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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深玩

告别南流村温泉区，我们的下一
站是上安乡仕阶村。

仕阶村是地处五指山东南麓、万
泉河源头的一个黎村，距离五指山的
水满乡仅有五公里的路途，是古时人
们去往五指山的必经之路，也是得天
独厚的五指山最佳观测点和登山地。
同时，在仕阶村还有一片保留完好的
清代摩崖石刻群，它记载了清王朝在
海南黎族同胞居住地实施过的一场

“镇平后抚”的历史事件，也是黎族与
汉族文化相融合的历史佐证。这是
一个极具原始热带雨林风貌、怀古意
境与考古价值的地方，喜爱玩山的人
们，当然不该缺失了在此插上小红旗
的经历。

倚石仰五峰

从南流村温泉区出发，沿着国家
步道，我们在五指山腹地穿行。这是
一个静谧的世界，车轮与道路摩擦发
出的声响异常清晰，喧嚣凡尘离我们
更远了，大林莽的绿色几乎侵占了我
们的目光所及之处，我能感知被无边
的绿吞没时那种软绵绵的快意，这才
是我想要的安全感。

当我们行经一个山坡的时候，向
导突然停下车来，激动地大喊——快
看五指山！循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在道路左前方有一座云雾缭绕的大
山，一尊挺拔的山峰清晰可见，向导说
这就是海拔1867米的五指山主峰。
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我们一生中
会经历许多的第一次，而在这么近的
距离眺望五指山是我们另一个弥足珍
贵的第一次，于是在欢呼声中，山坡上
也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手机、相机的咔
嚓声。“拔云寻古道，倚石仰五峰，落叶
流水去，山寄闲情来。”这首好诗出自
哪位大神之笔？寥寥几句竟然就道出
了我心中杂乱无序的感慨。

都说五指山有三个半的指峰在琼
中境内，都说五指山的最佳观测地就

在琼中上安乡的仕阶村，这一次我信
了，并且相信，年年岁岁，四季更迭，五
指山一定在荫护着仕阶村的这片土地
和父老乡亲。

以最具仪式感的态度眺望了五指
山之后，我们依依不舍继续前进，下一
站是传说中的摩崖石刻。持续下山的
道路变得越发狭窄，甚至有一小段简
易路，中间地带是长着小草的泥土地，
只有两边狭长的水泥路承载着左右两
侧的车轮，紧贴着山壁延伸。热带雨
林的气息越发浓郁，深呼吸，空气里满
是潮湿的味道，但很甜。还好这条窄
路不算长，没多久，我们就驶入山谷中
的一片空旷地，那里有一栋孤零零的
房子，它是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上安乡管护点。我们把车停在
院子里，才发现，管护点才是观测五指
山的最佳位置。在晴朗的日子里，中
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之间，云雾尚未
聚拢之时，站在这个地方，五指山峰几
乎就贴在我们面前，那“五指拔地亿万
年，擎天捧日山野间”的磅礴气势展现
无遗，酷炸了。为了这一刻而长途跋
涉真的很值得。

深谷摩石刻

我们接下来要找寻的摩崖石刻就
在管护点附近。这里有一条小路，它
能通往后山的老村。古代，人们从这
里翻过大山，抵达五指山市的水满乡，
现在，仍有许多登山爱好者会从这里
出发，去朝圣海南最高的山峰，去欣赏
沿途云封雾锁、沟壑深幽的奇景，以及
空中花篮、老茎生花、藤蔓交织、绞杀
附生的植物奇观。古道延伸之处是更
古老的原始热带雨林，那里生长着

4000多种植物，其中有2500多种具
有珍贵的药用价值，所以一些民间高
人也常会在那儿流连，如神农般尝百
草，采集研制中草药所需的奇花异
草。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它是具有不
同意义的圣地。

我们沿着这条古道走了大约200
米，看见一座小桥，山泉水穿过涵洞向
下游流去，水流经过的地方叫仕阶
溪。仕阶溪桥头有一块标注着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仕阶摩崖石刻的石牌，石
牌旁有一条丛林小径引领我们走向溪
涧。潺潺泉水在布满岩石的溪涧中奔
涌而过，撞击着石块，哗啦啦的流水声
在山谷中回响，蓝天和树影倒映在水
面上，随光影轻移，迷幻至极，好一幅
古树夹道、藤蔓交错、深谷清幽的景
致。这便是传说中的摩崖石刻群所在
地。

