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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深山里的瀑布之约什仍村
■ 小米飞猫·罗伶

我并不迫切需要抵达某个目的
地，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身处于哪一
条道路，都与我的人生相遇，从懵懂
年少到世故迟暮，所有的经历与体
验才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在琼中
走村模式了。

长征镇的地貌画风真的很冲
突。它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镇，一
部分土地处在相对平坦的丘陵地
带，但更多的地域却在深山之中。
因此，处在不同地貌环境中的村子
就有着不同的景致。在更早的时
期，住在深山里的人们要出一次山
基本上是要靠徒步的，翻山越岭去
赴山外的一场邀约得是多么艰难而
需要勇气和毅力的事情。而今，人
们竟然会把徒步山野当做一种娱乐
方式，我只能理解为这是现代城市
人群回归自然的本性觉醒与需求。

某天，一位朋友说，我带你去看
一个河水环绕的村庄吧，然后再带你
去找一个未命名的瀑布，完全不输给
百花岭瀑布，但是它藏得太深，想要
看到它是要费点劲的哟。我说好呀，
然后我们就启程了。在此之后我才
明白，此行，其实是一场自驾、骑行、
徒步游玩琼中的综合经历。

我们选择了一辆底盘很高的手
动挡越野车，从长征镇墟出发向什仍
村委会方向行进。水泥铺设的215
县道在山野间蜿蜒延伸，路面状况非
常好。路旁的山坡上有成片的槟榔
林张扬着永恒的绿意，而橡胶林的叶
子已然在冬日里落尽，一大片白白的
树干整齐排列着等待夏季的阳光催
生绿叶，再度赋予它们蓬勃的生机。
山谷里稀缺的平坦地种着初春的稻
谷，鲜嫩的翠绿很耀眼，还有小山坡
上的梯田，光秃秃地任由阳光普照，
我知道不久那里就会种上山兰稻，年

末时分，这个梯田就会变成金黄色，
也会跳起风吹稻浪的丰收舞蹈，闭上
眼睛就能闻到来年的山兰米酒香。

走在这样的路上，我眼眸可见的
每一个小细节都会给我一些惊喜或心
之抚慰，让我变得很沉静，一如山谷中
的一株小草或寂静盛放的花朵，我很
享受这样的沉静。这也许就是我迷恋
在琼中的山野间自驾的原因吧。

这一路，我们经过了至少三个漫
水桥。琼中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漫水
桥，堪称琼中特色。它们建在低洼的
路面某条河水必经的地方，在水位较
低的时候，河水从桥底的涵洞流过，
在雨季或台风天水位上涨的时候，河
水便会漫过桥面甚至淹没前后路段，
水流会非常急，这时车辆将无法通
行。那天我们经过的一座漫水桥上
积了可没过脚踝的河水，司机大哥狠
踩了一脚油门，车箭一般地冲了过
去，溅起一片水花，车内的人高声尖
叫继而哈哈大笑，这么过瘾的沿途经
历竟然让我差一点忘了目的地。

大约三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
个路口，看见一个木牌。琼中的村
子都很有意思，他们会在每一个显
眼的路口竖立一根木桩，把标有附

近村庄名字的木牌按它们所在的方
向钉在木桩上，给自驾游的人们提
供了明确的指引。我们眼前的木桩
上有三个村庄的指示牌，名字都很
好听，比如“冲打林村”“罗柳村”以
及“什仍村”，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
仍村委会。截止到此刻，这一路走
下来是蛮有自驾快感的。虽然山没
有那么秀，是那种小粗犷和小荒野
的感觉，但正因为如此，那种越野驾
驶的快感才会更加强烈。

抵达什仍村委会，我们马不停蹄
朝着瀑布所在的罗柳村方向奔袭。
往后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窄，是那种坑
坑洼洼的泥土路，连村道都算不上，
据说这就是深山中种橡胶、槟榔的人
家常走的生产作业便道，完全因为人
走多了才形成了路。这样的路常常
会被雨水冲刷，要么泥泞，要么崎
岖。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走
上三公里才能到达瀑布的山脚下。
当地人说，很多资深的越野爱好者会
像我们一样驾车前进，但更多的人会
选择把车停在村口换上随车带来的
山地自行车继续前行，同时也有很多
人会采用徒步的方式走到那里。没
想到一不小心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可

