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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 小米飞猫·罗伶

阳光会转瞬即逝，但山风乍起时，
云雾飘渺处，总有人会举起一枚盛满阳
光的酒盏，回应月夜的花香，泉水的吟
唱，敬人生寂寥，醉得淋漓酣畅。

穿过最后一片水面，以及如画的
槟榔林，我们来到那个未命名的瀑布
山脚下。那里有一间简易的民居，在
这么深的大山里显得异常孤零。

已接近傍晚时分，厨房里飘起炊
烟，与山野中的薄雾交织在一起，令
空气中多了一丝人烟。我绕着民居
走了一圈，周围很安静，后院连接着
灌木丛，有一群毛色漂亮、体态矫健
的鸡在地上啄食，突然间，在我头顶
至少3米高的树枝上，一只深红色的
公鸡“嗖”地飞了下来，迅速窜进灌木
丛，我和啄食的鸡们都被吓了一跳。
也许是因为我的尖叫声吸引了看家
护院的狗狗，它们从某个角落里狂奔
出来，冲着我奋力狂吠。

听到狗吠声，主人走了出来。那
是一位三十出头自称王哥的男子，一
脸自来熟的表情，开口就说看瀑布是
吧？来回要四个小时呢，等你们爬到
瀑布那儿天就黑了，要不住下吧，明天
一早再上山，我给你们带路。我说不
了，下次再来吧。他说别瞧不上呀，我
们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东风村户外驿
站哟，经常有自驾的、骑行的、徒步的
城里人来我们这里露营，去年“五一”
假期，帐篷从我们家门前一直排到前
面那个溪边，有七八十号人呢。

在这荒郊野岭中遇见一个驿站、
一户热情的人家，这是怎样的一份惊
喜。自小深受武侠小说熏陶的我最
迷恋这样的桥段——一个游山的大
侠，在渺无人烟的深山里孤独地走
着，突然看见万绿丛中飘展着一面红
色的酒旗，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家客
栈。大侠走了进去，把宝剑卸下放在
桌上，点上一壶老酒和三斤牛肉，那
一夜，他就这样，在世外桃源中宿醉
一场，将万丈红尘中所有烦忧统统抛
掉。这画面太美，我也想要。

当然，这门前并没有高挂的酒
旗，只有一些晾晒的衣服透着家的味
道。这个地方当然也算不上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旅游驿站，但在人烟稀少
的大山里，通往瀑布的必经之路上的
这个民居的确为远道而来的人们提

供了很多便利，因此它在驴友的世界
里还真的是小有名气呢。

王哥说，这个地方原本是什仍村
委会罗柳东风村，也曾经住着很多人
家，由于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村
民们陆陆续续搬走了，村子也曾一度
变成了荒地。王哥一家搬到了县城
做起了小买卖，按他的说法，他们家
卖过水果卖过鱼，做过好多生意都失

败了。在他13岁的那一年，恰逢橡
胶、槟榔的价格走俏，他们便卖了县
城的房子回到村里，在荒地上种起了
橡胶和槟榔。那时他们居住的房子
比现在这个简陋多了，是用茅草和竹
子搭建的，再用一张三色帆布盖在屋
顶上遮风挡雨。

说起这些，王哥并没有太多的唏
嘘，因为即便那时生活很清苦，但大山
里的孩子们娱乐项目可真不少，坐拥
这一大片山野，他们可以任意撒欢，比
如采摘野果，下河摸鱼、拾螺。他说那
时的孩子，在河里畅游，一游就是一整
天。回忆起这些让他很骄傲，他说这
才是最美好的童年，“比城里的孩子吃
了100个棉花糖还要甜”。

后来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当年
种下的农作物给了他们一家丰盛的
回报，水泥路通到了三公里外的村
口，电线也架到了小山坡上，退伍回
家的他挑起了家业的大梁，喜爱户外
运动的他结交了很多朋友。朋友们
时常会成群结队来到这个被他骄傲
地称为“东风村户外驿站”的地方，一
起爬山，看瀑布，下河摸鱼、拾螺，上
山砍竹子做竹筒饭，烧烤，然后在铺
着芭蕉叶的长桌上摆上驴友们自带
的食物或他们家烹制的农家菜肴，喝
酒、唱歌，肆无忌惮地欢乐，像他儿时
那样。

说到他们家能为驴友们提供的
农家料理，王哥更加嘚瑟。那些在后
院吃虫的走地鸡自然是令城里人垂
涎的山野美味，而他们家喂养的猪也
是难得遇见的美味呢。为了向我炫
耀他家的猪，他拎着一桶酒糟倒进后
院的两个切割成容器的汽车轮子里，
然后向灌木丛的方向口罗口罗地叫了一
阵，于是大大小小的猪们便飞奔而
来，加入鸡的行列，围着轮胎享用起
酒糟大餐。没错，就是酒糟！吃酒糟
的猪你见过吗？