据记载，清光绪十一年，由于不堪
忍受官府的压迫，海南地区汉黎起义
相继爆发，两广总督张之洞急命钦廉

提督冯子材率兵前来镇压。此后他
们以五指山为中心修建道路，在黎族
同胞聚集区建立总管制，设置抚黎机
构、电报局、交易市场以及学馆，引导
黎族同胞接受汉文化教育，使黎汉文
化得以交融。大功告成之后，冯子材
与属僚们，先后在仕阶溪附近的古道
和两岸泐石题书志庆成功。于是便
有了供后人瞻仰的这一处仕阶村文
物古迹。

在溪涧的岸边和水中，我们倾听
着水流的歌唱，浏览着那些刻字的石
块，那些远逝的时光从我们身边缓缓
划过。有一块大石，石面光洁如洗，三
面均有刻字，正面是江国荣所提的“一
手撑天”。这四个大字刚劲利落，厚重
而沉着。“一手”意指五指山高，“撑天”
挥洒出顶天立地的气魄。另一面则刻
着“大清光绪十三年春，石城江国荣奉
宫保冯札，委督开十字路通衢，招抚生
熟黎岐，今道路如砥如矢，黎岐亦欣然
归化，泐上四字，以志成功”的小字，为

后人考古提供了清晰的历史佐证。而
大石的左侧下方则是林德均所题的

“百越锁钥”，字体雄浑圆润，气势不
凡。另一块被青苔附着过颜色偏暗的
大石上所镌刻的“巨手擎天”同样透着
雄伟刚劲之气，而不远处冯子材所题
的“手辟南荒”，笔法雄浑豪放、劲健有
力，豪迈之情展露无遗。红漆涂抹过
的刻痕令遥远岁月彼岸的这番万丈豪
情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也为这绝美
的山水之景平添了一份浓郁的人文色
彩，它们又何尝不是为我们开启另一
度历史时空的钥匙呢？

仍记得那个午后，山风吹过脸庞
时的微凉，仍记得我蹚着水在石堆中
找寻石刻时的心境。那些曾经的发
生，刀光剑影的日夜并没有在这里留
下更多的痕迹，但那一段记忆必定被
大山收录，并在流年的轮转中被深深
地刻入土地的深处。我仍可以想象胜
利者脸上的得意笑容，也可以想象庆
功的欢呼声曾响彻山谷，但一如那些
逝去的朝代，那时的人们，无论成王败
寇，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归于尘土，唯有
这些岩石上残存的刻字成为了不朽。
我于是想到一句话——万物皆虚，万
物皆允。

其实寻幽探古并不是我推荐上安
乡仕阶村摩崖石刻群的唯一缘由，开
着爱车渐渐驶入大山最深的怀抱，站
在万泉河源头的水流声中，仰望五指
山峰的雄姿，听山间不知名的虫鸟齐
声歌唱，细嗅一朵初开的花隐隐的暗
香，静卧于一块大岩石上，通体清凉透
彻，在一个不匆忙的午后安然入睡，或
许还会有一段短暂的好梦，与怀古无
关，只有当下的安逸，这样的惬意，值
得拥有。

小城故事：近距离感受人文风情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到了海南，怎能不玩海？绵长的海
岸带，一路细软洁白的沙滩、曼妙椰林景
致，是上天赐予海南的自然资源。海南
拥有众多优质海滩，环岛散落着石梅湾、
博鳌湾、清水湾、香水湾、龙栖湾、棋子
湾、龙沐湾、亚龙湾、海棠湾……处处是
怡人景致，去海边感受琼岛风情、椰林海
滩，绝对是不留遗憾的“打卡”项目。

沿湾而建的酒店、客栈众多，若不喜

欢“批量生产”式的标准化星级酒店，可
寻找藏于海边美景中的客栈、民宿、青
旅，不仅“价格美丽”，还能观赏专属海
景，在此“歇歇脚”，体验一把“岛民”生
活，是不错选择。在海边城市游历体验，
椰林、海风相伴，可看日出日落，观潮起
潮落，抛下烦恼晒太阳，肆意感受自在生
活。