以以不同方式挑战自己的驴友胜地。
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车每行进

一步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坐在狂浪中的
船上，其实这就是那种越野车进入野
外高难度试车状态的感觉，那种颠簸
感让人特别想放声嚎叫。这还不是最
厉害的，当我们一路颠到一个布满石
块的溪流边，完全看不到前路了，大家
彻底懵圈，啊？接下来要往哪走？怎
么走？路去哪儿了？没想到司机大哥
竟然在一旁酷酷地说“从水面上冲过
去呀”！不是吧？就在所有人发出一
阵尖叫声的时候，轰，我们的车颠三倒
四地冲过去，照例溅起一片水花！哇
哦，那个整天开着一辆越野车在城里
堵成狗，以为在琼中平坦的山道上飙
一下车就算享受越野快感了的我一下
就给司机大哥跪啦，原来这才是越野
的体验呀！

这一段路真是给了我们惊险加
惊喜的体验！一路上，那条溪流一
直伴着我们同行，而且水平面几乎
与道路持平。它有时会与我们的道
路平行延伸，有时又会突然横在我
们面前，这时我们就得迎着它再次
冲过去，水底的礁石都比较滑，要有
高超的车技才hold得住的，这就是

酷炸的野外探险之旅。
冲过最后一段水流湍急的小

溪，我们终于抵达瀑布的山脚下
——什仍村委会罗柳东风村。眼前
是一片橡胶林，黄叶落尽，白色的树
干被大山的绿色包裹着。大山离我
很近，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它。山上
已经布满了云雾，一片朦胧。所有
的色彩叠加，像极了一幅层次分明
的印象派油画，美极了。

然而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三十
分，我们已无法在天黑之前抵达瀑布
的垂降点，所以只能隔着山雾远眺瀑
布的方向。据说这个处在铁钻岭和白
石岭之间的瀑布，有五六层，间距很
远，人们通常只能看到其中的两层。
但有人曾见过它完整的真容，并且穿过
它抵达铁钻岭美炸了的秘密地带。那
里长满了厚厚的青苔，以及大量被蕨
类植物攀附的形状各异的古树，他们
管它叫“阿凡达世界”。兰园的主人珍
姐就曾到那里寻找兰花，她说往返需要
三天两晚的时间，那两晚，她就是住在
五星级的山景房里，像阿凡达一样。

几乎所有人都对我说没能登上
瀑布垂降点是此行最大的遗憾，他们
还纷纷掏出手机给我看瀑布的峥嵘，
但没有人确切知道那瀑布的实际落
差究竟有多少米，我想下一次我再来
的时候应该就会有答案了吧。下一
次，我一定会站在飞瀑直下水花打在
脸上的地方，让自己渺小成一滴水珠
与瀑布共舞。

其实就如人生一样，并不是每一
次努力过后我们都能抵达预设的目的
地，但是绝不能否认那个努力的过程
带给我们珍贵的经历与收获，就像我
在赴瀑布之约的旅程中那些刺激的经
历以及看过的风景，它们给了我满满
的快乐回忆和幸福念想，它们同样是
弥足珍贵的。而我竟然也因为这一场
错过而遇见了一个有趣的地方，让我
再次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旅游六要素，
吃、住、行、游、购、
娱。排在第一位
的“吃”究竟有怎
样的吸引力？

对于许多游
客来说，在海南休
闲度假游玩，除了
欣赏风景之外，更
乐意享受美食、体
验文化。

海纳百川的
海岛上，海南人融
汇闽粤烹艺，吸收
黎苗食习，引进东
南亚风味，形成了
丰富多彩的味觉
体验。脱胎于粤
菜的琼菜，却以对
食材本味的追求
自成一派，这一特
点足以帮助琼菜
闯出海岛，形成独
树一帜的风格。
而对海南本土餐
饮文化的挖掘也
让琼菜愈发具有
强大生命力，使得
游客在体味“舌尖
上的海南”的同
时，感受海南文化
的本真。

提炼琼菜文化内涵

城市越是浮躁，就越想让人静下
心来去寻找它的根基脉络，去找寻奠
定这个城市味觉的食物。也许质朴简
单，也许工艺复杂，但它一定传承着匠
心。这些传承着匠心的美食，也能让
游客心领神会，口耳相传。

