张用大铁桶砸出凹槽
的彩色座椅上，消磨一段自由惬意的
午后时光。

然后，我会骑上艳黄色的自行车，
去到新寨村，看沿途的稻田抽芽的嫩
绿，或六月稻熟的金黄；去村子里与狗
狗们嬉戏，看公鸡母鸡悠然踱步，也许
还能遇见一只傲娇的猫。或者我会与
坐在树下闲聊的阿姨们、坐在门前摘
菜的奶奶们交谈，学几句本地方言，如
果运气够好，也许还能学会一首山歌，
和村民们一起肆意欢唱。

我们常常会抱怨自己所处的环
境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拥堵的街道，
如潮的人流，刺耳的噪音，刺鼻的废
气，尔虞我诈的江湖以及并不如意的
人生，那也许是因为我们有太深的执
念，想要的太多，想放下的太少，不愿
好好照顾自己脆弱的心。如果我们
大可不必持续地奔袭，大可不必困顿
于江湖征战，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
停下飞奔的脚步，选择另一条路径，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怀抱，找一个可以
停靠且安放自己初心的驿站，放下欲
望，做一个清心寡欲的看客，笑看风
起云涌时，世事无常间那些人和事，
心如止水，清雅从容，一如此刻，在什
日宛公路驿站的我和你。

万宁猪皮汤：
那口酸爽养颜汤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乡村喜宴总是格外热闹，海南的流水席
更是极具特色，不同地区又有各自的特色菜。

这一天，在海口工作的陈鸿斌特地一早
开车回到老家万宁万城镇水边村，他要参加
发小陈业敏的婚礼。在陈业敏家旁的一块空
地上，厨师卓丽君和几名助手正在忙碌地准
备中午的婚宴。5个临时的灶台在榕树下一
字排开，灶台柴火很旺，白斩鸭在锅里已经香
气四溢。用木板临时搭的切菜台上，摆满了
鸡鸭鱼牛羊肉和各种海鲜。

中午12时，新娘已迎回来，在鞭炮声中
婚宴开始，一道道充满乡村味道的菜端了上
来。吃了快10道菜，吃喜宴的人早已酒足饭
饱，对着满桌的大鱼大肉不想动筷子了。“猪
皮汤来啦！”随着帮忙上菜的小伙一声吆喝，
一道散发着酸辣香味的热汤端了上来。汤勺
开始不停在碗里搅动，不到三分钟，汤已被抢
食一空。

猪皮汤，在万宁乡村的婚宴上，是一道
必不可少的菜。尽管很多万宁人都会烹饪，
但是由于制作程序复杂和所需的食材太多，
很少有人在家里做这道菜。制作猪皮汤一
共有三大程序：晾晒猪皮、熬制鸡（鸭鹅）汤、
加入各种配料烹饪成汤。这道菜所用的食
材多达10种。

猪皮，一般选用猪背上最厚的那一块
皮。将皮肉分离后，把毛拔光洗干净，切成
A4纸大小一块，在太阳底下暴晒一天。猪皮
里的水已全部蒸发，留下都是干干的胶原蛋
白，猪皮也成了蜂窝状。而鸡（鸭鹅）汤用的
则是制作白斩鸡（鸭鹅）产生的锅底汤。

以前，万宁本地人想要吃猪皮汤，一般在
过年杀猪时，特意将猪背上的猪皮留下来，晾
晒好后密封，需要的时候再取出来。现在，这
种猪皮在万宁当地很多干货店内有卖，已经
很少有家庭自己制作干猪皮了。而汤，现在
很多家庭或是万宁市内的一些餐馆，多数用
猪肉汤代替，当然味道也会打点折扣。

在制作猪皮汤之前，一般先把干猪皮放
在清水里浸泡半个小时，原本干脆的猪皮，会
变得柔软无比，用手一撕立马就碎。锅洗干
净了，开火，将鸡（鸭鹅）汤倒入锅中。在等待
汤再次沸腾的过程中，切好酸笋丝、鱿鱼丝、
肉丝。汤沸腾，将其全部倒入。放入适量盐
和味精，三四分钟后，试下汤的酸甜程度。味
道刚好，则将已经切成方块的猪皮倒入锅中。

再次煮十分钟，先将新鲜的黄灯笼椒丝
入锅，再将打碎的蛋花倒入，撒一把胡椒粉。
一分钟后，就可以关火将汤盛入汤碗，放一把
葱丝和香菜，一道万宁独有的猪皮汤就算是
制作好了。

尝一口汤，酸甜中带着辣味。咬一口猪
皮，脆嫩滑爽，胃口大开。除了开胃，猪皮汤
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常吃可以让肌肤细腻，
有弹性，有光泽。更重要的是猪皮汤还有滋
阴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在万宁当地，没有厨师不会做猪皮汤
的。”今年50多岁的卓丽君，是当地出名的乡
宴厨师，在当地已经做了20多年厨师，她说
自己跟着师傅学习厨艺时，最先学的就是这
道菜。

如果你想品尝猪皮汤，不一定要参加万
宁乡村宴席，其实在万宁万城镇很多大排档
中，都能点到这道菜。在光明北路、红专路中
的大排档中，随便一家都可以吃到。

红叶知多少？

海南岛包括五指山地区生长的枫
树，其学名为“枫香树”，与我国内陆其
他地方的枫树不同。因叶片分裂为三
角的叶形，俗称“三角枫”“三角枫叶”
或“三角枫树”。枫香树，分布于海南
岛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在五指山纵横
山脉区域，广袤的热带雨林中分布最
多，是较为典型的树种之一。