话说他们家的猪，品种真的很奇
特，大猪长得还比较正常，只是鬃毛
很长，有些神似野猪，但小猪与普通
的猪就很不一样了，黑色的小猪长着
褐色的斑纹，没有斑纹的小猪却长着
金色的毛，超萌超可爱哦。权威的解
释是，原本他们家养了一只平凡的母
猪，因为是野外放养，母猪常常到山
里溜达，某天邂逅了一只雄性野猪，
它们开始交往，然后就有了传承野猪

基因的爱情结晶，再后来，母猪不停地
故技重施，王哥家的野猪就越来越多
了。王哥说来到这里的城里人不仅能
吃到走地鸡、河鱼、百花菜、竹筒饭，运
气好的还能吃到这珍贵的猪肉呢。

仅凭这一点，对一些如我一样的
饕圣而言，爬不爬山、看不看瀑布也
许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能遇见山脚
下的这个驿站，能寻得一丝山野滋
味，已经足矣。

黄昏的时候，谢过了王哥的晚餐
邀约，我们向他告辞。穿过他家的厨
房时，没有闻到饭菜香，却出乎预料
地看见他的家人在煮酒。那时炉火
正旺，炉上有一个大锅正冒着蒸汽，
有一根长管连接着大锅和炉旁的一
个酒缸，滚烫的米酒顺着这根管流进
缸里。我曾无数次想要一睹这种古
老的酿酒技艺，没想到无心插柳，竟
然在错过瀑布之后见到了，人生充满
惊喜呀。

我一定是在听着王哥的家人详
述米酒的酿制流程时眼睛直勾勾地
盯着人家的酒缸，不然王哥为何会赶
紧拿来一个勺子，拔掉滴酒管接上一
勺递到我面前呢？如同我人生中经
历过的许多第一次那样，这一天，我
在瀑布山脚下的这户人家里尝到了
生平第一口滚烫的米酒。喝完之后，
我说，嗯，起码有50度。王哥举起大
拇指说厉害。也正是这一天，我才知
道，原来米酒是越煮越淡，并且滚烫
时浓，纳凉后淡的，像爱情一样。突
然间想到一句话——“黄昏时偷来你
的肋骨酿酒，百年后醉得有血有肉”，

思绪放空了很久。
那传说中的瀑布，我至今仍无缘

一见，那瀑布山脚下的人家却是我猝
不及防时最好的遇见。我在写这一
章节的时候，珍姐给我发来短讯，她
说又去爬山了，目的地是瀑布后面的
铁钻岭，并且山顶的杜鹃花开得漫山
遍野，美得令人心颤。她说为了能登
上铁钻岭，她要背上一个移动的家，
在深山峻岭穿越徒行四天三夜。因
为单反太重了，没带，手机也在爬山
的时候摔坏了，所以这一程没有图片
记录，那些美好的都记在心里了。也
许我永远都无法如她这般轻而易举
看遍大山最深邃的盛景，但我很满足
我力所能及的遇见，正如我在瀑布的
山脚下遇见的这个驿站，小景致、小
惊喜，以及纯朴快乐的人们。

那一天，我跟王哥互加了微信，
现在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经常
会告诉我一些关于驿站和驴友们的
趣事。我曾经问过他，在这样的荒郊
野岭，你晚上一般会干些什么呢？他
说拾螺呀，用尖椒炒一炒，再整点烧
烤，然后去酒缸里瓢一壶酒，就很开
心了，这就是山里人的生活呀。是
啊，这何尝不是压力山大的城里人羡
慕垂涎的生活呢？那些欲望满满的
人们，一辈子奋斗打拼，不就是为了
可以这样快意地活着吗？在我们的
认知层面之外，在我们固有的快乐定
义之外，有些人，有些不一样的活法
不经意间就给了快乐不同的诠释，也
给了我们全新的启示。这当然也是
琼中给我的礼物。

琼岛处处是美景，吸引了不少电视节
目、影视剧作品来取景拍摄，透过镜头将海
南之美声名远播，吸引着不少新人慕名而
来，寻找拍摄场景，回顾经典画面。

因电影《非诚勿扰Ⅱ》的热播，在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内，演员葛优、舒
淇两人携手漫步的“过江龙”索桥被视为
爱情的象征，成为不少新人情侣的拍摄
胜地。索桥位于山峦之间，桥长168米，
最高处距离地面400米，丛林秘境、云雾

缭绕，风光秀丽的美景犹如梦幻仙境，新
人大可选择清新、活泼风格的礼服，化身
男女主人公，在此留下爱情纪念。

拥有快艇、跳伞、香蕉船等丰富多彩
的水上运动，三亚蜈支洲岛亦是新人情
侣们最想去的目的地之一。电影《私人
订制》曾在该景区拍摄，因而影视作品中
出现的帆船、沙滩、日光躺椅、情人桥等
元素成为不少新人婚拍场景。此外，岛
上爱情文化丰富，又称“情人岛”，常见爱