令姜雨薇开心的是，近两年，海
南本土餐饮发展可谓蒸蒸日上，日趋

壮大，大小街道的餐饮店面越来越多
地打出“琼菜”招牌——有主打传统
菜式的琼菜王、有主打椰子鸡汤的龙
泉、有主打老爸茶的假日一品、有主
打清补凉的椰语堂、有主打和乐蟹粥
的新海府……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
和品牌依靠本土美食，全力以赴传播
海南味道。

在海口丁村火车头万人海鲜广
场，新海府粥城每天最热闹的时刻就
是吉祥煎堆上桌的时候。锣鼓响亮，
轿子喜庆，硕大金黄的煎堆在吆喝声
中抬上餐桌，木槌敲开的，则是对于
团圆美满、黄金满屋的美好寓意。这
时候，游客们总会用手机录下这热闹
喜庆的一幕，这也会成为他们在海南

的一个美好记忆。
一道简单的海南鸡饭，何以能被

誉为新加坡“国菜”，除去菜肴本身，
其背后还蕴含着华侨文化。龙泉集
团做足“文昌鸡”文章，将椰子鸡汤打
造为风靡岛内外的琼菜代表后，目前
正着力打造“海南鸡饭”这一原本就
属于海南味道的品牌。

寻味 四方走

用创新寻求突破

一道工艺看似简单的琼菜，没有坚
守和匠心就不能成为一门艺术，更不能
成为一份值得广为传播的文化财富。
藏在美食背后最重要的是细节，对细节
一丝不苟的坚持，是海南人执着追求完
美的“匠人精神”，成就了精致可口的文
昌鸡、嘉积鸭、东山羊以及和乐蟹“海南
四大名菜”，成就了众多中华餐饮名店、
中国名小吃以及琼菜名店、琼菜大师。

“琼菜的发展仅仅依靠对传统名
菜的不断挖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在
创新中不断寻求突破。”陈建胜说，以

“琼菜王”为例，这里的菜品被划分为经
典菜、童叟菜、畅销菜和创新菜等多个
板块，涵盖了多种口味需求。此外，“琼
菜王”每个月都会研发新菜，挖掘各地
口味，同时将新兴食材纳入菜肴，结合
原汁原味烹调手法，烧制出新式琼味。

有特色，才有未来。三亚的海鲜、
琼海的杂粮、陵水的鱼排、临高的乳猪、
五指山的长桌宴、海口的老爸茶，都可
成为当地不可替代的“美食名片”，让其
成为像“到重庆必吃火锅”“到北京必吃
烤鸭”一样的独特诱惑。

海南味道飘香，原味主张、拾
味馆等海南本土餐饮企业也纷
纷出岛开起了分店。在深圳，
椰子鸡汤成为人们聚餐的一
大选择。“食物健康新鲜，不
喜辣的可以享受原汁原味，
喜辣的又能在天然食材中
搭配小米辣等蘸料，满足
养生需求。”深圳市民刘荣
感叹，那清淡纯粹的味道，
也让不少被重口味“轰炸”
的味蕾感受到了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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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切文昌鸡。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匠心追求食物本味

对不少人来说，认识一座城市从
这个城市的美食开始。在海口工作的
姜雨薇对此深有体会：“每当有亲朋好
友前来海南游玩，总是让我推荐本地
最有特色的美食，有哪些值得一去的
餐馆。”在她看来，除了观光游玩，人们
更想满足味觉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
探寻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

白切鸡、白灼虾、白斩羊，在海南
人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这种用最原
始烹饪方式制作出的菜肴，一锅清水
烹出食材本身的味道，被海南人概括
为一个“甜”字。所谓“甜”，即是对

“鲜美”的最高褒奖。这其中，是海南
人对食材的孜孜追求。作为海洋大
省与生态大省，海南物产富饶，食材
丰富，相比用佐料烹饪改变原味，海
南人往往更愿意选择汲取属于食物
本身的味道来满足挑剔的味蕾，即便
是再常见不过的土产粗粮，海南人也
喜欢蒸熟即食。

随着当代人越来越注重养生，琼
菜自然、健康、生态、养生的特点也逐
渐被世人认同。

“可以说，海南本土餐饮发展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游客助推，他们非常
乐意品尝具有海南特色的传统菜肴，
尤其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海南味
道。”海南省烹饪协会会长陈建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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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透明梦柯冰川
向旅游说“再见”

据新华社消息，“未经批准不得在自然保护区
内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日前，一块写有上述内
容的大型标识牌矗立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老虎沟检查站。此举表明坐落于此的甘肃省
最大的山谷冰川向冰川参观、体验旅游说“再见”。