背包客大多是优秀的冒险家，若想

体验“海上探险”，大可择西岛、蜈支洲岛
等地，上岛玩海、乘船出海，在湛蓝的大
海上飞驰，感受浪涛的激昂。岛屿型景
区，一般都会配备摩托快艇、香蕉船、水
上降落伞、飞鱼船、冲浪摩托艇等一系列
新奇刺激的水上运动项目，不妨放下疲
惫、带上勇气，无论是大海高空还是潜入
海底，都能和大海零距离亲密接触，感受
水上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有这么一种背包客，不爱喧闹热门
景点，偏爱静谧、幽静之处，栖息心灵，放
空自己。海南生态资源良好，热带雨林、
山野田园内，饱有大自然无私的馈赠，爬
五指山体验雨林之趣，去琼中感受民俗
风情，赴琼海品味田园生活，或是深入西
岛渔村等村落，在此“森呼吸”、慢享受，
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三亚的西岛渔村，毗邻西岛景区，特
色珊瑚石墙、海洋特色文创馆、美术长

廊，渔村与景区正式串联相通，村民们也
开设了特色渔家客栈，背包客可同时饱
览景区与渔村美景，体验渔村独特的渔
村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在琼海的
万亩龙寿洋田野公园内，村庄、椰林、小
溪、栈道、农舍……惹人沉醉的景观，等
着背包客用发现美的眼睛，按下快门捕
捉珍藏，或是坐庭台别院内，尝清凉椰子
水，品美味椰子糕，尽享美景、美食。

当然，漫步海南山水间，慢节奏游中

也不乏新奇刺激玩法。五指山漂流，有
“海南第一漂”的美称，兼顾“乐、险、奇、
趣”的特点，漂流区全长近6公里，水流落
差急缓有致，置身其间，考验着背包客的
体能与胆量。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在海南，鸡的做法太多，一桌百鸡宴，做法
就达100种。文昌鸡出产地文昌，当地的厨师
也早已把文昌鸡的烹饪手法发挥到了淋漓尽
致的地步，烤、蒸、煮、炒、焗、煎、炸……当地
厨师用任意一种手法都能给你做出一道文昌
鸡为主食材的美食来。在那么多种做法中，盐
焗鸡可以算是文昌人的挚爱，而且很多外地人
吃过之后，一样迷恋它的“芬芳”。也正是因为
如此，在文昌的街头随处可见挂有“盐焗鸡”招
牌的食店。

今年50多岁的潘正晖，是地地道道的文昌
人。20多岁刚和妻子林娟结婚时，夫妻俩就开
始做盐焗鸡了。一晃眼，夫妻俩做盐焗鸡已经
30年了。他们家的店名就是用潘正晖的名字
取的——正晖盐焗鸡，店在文城镇沿江路文东
巷。这里是文城老城区，紧挨着骑楼老街。路
很窄，一辆车勉强通行，还要拐个弯。店的四周
是密密麻麻两三层高的居民楼，如果没有熟人
带，你可能很难找得到。30年的老店，就这样
深藏在小巷之中。

30年的时光过去了，卖盐焗鸡位置没变，
只是房子变了。依靠卖盐焗鸡，夫妻俩盖起了
一栋4层高的楼房，一楼依旧卖盐焗鸡。因为
店里的生意太忙，儿子大学毕业后干脆留在店
里帮忙。

盐焗鸡的做法其实大同小异，把鸡宰杀洗
净后，在鸡肚子里放入一些佐料，用滤油纸包
好，埋入粗海盐中，放到炉子里慢慢加热，等到
一定的时间后取出就可以食用。潘正晖夫妻俩
做盐焗鸡，方法步骤大体也是这样，但是夫妻俩
却在细节上下了很多功夫。

尽管他家的盐焗鸡总是供不应求，但是夫
妻俩一直没用大型焗烤设备，也没用大的铁锅
一次性焗很多只。而是坚持一个砂锅一只鸡，
用煤气灶慢慢加热。海盐稍稍变颜色，立马更
换掉。为了让鸡香味更浓，夫妻俩将鸡肚子的
内脏全部掏空，塞入枸杞、当归、姜丝等佐料。
用小火慢慢加热，一个半小时后，一只香喷喷的
盐焗鸡就可以出炉了。

做盐焗鸡的时候，为了避免贴在砂锅底
层的一面烤焦，潘正晖夫妻俩还特意从乡下
摘回荷叶，垫在下面，这样不仅避免其他地方
鸡皮焗黄后，底部变得焦黑，而且让鸡多了一
丝清凉的芬芳。他家的盐焗鸡好吃，其实还
有一个秘密，就是他家所用的鸡均是5个月
龄的文昌鸡。