根据《海南植物志》的载录，海南

岛包括五指山地区生长的枫树，属于
金缕梅科枫香树属，其学名为“枫香
树”，北京香山的红叶和加拿大的枫
树，则属于械树科植物。金缕梅科植
物与械树科植物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枫香树叶和枫树叶也截然不同。

明《正德琼台志》中，这样记载海
南的枫树：“枫，树似白杨，叶三角，有
脂香，今之香枫是也。”由于海南枫树
的叶子味青涩，有淡淡的清香，其树
干因能分泌奇特的香枫脂，当地人把
三角枫树叫做“香枫”或“香枫树”。

●南水线——水满乡
——水满村——热带雨林
风景区（观山点）——竹满
景区——德满景区（可在
水满园酒店或五指山寨用
餐，住宿一晚）

●南水线——水满乡
——水满村——热带雨林
风景区（观山点）——竹满
景区——德满景区——初
保原始黎村（中餐可在水
满园酒店或五指山寨用
餐，如需住宿一晚，可在五
指山大峡谷景区用晚餐）

●登五指山

■ 本报记者 赵优

时 下 的 北
国，已是寒风瑟
瑟，草木凋零，那
些笔挺的桦树和
杨树，还有一度
风姿婀娜的柳
树，褪去了一身
繁华，在风雪中
接受冬的考验。
而地处我国南端
的海南，展现在
你眼前的多半还
是一眼望不到边
的深深浅浅的
绿。

但在海南岛
腹地的五指山，
却在秋风的吹拂
下悄悄地变了颜
色：这里的三角
枫像北方的枫叶
一样，慢慢变红，
渐渐掉落，成就
一道别样的精致
景观。

连绵不断的
山峦，热带雨林
浓浓的绿，层层
叠叠的火红枫
叶，散落一地的
枫叶的黄……夺
目的色彩盛宴，
也让海南的秋天
惊艳无比。

骑士们的公路驿站

●由于五指山腹地
温度较低，在前往观赏
枫叶时，需备足防寒衣
物。

●五指山腹地个别
路段会有山蚂蝗潜伏，
需做好防护工作，防止
蚂蝗叮咬。

●拍摄红叶的最佳
时间为9：00—16：00

●前往五指山观赏
枫叶时，最好找一名导
游或护林员领路，以保
证安全。如遇紧急情况
可拨打电话：
五指山市旅游局
0898-86623023
共青团五指山市委
0898-86622127
或五指山市水满乡政府
0898-86550066

五指山枫叶别样红

随着冷空气一次次来袭，香山
红叶已褪去，岳麓红叶也无影踪，国
内其他著名景区的红叶已经凋落，
而在五指山，枫叶正渐渐变换着颜
色，渲染着属于海南的秋天。

五指山的红叶并不像内地一些
红叶那样齐刷刷地变红，而是从山

脚到山顶，像是打翻森林的调色
盘，斑驳多彩：亭亭玉立的樟树和橡
胶树顶着一蓬蓬黄灿灿的叶子，高
大的枫树披上红艳艳的枫叶，只有
椰子树、山榕树在林间依旧保持着
盎然的绿意……山路蜿蜒而去，两
旁的树木因位置高低、水分多少，树
叶颜色的变化也不一样，有的依然
翠绿，有的泛黄，有的发紫，层林尽
染，五彩缤纷，为秋天装饰上了童话

般的浪漫。
枫叶景观主要集中在五指山

市水满乡一带，而且越往深山里
走，景色就越迷人。小路旁、溪水
边、丛林里、山谷间，那红彤彤的林
子里，随着欣赏角度的不断变化，
枫叶的美更为丰富，泉水中漂浮的
枫叶，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晶莹
剔透，背光赏枫，玛瑙花纹又是枫
叶一绝。

与自然融为一体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月花”“红叶经霜久，依然恋故枝”。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枫叶都情有
独钟，赞枫、惜枫、赏枫的诗句广为
传颂。其实看红叶，更多是感怀。

五指山地处海南省中南部，气

候温和，冬暖夏凉，这里负氧离子含
量每立方厘米多达几万个，有“天然
氧吧”、“海南肺叶”之美誉，远离空
气混浊的钢筋水泥的城市，在欣赏
枫叶的同时，来五指山也是一段吸
氧之旅。这里没有围墙，没有栏杆，
没有门票，一切都是敞开怀抱。趁
着快意江湖的潇洒，一路驱车直奔
水满乡而去，这里是五指山红枫最

佳观赏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人
更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累了，可
以随地躺下，这里有落叶铺床；渴
了，可以掬一捧清泉，绝对甘甜。

根据往年经验，观赏红叶的最
佳时间是11月底至12月，主要依据
天气而定，天气愈冷，红叶愈红。所
以，不要惧怕微凉的天气，去五指山
尽情感受红色的秋天吧！

水满乡境内路段
水满观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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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皮汤。张期望 摄

泡好的猪皮干。
张期望 摄

驿站里的廊亭。

驿
站
里
的
咖
啡
厅
。

在五指山观山点拍摄的枫林。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五指山红叶。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提供

五指山的枫叶。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