情主题的雕塑作品、礁石造型，与爱人空
中跳伞或在海中乘船畅游时，均是求婚
告白的好时机，定能符合喜欢海岛婚礼
风格的新人需求。

此外，海口的冯小刚电影公社亦是
新人婚拍首选地之一。漫步其中，犹如
穿越时空，颇具南洋风情、老北京风情的
街区富有特色，身着匹配不同场景的情
侣装在此婚拍，怀旧风、民族风浓郁，定
能为婚拍作品添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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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手天涯，许
诺一生。12 月 9
日，第二十一届中
国·三亚天涯海角
国际婚庆节在三
亚天涯海角游览
区拉开帷幕，百对
新人身着汉服，在
天之涯、海之角许
下爱的誓言。

美丽海南，浪
漫岛屿，因旖旎美
景、唯美传说，每
年吸引着数十万
新人前来举办婚
礼、蜜月旅行、婚
纱拍摄，为琼岛注
入甜蜜元素。此
时，北国已是冰封
飘雪，海南却仍花
团锦簇，正是气候
舒适、风光怡人的
浪漫时节，热恋中
的新人不妨穿上
婚纱、礼服，相约
天涯海角，踏上寻
爱旅程，将海南丰
富的自然景观、民
俗文化等浪漫元
素，融入至婚拍、
婚礼、婚宴之中，
在如诗美景中留
下爱的回忆，在如
画景致里记录甜
蜜瞬间，特色花式
海南婚庆旅游
定 会 回 味 无
穷、终生
难忘。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天涯海角，总能与爱情、盟誓相连。湛
蓝的大海、绵长的海岸线、成片的椰林、细
腻的沙滩……海南唯美的景致、醉人的风
景，为新人、情侣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浪漫空
间，携手漫步海湾，在沙滩上留下串串脚印，
享受简单的“小确幸”也是一种幸福。

海南海湾众多，亚龙湾、海棠湾、清
水湾、石梅湾各具特色，以海洋为元素，

无论是旅行婚拍，还是举办婚礼，均是不
错选择。在海边婚拍，大多数新人喜爱
选择“天涯”“海角”石作为首选之地，除
此之外，琼岛的不少湾区还具备海滩、椰
林、草地、三角梅、渔船等丰富元素，原生
态的美给拍摄增添了更多趣味；若喜爱
大气磅礴的拍摄风格，清水湾、棋子湾等
湾区的碧海、青山、绿洲、奇岬、河流等景

观，处处均是新奇美景，携手观光游览的
同时，还能以生动影像记录甜蜜瞬间。

海湾婚礼形式丰富，除了传统的海边
草坪婚礼，随着游艇旅游、邮轮旅游等新
兴旅游产品发展，乘船出海体验一次时尚
浪漫的游艇婚礼、邮轮婚礼，在浩瀚大海
中与恋人感受乘风破浪的畅快，海天一色
间许诺地久天长，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除了海洋元素，海南还有不少森林、
田园等特色景观，喜欢森系、小清新风格
的新人情侣不容错过。

在琼海，小镇风情、田园风情成为
特色，新人携手出游，骑着自行车穿行
田园花海，聆听清风、品味花香、感受乡
野，婚拍镜头中定能留下舒心恣意的笑
颜；在坐拥珍珠海岸的陵水，其实也不

乏黎苗风情、渔家文化，不少新人在婚
拍时喜爱身着黎族苗族的民族服饰，或
在婚宴设计中融入民俗风格，进一步感
受琼岛文化内涵；若想更深入体验琼岛
民俗，还有不少新人情侣选择等待时
机，去琼中参加“三月三”庆典，在庆典
中体验定亲、迎亲等环节，近距离感受
黎苗婚俗的魅力。

此外，琼岛特色的爱情文化也吸引
着不少新人前来。鹿回头美丽的传说久
久流传，在三亚鹿回头景区内的标志性
雕塑，为婚拍场景添色不少。园内情爱
文化景点错落有致，“爱”字摩崖石刻、

“永结同心”台、连心锁、夫妻树、海枯不
烂石、月老雕像等场景，为新人拍摄营造
甜蜜氛围。

鸡饭的传承与创新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与海南鸡饭在东南亚一带的响亮名头相比，
鸡饭在老家海南似乎显得太过朴素和低调。如果
不是到东南亚亲眼目睹海南鸡饭的壮观，不少老
海南甚至会怀疑海南鸡饭的名头是不是炒作起来
的。

