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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飞猫·罗伶

我第一次知道琼中牛肉很赞是在
2014年。4月 2日晚上，琼中“三月
三”晚会结束，录制团队来到阿武仔蟹
粥店吃宵夜。那里已经人满为患，我
们的粥上得很慢，大家都在嗷嗷待哺，
老板先给各桌上了一碟牛肉干。我依
然记得那碟牛肉干放在我面前时那香
气是怎样飘散的，所有人的目光瞬间
射向我，我清楚地看见了男生们咽口
水时喉结的蠕动，然后几乎只有一秒
钟，我面前的碟子空了。

我第二次见到的琼中牛肉是上安
乡出品的牛肉干，装在一个简易包装袋
里，手感硬邦邦、沉甸甸的。我的家长
把它们取出来，洗净，剪成条状，然后热
锅下油，爆香蒜块后，将牛肉干一股脑
丢进锅里爆炒，没多久，牛肉干便在锅
里发出油渍渍的欢叫。这时再浇上适
度的生抽继续翻炒，待牛肉干完全吸收
了蒜香和酱油的香味之后，家长端来一
壶滚烫的开水倒入锅里，完全淹没牛肉
干，盖上锅盖，大火收汁，这个动作貌似
重复了很多遍。最后一次收汁基本完
毕，牛肉干被转移到一口砂锅里继续熬
煮，就这样经过将近两小时反复的加工
烹制，牛肉干终于被端上餐桌。

砂锅盖子打开的那一刻，所有之
前躲在厨房门外，嗅着香气的吃货们
发出了阵阵欢呼声。牛肉干已被煮
软，但依旧保持适口的咀嚼度，全然没
有牛肉的腥膻，倒是浓郁的肉香夹杂
着烟火的熏香被牙齿轻嚼后灿然释
放，溢满口腔。那天晚上，我家的红酒
基本被喝光。从此之后，人们再跟我
提起上安乡，我就会想到牛肉干。

其实这种无敌美味的牛肉一直都
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人们叫它“琼中小
黄牛肉”，作为一款美食品牌，早已享
誉东南亚地区。与海南其他地区出品
的小黄牛肉不同之处在于，琼中小黄

牛常年生长在山区，而且处于野生放
养状态，以吃树叶和野草为生。

上安乡地处五指山山脉地带，被
高山峻岭环抱，拥有广阔的原始热带
雨林，植物品种丰富，这样的地理环境

最适合琼中小黄牛的牧养。所以在上
安乡养牛的人家便特别多，上安牛肉
和牛肉干自然也特别出名。

上安乡的村民们往往会把牛群赶
到山里，让它们自行觅食，每隔一个月

再进山召唤领头牛，把牛凑齐喂食盐巴，
好让牛更强壮有力。其他时候，牛群都
会自由自在漫山遍野撒欢，所以，有时人
们会在上安乡海拔800米以上的地方看
到牛在吃草也一点儿不觉奇怪。由于
它们常年以大山深处的树叶、百草为
食，难免会吃到大量强身健体的中草
药，加上被定期喂以盐巴，身体强壮，使
得它们拥有了水分低、肉色深红、肉质纤
细的上乘品质。难怪上安乡的人们会自
豪地说上安牛肉是海南最赞的。

因为拥有如此高品质的牛肉食材，
琼中各乡镇的大小餐厅都有自己的牛
肉主打菜肴，虽然料理方法不同，但出
品都不相伯仲。我最初遇到的阿武仔
蟹粥店那款令我的同事们三年来念念
不忘的牛肉干，也是取材于上安乡的小
黄牛肉，从料理的方法来看，称之为卤
牛肉更加准确。阿武仔每天都会向固
定的进货商购买部位上乘的新鲜牛肉，
洗净后用十几种药材和香料组成的秘
制调料腌制数小时，再放置于老卤汁中
熬煮至一定的软度，捞起纳凉，再切片
过油香煎，香气逼人的阿武仔牛肉干才
算大功告成。他家出品的肉片很大，肉
香多元、口感层次分明，咀嚼轻松，算是
把好牛肉的精华演绎到淋漓尽致了。

另外，阿武仔蟹粥店还有一道牛肉
料理很值得推荐，就是用新鲜牛肉涮火
锅，却是吃货们的大爱。这样的吃法最
能品到牛肉原汁原味的肉香。几乎每
一个吃过的人都有一致的评价——肉
质鲜嫩柔滑，肉香浓郁，汤汁鲜甜，一个
人吃掉一斤也未必能解馋。

在著名的新大边河乡村风味店也
能吃到上安乡的牛肉干。店家会选用
充分风干后的带有些许油脂的牛肉干
来料理。方法其实很简单，洗净肉干，
切块，入油锅溜透便可盛盘上桌。这
样的出品很亮眼哦，暗红色且泛着油
光的牛肉干连接着被炸至金黄色的油
脂，色彩就变得丰富起来。入口时，干