位于甘肃省祁连山西段、酒泉市肃北蒙古族
自治县老虎沟的透明梦柯冰川，被誉为我国最美
六大冰川之一。“透明梦柯”来源于蒙古语的音译，
本意为高大宽广的雪山。据中国科学院定位监测
数据显示，老虎沟所在的大雪山共有冰川面积
159平方公里，其中透明梦柯冰川编号为12号冰
川，长10.1公里，面积20.4平方公里。

近年来由于受到气候变暖和游客攀爬等人为
因素，透明梦柯冰川消融严重。根据中国科学院
的研究发现，与20世纪50年代末相比，最近60
年，透明梦柯冰川末端退缩了400余米，储量减少
了1.5亿立方米，尤其是近年来冰川末端退缩速
率呈加速消融状态。

从今年5月起，为更好保护祁连山生态安全，
减少对冰川的人为影响，属于甘肃盐池湾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透明梦柯冰川开始禁止游客
攀登。最近，按照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相关
要求，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查自纠
并彻底关闭了这条冰川体验参观旅游线路。

截至目前，透明梦柯冰川区域内原建成的游
客接待中心、人行步道、公共厕所和垃圾桶等旅游
服务设施已全部拆除，并设立了路卡、检查站劝返
游客。冰川得到全封闭保护。

停车“黑科技”酷炫，抬杆就走

乌镇成为全国
首个“无感支付”景区

据中新网消息，不用掏钱包，不用拿手机，“无
感支付”抬杆就走？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了，迎来八方客的乌镇东栅景区停车场，这两天也
悄然出现了一项停车“黑科技”：只要先将车牌和支
付宝绑定好，来客开车离场时，无需停车、不掏现
金，甚至连手机也不用拿，就能顺利出场。

几秒钟之间车子开过，摄像头就会准确识别
车牌，然后自动从车主的支付宝里扣取停车费。
整个过程对车主来说可谓“无感支付”，而且车辆
通行时间也会比原来节省80%。这标志着：乌镇
率先成为了全国首个“无感支付”景区。

这种连手机都不用掏就可以完成的“无感”体
验，让不少这两天首次在乌镇体验到的客人大呼
神奇。但是也有人担心：花钱都没感觉了，安全吗？

对此，支付宝出行业务负责人闻觉表示，“无
感支付”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经过技术测
算，因车牌识别导致扣错钱的概率远低于十万分
之一；万一扣错，用户将会得到全额赔付。此外，
一个车牌，只能绑定一个支付宝；如果用户想取
消绑定，也只需在支付宝首页搜索“停车”，进入
停车在线缴费页面，花几秒钟解绑即可。

实际上，支付宝上的“无感支付”不仅仅是为
了酷炫。就在乌镇在全国景区头里头一个“吃螃
蟹“之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重
庆、武汉等城市均有停车场已接入“无感支付”；
接下来，这一支付技术将在这些城市的近万个

“智慧停车场“里升级推广。

马尔代夫获全球最佳潜水目的地

前十月接待游客超百万
据人民网消息，近日，由《潜水》杂志揭晓的

2017年旅游大奖中，马尔代夫在“全球最佳潜水目
的地”排名中名列第五。同时，马尔代夫奥露岛度
假酒店（OBLU by Atmosphere）被授予“全球最
佳潜水度假酒店”，马尔代夫的多家船宿（Live-
aboards）也跻身“全球十大知名船宿榜单”之列。

作为世界上最好的潜水胜地之一，上千座大
大小小的海岛汇聚成的环礁使马尔代夫拥有了世
界上最壮观的潜水资源，数百万年的潮汐及地壳变
化为这里的海底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洞穴、珊瑚礁、
悬崖峭壁和各种布满珊瑚的海底迷人的残骸，百上
千的珊瑚、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等海洋生物，也是
马尔代夫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潜水胜地的原因。

记者从马尔代夫旅游局了解到，截止2017年
10月，马尔代夫已接待的全球游客人数超过100
万人次。从马尔代夫旅游局官方数据来看，10月
单月同比增长8.9%；而中国依然是马尔代夫最大
单一游客市场，占比近四分之一。

据悉，为了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马尔代
夫计划在2018年投入更多的旅游预算推动旅游
业的增长，其中包括放缓租赁岛屿发展度假村计
划，以及增加在中国和中东地区等重要市场的营
销推广工作。 （李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