但2008年6月，新加坡的电视台不远千里跑
到海南岛四处寻找海南鸡饭的根，由此可以看出
新加坡对海南鸡饭的重视。一年后，借开展“味美
海南”活动，海南省烹饪协会联合新加坡中厨协会
举办了“海南鸡饭”论坛，共同研讨“海南鸡饭”起
源、传统工艺及风味特色。

海南大厨和新加坡大厨同台PK鸡饭技艺。
新加坡最负盛名的文东记海南鸡饭集团董事经理
程文华现场为大家展示了鸡饭的制作过程，他为
即将下锅的文昌鸡全身“按摩”的细节，至今仍令
不少海南大厨印象深刻。程文华带来了文东记专
用米——在新加坡，鸡饭是用泰国香米制作。同
时，还带来了当地盛产的香兰叶调味！刀功了得
的程文华告诉海南同行：切鸡要带骨，又不要让人
感觉到有骨！相比之下，海南的大厨们更多是沿
袭了“妈妈”们的传统做法——采用海南老米，鸡
饭比之泰国香米制作的显得更为松散；醮料则是
海南特色的鸡汤、蒜蓉、桔汁调制。

祖籍琼山的新加坡中厨协会会务顾问冯洱迅
是在吃了多年的鸡饭后，那一天才第一次吃到正
宗的文昌鸡。他感叹说，如果新加坡的海南鸡饭
能够用文昌鸡来做，那就更是世界美味！他觉得，
虽然海南鸡饭是在新加坡扬名，但由于采用的大
多是来自马来西亚农场饲养的速成鸡，与文昌鸡
相比其实还是逊色很多。

一直专注于文昌鸡美食的龙泉集团在承办了
那次论坛之后有太多触动。之前，龙泉集团更关
注于文昌鸡本身的产品开发，如在传统的白切基
础上，率先开发出引领风潮的“隔水蒸鸡”。之后，
又在2011年9月将民间不起眼的椰子水煮鸡汤
搬上餐桌。6年间，这道菜品不知道成就了多少
餐饮品牌餐饮名店，也成为海南餐饮近年来走出
岛外最常选择的品类。

“鸡饭也是文昌鸡系列产品的一个品类，过去
我们关注不多，仅仅是把鸡饭看作民间一道普通
的主食而已。”从那一年开始，龙泉集团董事长符
史钦开始关注起这道从小就很熟悉的“妈妈”的饭
食，最近两三年，更是把鸡饭当作了一件大事——
请新加坡一带的大厨回来交流，送自己的大厨到
东南亚去学习“留洋”的海南鸡饭，希望能够集中
大家的力量共同提升本地海南鸡饭。

本土大厨逛了一圈回来后太自豪了——东南
亚一带的五星级酒店，居然都有海南鸡饭！刚开
始还对新加坡版的海南鸡饭有些保留意见的本土
大厨们，不再坚持大米一定要本地老米，不再坚持
工序一定要保留传统。他们觉得，尽管新加坡的
海南鸡饭没有采用文昌鸡，在鸡肉的品质上的确
会有遗憾，但新加坡出标准、有创新，将海南鸡饭
做成了大众可以接受的一道美食，这就是海南需
要学习借鉴的。

创新技艺、加入香兰叶，大胆尝试不同的米，
只为呈献一碗好饭！当吃到那口泛着淡黄色光
芒，混合着鸡香、蒜香、葱香、米香，香味浓郁立体
的米饭时，你才会明白，原来旁边那盘斩件整齐的
鸡块，反而只是一个配角！

海南的本土大厨们开始不再固守那碗熟悉的
“妈妈”海南鸡饭。在习惯了使用海南本地老米之
后，他们开始尝试用东北米、五常米、泰国香米等
各个品类的大米轮流做试验，不同的调料、不同的
技艺、不同的呈现，哪一种才更符合现代人喜欢的
口感，哪一种才能既保持米粒的完整又能够吸收
更多的精华……更多的本地大厨接受了香兰叶，
接受了五常米、泰国香米，只因为它令米饭的香更
为丰富和多样！

“慢慢提升，慢慢推广，我们相信本土的海南
鸡饭，会有辉煌的那一天。”在餐饮江湖沉浸20余
年的符史钦，更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2018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在
各行各业都为30周年的庆祝活动积极谋划的时
候，海南烹饪界将“海南鸡饭”的推广放在了首
位。以“海南鸡饭回家”为主题的活动，将会邀请
来自世界各地的鸡饭高手们共同“回家”，同台呈
献不同风味、风情的海南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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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婚礼：天涯见证爱的誓言

体验民俗：相伴共品“海南甜蜜”

复刻经典：化身主角寻梦追爱

见遇

海口西海岸某五星级酒店举办的海
边婚礼。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王哥家煮酒的大锅。

游
艇
婚
纱
拍
摄
近
年
大
受
欢
迎
。
本
报
记
者

张
杰

通
讯
员

曾
觉

摄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00分 印完：5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山
林
深
处
有
人
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