香的牛肉与油脂充分相融，唇齿和舌
尖都得到柔滑的滋润，肉香更加饱满。

著名的海山岛饭店不止有电饭煲
鸡，他们家的牛肉干也很畅销。然而
他们的选材就很吻合拒油腻人士的需
求。店家会精挑细选纯瘦的牛肉干，
切成很精致的小肉条，过油煎制，再滤
干油分，这样就会让一整碟牛肉干看
上去具有形状统一，毫无油花，更像烤
制而成的效果。关于美食，本就是见
仁见智的事情，而上安乡的牛肉干，怎
么料理都一定有一款适合你。

说了这么多牛肉干，很有必要说
说带皮小黄牛，这也是琼中本地最受
欢迎的吃法。我曾吃过的某家店，他
们那道红烧带皮小黄牛料理得的确很
有说服力。它是那种红褐色略带酱汁
的出品，与纹理清晰的牛肉相连的是
被烧至软糯的厚厚的牛皮，牛皮泛着
亮亮的光泽，一眼就能看到满满的胶
原蛋白的活力，那就是所有女生都至
爱的美颜圣品哦。把整块牛肉放置口
中，那被充满的大口吃肉的快感已足
以让人幸福感爆棚！

梳理了这么多琼中小黄牛的料理
方法和口感魅力，但这也仅是琼中当
地的牛肉料理中的冰山一角，也许还
有很多更赞的出品还潜藏在琼中某处
等待更多的吃货去发现。而我，还是
念念不忘在上安乡作雅村品尝到的最
农家的味道。忘不了村民们点燃炉火
时脸上的笑意和唱起的山歌，忘不了
上安乡出产的牛肉干在炭火熏烤下飘
出的浓香，以及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
欢乐时光。如果有机会，真的应该去
上安乡，品尝一下在海拔800米之上
吃百草的小黄牛肉，喝一杯本地的牛
大力米酒，交一群日后会很想念、很牵
挂的好朋友。

如果有一天，你去到上安乡，别忘
了，一定要，吃最野的牛肉，喝最烈的米
酒，交最铁的朋友。

■ 本报记者 贾磊

第一次来五指山的游客，打开水满乡农家乐
的菜单，或许会十分好奇，“会上树的鸡”“不回家
的牛”“革命菜”……这些菜品究竟什么是美食？

来到五指山南麓，寄情山水间，自然味蕾绽
放。地处海南省中部生态核心区的五指山市，热
带雨林分布广泛，纯净的空气，清澈的水源，加上
宜人的气候，给原生态食材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
境。五指山五脚猪、蚂蚁鸡、小黄牛、水满鸭等都
采取放养方式，肉质细腻口感佳；五指山地区还有
品种多样的野菜，如白花菜、革命菜、雷公根、树仔
菜等。

“五指山美食特色全在食材，全部是原汁原
味。以五指山小黄牛为例，小黄牛常年自由放养
在山上，以吃树叶野草为生，被当地人称为‘不回
家的牛’，其肉质焦黄油亮，柔韧松脆，多吃不腻，
与鹿肉口感极其相似。当地居民吃牛肉的主要方
式就是打边炉，口感十分鲜美。”五指山市烹饪协
会负责人符伟告诉记者，五指山牛肉干作为衍生
美食，其用料选用五指山优质小黄牛的牛脊肉为
原料，当地农民加入一些药材或调料腌制风干，味
道独特，既香脆又有嚼劲。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美食也别具特色，原
生态黎苗美食让人馋涎欲滴。

在保亭三道镇槟榔谷景区，不仅有专门的餐
厅让游客体验传统的黎苗特色菜品，还有黎苗风
味美食街，不少黎苗美食小吃都可以在这里品尝
到。

“我们面向游客主推精心研制的六大特色黎
苗菜肴，分别是芭蕉芯炖排骨、包烧烤鸡（会上树
的鸡）、蒌叶煎河虾、酒糟焖石鲮鱼、竹香小黄牛
等，当然，这里还有黎家竹筒饭、苗家三色饭、山兰
糯米糕等小吃。”景区负责人吉贵说。

海南中部地区有很多天然的药材和野生菜
类，与槟榔谷景区相邻的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菜品形式，运用独特的烹调技法，结合海南地方
特色，将热带雨林中的野菜、菌类、特色蔬菜引入
菜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雨林药膳。

“我们这里的雨林养生药膳是兼有养生功效
和食品美味的特殊膳食，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
和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既可有效地补充人体
能量和营养物质，又能调节机体内物质代谢，促进
血液循环等，达到滋补、强身、养颜、瘦身等作用。”
景区负责人王厚林表示。

据介绍，雨林药膳菜肴主要有槟榔花煲猪肚、
槟榔水库鱼、巴戟纸锅果园鸡、益智肚丝乳鸽、干
煸茯苓东山羊、雷公根秘制豆腐、干煸松茸菌等。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也有玉盘珍馐。“上安乡
的香煎牛肉片、湾岭镇的焗土鸡、吊罗山乡的野竹
笋、黎母山镇的蜂蛹炒蛋……”琼中一位资深吃货
秦海灵如数家珍般告诉记者。伴随近年生态旅游
的发展，琼中的美食佳肴被进一步发掘。