“嫩了，嚼劲不够，不香，5个月的刚刚好。”
挑鸡是有诀窍的，这个诀窍林娟掌握得很好，看
一眼鸡的羽毛，就知道这只文昌鸡饲养了多
久。尽管林娟教了很多遍，潘正晖和儿子至今
还没掌握。为了挑选到合适的文昌鸡，林娟每
隔两三天就要去几个固定养鸡场一趟。年轻的
时候，夫妻俩一般早早出门到养鸡场挑鸡，然后
自己动手宰杀，现在年纪大了，林娟挑好鸡后，
就交由他人负责宰杀，夫妻俩负责制作鸡肚子
里面的佐料。

尽管夫妻俩的盐焗鸡店位置很偏，但是名
声在外，每天至少要卖出三五十只，前来买鸡的
人绝大部分是熟客。因为好吃，让人上瘾，周末
的时候还经常有人特地从海口、三亚开车前来
购买，一次就买走四五只。“吃过一次，其他地方
的盐焗鸡我们都不想吃了。”这是经常来买鸡的
食客，跟潘正晖讲的一句话，听完后，潘正晖心
里也是美滋滋的。

让夫妻俩最为感动的是，很多以前在文昌
工作过的外地人，离开文昌后，为了吃上文昌
鸡，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邮寄给他们。为了照
顾这些“老粉丝”，夫妻俩特意购买了一套真空
包装设备，盐焗鸡焗好降温后，立刻打好真空包
装，通过空运，两三天就可以到这些“老粉丝”手
中。一些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吃了一回后，也会
托文昌老家的人打包带过去。

小巷盐焗鸡
香飘到海外

擎天捧日山野间

用步履丈量海南

背上行囊，将梦想、新奇、辛
苦、欢欣一起打包，脚下是崎岖的
野径，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无论是
夜宿星级酒店还是帐篷睡袋，出游
路上随遇而安，旅途独特却乐在其
中。有这么一类出游者，被称为背
包客，亦或是驴友，他们的旅行，并
非走马观花式看风景，而是为了挖
掘当地私家风景、深入感受风土人
情，在行走路上认识世界、认识自
我、挑战极限。

海南坐拥明媚景色、山海风
光，无论是环岛湛蓝海岸，还是中
部山间田园，百吃不厌的海鲜、独
特的黎苗文化、朴素的美丽乡村，
都让不少背包客心驰神往。迈入
新年，琼岛正是气候宜人的好时
节，想深入体验“岛民”生活的出游
者，不妨背上行囊，来一次说走就
走的疯狂旅行。

幽静云间：漫步美丽乡村玩山水

湛蓝海岸：赴一场天涯海角之约

背包客
畅游海岸、行遍城市、登山越野……

上安仕阶

还有人提倡，出门旅行，就是花最少
的钱，走最远的路，看别人难以看到的风
景。背包客追求自由，注重心灵体验，若
想深入了解海南，感受脚下土地，不妨用
步履丈量城市，走访大街小巷，探寻各路
美食，感受海南人的慢生活，品味人文风
光。

来到海口，夜生活不容错过。夜幕
降临，海南人民的生活才真正开始。逛
骑楼老街最能感受海南味道，深巷中藏
着不少地道美食，胡辣汤饭、炸排骨、猪
脚饭、清补凉、老盐柠檬、后安粉、糟粕醋
……荟萃了琼岛万宁、琼海等各市县招
牌菜，寻味而去定会令人胃口大开。海
南美食店，大多装修朴素且价格实惠，几

张桌子板凳，一个烹饪小摊，吃一
碗热气腾腾的海鲜粥，便能满足了
味蕾。喜欢市井气息的背包客，不
妨逛一逛海口新华南、海甸岛，定
能发现让人无法抵御的美食。

花式体验城市，度假胜地三亚亦不容
错过。三亚城市公园众多，参差错落着鹿
回头公园、临春岭森林公园、凤凰岭公园
等，独爱闹中取静的背包客，可登山游园，
俯瞰鹿城，尽收三亚美景。三亚还有不少
热闹老街，第一市场、商品街内美食荟萃，
海鲜排档、烧烤、炸串应有尽有，与摊主砍
价、拉家常，看“电动侠”
走街串巷，地道风情，这
是海南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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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晖在烹制盐焗鸡。

游客在万宁日月湾冲浪。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小米飞猫·罗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