说起琼中美食，可以分为树上飞的、水里游
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当地老百姓概括起来叫
做“海陆空地四位一体”美食新模式，都是城市里
难得一见的美味。

盛产于琼中山区的革命菜、白花菜、观音菜、
车前草、雷公根、四棱豆、苦菜等或凉拌或炒食的
菜品，都被冠上“天然绿色食品”的称号。

长桌宴上，芭蕉叶当桌布，椰壳做碗，竹筒装
酒……品原汁原味，赏黎苗特色，舌尖上的海南，
黎苗美食作为重要的一员，正不断创新，在美食担
当中，角色越来越重要。

我省低空旅游受热捧

翱翔天际瞰海南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琼岛旅游资源丰富，
除了玩海、观景、爬山等
传统项目，近年来新开发
了不少低空旅游产品，水
上飞机、直升机游项目受
热捧，为游客立体式玩转
海岛提供了更多选择。
如何一睹为快领略琼岛
风光？不妨体验一把乘
机游览的刺激，俯瞰海南
湾区、山峦、城市，感受非
凡的感官体验，做一次新
潮“大玩家”。

天蓝、湖蓝、宝石蓝、孔雀蓝……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位置看海，会
发现不一样的惊喜，海水富有层次感
的蓝色，经过深浅搭配组合，与蓝天、
白云、夕阳、船只等元素相互交织，呈
现出如诗如画的梦幻景色。

漫步沙滩、乘船出海、山顶眺望，
玩腻了传统的看海方式，何不空中观
海，坐收八方美景？如今，三亚、海

口、博鳌等地已开通了不少低空游览
线路，搭乘水上飞机、直升机，无疑是
俯瞰海岛风光的一大选择。

“目前我们在海南开通了20余
条空中游览飞行航线，其中三亚的三
亚湾、大东海、海棠湾等湾区均开通
了航线，俯瞰曼妙湾区、饱览海南海
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去年
空中游览游客达2.2万人次。”三亚亚

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高
秀妍说。

三亚湾区众多，各具特色，打个
“飞的”飞往高空，既能欣赏到浪漫旖
旎的椰梦长廊，感受海天一色的壮丽
景象，还能远眺鹿回头山顶的枝繁叶
茂，城市的林立高楼，尽收鹿城之
美。当飞行高度不断上升，视野愈加
辽阔，伴随着轰隆机鸣声，俯瞰湛蓝

大海，还能领略到千帆竞技、百舸争
流的壮美风光，乘机游玩定会令人心
潮澎湃，留下难忘回忆。

小贴士：
三亚、海口、博鳌均有开设湾区低

空飞行线路，海南气候适宜，除了天气
原因外，航空公司基本上全年营业，每
天开设班次较多，游客到现场可随时
起飞，但遇空中管制需要等待。

1月16日上午，在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门区广场，伴随着直升机引
擎的轰鸣声，高速旋转的螺旋桨推来
阵阵风，一架承载4名游客的直升机
缓缓升空，掠过雨林峡谷之巅，越过
美丽的三亚海棠湾，直击山海天的壮
丽与辽阔，这是该景区推出的直升机
低空飞行旅游项目首次航行。

“直升机飞行的高度恰好可以近距
离俯瞰呀诺达景区全貌，地面上看不到
的雨林景色在空中纵览无余，还可以看

到热带雨林周边的海天美景，令人大开
眼界！”当天，刚体验过直升机低空飞行
旅游项目的游客赵先生说。

飞机飞行速度快、观景效果佳等
优点，为特色旅游产品打造提供了新
选择。为进一步丰富旅游体验，海南
不少知名景区均合作开通了低空飞
行线路，包括蜈支洲岛也开通了直升
机游项目，游客可在进岛码头或酒店
购买直升机票，鸟瞰海棠湾及蜈支洲
岛的醉人美景。此外，三亚还开通了

前往西岛、鹿回头、天涯海角、南山等
低空飞行航线，在海口也可乘飞机高
空观赏万绿园、火山口、五源河森林
公园等景区。

如若想短时间内尽览琼岛风光，
除了景区线路外，城际间的低空飞行
线路也不容错过。目前，三亚已经开
通了飞往海口的东线、西线航线，飞
行时间1个小时。航行路上，由南至
北，皆是美景，无论是东线的秀美、还
是西线的壮丽，均能360°无死角感

受。与家人、朋友、恋人乘机体验，还
可以进行航空摄影、空中婚礼，定为
海南之行加分。

小贴士：
受景区工作时间影响，飞抵景区

的飞行航线每日班次固定，如新开通
的呀诺达直升机项目日均4班，不同
机型的承载量也不同，一般直升机的
载客量可达3至6名，有的航线需坐
满才起飞，建议出发前了解机型的具
体信息，再做旅途安排。

上安乡 念念不忘最农家的味道

海上翱翔 乘风踏浪游天涯

串联景区 饱览城际间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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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海南中部
让味蕾自然绽放

五指山名菜小河鲜。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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